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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律法師佛學講座-楞嚴經(53) 

第五十三講: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研究(32)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翻開１４３頁，好！再把今天發的[講義]請出來，

今天發了這個[講義]，就是根據昨天的這樣子調查，昨天的這個調查，有百分

之九十幾的人都聽得懂，只有少數的人聽不來，為了全面性利益眾生，所以，

只好把師父潦草做的筆記發給大家。這個就是師父簡單做的筆記，我也不知道

說今天要發給大家，要不然，我把字寫漂亮一點，給大家印象好一點，這是沒

有想到說要發。後來發現，各個這樣子調查的結果，這些初學佛法的人，聽起

來很困難，摸不著門！好了！我們就簡單的再介紹一下。 

 

諸位把這一張講義請出來，「八識與四分關係圖」，八識就是：眼識、耳識、

鼻識、舌、身、意、第六、第七、第八識；四分就是：相分、見分、自證分、

證自證分。好！這個第八識，從左邊看，這個第八識，師父寫的：如大海水，

這是初能變，初能變，從本性一念不覺，產生了阿賴耶識，所謂的第八識。諸

位！轉識成智不是把第八意識轉掉；如果把第八意識轉掉，那就不能成佛了；

是轉染成淨，是這個意思，第八意識的體，都是不生，都是不滅的。所以，轉

識成智不是把第八意識轉掉；如果把第八意識轉掉，那你用什麼來成佛？連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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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清淨的體都沒有了！知道吧！所以，轉識成智的意思是說：把污染的轉成清

淨的。 

 

這一張表非常的重要，是為什麼呢？因為它跟《楞嚴經》的如來藏所討論的息

息相關，所以，這一張講義就是特別的重要！這一張講義，是從１４２頁的中

間，「能生諸緣，緣所遺者」加強解釋，為什麼能生諸緣，緣所遺者？最重要

的它是在解釋，我們一念不覺以後，就初能變、二能變、三能變，就一直迷‥‥‥

由微細的變成粗惑，然後，一直攀緣外境，一直返回不了真如，回不去，回不

去。好！諸位看，第八意識的右邊，叫做相分的本質；底下有一個見分的本質，

這是什麼意思？也就是說：第八意識在微細的時候，它這個見分跟相分出來的

時候，本來還是非常微細的，精神跟物質還不是分得很清楚；後來經過了初能

變、二能變、三能變以後，就愈來愈強烈的執著。 

 

我們第八意識裡面，是什麼種子統統有，後面加一個（種），也就是說：它什

麼種子統統有，如果沒有種子，就不能起現行。所以，第八識有第八識的種子；

前五識有前五識的種子；第六、第七也是如此。諸位看中間，中間，第八識的

中間，圓圈內的，這個就表示什麼種子統統有，五識的能緣種，這個種子，有

了種子，它才可以起現行，經過了因緣成長，它就會顯現出來。所以，有了五

識的能緣種，你將來就會發展成眼、耳、鼻、舌、身。五識的相分種是什麼呢？

五識的相分種，要借重於第八意識的相分本質，所以，那個相分本質，諸位看

相分本質旁邊有一個：六塵出於第八識的相分本質，也就是你現在看到的山河



 

-3-Poweredby 牟尼佛法流通網 

大地，是再一次的攝取整個宇宙當中的少許的相分，為你所依靠的依報，譬如

看到一些樹，或者是花、草、山、河、大地等等。 

 

所以，這個ａ１的相分，就是色、聲、香、味、觸。因此，這個相分由二種轉

換，由第八意識的相分種，轉化成五識的相分種，所以，為前五識所緣。所以

前五識的見分，是心緣這個相分，緣這個相分，由第八意識變現出來的，這個

是以心緣色。所以，這個相分，有本質相分，有影像相分，有二種，帶有第八

意識相分的本質，這個叫做本質相分；沒有這個相分的本質，稱為影像相分。

所以，這個相分有二種：一種是心緣物，一種是心緣心。 

 

好！諸位看前五識，前五識的左邊，見分，見分從哪裡來？就是五識能緣種子，

也就是第八意識蘊藏著發展前五識的潛能，只要他出生成為一個人，他那個前

五識就會產生、顯現出來，顯現出來。好了！諸位看第六識，第六識的左邊有

一個見分，左邊有一個見分，就是能緣的分別心，也看到了相分，也看到了相

分，就是能緣是見分，所緣是相分。看到這個相分從哪來的呢？ 

 

好！諸位看那個虛線引出來的，也是二股力量，使第六意識看到自己的相分。

怎麼來的呢？這個相分，也是依據，你看，第八意識的相分種子，還是要依靠

第八意識的相分種，然後，第八意識的相分種影現出來的時候，第六意識自己

取相，所以就變成第六相分種。所以，第六意識的見分是能緣，相分是所緣，

而這個相分，是從第八意識的相分本質，再一次的轉化，就是範圍再縮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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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一個人所看到的感覺，統統不一樣。所以，這個第六意識的見分，諸位！

看左邊的虛線，第六意識上面那個見分，﹣﹣﹣﹣﹣左邊的虛線引到中間來，

就是第六能緣（種）。所以，第六意識它也有種子；前五識有前五識的種子，

前五識的見分，有前五識見分的種子；前五識的相分，有前五識相分的種子；

第六意識的見分，有第六意識見分的種子；第六意識的相分，有第六意識相分

的種子，而這個見分，由第八意識的見分本質三能變來的；而這個相分，卻是

從第八意識的相分本質再變化出來的。 

 

好！諸位再看底下，第六意識，第六意識，左邊的見分，上面是心緣色，上面

是心緣色；底下這一段討論的是心緣心，心緣心就是二個都是見分。第六意識，

諸位看，第六意識左邊下邊那個見分，你看，緣第八意識見分的本質，起精神

作用，就是自我想相了，沒有攀緣外境，內心裡面就會看到自己的相，而這個

相卻是來自於精神，不是來自於外境。所以，以心緣心，所以，這個相是心中

的相，不是外境。所以，這個第六意識的見分，攀緣第六意識的相分，這個相

分是從哪來？是從第八意識的見分而來的。諸位！二個都是見分，又變成一個

能所，第八意識的見分本質，第八意識的見分的本質是很微細的；而第六意識

的功能，就是強烈的分別心，動，就一直動念，所以，把這個精神，微弱的精

神顯現出來的精神，由強而有力的第六意識反內執著，變成往內執著。 

 

所以，每一個人的心中，閒著沒事就會幻化種種的相，晚上作夢也有相；念佛

念久了，也有種種的瑞相。是不是？清淨心所顯現的相、定中的相，它不必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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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境界。夢中的相，或者是散亂心自我的想相，都是見分攀緣見分，也就是精

神強的功能，攀緣那個見分的本質，產生二個都是心法所顯現中的相，而這個

相變成能跟所；本來二個見分都是能緣，但是，第六意識是強而有力的分別力，

所以，攀緣第八意識的見分，為分別的境界。所以，二個都是精神的時候，第

六意識就變成主導，就是能；第八意識的見分本質就變成所，而引發出來的相

分，統統在自己的心中所顯現的。所以，你可以想像很多的心中的相，你可以

寫很多的小說，自己想像夢中的相，這個叫做獨頭意識。 

 

好！諸位看，第六意識的見分，引出來的左邊，以心緣心的左邊，畫那個虛線，

往左邊看，叫做第六能緣（種），第六能緣（種）。所以，這個第六意識，可

以作為前五識的依靠，就是五俱意識；也可以單獨起來作用，也可以單獨起來

作用。所以，這個第六意識的見分特別的強，所以，它有二個：一個是對外，

負責前五識的，叫做五俱意識，一個是對外，一個是對內，一個是對外的見分，

對外的見分就是以心緣色；一個是對內的，心自己產生影像，自己攀緣，變成

能所。所以，第六意識的見分，看左邊，第六能緣（種），第六意識能緣（種）

看出來的，第八意識的見分本質從哪來的呢？諸位看，這個相分，第六意識的

見分，看到這個第六意識的相分，這個相分從哪裡來的呢？從第八意識的能緣

種變成被動，本來是能緣，後來被第六意識的見分所緣，就變成第六意識的相

分了，就變成第六意識的相分了。所以，這個相分，變成第八意識的精神主體

被反過來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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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第八意識還有一個；見分的本質，看第八意識的底下，見分的本質，產生

這個相分，這相分從哪裡出來呢？諸位看最底下的，叫做第七意識，第七意識，

而這個第七意識，它就是二，第二能變。為什麼叫做第二能變呢？初能變是第

八意識阿賴耶識，見相二分還不是很強烈的，現在加上強烈的執著。所以，第

七意識就是我執、法執，我貪、我見、我慢、我愛，它老死不放手，也就是把

第八意識的精神主體性強烈的加一個「我」，強烈的加一個「我」，這個就麻

煩了！所以，你看到的這個相分是什麼呢？就是我相，第七意識的見分，以第

八意識的見分為自我，用一句你聽得懂的名詞就是：染污掉，徹底的，我執跟

法執徹底的染污第八意識的見分，染污了第八意識的見分，死執一個我，還有

死執一個法，對人生觀不了解，所以，執著一個我執；對宇宙觀不了解，所以，

執著一個法執，所以，這個二能變。諸位看見分的左下邊，第七意識的見分的

左下邊有幾個字就是：以第八意識的見分為自我，第七識強加第八識為自我的

觀念，這個就是第七意識最可怕的！ 

 

所以，諸位！修行從哪裡下手？修行就是從第六意識下手、從第七意識下手，

這修行的關鍵。而前五識只是附帶的，前五識，眼、耳、鼻、舌、身，看到、

聞到、聽到，或者觸碰到，其實，重點都在後面的分別心跟執著心，而第六意

識的分別心，跟第七意識的執著心所運作的種子：善、惡、無記，統統搬回來

第八意識裡面放著，放著，放著。所以，我們要了解，修行從第六意識的分別

心變成不分別，不分別，沒有分別心，見相二分就慢慢的放下來，能所就斷。

好！第七意識的我法二執放下來，放下來，這個見相二分能所就斷，能所就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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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為什麼修行叫你講：放下，再放下，又放下？因為無論是精神；精神就

是八識見分，無論是物質，都是來自於我們的本體。因此，所謂的自證分分二

種，自證分如果是悟了，叫做真如，悟了就是真如；如果迷了呢？叫做妄心，

就是阿賴耶，阿賴耶。所以，如果是妄，它所依照的體性當然就是妄了；但是，

妄跟真只差一念，妄放下就是真。那麼，這裡的自證分，就是所謂的自體分；

證自證分就是用，用，證自證分就是用，也就是二個人是互為依緣，自證分跟

證自證分是一體兩面的意思，一體兩面的意思。因此，既然第八意識影現出來

的見分本質，和相分本質，其實都是來自於阿賴耶識，那麼，所有影現的物質

跟精神，其實統統來自於阿賴耶，因此叫做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非幻成

幻法。 

 

好！諸位看左下邊，什麼叫做帶質境？帶質境分成二種：一叫做真帶質；頌曰

就是偈頌，偈頌；師父做筆記寫得很草，你忍耐看一下。以心緣心真帶質，中

間相分兩頭生，譬如說：末那執著阿賴耶識的見分為我，此我之相分，從中間

兩頭‥‥‥中間生起，七、八兩識皆是心法，較色法為真，所以叫做真帶質。

諸位！你看第七意識，第七意識的見分，再看第八意識的見分，二個都是心，

心緣心，產生中間這個相，就是我執。所以，我們包括晚上作夢，都執著一個

「我」，包括晚上作夢，沒有辦法休息，二六時中，恆審思量，這個「我」一

定跟著，從來沒有放棄。白天執著有一個「我」，不知道我們攝取了宇宙中少

許的地水火風，這個假相本來無我。當你證悟到一切法無我，你會發現，精神

跟物質來自同一個本體，為什麼來自一個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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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說：這個色身有精神作用，諸位！你不必吃飯嗎？你不必吃菜嗎？你不必

吃種種的食物嗎？這食物是什麼？是相分啊！你不必藉著空氣嗎？不必藉著

養分嗎？你這個色身怎麼會有能量呢？對不對？因為你藉著山河大地所栽培

出來的水果、穀物，是不是？水，來保持我們身體的體力，有了這個身體的體

力，你的見分，我們的心靈才能產生能量；要不然，一個人七天不吃飯、一個

月不吃飯，是不是？你的身體體力會受不了啊！所以，精神跟物質本自是同一

體性的，同一體性的。好！修行從第七意識的執著放下；修行從第六意識的分

別心放下。 

 

也簡單講：諸位看，重點都在這個地方，心緣色跟心緣心，重點統統在這二個。

心緣色的時候，了知心不可得，因為見分不可得，是妄；緣色，色塵相分都是

緣起的東西。所以，心緣色，就是當我們的心攀緣五欲六塵的時候，要懂得那

不是真實的東西。好！以心緣心的時候，就是你少打妄想，你少打妄想，我們

坐著，境界不必現前，我們妄想就一直出來，自己有一個見分，內心裡面就產

生相分，可以天馬行空的觀想；可以天馬行空的想像，小說家就是這樣子；武

俠小說也是這樣；拍電影也是這樣子，靠自己想像；卡通影片也是這樣子啊，

靠自己想像啊，就是這樣子來的。 

 

好了！諸位看上面，上面叫做似帶質，昨天有人做筆記做：似呆子，類似呆子，

差很多了！似帶質境，似帶質境，這個沒有寫出來的話，實在是寫不出來，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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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靠左右二邊，左右二邊跟他講：你不用看我的，我也一樣聽不懂！叫做似帶

質境，頌曰：以心緣色似帶質，中間相分一頭生，為什麼呢？中間相分一頭生

呢？見分攀緣相分，相分只有在見分這邊攀緣而已，二個都不是心，單方面前

五識見分是心，攀緣相分的本質所影現出來的，就只有一個是相分。是不是？

所以，以心緣色似帶質，中間相分一頭生，不是從二邊的見分所產生的，單獨

一個相分。 

 

譬如說：以意識緣已經落謝的花，這個意識的心，此意識就是心，而花就是色，

就是記憶了，是名以心緣色，其所生之花境，是僅僅從意識這一邊、這一頭生

起的。又似帶質境，也通於有質獨影境，有質也就是有本質。譬如說：山河大

地確實是有存在的，山河大地確實是有存在的，是有質獨影；還有一個叫做無

質獨影境，這個講起來，唯識就是很多，很多。 

 

好了！諸位！我們從上面看下來，上面，右上邊叫做外境粗境易知，外面的境

界比較粗，容易了解，這是指（丙）三能變，三能變的左邊：能所不斷而成識

浪，前五識拼了老命攀緣外境，心從來沒有停止過，心從來沒有停止過。 

 

好！諸位看前五識的見分，就是眼見分，乃至於身體的身見分，所緣的相分就

是色、聲、香、味、觸。Ａ１引出來的，六塵出於第八識的相分本質。好！諸

位看第六識，第六識的見分，就是能緣的分別心，好！能緣的分別心所緣的相

分是什麼？諸位看那個註解，所緣境（包括同時出現，色、聲、香、味、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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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意識的能緣的力道很大，最大，最大！好！第六意識的見分，底下就是能

緣的心，能緣的心，看到第八意識的見分本質，這第八意識的見分本質變成所

緣，一個能緣變成所緣，所以講所緣。所緣的上面，相分，就是心中相，不是

外境，諸位看相分的底下，ｂ１相分的底下，小圓圈的相分的底下說：注意！

此為心中所觀相，非外境之相，屬精神唯意識心，沒有境界現前。 

 

諸位！再繼續看左邊，內心微細，煩惱難斷，最困難的！所以，在座諸位！你

可以不必去看電影；可以不必去唱歌；可以不必去跳舞，一般人過著比較少欲

望的日子，日子就比較好過了，不必攀緣、借重這些假相；但是，問題來了，

問題：你的內心裡面沒辦法處理，因為沒有智慧，一個是第六意識見分，緣第

八意識的見分本質；一個是第七意識的見分，緣第八意識的見分本質，產生我

法二執，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諸位！最困難的就是後面這一段，最

難修行的就是這一段。 

 

好！諸位再看一下，第七意識的見分，攀緣第八意識的見分的本質，這一段就

是相分，就是ｂ２了，ｂ２就是心中相，諸位看右邊的註解：本為能緣，今變

成第七識所緣，故是相分，被見分所緣就是變成相分了，由見分變相分，被動

了，由第八識精神層面而出。你看，所以，第八識的精神層面本來是很微細的，

而第七意識強加、強迫那個精神，一定要加一個「我」，這個「我」就變成二

六時中沒有停止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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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前五識、第六識、第七識會歸回來，全部都是從哪裡變現出來呢？諸位看

第八識的中間，五識能緣（種），五識相分（種），第八相分（種）。第八相

分（種），第六相分（種），第六能緣（種）。第六能緣（種），第六相分（種），

第八能緣（種）。第八能緣（種），第七相分（種），第七能緣（種）。簡單

講：前五識、第六識、第七意識，統統來自第八意識的見分種子，還有相分的

種子，就是能緣種子，還有被所緣的，叫做相分種子。這為什麼要加一個「種」

呢？如田中的種子，有了這個種子，將來碰到水、陽光、養分，它就會成長，

就是所謂的異熟果報。 

 

所以，本來這個第八意識中間要畫一個點‥‥‥好幾個點，好幾個點，諸位看

左上角，看左上角，左上角，師父就寫了：１．性，初能變，一念不覺，第八

意識，圓圈裡面好幾個點‥‥‥就個點就是種子，就是潛伏的習氣，將來要受

果報，轉化成異熟果報的，這個「‥‥‥」就是種子，就是中間所寫的這一排，

第八意識中間所寫的這一排，這一排。所以，這一張徹底的講、徹底的解釋，

如來藏一念不覺生三細六粗，由初能變本性一念不覺，如來藏一念不覺，變第

八意識，第八意識，第二能變變成我法二執；第七識再來轉換成前六識。為什

麼叫做三能變呢？第七意識叫做橋樑，在唯識學裡面講：對內執著第八意識的

見分為自我；對外作為前六識的依據，依據、依靠，所以，第七意識又叫做意

根，第七意識又叫做意根。換句話說：前六識依靠第七意識而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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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諸位！前五識攀緣，好！諸位看右邊這一排，

前五識去攀緣山河大地，第六意識立刻分別，知道那是山河大地：風景很好，

我要在這裡定居！第七意識立刻執著。前五識看到喜歡的名牌、金錢，前五識

看，第六意識馬上分別，第七意識立刻執著。前五識、第六意識、第七意識，

雖然有第一念、第二念、第三念，諸位！這個念是一秒鐘的千分之一剎那，是

非常非常快速的！ 

 

為什麼修行這麼困難？就是剎那生剎那滅，剎那生剎那滅‥‥‥所以，很難修

行！為什麼叫你要親近善知識？為什麼叫你要聽經聞法？為什麼勸大家要多

念佛？因為這個眼見，第六意識都是佛號，見的是佛像、見的是三寶，第七意

識執著，執著沒關係，佛陀當然知道一切眾生都執著，在你沒有成聖成賢，當

然每一個人都執著了！好！這個執著我們把它轉換，執著這一句南無阿彌陀

佛，執著往生極樂世界的淨土，這個執著是好的。因為沒辦法了，叫你統統不

要執著，沒辦法了。佛陀是大智慧的人，知道眾生沒有一個依靠、沒有一個執

著，沒有辦法的！所以，你第六意識分別，沒關係啊，你來三寶，見的是佛像、

聽的是聽經聞法這種分別，慢慢就進入不分別，因為你法的薰習了。執著，沒

關係！好好的拜佛、念佛、誦經，執著求生極樂世界。 

 

所以，為什麼淨土法門最殊勝呢？了生死最快呢？三根普被呢？為什麼？很簡

單！佛陀知道所有眾生都是執著，而讓你執著，你把所有的執著的心，統統放

在這一句阿彌陀佛，一樣一心不亂。一心不亂就是平等心；就是無分別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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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沒有妄念，妄統統放掉，只有這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既善巧又方便，既方便

又究竟。而這個第七意識一轉變下去、第六意識一轉變下去的時候，將來你所

顯現的見分跟相分，完全都是清淨的，無量無邊的莊嚴，你到淨土以後，你所

看到的無量無邊的淨土，阿彌陀佛無量無邊的莊嚴，佛菩薩的聖相，那就不一

樣了，所有的苦統統息滅。 

 

所以，這一張很重要的就是：對將來講《楞嚴經》有特別特別的重要，是：能

生諸緣，緣所遺者。好！諸位看１４３頁，倒數第四行，經文：「由諸眾生，

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枉入諸趣。」我們看了那個表格，是不是現

在就很清楚，容易了解了？因為眾生遺失了這個原本妙明之體，雖然整天跟佛

性在一起、如來藏性在一起，而不覺悟，所以，他沒有自覺聖智，《楞伽經》

的名詞叫做自覺聖智。我們因為沒有自覺聖智；聖人的聖，枉入諸趣，諸位！

這個重點在這個「枉」，就是我們痛苦得很冤枉，我們的佛性智慧都不拿出來

用，我們輪迴得很痛苦，活得把自己逼上了死角，而不覺悟。 

 

所以，我告訴諸位：你不好好的學佛，不管你有多有錢，活得都很辛苦；如果

你再貧窮，再沒有學佛，諸位！不但物質沒有辦法生活，連我們精神領域都沒

有佛陀智慧的指導，你今生今世會得精神分裂症，會逼迫自己，我們那個無量

億劫來的習氣，一剎那之間來，擋不住，有時候會崩潰；有時候會得憂鬱症；

有時候會得重度的自閉症，不想講話。有一個大學教授，他就是得到這個嚴重

的自閉症，他教書本來教得很愉快；他發現所有的語言都沒有什麼意義，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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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這樣子。後來，這個大學教授退休以後，整天都不講話，因為他沒有聽到

佛法，不知道還有更光明一面的精神領域的生活，然後，他就每天‥‥‥因為

他是教中文的，每天就是看一看，不講話，學生來講、來問他，他也：嗯！也

不回答，嚴重了，後來死了，死了！ 

 

因此，我們了解，這一輩子不聽到佛法，有多麼的悲哀！哪怕你是大學教授；

哪怕你是拿到了全世界的博士學位，又有什麼用呢？因此佛法的可貴處，就是

無關於學歷，不管你是小學；不管你是初中；不管你是大學；不管你是博士，

都不影響！但是，它有一個重要的，它就是要有善根才有辦法；這個沒有善根，

一點辦法都沒有！我跟我同學講說：我們去聽經吧！大學的時候；他就說：你

們成佛去吧，我要繼續去輪迴！我說：沒關係啊！只有二個鐘頭！我說：求求

你去聽經！他說：求求你不要勉強我！這樣再講下去就沒什麼意思了！所以，

聽經聞法需要很大的善根！ 

 

諸位看註解，[此結歸指過。通結一切眾生皆然，故曰由諸眾生，遺此本明；

本明即元明也。此承上文反緣識精元明緣不到，由緣不到，畢竟不見，非遺似

遺，故曰遺此本明，即是迷却真本也。] 

 

[雖然終日，承渠功能力用，行即用也；眼見色，耳聞聲，乃至意知法，無非

本明照用，而不自覺，即日用不知能見能聞者是誰。既已迷却真本，自必全用

妄本，攀緣六塵，依之起惑造業，隨業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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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枉入諸趣：即捨生趣生，]就是這一輩子，這一輩子，這一輩子死掉以後，趣

生，繼續，就是再繼續去輪迴。[趣向六道，輪迴不息。]輪迴就是生滅的意思，

生滅就是代表輪迴。換句話說：只要‥‥‥什麼東西讓你輪迴呢？就是執著生

滅緣起的假相，就會繼續讓你輪迴，因為那個不是真；真是叫做涅槃，涅槃就

是不生不滅，令心無所增減，名為修行。[枉入者，不當入而入，眾生本具菩

提涅槃，元清淨體；依之修證，成佛有分，今反入諸趣，即是繫珠乞丐，]繫

珠，身上有一顆摩尼寶珠，珠就是摩尼寶珠，指人人都有一顆佛性、涅槃的妙

心、般若智慧；卻像乞丐一樣到處乞討，求人可憐，求人施捨。 

 

所以，什麼叫做幸福？注意！幸福不需要別人的給予，就是真正的幸福；幸福

當下就是，那才是本來的幸福。如果幸福是別人給我們的，別人隨時隨地可以

把你奪走。所以，在座諸位！女孩子也不要想到說：我，對不對？要像黛安娜

王妃，這樣去嫁一個王子，不要這樣想！為什麼？你看黛安娜王妃有幸福嗎？

沒有！新聞報導的，他們常常吵架！是不是？常常吵架！所以，我們要了解。

男孩子也是這樣，你千萬不要想到說：我要去討一個有錢的老婆，她家很有背

景的，少賺了三十年，少賺了三十年！以前有一個也是這樣的觀念，是不是？

算命的跟他講：你可以活到八十！結果他娶了一個很有錢的老婆，真的少賺了

三十年，只有活到五十，真的少賺三十年，因為被氣死了，所以，少賺了三十

年。 

 



 

-16-Poweredby 牟尼佛法流通網 

所以，男孩子你有學佛，內心裡面自己覺得幸福感就會產生；女孩子不必借重

任何的力量，你那個佛性拿出來用，哇！就覺得好幸福！中秋節快到了，好！

中秋節快到了，每年都是這樣子，一定要八月十五，才抬頭仰望那顆明月，那

麼愚癡嗎？是不是？每個月都有十五啊！那就是定一個節日了，這個當然也有

它的典故來源，只是個紀念。是不是？中秋節又到了，你看，大家就定個節慶

日，大家來慶祝，慶祝以後，又回歸到平常；平常以後，中秋節過後，再來就

等著過農曆年；農曆年過後就過元宵；元宵以後過端午；端午以後過中秋節；

中秋節以後，阿嬤死了，每年都是這樣重複的過‥‥‥過了以後，這個死了、

那個死了、這個又死掉了，你看，這個就是輪迴，每年都是過這種沒有意義的！

對不對？ 

 

外面的月亮是圓的，我們這個清淨的般若智慧是圓滿的，他看不到，要看外面

那個圓的，裡面這個圓的看不到！出生成眾生已經很悲哀了，如果沒有智慧，

就更悲哀！我每天都過中秋節啊！是不是？不需要假借這個東西啊！因此，學

佛的人，記得！幸福不需要別人的施捨，你就悟道！不需要，為什麼？你本來

就有具足這個般若的智慧，拿出來用！底下，豈不冤屈乎，也就是繫珠乞丐，

[豈不枉屈乎。二、發明真妄二本竟。] 

 

卯三、正斥妄識非心（分三）。 辰初、如來重徵直呵。 二、阿難驚索名目。

三、如來指名出過。今初。] 經文：「阿難，汝今欲知奢摩他路，願出生死今

復問汝。」 [《正脈》云：]《楞嚴正脈》這麼說：[「奢摩他路，問、答意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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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一答，二人的意思有一點差別，阿難問，佛答。是不是？[阿難以求知心

處為奢摩他路；]奢摩他路就是定，要求一個定，怎麼來修定？[如來則以了此

妄識，無體無處，而別覓真心，為奢摩他路。」]說：阿難以求知的心處，求

知心本來就是妄，為奢摩他路；如來以了此妄識，這個求的心就是妄，這個妄

識是無體性的、是無處所的，它是剎那生剎那滅，是沒有體性的，是變化莫已、

是無常的，不是永恆的如來藏性。而佛陀要告訴他：另外有一個真心，你為什

麼不用呢？你現在用的是妄心，現在要另外找一個是真心，而為奢摩他路之

因，你既然要修定，就要用真心去修。 

 

[佛以阿難請示奢摩他路，故為說二種根本，令知真妄，]什麼是真心？什麼是

妄心？修行要用真心，一剎那；用妄心，百千劫，六祖講：迷則塵點劫，悟即

剎那間。六祖講得很清楚：悟則剎那間，迷則塵點劫，這六祖講得很清楚了！

悟了就一剎那，真心就立刻顯現；迷了就塵點劫。[庶可捨妄求真，]「庶」就

是希望，可以捨妄求真。[圓悟真心，以為修習佛定，之最初方便。]所以，最

初方便是重視悟，好好的體悟。[此下更試驗一番，且看阿難如何薦取！]薦本

來是推舉。[先徵能見，後斥妄心，]先問能見，後來，佛破斥說這個是妄心。

[以示奢摩他路。故曰：汝今欲知，奢摩他路，願出生死，今復問汝：如汝甘

受生死，不求奢摩他路，則亦無庸問矣，今既求開奢摩他路，不得不決擇真妄

二本，捨妄依真，方免錯亂修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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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５頁，第三行，經文：「即時如來舉金色臂，屈五輪指，語阿難言：汝今

見不？阿難言：見。」 [即時如來，先以無言說法，擧拳驗見。]你是用妄心、

妄見，還是用真心見？驗見，見就是真見還是妄見？就是二個字。所以，舉拳

驗見，驗到底是真見還是妄見，檢驗一下。[佛身全體黃金色，故臂亦金色。

屈五輪指，佛之指端，有千幅輪相，]此相感得的業因，乃佛於過去世為父母、

師長、善友乃至一切眾生，往返奔走，做種種的供養以及布施之事，此相不僅

呈現於足底，也可見於佛的雙手。也簡單講：千幅輪相就是佛的手，而佛的手

是無量劫來做什麼？為父母，孝順父母，恭敬師長，親近一切善友，服務一切

眾生，往走奔返，做種種的供養以及布施，感得的一種果報，是很有福報的人，

很有福報的人。[指屈成拳，]指屈成拳就是手指彎曲，變成一個拳頭。[擧示

阿難，此如來欲以向上一着，接引阿難，阿難果能於金拳擧處，當下囘光返照，

識得本明，則可謂機教相扣，不負如來矣！] 

 

[無奈鈍根不契，還要費盡如來苦心，於無言說中，再施言教：語阿難言：汝

今見不？阿難言見。此處是非未定，]對錯尚未決定。[見塵也是見，見性也是

見，未知阿難是見塵耶？是見性耶？]諸位！見塵，心起分別，心被塵所動；

見性，則見性如如不動，雖有見，等同不見，諸位！這個就是功夫。未知阿難

是見塵耶？是見性耶？見塵，心起煩惱，心動盪不已；見性，心立刻如如不動，

知道不要被妄、妄塵所動搖，心如如不動，不受妄塵所動搖，那麼就是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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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佛言：汝何所見？阿難言：我見如來，擧臂屈指，為光明拳，耀我心

目。」[佛以阿難答見，見塵、見性未分，故問汝何所見？阿難言，我見如來

擧臂]或者舉臂ㄅㄟˋ。[屈指，為光明拳，照耀我之心目，此見塵也。如果見

性，自可忘塵，則合真性，今既見塵，自然迷性，正屬妄本。] 

 

經文：「佛言：汝將誰見？阿難言：我與大眾，同將眼見。」[佛已知阿難，

但見塵不見性，尚不肯放捨，仍復親切提撕，深錐重劄，]錐的意思是用鑽刺，

鑽，鑽東西那個鑽，左邊一個金，右邊一個讚歎的讚的右邊，鑽；刺就是刺東

西的刺，本意是可以鑽刺的利器。這個劄呢？重劄呢？這個念劄ㄓㄚˊ，劄是

削竹刺入，削，削就是左邊一個不肖分子的肖，右邊一個刀，刀就是二點，畫

直線，然後一個勾，就是削；竹，竹就是竹子的竹，削竹刺入叫做劄。上面那

個錐，是鑽刺的利器；底下是削竹刺入，叫做劄。[正見婆心太切。復問汝將

誰見？若能在這裏，囘光返照，尚屬未晚，無奈阿難，迷執太深，如來重重顯

示，阿難頭頭錯過，仍答言：我與大眾，同將眼見。] 

 

[前見是其眼，早被佛破，至此依然不悟，還答我與大眾，同將眼見；若是，

則辜負世尊甚矣！]太辜負了世尊！[佛擧拳以示，正欲阿難向眼根中，識取真

見，以為奢摩他，出生死入涅槃之正路也。可惜阿難，但知循塵，不知返本，]

什麼叫做但知循塵？境界現前，意識心立刻現前，不知道要保持如如不動，也

就是被境所誘惑，引起意識心，這個叫做但知循塵，起執著念、起分別念，不

知道執著念、分別念是妄。所以，我們了解，一切六塵都在欺騙你的真心，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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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牢牢記住，守本真心，不要被虛妄的境界所欺騙，保證你入佛道！所以，

但知循塵，不知返本，[遺却識精，]遺卻了我們本明的識精。[故認肉眼為能

見；此即上文所云：「緣所遺者。」]還好我們已經有解釋過了，已經解釋過

了，所以，那個表格，花了那麼長的時間，就是跟《楞嚴經》的後面都息息相

關。好！今天我們的課程就不必那麼急了，好！就休息十五分。 

 

(中間休息) 

 

好！１４６頁，倒數第三行，經文：「佛告阿難：汝今答我，如來屈指，為光

明拳，耀汝心目。汝目可見，以何為心，當我拳耀？」 [前來世尊，步步迫拶，]

迫拶，這個拶，ㄗㄢˇ三聲拶，這個「拶」就是逼的意思。[當機阿難，寸步

不移，故只得再徵妄心，而直破之。前文吾今問汝，唯心與目，今何所在？合

此處，]跟這個地方叫做合此處。跟這個地方，[汝目可見，以何為心，當我拳

耀，祇是兩次徵心，]兩次問心。[有謂楞嚴七處徵心，八還辨見。]這是不對

的，非也！[不知前七番，乃破處非徵心，]不是問你心在哪裡，是破妄識無處。

[復未盡破妄之文，後八還雖辨見為真心，豈全收顯真之旨？經中實係三番破

識，十番顯見，請試思之。] 

 

好！諸位翻開前面那一張大表，最前面那一張大表格，看看我們講到哪裡了？

諸位看下邊的○○八七，我們就是講到這個地方。往上看，對著號碼上去看，

○○八七往上對去，叫做破妄識無識。再上面，如來備破三迷，如來備破三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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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破妄識無處；二、斥妄識非心；三、推妄識無體。諸位！我們第一個，

破妄識無處講完了；第二個叫做斥妄識非心，我們正在講這一段，我們現在正

在講這一段。知道吧！我們在講這一段。那麼，這一段都包括在哪裡呢？包括

在說奢摩他路，令悟密因大開圓解裡面。 

 

好！翻回來，１４７頁，說：[世尊擧手擎拳，原欲以無言之道，向上一著，

接引阿難，令向見色，聞聲處，親見自己本來面目也。奈阿難直指不會，祇得

再加曲指，重行審問：汝何所見一審也；汝將誰見]是誰在看到呢？[二審也。

世尊則循循善誘，阿難則處處膠着，]「膠著」就是處處被黏住，這一句話的

意思，也就是涵蓋一切的眾生，沒有一個不被假相黏得死死的！所以，眾生的

執著是可以理解的，他沒有聽到佛法，就認為緣起的東西是真，所以，總是會

執著，根深柢固，沒有任何的彈性。[不能認見為心，]不能認見為心，就是那

個是真心。[而反認見屬眼，世尊見其始終不悟，只得落草盤根，]「盤根」就

是推究到底。[更徵之曰：汝目可見，以何為心，當我拳耀？]你的眼睛可以看

到，是用什麼心，當我手舉起來的時候呢？[此三審也。正屬二次徵心。]第二

次問心在哪裡，是用什麼看？以何為心？ 

 

經文：「阿難言：如來現今徵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尋逐，即能推者，我將

為心。佛言：咄！阿難此非汝心。」阿難言；師父先解釋一遍，阿難說：如來

現在問我這顆心的所在，而我以這個心能推敲、能窮究尋逐的這一顆心，就能

推者，我把它當作是我的心。佛陀就是‥‥‥世間人講的就是說：要給他威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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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醒一下，咄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欸呀！呵一下、呵叱一下：阿難！此非汝

心！這個時候，佛陀的聲調一定拉得很高，拉得很高，要不然，他（佛）怎麼

震醒他呢！是不是？[上來如來三審，全是宗乘語氣，其如當機，熟處難忘，]

諸位！熟處難忘就是說我們講的習氣，熟處就是我們已經習慣那個執著、分別

的意識心了，一下子轉，轉不過來。所以，為什麼聽經聞法要聽三年、五年、

十年，要下這麼長的功夫？因為習氣難改。熟處難忘，熟處就是已經變成習慣

性的習氣，很難拔除的，很難拔除的！[不知轉身，猶曰如來，現今徵心所在，]

說：如來現在問我這個心所在，[而我以（用也）心推窮尋逐，即能推者，我

將為心：]這個就是認妄心為本，（[此認妄本也；]）[能推之心，即攀緣心也。] 

 

他以為境是實在的，不知道說真心本沒有來去，佛陀的手舉起來，那不關你的

自性，心還是如如不動，心沒有來去，就見到真心。佛陀的手舉起來，你所見

到的、能推敲的，那就是妄；如果佛的手舉起來，你心一樣如如不動，真心就

顯現，妄、真就在這一剎那。[正是阿難塵相未除，依舊認賊為子，此第二次

徵心，又自呈妄心也。]「呈」就是顯露出來，又自己顯露出妄心。 

 

[佛言咄！此非汝心！佛到此，見其迷情深固，非大力不能破，故奮起踞地師

子之威，]這個踞地就是蹲在物體上面，所以，奮起踞地師子之威，[直與一喝

曰：咄！此非汝心！此一喝正如金剛王寶劍，擒賊斬首，向其命根不斷處，猛

下一劍。佛擧手擎拳，要阿難向眼根見處，囘光返照，識取真心，無奈阿難，

只知合塵，不知合覺。如是如來，換一方針，以阿難慣用耳根，遂乃振威一喝，]



 

-23-Poweredby 牟尼佛法流通網 

「遂」就是因此。[欲令向耳根薦取，能聞聞性，]能聞的聞性本來就不生滅。

為什麼？不關於聲塵，能聞聞性是什麼呢？ 

 

你用聞性有什麼好處呢？就無關於聲塵。為什麼？聲音的好聽、不好聽，心如

如不動，這個就是本來面目。是不是？說：塵自生滅，自性不動，人家讚歎你，

心如如不動；人家毀謗你，心還是如如不動，這個就是用真心在修行。如果人

家讚歎你，你心生高興；人家毀謗你，你心生煩惱，這個就是用意識心在修行。

所以，能聞聞性，[果能於此，妄心死得了，自然可許法身活得來。]妄心死得

了，自然可許法身活過來。諸位！這個妄心不是死，妄心本來就空的意思，妄

心不必死，妄心本來就空，哪裡有死呢？它本來就不存在啊！是不是？妄心本

空的意思，妄心死了，死了又會活啊，傻瓜！對不對？所以，這一句是方便說。

是妄心本空，死得了就是本來就空，自然你的法身、真如法身就活得來。[阿

難非特妄心不死，]不只是妄心不死，[下文反與如來，爭辯不休。]也只有阿

難敢這樣子。[初如來重徵直呵竟。] 

 

[辰二、阿難驚索名目。] 經文：「阿難矍然！避座合掌，起立白佛：此非我

心，當名何等？」阿難嚇一跳，阿難矍然，「矍然」就是驚視的樣子，很驚訝，

眼睛直視著佛陀，然後，避座合掌，趕快離開那個座位，本來坐著，趕快避坐，

避坐就是離開那個座位，趕快起來合掌，起立白佛，離開那個座位，趕快這個

動作起來，起立白佛，對佛就說，對佛這麼說：此非我心，當名何等？這個不

是我的心，那又叫做什麼呢？那叫做什麼？阿難自己也不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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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難被喝驚起，矍然，驚懼不安之貌，故以避座合掌，]趕快離開那個座位，

避座就是離開，趕快離開座位，起來合掌，[起立白佛：]嚇一跳！[此能推者，

既非我心，應當名為何等？]那叫做什麼呢？[可見阿難一向唯知此心，今說非

心，如人執石為玉，認為至寶，今聞說非玉，]非玉，[失其至寶，無怪其驚懼

不安，故欲索其名。二阿難驚索名目竟。] 

 

[辰三、如來指名出過。] 經文：「佛告阿難：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真

性，由汝無始至於今生，認賊為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師父先解釋一下：

佛對阿難這麼說：此是前塵，虛妄相想，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什麼東西都是

一合相，緣起的一合相；我們看到那個四大五陰所集合的緣起，以為是真的，

我們看到一座山，這一合相的一座山，以為那一座山是真的，而竟然用挖土機、

推土機把它推開來、把它挖開來，發現那一座山是因緣和合的，本來那個相是

假的。所以，凡所有相，都是虛妄，你看到的所有的相，都是因緣、都是生滅，

短暫和合而成的假相，而我們無量億劫來，統統被騙得團團轉！是不是？你看

到那一堆錢，觀想一下：那就是一堆白紙，印成花花綠綠的，變成鈔票。你看

到了美女、帥哥，一看就知道，那個就是一堆骨頭、筋脈、血液、尿液所構成

的。你看看 Discovery 那個頻道，埃及那個法老王，統統想要長生不老，希望

生天，埃及的觀念就是說：死後這個屍體存在的時候，他靈魂就會活過來，所

以，因此就建了什麼金字塔，保存了種種的這個木乃伊，木乃伊。你看這個電

視出來，脫水以後，那個法老王乾枯的身體，剩下的就是一個軀殼，都是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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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的那個驚恐的臉。所以，我們實在是很愚癡，他們那個國王是最有權力

的，也得死，有的才二十幾歲就走了，為了永生，就保有這個色身，就做成木

乃伊，而不知道那叫做虛妄相想，惑汝真性，它根本就是在迷惑你的真性。 

 

所以，你記得！包括金子、鑽石、名牌；包括任何的東西，一棟建築物、一座

山、一顆星球，世界上你所貪愛的、所執取的東西，都是一合相，把因緣湊合，

變成一個相，讓你來認取，正好迷惑你的真性。由汝無始至於今生，認賊為子，

認賊就是意識心，看到那個相，起意識心、起分別心、起執著心，那個就是賊！

如果你無念、無住、無相，以無所住，而生於心，那麼，賊就起不了作用，你

就找到了真心。我們因為認賊為子，認這個意識心為主人，失汝元常，元本的

常住真心叫做元常，所以，受這個輪轉。 

 

[此如來先指妄名，後責錯認。此（能推心也）是現前塵境，虛妄相上，所起

之分別想心，諸塵境界，於妙明心中，虛妄顯現。]虛妄顯現。[如空中華，夢

中境，虛而不實，妄而不真，]諸位！小至一顆球，大至一顆星球，任何的舞

台、任何的歌唱，諸位！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諸法當體即空，所有的因

緣聚會的東西，都是假相。懂了這一層道理，我們就不會像英國的足球迷，英

國的足球迷到處為人所垢病，因為動不動就跟那一隊的足球迷打架，燒東西

啊、燒汽車啊，你看那個，因為看足球而暴動；因為打籃球，你看，在籃球場

上打起來，打起來！而佛看到這一群人在打球，佛就知道，這一群統統叫做妄，

妄有移來移去，有增有減，得到幾分，如來心不增不減，為什麼？那是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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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就空的東西。是不是？佛不會在空中華、夢中境，虛而不實，妄而不真的東

西加以執著，所以，誰贏誰輸，都是不可得。 

 

底下說：[故曰虛妄相。從此相上，所起之想，則妄上加妄，當名妄想，乃是

塵影，塵有則有，塵無則無，隨塵生滅。但此心功用頗大，]雖然是意識心，

功用頗大。[而能惑亂汝之真性，由汝無始刼來，至於今生，]都認此妄想意識

心為真心，（[都認此妄想為真心，]）就完了！[譬如認賊為子，反棄真子而

不尋覓，既經認妄，自必遺真。]你認同這個妄心，當然就會遺失這個真心。[故

云：「失汝元常。」元者、本也，常者、常住真心。此心迷時，非失說失，完

全不知，都是妄想用事，依之起惑造業，依業感報，而受輪迴六道，流轉生死

之苦。前云不知常住真心，用諸妄想，故有輪轉是也。二斥妄識非心竟。] 

 

[丑三、推妄識無體（分二）。寅初、阿難述怖求示。二、如來安慰顯發。今

初。]因為它不是真的當然是無體了。好！１５０頁，經文：「阿難白佛言：

世尊！我佛寵弟，心愛佛故，令我出家。我心何獨供養如來，乃至徧歷恆沙國

土，承事諸佛，及善知識，發大勇猛，行諸一切難行法事，皆用此心；縱令謗

法，永退善根，亦因此心。若此發明，不是心者，我乃無心，同諸土木？離此

覺知，更無所有，云何如來，說此非心？我實驚怖！兼此大眾，無不疑惑。惟

垂大悲，開示未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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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因聞非心之斥，]佛呵叱，說：這個不是你的心！[乃述怖求示也。]敘述自

己恐怖。[歷敘生平，皆用此心。先云]前面先說，[我是佛之寵（重愛也）弟。]

「寵」就是重愛也，深重之愛，佛最疼愛的弟弟。[心愛佛故者：因見佛之三

十二相，勝妙殊絕，心生愛樂，令我發心出家，是用此心。我心何獨供養如來：

謂我何止為佛執侍巾瓶，供養於佛，若從此囘小向大，乃至徧歷恆沙國土，供

養一切諸佛，如普賢行願，勸請諸佛，轉大法輪，久住世間，以為眾生作大依

怙。及諸善知識：善字雙貫知識二字，善知眾生根性，善識方便法門，]稱為

善知識。[具正知見，能為人天眼目者，亦皆一一承事之。] 

 

[發大勇猛者：豎精進幢，]「豎」就是立，立精進幢。[披忍辱鎧，]這個「鎧」，

就是古代戰士穿於護身的鐵衣，叫做忍辱鎧。所以，真的修行人，忍辱是很重

要的，能忍多福。世界上最有福報的人是誰？不是布施金錢的人，是能夠忍辱

的人。所以，佛陀在六度裡面講：能忍多福，因為你能夠忍辱，就可以成就一

切的善根；動不動就生氣、發飆、謾罵，毫不思惟彼此之間的立場，每一個人

看的角度不一樣。所以，佛弟子應當用理性的方式對待彼此，了解彼此之間，

各有時間、空間、背景、思想的不同，因此要給對方尊重。如果對方好意，我

們並不能接受，那麼，一直抵擋，我們的福報就愈來愈沒有，因為將來任何人

的好話，都不會向你說，我們佛弟子，更應該用理解的態度、寬恕和同情的慈

悲的角度，去看一件事情。所以，每一個人講出來，他有他的時空背景，譬如

說：你看到什麼？你看到師父的手掌心，是不是？從這邊看呢？就變成手掌

背。是不是？同一隻手，同一隻手；同一件事情也是這樣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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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交換立場，是很重要的思惟模式。什麼叫做慈悲？慈悲就是懂得交

換立場，更能寬恕和理解對方。所以，碰到事情，不是只顧發飆、只顧生氣，

不冷靜一下，來理解對方的立場是什麼，這樣會把誤會加深，同時也把對方的

好意阻擋，因為你常常生氣。所以，你的旁邊就會擁有一些小人，小人就是說

專門講假話，你喜歡聽拍馬屁的話，他就講一些拍馬屁的話；而真正那一些對

你有好處的，你聽不進去！為什麼？你那個我執就是一種抵抗，像金鐘罩這樣

罩住，種種的善良的語言接受不了。 

 

因此，要修忍辱，要懂得交換立場，如果你功夫夠，功夫夠，你直接就知道一

切法無生，連忍辱都不要。但是，告訴諸位：我們不是對方，很難理解對方的，

而且如果交換立場，有時候我們表現出來，可能會比對方更糟糕！是不是？有

的夫妻吵架，吵得很厲害，吵得很厲害，在我們學佛的角度來講：哎呀！這一

對夫妻實在很無聊，這一點小事情，怎麼會吵成這個樣子呢？先生也不讓步，

太太也不讓步，吵得一團糟糕，包括他的女兒、他的兒子，看都看不下去，爸

爸、媽媽二個都做壞榜樣，二個都有堅持，從學佛人的角度是這樣。但是，我

告訴你喔：換你進去他們那個家庭，隨便對調一個角色的話，你不一定表現得

比他們二個好。為什麼？你是站在平常心來講這一句話啊！對不對？你是站在

沒有那個感情的因素裡面講這樣說：他們二個夫妻為什麼吵得這個樣子呢？沒

有必要！但是，換你進去，你會覺得說這事情很難處理了，那裡面有很多的複

雜的因素存在。所以，不可以用單純的模式來思惟，認為說：我如果像你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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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樣；我如果像你的話，我一定不會怎麼樣。話不能講得這麼自滿的，有時

候你像他的話，說不定你比他更糟糕！真的！話不能講盡，事不能做得太絕，

就是這個道理。 

 

因此，我們更應該回歸理性跟智慧，同時交換角度來考量彼此，給予最大的尊

重和祝福。因此，譬如說：我們看到一個妓女，或者是說去賺那種不淨的錢，

我們也許一個清淨的人，會很容易的去看不起她。所以，前一陣子，我在電視

上看到，我也有一點感傷，這一些從事性工作者，她出來講，她說：我先生本

來對我很好，後來就把我放下了，種種的緣故放下了。我有三個孩子，一下子

沒有依靠，在一直哭的狀況之下，沒有辦法，她也沒有一技之長，又有三個孩

子，這樣男人一丟，三個孩子就是女人養的，就讓這個媽媽去養。好！一丟以

後，她完了！她完全沒有依靠，這個時候，每天哭不是辦法，她的朋友就說：

與其哭，不如勇敢的面對！所以，她都不敢告訴她的兒子，都不敢告訴她的兒

子，就怎麼樣？偷偷的，說：媽媽要去上班！都是上那個晚上的，上班。白天

孩子去上課，她說：媽媽要上班了！穿得很樸素，然後，去那個化妝室以後，

妖豔的盛裝又出來了，要不然，你穿那個在家，那一種邋裡邋遢的，誰要啊？

當然就是眼睛弄得要有睫毛，不管有沒有會倒插。是不是？臉當然就是抹粉，

頭髮就捲起來了。是不是？完全沒有那種俗家人的態度，就是那種庸俗之氣質

沒有了，現在變成一個妖豔的。沒辦法！她三個孩子，要讀書、要註冊費，要

不然就死啊！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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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好師媽不懂得一氧化碳是什麼，要不然，我們五個孩子也是燒炭死掉！真

的！還好她沒有念過化學，要不然，阿嬤會問說：什麼叫一氧化碳？什麼叫燒

炭自殺？五個孩子；三個都養不起，她都下海啊，何況阿嬤五個！所以，書讀

得少也有好處，不懂得如何自殺，要不然，師父早就不在了！好了！她一談起

來的時候就哭泣，我聽到這個就會掉眼淚了，為了那三個孩子，還不給三個孩

子知道！好！再來，那個惡劣的嫖客來的時候，玩一玩，不給錢，不給錢，跑

了，跑了以後，她也哭，為什麼？不敢追出去啊，追出去就抓起來啊！不合法，

到處被人家欺負，賺不了錢，活不下去。再來，有一次得病，得重病，為什麼？

那個客人都有各種客人，得重病，她全身都染毒，沒有錢！所以，我講這個就

是說：當我在電視看到的時候，都會掉眼淚，就是說：這個世間不是我們這樣

動一個念頭就看不起她，可以解決的事情，她的立場的痛苦，也不是正常人、

一般人所能理解的。 

 

因此，我覺得說：看不起別人，是侮辱自己的人格，各人有各人的立場，各人

有各人的苦衷。當然，不是所有的從事性工作的人，都是這麼樣子悲情的故事、

悲哀，不是這樣，有的人是自己願意的，是不是？樂此不疲，快樂又有錢賺，

何樂不為？阿彌陀佛！這就不一樣了，那個心態就不一樣了。所以，講到這個，

唉！就是讓人家很感歎。所以，講出來，跟大家互相理解，我們更以大悲心，

更同情眾生在造惡的時候，或者是從事下賤工作的時候，你是不是有更大的忍

辱心？有時候看了這個電視，很難過，也不知道怎麼辦？各有命，各有業了！

講這些，希望大家有更寬廣的視野、更深的菩薩的心腸，以佛的心，來看待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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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不同的意見、不同的職業，我們會擴大我們的知識，會擴大我們的忍辱心，

會養成我們的慈悲喜捨心，堅固我們的道念。我們今天身體健康，而能夠聽聞

佛法，又長得這麼莊嚴，哎呀，知足了，夠了，不錯了！快樂就現前。幸福來

自一顆喜悅的心、幸福來自一顆知足的心、幸福來自一顆智慧的心、幸福來自

一顆慈悲喜捨的心，大家統統擁有了。 

 

[破魔兵眾，上求佛道，下度眾生，行諸一切難行法事，悍勞忍苦]。[悍]就是

勇猛地。[不惜身命，皆用此心；上曆敘作善心]，上面曆敘作善心。[縱令謗

法，永退善根：此設言作惡心；謂縱令謗大乘經，斷學般若，成一闡提，永退

善根，亦因此心：此心為善惡司令，一身之主。] 

 

[若此發明不是心者：若此能推之心，如佛發明，是虛妄相上，所起一種妄想，

不是心者，則我便成無心，豈不同土塑木雕之偶像耶？我今離此覺知，更無所

有，阿難豈知即此覺知，何嘗是有，此覺知者，乃是塵影耳，塵有則有，塵無

則無。] 

 

[阿難果能悟得，覺知之心，本無所有，]大悟，悟什麼？悟無所得。大悟，悟

什麼？悟一切法如幻。大悟，悟什麼？悟一切法是虛非實。[如二祖求初祖安

心，初祖伸手云：「將心來，與汝安。」]拿心來，我替你安。[二祖即時，求

覓自心，乃答曰：「覓心了不可得。」初祖曰：「與汝安心竟。」]我已把你

的心安好了，拿得出來的就是妄心，真心本無所有。[二祖言下大悟。阿難若



 

-32-Poweredby 牟尼佛法流通網 

能如是，即可千了百當，免得許多葛藤]。還好阿難沒悟，要不然，你也沒有

《楞嚴經》可以聽，他一直跟佛陀糾纏不清，就一直講，一直糾纏不清，一直

辯就一直講。要不然，阿難言下大悟，OK！好！下課！為什麼？大悟就不需要

再講了，就沒了！還好沒有言下大悟，我們太感謝阿難了，還裝傻！免得許多

葛藤，葛和藤都是蔓草，比喻糾纏不清。 

 

[云何如來，說此非心，云何怪問意，說此妄覺非心，我聞之下，實生驚疑怖

畏。兼此大眾：指小乘一類之機，但知六識三毒，建立染淨根本，聞此非心，

無不疑惑。惟垂大悲，開示我等未悟。初阿難述怖求示竟]。好，底下這一段

是如來安慰，另外一段，我們這個要下學期才開始講，因為剛好告一個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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