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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律法師佛學講座-楞嚴經(60) 

第六十講: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研究(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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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楞嚴經講義》１８０頁，倒數第三行，[辰二、辨定客塵（分二）。巳初、

如來詢究原悟。二、陳那詳答佛印。今初。] 經文：「爾時世尊，舒兜羅緜網

相光手，開五輪指，誨勅阿難，及諸大眾：我初成道，於鹿園中，為阿若多五

比丘等，及汝四眾言：一切眾生不成菩提，及阿羅漢，皆由客塵煩惱所誤。汝

等當時，因何開悟，今成聖果？」 

 

這一段，[此佛詢究原悟。欲借昔之客、塵，顯今身境；]這個客是對主講的；

這個塵是對空講的。這個客就是所謂的客人，來作客的，客人來作客，作客完

了以後就走了，也就是來來去去。譬如說：我們到飯店去住一個晚上，第二天

我們就要離開；那麼飯店的主人一樣在那個地方。我們的講堂常住眾是主；來

這邊掛單的法師，作個客，一天、二天的掛單就走了，這個叫做客。這個意思

就是說：清淨自性是我們的主人，常恆亙古不變的存在的般若智慧一直存在；

關於意識心所引起的煩惱，是無所住的、是生滅的、是無常的、是無自性的，

就像來我們的清淨自性作個客一樣。我們現在弄不清楚，以客為主人，把意識

心當作是我們能作主的，結果我們活得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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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個塵是對虛空講的，譬如說：早上起來打掃的時候，我們打開窗戶，

讓陽光射進來，我們一邊掃地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很多的灰塵，當陽光射進來

的時候，你會發現很多的灰塵。所以，虛空永遠不變；這個塵雖然‥‥‥就是

這些灰塵雖然遍滿了整個虛空，可是，不影響虛空，不影響虛空。所以，這個

空也是如如不動；塵，它也是變成生滅的。這個都在比喻什麼？客人跟主人的

關係，就是清淨自性跟意識型態的關係，哪一個是主人？哪一個是客人？你要

分清楚；哪一個是如如不動的心性，如虛空？哪一個是煩惱的意識心，如塵？

這二個字還有更深一層的意思：客是粗境的煩惱，塵是微細的煩惱；客是指見

惑，塵是指思惑，所以，有更進一層的含義。 

 

所以，欲借昔之客、塵煩惱，這個就顯示生滅無常的東西，顯示無自性的煩惱、

意識心。顯今身境；[昔之主空，顯今見性。]昔之主，剛剛所講的：「主」就

是主人，它是對客人來說的，客人來作客，當然很快他就會離開；我們的意識

心就是停頓一下，譬如說：我們起個貪瞋癡，或起一個善念，做做善事，執著

一下，又消失了；起個貪念、動個瞋恨心，動一下，又消失了。所以，客是不

能久住的，不是像如如不動的清淨自性。那麼，空是對塵講的，對塵講的；這

個主針對的是屬於身，比較容易看得到主跟客的關係，就像色身來比喻，讓你

容易了解；那麼，空跟塵是對心的比喻，這個就更深一層的。注意這個「空」

字，這個「空」字是指虛空，不是指空性的意思，在這裡要特別的注意。說：

顯今之見性，以前的客、塵，來顯示現在的身體的處境；過去的主跟空，來顯

示現在如如不動的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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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世尊，即望慈音宣示之時。佛舒兜羅緜，網相光手，開五輪指：舒者伸

也，佛前以手]佛在前面用手，[擎拳示阿難，現則伸手開拳，要引阿難大眾，

見性現前。兜羅緜柔軟，佛手似之，]所以，命相學有的人講，說手柔軟的人；

當然，這是命相啦！說手比較柔軟的人，命就比較好一點，大家是這樣講，所

以，這當然是參考啦！命相學也說：這個大拇指，這個大拇指舉起來的時候，

這一塊肉，這一塊肉飽合狀態，這一塊飽飽的，飽合狀態的、有柔軟性的，這

個人是福報很大，福報很大了！當然，撞到腫起來那不算，這一塊肉。是不是？

有的人就是很薄，很薄，當然，這是命相學啦，這只是隨手談一談而已，大家

不必太執著這種東西。佛無量劫來，為什麼手柔軟呢？因為佛無量劫來，這個

手修了無量的善事，心有無量的慈悲。所以，師父還是一再的強調說：我們要

以佛為模範，要以佛為模範，要柔軟心、慈悲心，我們的兩手是用來造善的，

不是要做惡的。佛手似之，[佛五輪指端，皆有縵網之相，且有金光，故曰：

「網相光手」。] 

 

[誨勅阿難及諸大眾者：乃誨以見性不動，如主、]如如不動、不變，不是像客

人來來去去。[如空，]不動，不像這個灰塵滾滾飛揚。[勅令勿更錯認，客塵

動搖之身境。]諸位！這個客跟塵主要的在強調什麼？後面那二個字要畫線，

「動搖」的意思。意思就是說：凡是這個緣起生滅的動搖之相，都不足取，都

不值得你執著。換句話說：如果你體會到這一點，就用無為法修行，無為法就

是見一切相總是幻，身心如如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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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成道，於鹿園中者：佛在雪山，苦行六年之後，詣菩提場，臘月八夕，]

十二月初八的早上，[覩星出現，忽然大悟，得成無上佛道。即以自所證之道，

轉無上根本法輪，說《華嚴》圓滿修多羅教，]修多羅翻譯成中文叫做經，經，

有貫、攝、常、法的含義，四種含義。修多羅，我們說：彌陀修多羅，就是《彌

陀經》；華嚴修多羅，就是指《華嚴經》；法華修多羅，那就是說《法華經》。

[小機在座，有眼不見舍那身，有耳不聞圓頓教，]小機是指根器比較差的，小

根器的，雖然也參加華嚴會上，就是眼睛這樣看，看不到圓滿的報身盧舍那；

有耳不聞圓頓教，雖然有耳朵，但是，不懂圓頓大教。所以，佛不得已，所以，

「不得已」如果前面加一個「佛」字，就更清楚了。佛[不得已依本起末，]

依這個根本的大教，就是依究竟一實相寂滅的華嚴思想；沒辦法，只好起末，

就講一些眾生比較聽得懂的，「末」就是簡單的，大家比較容易體悟的。因此

[不動寂場，而遊鹿苑，]不動寂場是指如來心性，世尊證得了一乘大寂滅的涅

槃道場，所以，走到哪裡，他都是如如不動。而以如如不動的心性，遊鹿野苑，

就是鹿苑。[為五比丘說法。] 

 

[鹿園即鹿苑，在波羅柰國境，為古帝王苑囿，]「囿」就是養禽獸的地方。[又

為帝王養鹿之園。其因緣：昔有國王遊獵，無數兵士，各持利器，作一獵圍，

圍內眾生，必難倖免。時有二羣鹿，各五百隻，其鹿王：一釋迦過去示生畜類，

行菩薩道；一為提婆達多。時釋迦鹿王，與達多鹿王言：今國王圍獵，我等以

及一切禽獸，身命難保。]１８２頁，[我與汝當向王請願，救彼身命，汝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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羣輪流，每日進貢一鹿，請王解圍。達多鹿王從其意，遂至王所，士兵見欲殺

之，]看了準備殺牠。[鹿王能作人語云：]在經典講：人壽有四萬歲、六萬歲

的時候，畜生可以講話，不是像現在人壽百歲，畜生沒辦法跟人溝通，也很難！

就算現在科學很發達，說這些畜生有時候也有表達種種的語言，但是，人類要

好好的去體會，叫做動物行為學。這鹿王能作人語言：[「勿殺我。我與王請

願。」鹿能人語，人皆奇之！又云請願更奇。乃報告於王，有鹿能作人語，與

王請願。王聞亦奇之，]這國王聽到也是很稀奇，就允許牠進來，[即許入。行

禮訖，跪奏云：大王今日遊獵，小鹿大膽啟奏，求王下令解圍，我等當每日進

貢一鹿，王可日食鮮味，終身食之不盡；若盡行圍獵，眾鹿必死，王食不及，]

王食不及，就是沒有辦法繼續吃到新鮮的肉，所以，這個叫做不及。[以後無

鹿可食。」王因奇其事，遂允解圍。一日輪達多鹿羣進貢，派一母鹿，身懷有

孕，再二日即產。乃求王先派他鹿，待子生後，再往進貢。王怒不許，曰：「汝

欲後死，誰願先死耶？」該母鹿即到釋迦鹿王處，哀求為派一鹿，代其今日進

貢，俟子生後，]「俟」就是等待，等待生了孩子以後，[即往進貢，可以保全

其子。釋迦鹿王，心中一想：若派其他，殊難開口，若不設法，又負所求，乃

令母鹿，在此羣中，自往代之。]所以，到國王那個地方，（[至國王所，]）[王

問：「子來何為？」]「子」就是你，你來做什麼呢？[曰：]回答說：[「進貢

與王充膳。」]這個「膳」就是飲食的東西，也可以作飲食‥‥‥左邊也可以

把它改成飲食的食這個部首，一個食一個善，也可以。[王曰：「難道汝二羣

之鹿，皆食盡耶，要輪汝自己進貢？」對曰：「二群之鹿，只有增加，王日食

一鹿，統計所生，一日不只一鹿。」]一日不只生一隻鹿，何況王每天只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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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曰：「何為子來耶？」]「子」就是你了，那你為什麼來呢？[乃告以母

鹿請願之事，不得不以身代之。王為感悟，]說：[畜生中是有菩薩。乃說偈曰：

「汝是鹿頭人，]表示你是畜生中的人的心。[我是人頭鹿，]我雖然是一個人，

但是，心像畜生一樣；我們講的：人面獸心。[我從今日後，不食眾生肉。」

遂將群鹿養於苑囿，禁人加害，故稱鹿苑。此處乃鍾靈之地，多有仙人在此修

行得道，又名仙苑。] 

 

[為阿若多五比丘等，及汝四眾言者：五比丘，佛初出家時，淨飯王遣五位大

臣，往勸太子回宮。]父親這方面有三個人跟著去，（[父族三人：]）[一、阿

鞞，]中國話叫做馬勝，（[此云馬勝；]）[二、跋提，此云小賢；三、拘利，]

中國話沒有翻譯，（[華言未詳；]）[有云即摩訶男。]這個摩訶男，經典是有

記載的，也是證果的阿羅漢。這個摩訶男還有一個故事，說當敵人殺進來的時

候，這個摩訶男就請求那個軍隊的領導，說希望跟他約好，說：如果我潛入水

中，等我浮起來的時候，你再殺我的族人，我們希望能夠有這樣的請求。那個

士兵‥‥‥這將官就說：好啦！既然這樣講，就讓你潛下這個水池裡面，等你

起來的時候，我再開始殺，最多幾秒鐘、幾分鐘，你一定要起來！所以，這個

摩訶男就潛入水中，因為他的頭髮很長，他那個頭髮很長，他就把這個頭髮綁

在這個石頭上，綁在這個石頭上，讓他不會浮起來；這個族群，釋迦族群統統

跑光了，奇怪！這個屍體怎麼沒有浮起來呢？屍體怎麼沒有浮起來呢？後來叫

人家潛水下去看，這個摩訶男死在水中，把這個頭髮綁在這個石頭上。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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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記載多少有一點文字上的出入，這個是指摩訶男，他是證果的羅漢，他為

了救族群，可以犧牲自己，有這樣的一個故事。 

 

底下說：[母族二人：一、阿若多，此云解本際，又云最初解；二、十力迦葉，

此云飲光。尋到太子，勸請回宮，太子乃曰：「不成佛道，不回本國。」]諸

位！如果在這裡要準備出家的人，就要發這種願：不見性、不成就道業，不離

開講堂。他這樣他才有辦法住下來。說：滾動的石頭不長青苔，我們常常要參

這個善知識，道場跑來跑去，那個是很難成就的！所以，如果有了好的善知識、

好的道場，發心準備出家的，何況三位都是大學畢業的，要把心定下來。「不

成佛道，不回本國。」[五人因太子不回，不得回朝復命，乃隨從太子遊方五

載，而至雪山，同修苦行六年。三人不堪苦行者，乃往鹿園，別修異道；後二

人見太子受牧女乳糜]這個「糜」就是粥。[之供，亦復捨去，而至鹿園。] 

 

[佛演《大華嚴》，雖稱本懷，不契時機，]所以，不對機就是多餘的。[尋念

過去佛，所行方便事，亦欲開方便門，說小乘法，乃思：誰應先度？悲二仙之

已逝；]這二個仙人，他是在王舍城附近的二位著名的宗教導師，教導人們修

習禪定的方法，他們一個叫做阿羅邏，一個叫做郁陀迦。這個阿羅邏就是阿彌

陀佛的阿；四維羅；第三個邏，底下加一個辶ㄔㄨㄛˋ部，四維羅加一個辶部，

叫做阿羅邏。第二個仙人叫做郁陀迦，郁就是左邊一個有沒有的有，右邊一個

耳朵；陀就是阿彌陀佛的陀；迦就是釋迦牟尼佛的迦，叫做郁陀迦。那麼，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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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仙人已經不在了，[喜五人之猶在，乃至鹿園，為五比丘等，三轉四諦十

二行法輪：]為什麼講十二行呢？因為四諦講三次。 

 

諸位翻開《表解》二八頁，三轉四諦法輪，二八頁下面中間，三轉四諦，三乘

以四就是十二。三轉四諦十二行法輪，四諦，簡單解釋一下，我們在《大專佛

學十四講表》已經講得非常清楚，簡單提示一下。四諦就是四種真理，此是苦

諦，苦，這個世間實實在在是苦的，你不要一直不覺悟，這個世間無樂可言，

因為是剎那、是生滅、是無常、是緣起。所以，這個世間真是苦，不但是身苦，

還有心靈的煩惱的苦，所以叫做苦諦。二、此是集，就是集諦，集諦的意思就

是集合一切煩惱，就會感應種種的痛苦，業感就會有緣起。所以，此是苦，就

是世間的果；此是集，這是世間的因，「集」就是集一切的煩惱，簡單講：集

見思二惑，集一切見思二惑等等煩惱，貪瞋癡慢疑等等。再來，此是滅，這是

滅諦，我們身心皆苦；有一個快樂的涅槃，所以，這個「滅」是滅苦的意思，

意思是說：一個人證悟了涅槃的妙心，則能離一切苦。所以，「滅」就是滅苦，

也就是涅槃義。此是道，是指八正道，還有三十七道品，「道」就是路，就是

可以通，可以通往涅槃之道，所以，此是道。意思是說：你修八正道、修三十

七道品，可以通往涅槃，可以度脫生死，此是道。再來，此是滅，是出世的果；

此是道，是出世的因。好了，有了苦諦、集諦、滅諦、道諦，就變成世間果，

此是苦；世間的因，此是集；出世的果，能得涅槃，此是滅；出世的因，此是

道，修八正道、三十七道品，就可以了生死、離苦得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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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示相轉，對上根人講的；勸修轉，對中根人講的；作證轉，對下根器的

人講的。示相轉是啥意思呢？上根的人一聽到此是苦，就知道苦有逼迫性，苦

有逼迫性，所以，不會像世間人這樣子，不會像世間人這樣子。此是集──有

召感性，你只要對這個財色名食睡死執不放，你就有召感痛苦的，召感痛苦的。

而世間人不一樣，世間人不知道這一層道理。 

 

有一個老闆，他討了個老婆，可是，這個老婆又肥又胖又醜，但是，他是靠他

老婆起家的，我們講的被招贅，入贅的。是不是？什麼事都作不了主，可是，

他又喜歡拈花惹草，他在公司裡面，他又喜歡了一個秘書，喜歡了一個秘書。

人家這個消息‥‥‥這個老闆娘雖然又肥又胖又醜，但是，人家家庭很有錢，

就派她的妹妹去監督，去監督，他就很氣憤了；這是一部電影，他這個老闆就

很氣憤了，很氣憤了！然後，他要交這個秘書，每次他這老婆都會出現，他就

很討厭她，很討厭這個老婆；可是，又沒辦法離開這個老婆。後來有一次，他

老婆生日的時候；他因為他交不到這個秘書，又怕被人家搶走，又討厭這個老

婆，又肥又醜，然後，又沒辦法離開她，因為他沒錢啊，他靠他老婆的。有一

次生日的時候，蛋糕上面插了幾根蠟燭，就端出來了，在這個花園裡面舉辦生

日 party，就出來那搞笑篇的，他就出來，就唱生日快樂歌，他怎麼唱呢？因

為他老婆很胖，他又很討厭阻擾他交這個秘書，他就這樣唱：豬～你生日快樂，

豬～你生日快樂，豬～你生日快樂，豬～你生日快樂！然後這個蛋糕拿到他老

婆的前面，他老婆一巴掌刮下去說：你這個音不會唱正一點嗎？第一個字罵

她，罵他老婆：豬～你生日快樂！那個「祝」把它念成「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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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他不知道這個有召感性、有逼迫性，所以，樂此不疲。底下就是說：此是

滅──可證性，就是涅槃是可以證入的、證悟的。此是道──是可修性，意思

就是說：上根器的人，跟他開示了這個苦、集、滅、道，他就能夠知道要修行。

有逼迫性，此是苦；有召感性，此是集；可證性，此是滅；可修性，此是道，

對上根器的人來講，就是示相，只要稍微點一下，就醒過來。就像一隻馬，好

馬，看到這個主人拿起這個皮鞭，這一匹馬就跑得很快；根器利的人也是一樣，

一聽到了正法，他一輩子決定不放棄三寶，決定不放棄善知識，一定要好好修

行。示相轉。 

 

再來，有一種人叫做中根器的，中根器的，中根器的叫做勸修轉，佛陀對這個

中根器的，就跟人家講說：哎呀！世間是苦的，汝應知！世間這個苦從哪裡來？

從貪瞋癡，集合貪瞋癡來的，汝應斷，汝應斷；有涅槃是可以證的，可以證悟

的，所以，汝應證；有八正道、三十七道品，你應該好好修行，說：汝應修，

這是對中根器的。 

 

底下是對下根器的，根器很差的，說：此是苦，我已知，作證轉就是佛陀的意

思，佛陀自己，這個「我」是指佛陀。佛陀告訴他：你要相信我釋迦牟尼，世

間身心皆是苦，因為是剎那生滅無常法，所以，你不可能擁有任何東西，你也

帶不走任何東西，這個的的確確是苦的，說：我已知。此是集，我已斷，所有

的貪心、瞋恨心、嫉妒、憤怒，佛陀全部都斷，包括微細的無明，我已斷。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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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滅，我已證，釋迦牟尼佛做榜樣給我們看，他已經證得了佛果，的確是可以

證得佛果的。此是道，我已修，你看，我就是這樣修學佛道的。是不是？好！

這個叫做三轉四諦十二行法輪。 

 

翻回來，１８３頁，倒數第四行，《楞嚴經講義》１８３頁，倒數第四行，[一、

示相轉；二、勸修轉；三、作證轉。示集諦之相，即見、思煩惱，]集，顧名

思義就是：我們說：集合！就是集合，苦從哪裡來？就是集合煩惱來的啊，不

停的執著來的啊，見思煩惱。[見惑粗如客，]如客，它什麼意思？就是容易覺

察的意思。[思惑細如塵，]這個很難覺察，就像灰塵，有時候眼睛不睜大一點

看不到。思惑細如微塵，[此在鹿園，所說客、塵之義。] 

 

[及汝四眾言一句，當指《阿含》會上四眾。佛對之言：一切眾生，不成菩提：

即不能成就，無上正覺菩提之道。及阿羅漢者（解見在前），其故何也？皆由

客、塵煩惱所誤。客、塵喻粗、細煩惱：我執分別，行相不停如客；]來作客

的一定要走。換句話說：對境界上的執著，其實也帶不走，也沒有一樣東西你

可以帶著走。[我執俱生，行相微細如塵。]俱生就是先天帶來的，俱生就是無

量劫來存在的，諸位！難就是難在這個地方，難，困難就是難在降伏那個微細

的習氣。你可以寬恕人家，這個你做得到的；但是，要叫你改變你的個性，這

個很難！碰到什麼事情，金錢的糾紛，你會當作說：唉！就算我前世欠他的！

你絕對看得開，稍微有一點功夫的佛弟子，都沒問題；但是，要碰到跟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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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看法不同的，這個時候習氣就會上來，習氣就會上來。因此這個先天性

的我執，任運而生，二六時中，修行困難就困難在那一剎那。 

 

所以，有個具體的辦法，也就是說：如果你的煩惱時間愈來愈短，那麼，你的

修行就是正確，你把這個情緒的變化縮短到當下。譬如說：以前煩惱三個月，

現在三天；再來就一天；再來是一個小時；再來，一動念，馬上放、捨，著這

個沒意義，好！就回歸當下了，回歸當下了。好！在你們內心裡面你會發現，

原諒，有寬恕的一面；原諒人家，有光明的心性存在，放下，生命的品質會更

好的，你會開始享受你生命的泉源，就是般若的智慧。你不再像世間一樣，同

流合污，起貪瞋癡，以為執著叫做快樂，慢慢的領悟到世尊的真理、所講的正

法；沒有一分，沒有一秒，包括我們晚上在作夢的時候，也會夢到佛菩薩；也

會夢到我們沒有瞋恨心；也會夢到我們與人和平的相處。 

 

所以，念佛的人用夢境來檢視自己，來檢視自己，如果我們在夢境裡面，仍然

嚴重的起貪瞋癡，那麼，我們往生便會有困難，因為我們臨命終的時候，加上

痛苦，是作不了主的。簡單講：我們現在的情緒作不了主，臨命終就會很危險！

要作得了主，也不是很困難，不思善，不思惡，你只要放下跟我生死沒有關係

的，這些不必要的客塵煩惱，每天只管自己，掃自己的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

霜，你儘管掃自己門前的雪；你儘管注意自己的起心動念，掌握了這個方向以

後，其他的跟自己生死沒有關係的，就是統統放下。然後，守住一個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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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我是一如的，「物」就是指外境，「我」是指心性，外境跟心性，其實本來

是同一個起源的，一個如來藏的。這樣慢慢來，一步一步來。 

 

所以，常常講說：為什麼修行不得力？因為方法錯誤！在這裡，把筆放下來，

這個方法對跟方法錯，有差多少？那是非常嚴重的！修行的方法錯誤，我現在

舉一個例子，告訴你說方法錯跟方法對，會有什麼差別？在北愛爾蘭有一個農

夫，在北愛爾蘭有一個農夫，他是牧羊，靠這個羊群來過活的，這個羊毛啦，

賣這個羊肉，還有這個羊乳。可是，他有一個困擾；英國的北邊就是愛爾蘭，

在這個愛爾蘭的山區裡，有一個牧羊人，養了一群的羊，這個農夫養了一群的

羊，少許的耕作，加上一群的羊，靠這個羊的經濟作物來過日子。但是，他有

一個困擾，他有一個困擾是什麼呢？就是這個山區裡面很多的野狼，這個野狼

在山區裡面覓食不容易，找不到食物，就用怎麼樣？就來偷襲他的羊群，他有

時候第二天看，這個羊，這裡死一隻，那裡死一隻，肉沒有全部吃完，咬死以

後沒有吃，有的吃一半的；有的吃了剩下一隻腳的。這個農夫、這個牧羊人沒

辦法了，一看，哇！這個山這麼大一座山，他怎麼辦呢？他就去貸款，把他整

座山都圍個簡單的籬笆，圍那個鐵絲網，圍那個鐵絲網，圍那個鐵絲網。圍這

個鐵絲網以後，這個狼還是沒有東西吃啊，在山上找不到；圍那個鐵絲網，這

個狼很聰明，牠就往地下挖洞，這個鐵絲網已經很低了，這個狼很聰明，挖這

個地洞，挖一挖‥‥‥挖了地洞以後就鑽進去，就變成一個洞了，鑽進去就有

東西吃，又咬死了一堆，那狼群一進去，一隻一隻一直進去，吃完了，又從那

個洞回到原位。這個農夫沒辦法了，就帶著獵槍，二十四個小時守著，獵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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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了申請，帶著他的獵槍，二十四個小時守著，他很累，狼也是很累。結果

看到這個狼群來，他就開槍，就打，一個晚上有時候打死了四、五隻，狼群。

他用很憤怒的，因為牠咬死很多的羊，憤怒的眼光，把狼當作是仇敵，開槍！

這個狼群有時候敢靠近，有時候不敢靠近，狼要吃一隻羊很累；這個主人為了

防止這個狼群，很累！十幾年來他損失的羊、他投注的經費，他身心俱疲，還

是沒有辦法防止這個狼群的攻擊。後來他去請示一個義大利的，叫做生物動物

行為學家，專門研究動物的行為的，那個人是跟狼群生活的，把野外的狼群抓

回來，小隻的狼群，把牠慢慢的養，他要觀察狼的行為，這狼的行為裡面，牠

有階級的，這個狼的群裡面的首領要先吃的。再來，經過了打鬥以後，變成狼

群的群王，這個動物行為學家跟他們生活在一起，再來就研究狼的嘷叫聲，嘷

叫聲，那嘷叫聲：嗚‥‥‥是代表什麼；或是嗚嗚嗚；或者是嗚～～～拉得很

長；或者急促的這個聲音，他就開始一直研究，十六年，專門研究狼群的攻擊

的行為，牠的行動。後來這個愛爾蘭去請這個義大利的專家，去請示他，這個

義大利的專家還是沒有辦法，後來愛爾蘭這個飼主，再加上這個義大利的動物

行為學家，去請示一個美國黃石公園；黃石公園野狼專家，野狼的專家，請示

以後，他（專家）就告訴他：狼群牠是有習性的、有地盤性的，牠有地盤性的。

他說：你只要把另外一群的；另外一群，這一群來，你放另外一群的狼群的嘷

叫聲，叫做宣示地盤，用這種方式，另外一群的狼群來，牠就不敢入侵。動物

的行為，牠有地盤性、有區域性，牠那個地盤性很堅強的，同時牠也不敢隨便

的去入侵其他狼群的地盤。他就叫這個農夫，說：我告訴你，我這裡有狼群的

行為，這一群來，你把它錄音；另外一群來，你把它錄音，我這裡有好幾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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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叫的聲音，不同群的狼叫的聲音，拿這個什麼？錄音帶，錄音帶。拿這個錄

音帶回去的時候，你用這個擴音器，擴音器，擴音器，不定時的播放，每一個

時間就播放，播放出去，把它擴音到整個山區，他就錄音帶一放：嗚～～～播

放，一個小時播放‥‥‥你回去就照這樣做！這個農夫沒什麼把握：我圍鐵絲

網花了多少錢；帶著獵槍打死多少狼群，照樣沒有辦法，都失敗；你這樣播放

這錄音帶，宣示狼群的主權？你用不同群的來，不可以用同群的喔，同群的，

牠會跑來的喔！甲、乙、丙、丁，他就去錄音，狼叫的聲音，他就把它錄音，

他自己這裡得到一些不同的錄音，這一群來了，他就標示：這是甲群的，這是

乙群的，甲群的來，我放乙群的這個狼群的錄音，擴大出去：嗚～～～經過幾

年，他這樣一放以後，方法對了，怎麼樣？中獎！從此以後，沒有一隻狼來咬

他的羊群；方法錯的時候，羊被咬死，狼群被打死，花費了多少鐵絲網的錢，

他就是搞不定牠！方法對的時候，一毛錢都不要花，就是買個擴音器播放。從

此以後，狼知道那邊那個區域，是屬於另外一個狼群的，統統不敢來！ 

 

我現在回歸到說，修行也是這樣子的，你掌握了對的方向，方法對了、正確，

了悟諸法畢竟空，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知道萬法空相，就慢慢練習放

下‥‥‥這個就是方法對！如果你一直拜山、一直念佛，而不懂得放下，一念

提起阿彌陀佛，那就會變成一邊念佛，一邊執著娑婆世界的是非；一邊念佛，

一邊著相，著這個緣起緣滅的假相。那麼，就是說：雖然你很用功，可是，被

牽制住，這個叫做方法錯誤，方法錯誤。見性就是：生擒活捉，不費吹灰之力，

就像這個生物、動物的行為學家一樣，他（專家）叫他回去放：只放一下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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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就好，你也不必帶槍，也不必圍籬笆。他就方法對啊！諸位！放下萬緣，你

的方法就對了！所以，常常講說，諸位！師父一直講放下，有一個居士來問，

說：師父，師父！您常常講放下，放下，我心裡也常常告訴自己：放下，放下

啊；可是，它就是放不下呢！我說：那個放下是打從徹悟的心，了悟能緣的意

識心空、所緣的境界空，是這樣子的，是這樣子的無所在、無所不在的那種放

下的心，不是告訴自己：我要放下‥‥‥這個還是加一個「我要放下」啊，這

個不是真正的功夫。真正的功夫，是了悟一切法無生，那種如如不動，見一切

法如幻，心悟無生，如如不動，是這樣子的放下。我已經舉例子給你聽了，也

用了這麼長的時間告訴你，修行的方法一定要對，一定要對，弄錯了，你會百

千萬劫！ 

 

底下，說：我執‥‥‥諸位看１８４頁第三行，[我執即天台宗，所謂見、思

二惑。客、塵為三乘人通惑，]大乘、小乘共斷，（[大、小共斷，]）[不斷羅

漢尚不能成，]不斷就是不斷見、思二惑，羅漢尚不能成，[况無上菩提乎？]

連二乘人都搆不上。[故曰：皆由所誤。當時所說客、塵，乃喻集諦煩惱，反

顯主、空，乃喻滅諦耳。]滅諦就是涅槃，苦、集、滅、道。什麼叫滅諦呢？

就是滅苦而成道，叫做涅槃，叫做滅諦。這個滅是滅什麼？滅三界之苦。[今

但取能比之喻，不取所喻之法，以客、塵二皆屬動，而喻身境，及緣身境之心；

以主、空二皆不動，]主人住在屋子裡面，當然不必動了，客人來，住了就走

了，他要動的；虛空是不動，灰塵是動的，所以，以主人跟虛空來比喻二皆不

動。[俱喻見性耳。]還是要見性，都是在比喻見性。[佛問汝等當時，聞說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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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二字，因何開悟？今成聖果？故問因何開悟，欲今詳敍客、塵、主、空，]

什麼是客？什麼是塵？什麼是主？什麼是空？要分清楚。諸位！這裡總歸一句

話，注意聽！客、塵就是生滅；主、空就是不生不滅，就是這麼簡單，放下生

滅，就是不生不滅。諸位！法不必找，放下就是。[可以例顯身境，及緣心與

見性，動不動之義。初如來詢究原悟竟。] 

 

[巳二、陳那詳答佛印。] 經文：「時憍陳那，起立白佛：我今長老，於大眾

中，獨得解名，因悟客、塵二字成果。」說：那個時候，憍陳那起立白佛，對

佛這麼說：我今是法性長老；為什麼稱為法性長老呢？因為他悟到法性不動，

叫做法性長老。這個法性，諸位要認識一下，法性長老，證阿羅漢果叫做法性

長老，同時叫做福慧上座，福慧上座。所以，在這裡要有一個很清楚的，也就

是說：如果是證阿羅漢果的，是排前面的。譬如說：先出家的在前座，後出家

的在後座；但是，如果他證阿羅漢果，世尊會請他到前面來，到前面坐，不必

排在人家後面的，證阿羅漢果，可以不必依照戒臘來的，是這樣子叫做福慧上

座的，因為，他有功夫了。 

 

諸位！跟著佛出家，跟著佛出家以後，如果他只有沙彌，證阿羅漢果，可以不

必受比丘戒，就是比丘。這個證阿羅漢果是不容易的，到目前為止，難啊！連

證三果阿羅漢都很難了。泰國那個是專修毗婆舍那的，叫做內觀法的，無常觀、

數息觀、不淨觀。聽他們泰國來講的，泰國目前有二、三個證三果阿羅漢的；

當然這是他們傳過來的訊息啦！泰國有多少的比丘啊？幾萬啊，三果還不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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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漢果呢，三果而已啊，找不到二、三個。所以，這個時代不念佛怎麼行呢？

不好好修淨土法門，哪行呢？是不是？還是要認真修行。 

 

底下，我今長老，於大眾中，獨得解名，因悟客、塵二字成果，悟到了生滅，

放下，同時就是不生滅。[此憍陳那自陳得悟。他經有云憍陳如，即阿若多之

姓也。此云火器，以先世]「先世」就是祖先，祖先。[事]就是事奉。[火]就

是拜火教。[命族故。]命族就是這樣命名的。整句的意思就是：他們的祖先因

為是事奉拜火教，而命名叫做火器，所以叫做阿若多。[我今長老者：]因為碰

到佛了，要不然，也沒有辦法成就了。[因佛在鹿園說法，阿若多最初稱解，

成阿羅漢，為法性長老。獨得解名者：阿若多，此云解本際，名也。因悟客、

塵二字之理，得成聖果，此從集諦入也。]寫一下：憍陳那在佛弟子當中，叫

做見解第一；舍利弗叫做智慧第一；目犍連叫做神通第一；他叫做見解第一。 

 

經文：「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宿、食事畢，俶裝前途，

不遑安住；若實主人，自無攸往。」這比喻得非常好！說：世尊！譬如說；行

客，行客就是動態的，來來去去的這些行客。投寄在旅亭，就是我們現在所講

的旅社。有的或宿；或者是吃；或者是過一宿，吃完了，食事畢，怎麼樣？「俶

裝」就是整裝，繼續，前途，繼續前進了。不遑安住，「遑」就是來不及，就

是無暇的意思，因為他是來作客的，一下又走了。若實主人，自無攸往，「攸」

就是所往。若實主人是指我們的心性；不遑安住是指意識心，不遑安住是指生

滅的意識心；自無攸往，實是主人，是指如如不動的心性。意思就是說：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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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滅的意識執著心，應當放；如果是主人，你應當知道，那個是如如不動的

見性，是作得了主，是主，你就要往這邊走；是客，就放下，捨妄求真，就是

這個道理。 

 

[此述所解，先解客字，次解塵字。佛以客、塵喻集諦煩惱，即見、思二惑；

見惑緣境分別，背覺合塵，麤動不定，譬如行客，投寄旅亭，久緣如宿，暫緣

如食，而或之云者，久暫不定也。此境分別已定，復緣他境，捨此趣彼，如客

之宿、]「宿」就是過一夜。[食既畢；俶者整也，遑者暇也；即整頓行裝，轉

向前途而去，不暇安心居住也。若實在主人，喻小乘偏真法性；自無所往，喻

法性常住不動。] 

 

經文：「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為客義。」如是思惟，

注意聽！如是思惟就是如是正觀，這個很重要的！如是這樣正確的觀照，很正

確的知見。如是正觀，不住名客，不住就是剎那生滅的東西，就是來我們心

性‥‥‥如同來我們心性作客的，千萬不要去執著這種東西，不要去妄動，因

為它是無住的。住，住就是永遠存在了，我們這個般若智慧一直存在，明心見

性，明本心、見本性，那個如來藏性是我們的主人，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

為客，不住，因為它住不下來，剎那生滅的意識、執著和分別心，就是客。如

果你動念，動到了執著念，這就變成易客為主了，把這個意識心變成你的主人；

如果你動分別的念，也就變成易客為主了，就把這個不重要的，變成你生命當

中最重要的了。為什麼要念念消歸自性，歸無所得？為什麼要這樣一直重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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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念念消歸自性，歸無所得，為什麼一直講自性？因為那個才是主啊，成佛

就是明心見性，見性才能成佛。 

 

底下說：[如是指上文，譬如行客，投寄旅亭等。如是思維，以見惑分別不住

名客，以法性常住名主，是我當時開悟，以不住者名為客義。]好！底下那一

段，我們休息十五分再來解釋。 

 

(中間休息) 

 

１８５頁，倒數第一行，經文：「又如新霽，清暘升天，光入隙中，發明空中，

諸有塵相。塵質搖動。虛空寂然。」 [此解塵字。以思惑任運，]任運的意思

就是說：二六時中都跟在旁邊，任運的意思就是那個習氣──貪、瞋、癡、慢、

疑，那個習氣隨時隨地，什麼時候要爆發不知道，很難控制的！[搖動如塵。

塵須有日光，照之可見，故曰，又如新霽，清暘升天。]什麼是新霽呢？就是[久

雨初晴]雨下了很久了，這個天突然出太陽，這個就是[曰新霽，清暘者，早晨

之日也。日從雲中而出，喻]比喻[已斷見惑，得見道之智日，升於性天，其智

微劣，於法性理，亦惟少分相應，]法性理是什麼意思？法性理的意思，就是

諸法畢竟空的無生理，意思就是說：法性本空這個道理，簡單講就是所謂的無

為法，因為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所以，法性

畢竟空的無生之理，有少分相應，[故以光入隙中喻之。]光射進這個門隙當中

一個縫。 



 

-21-Poweredby 牟尼佛法流通網 

 

[隙者，門壁縫障，]意思就是物體裂開來了。[若無日光，不了塵相，譬喻若

無見道之智，不見思惑，]所以，[若斷見惑，有了智光，能覺思惑，於偏空法

性理中，微細起滅如塵，]為什麼講偏空呢？偏空的意思就是悟了不究竟，二

乘人只斷我空，這個叫做偏空，還有微細如塵。[而法性不動如空，故喻如日

光，發明空中塵相。塵之體質是搖動，虛空乃寂然不動，相形而顯也。]這個

很清楚的在告訴你：如如不動的心性，就像虛空一樣的，從不生、從來不減；

從來不來、從來不去；也無增、也無減，來去、生滅、增減，都不可得。所以，

這一段你只要好好的體悟，就能了解，搖動的東西，意思就是：只要是生滅的

東西，都不值得取。不管你現在擁有多少的房地產；不管你擁有多少的金錢，

都是過目雲煙，暫時為我們所用的。 

 

經文：「如是思惟：澄寂名空，搖動名塵，以搖動者，名為塵義。」所以，只

要是生滅相就是如此，它就是會搖動的；只要是意識心，它就是搖動的。因此

修學佛道，剛開始稍微要克制一下那個情緒，慢慢進入了三昧，正定、正念，

然後，二六時中正精進。[如是思惟，乃以見道之智，觀察思惟：澄然寂靜，

名之為空；飛揚搖動，名之為塵。是我當時開悟，以搖動者，名為塵義。] 

 

底下舉一個公案：[趙州，一日掃地次，]有一個出家人，[有僧問云：「和尚

是大善知識，為甚麼掃地？」]意思就是說：您是一個開悟的聖人、是大善知

識，為什麼也在掃地呢？[州曰：「塵從外來。」]塵從外來。那麼，這個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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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為他沒開悟，就問了，[僧曰：「既是清淨伽藍，為甚麼有塵？」州曰：

「又一點也。」]意思就是：大悟人的心境，他是連一點點的動念都不行；連

討論都不行；語言、文字、觀念統統不行！叫做動念即乖。所以，諸法從本來，

常自寂滅相，如果我們不能體悟，這個當下當體即空、寂滅相，任你百千劫追

求佛道，猶是外道，誤認為心外有佛故。諸位！心外無佛的，佛在心性當中的。

[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辨客、塵義，析入秋毫。]爍破叫做消融的意思，或

者是火光閃動叫做爍，我們說：閃爍，閃爍，這個爍破也可以說是照破。四天

下，以前人講的東、南、西、北。辨客、塵義，析入秋毫。你看，這個趙州和

尚是大悟的人，連一點點都不行！ 

 

經文：「佛言：如是！」這個就佛印證了。所以，很多人有沒有開悟，為什麼

要找見性的人印證呢？因為這樣才不會偏離修行的主題。我們修行的主題是心

性，如如不動的心性，如果不能體悟到拿出這個重要的明心見性的功夫，心外

一直求法，那麼，跟佛道一點都不相應。所以，求印證是很重要的！所以，佛

言：如是！答對了！[此佛印可其說。佛意祇要陳那說出客、塵，主、空，誰

動、誰靜，令阿難聞已生信，識得眼中見性不動，身境與能緣識心，搖動而已。] 

 

諸位！這一段就是修行的關鍵，識得眼中見性不動，身境與能緣識心，搖動而

已。這個色身，就是四大──地、水、火、風所構成的；這個意識心，接近神

經系統的，一直在感受，一直在領受，一直在分別，一直在執著，到死沒辦法

割捨！所以，師父已經講過，說：只要一個人一輩子沒有聽到正法，這個人沒



 

-23-Poweredby 牟尼佛法流通網 

有任何機會解脫，一個都沒有！[陳那分析，正合佛意，故印可之曰：「如是」。

更有二義當知：一、此客塵之喻，有通、有別。]「別」是什麼意思呢？ [別

者，如陳那]憍陳那，[所析，以見惑分別不住，]「不住」就是不停。[取喻如

客，去之猶易，以思惑任運搖動，取喻如塵，拂之實難；]思惑就難了！任運

搖動，就是我們卡在那種個性、習氣，是很困難的！因此我們要了解，修行的

容易處跟困難處在哪裡？修行的容易處，就是你只要見性，它就很容易，見一

切相總是如；你只要不見性就很困難，因為用什麼心統統不對，有心也是妄，

無心也不對。 

 

大悟，有心也對，無心也對。迷了的眾生，有心不對，無心也不對，為什麼？

迷惑的眾生，有心，他認為這個意識心就是有心；無心，就是什麼都不要想，

這個就是外道啊！悟道不一樣，講有心也對，無心也對，講無心就是如如的本

體；講有心，有心就是般若智慧心，這是大悟的人。是不是？他用清淨心能夠

展現出來的。你講無心，對，他還是如如不動的心性；講有心，也對，他是涅

槃的妙心，涅槃妙心能起作用啊，怎麼不能動呢？是不是？動者就是不動。所

以，這個問題出在哪裡？出在悟跟不悟，悟跟迷之間，所以，悟則剎那間，迷

則塵點劫，問題就出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一心念佛，總不能不了解佛的心性是什麼，修學佛道變成外道。那

你要修學佛道變成佛道，應當什麼？應當要明心見性，佛道是內觀的，佛性不

離心，念佛也不能離開心啊！對不對？念佛以後，煩惱愈來愈少，你念對了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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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佛以後，煩惱愈來愈多，愈看眾生的缺點，煩惱愈來愈多，是非愈多，對不

對？耳根子軟，自己心定不下來，本來《楞嚴經》聽得好好，常常來，常常來；

一下子是非、恩怨一來、煩惱一來，不來了，誰吃虧啊？所以，那個願力是很

重要的！所以，如果一碰到善知識、碰到正法，或者碰到正知正見，那麼，我

們要強化自己的信心，不是只有師父而已，要強化信心告訴自己：百千萬劫難

遭遇，泰山壓頂，我都來聽！是不是？下冰雹，頭打昏了也要來！沒話講，這

樣的願力，你已經成功一半了！是不是？這二個鐘頭演講，不要說全部都聽得

懂，來這裡聽一個比喻、一句的名言、一個觀念，一改變以後：哇！原來如此！

對不對？因為你不知道哪一堂課會大徹悟啊！是不是？摸索‥‥‥突然這個

比喻，啪！哇！原來如此啊，我就是佛！就打開你的心扉了：喔！萬法不離自

性，萬法唯心現量。以前念：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

心造，怎麼念怎麼不懂；現在可知道了！以前念佛沒啥味道；現在一念佛，那

個味道如甘露，那味道念得出來，因為這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就是你的心性了。 

 

底下，說：取喻如塵，拂之實難；[通者，實則煩惱、所知二障，分別、俱生

二惑，]分別就是後天性，俱生就是先天性，二惑。[隨境生滅，非真常性，皆

為客義；以此二障二惑，而能染汚妙明，擾亂性空，皆為塵義。]尤其是現在

這一代的人，要修行就更難，就更難！為什麼更難呢？因為五欲六塵太多，現

在叫小孩子，網路可以玩整天的，可以玩到中風，真的！電腦可以玩整天的！

所以，現在的人說要講修行啊，他玩那個電腦可以玩整天；玩那個網路可以玩

整天；泡那個網咖可以泡三天三夜；逛那個名牌，從早上逛到人家店面關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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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一看，整天整夜的，不是像師父這樣，看大藏經這樣整天整夜的；電視一

打開就一直看。尤其現在的外境，小朋友看那個什麼？網路，他媽媽說：喔！

我這個弟弟好用功！才小六喔，小六，電視報導的，小六喔，他看什麼？看那

個電腦網路，看什麼？看那個色情的，小六而已喔！他打開那個網路，什麼相

片統統有，你看，現在這個孩子怎麼修行啊？小六而已呢！他媽媽以為他很用

功，那個色情的網路，什麼相片統統有，白天看、晚上看。 

 

所以，我們生長在這個時代，要聽聞正法已經很難；要再真正的深入那個三昧

正定，就更難，因為三昧正定是通往涅槃的橋樑。諸位！沒有定，是沒有辦法

進入涅槃的，用現在一句話來講就是說：除非你完全放棄情緒化的東西，否則

你不可能進入涅槃、佛陀的妙心是絕對不可能的！佛沒有情緒作用的，哪管你

有錢、沒有錢，男的、女的，他都一律平等的，他心堅固，如如不動，這樣才

有辦法成就佛道的。你以為佛道是遊戲嗎？是一種遊戲嗎？語言、文字嗎？ 

 

有一個居士來，我問他說；他來了，我說：居士！你修哪一宗？他說：我修禪！

我說：大居士！禪是什麼意思？他說：禪？禪是無所在，無所不在。我說：就

拿你最後一句：無所不在，你指出來給我看看，指出來啊！我跟那居士講：了

生死跟耍嘴皮是不一樣的，見性是真槍實彈的東西啊！回去好好的念佛。他

說：師父！那無所不在是什麼意思？我說：無所不在就是性一切心，一切般若

智慧，皆來自於真如自性。他恍然大悟了：喔！他說：頂禮師父，感謝恩師開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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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嘛！修行人要老老實實的，不是嘴巴說一套，做一套，說說，也不知道佛的

意思是什麼；禪無所在，無所不在，小學一年級也會念啊，色即是空，空即是

色，誰不會念？對不對？因此修行是真實性的東西，不是搞一搞名相，耍耍嘴

皮，讓人家恭維你：說：哎呀！你很有功夫！有道無道，自己知道。真的！所

以，不能有那種榮譽心作祟：我要讓人家錯認為我開悟，我要讓人家誤認為我

是真的有功夫！這一念就不行！悟道的人，你管他別人認不認識；你管別人知

不知道，你就活在佛的心性當中，與佛一鼻子孔出氣，你需要人家來認同嗎？

需要人家來知道你嗎？要大肆宣揚嗎？這個都是矯揉造作，錯誤。榮譽心在作

祟的，懷了這個心，就不懂佛的心；直心是道場啊！是不是？因此我們要誠懇

的面對自己，沒有悟，他就是沒有悟；就悟了，你也要默然，知道就好，不要

到處宣揚，也不必到處誇大自己，我們就是這樣平實、平凡、平淡自己，生死

是自己事，臨命終，這些榮耀用不著的，要記得師父的話！ 

 

[二、本科顯見不動，以客、塵皆喻動義，]說：本科顯見不動，以客、塵都是

比喻動義，[主、空皆顯不動義。佛問客、塵，即密答阿難，寂常心性之求。

以客乃不住，喻身境識心；而主人自無所去，喻心性常住之義。以塵乃搖動，

亦喻身境識心；而虛空寂然不動，喻心性澄寂之義。二辨定客塵竟。] 

 

翻過來，[辰三、正顯不動（分二）。巳初、對外境顯不動。二、對內身顯不

動。今初。]１８８頁，經文：「即時如來，於大眾中，屈五輪指，屈已復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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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已又屈，謂阿難言：汝今何見？阿難言：我見如來，百寶輪掌，眾中開合。」

就是這樣子，即時如來，於大眾中，屈五輪指，屈五輪指就是這樣子，屈五輪

指。屈已復開，開了又屈，就這樣子。底下，[此佛以手為阿難之外境，以顯

見性之不動。因上文陳那分析客、塵，主、空，則動、靜分明，要阿難即生滅

之客、塵，薦取不動主、空之見性耳。]這個「薦」就是直接、直取的意思，

薦取就是一點都不彎曲，單刀直入，見性！薦取不動主、空之見性，[故於眾

中，屈曲五輪指（又成拳相），]把這五個指頭變成一個拳相。[屈已復開，]

又開，[開已又屈，以表外境不住，]佛善於說法，用手來比喻生滅。[引起阿

難見性現前，令注意也。故問阿難：「汝今何見？」在佛之意，還是要阿難，

向能見處親見天然不動之本體，而阿難乃據事直答：「我見如來，百寶輪掌，

眾中開合。」佛手掌中有千輻輪相，故稱輪掌。] 

 

經文：「佛告阿難：汝見我手，眾中開合，為是我手，有開有合？為復汝見，

有開有合？阿難言：世尊寶手眾中開合，我見如來，手自開合，非我見性，有

開有合。」來！諸位把筆放下來，看這裡，你眼睛看到師父的手，對不對？注

意聽！見性的關鍵就在這個地方，這個手開了；我現在握緊拳頭，諸位！你的

心有沒有握緊拳頭？有沒有？你的心有沒有握緊拳頭？沒有，你心一樣如如不

動在那邊嘛，很清楚的看到手指頭這樣。好！師父的手再伸開來，你有沒有拉

開你的心，再繼續看到這個掌？不需要啊，因為它本來就沒有啊！是不是？

好！再壓下來，你的心有沒有被這個師父的拳；把這個指頭變成拳頭，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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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變小呢？沒有；我伸開來，你的心有沒有變大？也沒有，縮、伸‥‥‥

其實塵自生滅，自性不動。知道吧！兩眼無神，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這一段再講一遍： 佛告阿難：你看到我的手眾中開合，為是我的手有開有

合？是我的手有開有合？這是比喻外塵，有開有合；為復汝的見性，是有開有

合呢？其實見性根本就沒有開，從來沒有開，哪裡有合？從來沒有合，也不必

開。阿難言：世尊寶手，眾中開合，就是說：世尊的手自己開自己合，我見如

來的手自開合。你看！開、合，而你的見性、你的心呢？根本就沒有開跟合，

你只是妄動，如果產生了執著，就變成妄動；如果不執著，這個心性就是智慧

心，讓它開，自然開；讓它合，自然合，心性怎麼樣？不動，叫做無所住，你

就抓到修行的重點。開、合，就表示一切天地萬法統統是生滅，有開、有合，

只要有生、有滅，沒有一件東西是永恆的，只有這一件如如不動的心性是永恆

的。 

 

所以，我們要堅持什麼？堅持如如不動，三昧一直現前。所以，這個三昧它是

需要培養的，它是需要培養的，很多的執著慢慢變成‥‥‥譬如說：你以前執

著一百件事情，每事必煩惱；現在少了五十件，你進步了！再來，五十件煩惱

的事情，再濃縮變成五件，你又進步了，五件事情讓你罣礙；到最後剩下一件；

到最後說：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百，都是數目、都是觀念，它根本就不

存在的，你悟了！塵自生滅，自性不動。所以，在《維摩詰經》裡面，講了很

重要的一句話：已過量，超數量，也就是說：我們的如來藏性是沒有數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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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可以推論、推論得出來的，叫做已過量，超數量，超越一

切任何的數量，因為你有假相就會有數量，你對假相說：這是一、是二、這三、

這四。對不對？這如果是性空的話，空性的東西，這一，這是因為你緣起產生

錯覺，說這個是一，這是什麼？這是一；如果把這個磨成粉末狀，那可以變成

多少灰啊？千千萬萬的灰塵啊！對不對？一吹，哇！都是木屑的灰。這個一二

三四是從觀念來的，叫做已過量，超數量。 

 

諸位！要進入佛的領域裡面，不能執著世間任何的──你身上有多少的財產、

有多少的榮耀，因為沒有這個東西。所以，大悟有什麼好處？你一百億、一千

億，大悟的人無妨，他可以救眾生啊，像師父這樣，我可以救眾生啊！對不對？

沒有錢就安分守己，好好的修行；有錢就大用現前，利益眾生。一百億跟一百

塊，對大悟的人的心境，完全都是一樣，一百億是空，當然一百塊也是空，那

是觀念啊！ 

 

說：哎呀！師父！沒有錢日子怎麼過？你答對了！就是要面對這個現實。說：

師父！我為了這個三餐，也不得不去賺錢！對！你答對了，這就是業。答對了

啊，你要生存，當然要賺錢啊！是不是？你坐在那邊，錢就天上自己掉下來喔？

Ｎｏ！Ｎｏ，還是得去賺錢啊！但是，要記住！不要被錢賺走了倒是真的。對

不對？你可以賺錢；但是，不要被錢賺走，你能體會師父這一句話意思嗎？是

不是？你可以賺錢，你可以作主導；錢賺不走，賺不走你，就是表示你見性。

錢賺不走，什麼意思？有錢、沒錢，你的心都是這樣子，不要讓錢把你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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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走了、你的清淨心賺走了、喜捨心賺走了，為了這個一點點錢，跟人家百般

計較，親朋好友反目成仇，怒目相視，何苦呢？何必這樣子呢？所以，大悟有

什麼好處？大悟，好處後面二個字：多多，大徹大悟，好處多多，多多，什麼

都看得開，天塌下來都是ＯＫ！ 

 

人家說：啊！師父！有一個人在讚歎您！我說：喔！又有一個人懂得做功德

了。說：師父！那個人在批評您！喔！又多一個人替我消災了。讚歎對我、毀

謗對我，有什麼關係？對不對？那是你的問題，不是我。對不對？日子，如果

你能夠像師父這樣的體悟，ＯＫ！什麼境界來，都是空的東西，塵自生滅，自

性不動。所以，大悟有什麼好處？幸福不必向人乞討，這一句話可是關鍵喔！

幸福從智慧生，從自性清淨般若智慧生，不必向人乞討：你給我幸福。不需要！

為什麼？你有智慧啊！是不是？諸位！沒有智慧，比乞丐更可憐，乞丐只是沒

有錢，那一些有錢人貪婪不止，那個比乞丐更可憐，他每天都要向人乞討金錢，

很辛苦！所以，明心見性，生命作得了主。 

 

底下，[佛告阿難者，因其不悟，故呼而告之曰。阿難：「汝見我手，眾中開

合，為是我手，有開合耶？為是汝見，有開合耶？」此佛更向親切處提醒，要

阿難於外境與見性，主、客之義，定要分清。]什麼是生滅？什麼是不生滅？

諸位！外境是生滅，見性是不生不滅的，你要用真心修行。所以，師父一直告

訴大家：開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為你見到不生不滅的時候，萬事ＯＫ了！

活著，所有的意義統統顯現出來，做什麼，什麼都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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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難言：世尊寶掌，在大眾中，有開有合。我見如來，手自開合，非我見性，]

手自開合就是塵自生滅，非我見性，跟本性沒有關係。諸位！如果你也能體悟，

手自開合，注意！這一句話就是：萬法本自生滅，不關清淨自性，如果你能體

悟這一句話，單刀直入放下，三藏十二部經典統統通！手自開合，非我見性，

[有開有合。此因如來提醒之後，始覺佛手，開合如客，見性不動如主。]諸位！

開合如客，見性不動如主，這個要畫紅線，這幾個字好好的體會，好好的體會。 

 

經文：「佛言：誰動？誰靜？阿難言：佛手不住，而我見性，尚無有靜，誰為

無住？」 現在阿難真的開悟了，真的見性，有一點點訊息了。佛言：是誰在

動？是誰在靜呢？阿難現在對心性有所體悟了，阿難說：佛手不住；不住就是

生滅，就是在動態中，佛的手一直在動，一開一合‥‥‥叫做佛手不住，佛一

開一合‥‥‥是不是？佛手不住就是佛的手在動態中，不住就是不停，佛的手

一直在生滅的意思，一開一合‥‥‥佛的手一直動不停；而我的見性，連靜態

都沒有，誰為無住？無住就是不停，就是動。阿難說：佛手不住，而我見性，

尚無有靜，我這個見性本來就存在，連靜相都沒有，哪來的動？因為動是對靜

講的，靜是對動講的，諸位！動、靜本來就是生滅的東西。則我見性，尚無有

靜，誰為無動呢？誰為無住呢？無住就是動，就是不停的動；這個無住不是無

所住那個無住，完全不是的，這個無住是動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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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佛見阿難所答，依稀似是，但未便儱侗放過，]「儱侗ㄌㄨㄥˊㄊㄨㄥˊ」

就是模糊不清，混同無分別，混同無分別就是儱侗。但未便儱侗放過，[還須

切實勘驗始得。故即問云：誰動？誰靜？要知動、靜，較前開、合，更深一層。

以開、合易辨，動、靜難明，故問令答，且看當機，脚跟是否點地。] [阿難

見佛手開、合之時，佛手在阿難見性之中，不住如客，而阿難見性，無有開合

如主，此動、靜分明，阿難已經領悟，故承問誰動誰靜，應聲答云：佛手開合

不住，動也，而我見性，本來不動。但用况顯之詞，初學稍覺難解。]我告訴

你，我告訴你一個最簡單的辦法，只要你受到假相的影響，動到執著、分別的

念頭，就是沒有見性。簡單講，單刀直入就是這樣。只要你動到一點點的心，

受到外境的干擾、影響，你的心起煩惱跟執著、分別，就是沒有見性，就是不

懂得清淨自性是什麼。 

 

底下，說：初學稍覺難解。[尚無有靜者：非言見性不靜也，蓋靜必因動而顯，

先曾動過，後乃不動，]先動才靜，[方可說靜；見性從本以來，]諸位！那個

「從本以來」四個字是很重要的，從本以來就是無始劫以來。[不曾動過，]

所以，[未動不須說靜，故曰尚無有靜相可得，誰為無住，猶言何處有動耶？

無住二字即動也，正顯即性，非惟離動，而且動、靜雙離，誠天然自性之本定，

非由制伏攝念而成。] 注意！不是刻意加一層力道，說：我要克制、我要忍耐、

我要克制！這一句話的意思就是這樣。是體悟到一切緣起性空，緣生就是無

生，不需要制伏，心性本來就是不動，非由制伏攝念而成。諸位！制伏攝念而

成，有什麼壞處？因為就是能所不斷故，制伏攝念而成的功夫，叫做能所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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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能所不斷就不是本性。[凡欲求十方如來，得成菩提之定，]菩提之定就是

妙性天然之定。[決當以此見性，為因地心。佛但先顯，不與明言，且待請修

時，再與指出，必以根性為因心也。] 

 

經文：「佛言：如是。」佛言如是就是說：嗯！答得好！正確。[阿難此時見

解，陡然與前不同，]「陡然」就是突然，突然與前面不同。[已親領見性不動

之義，所分外境為動，見性不動，其理不謬，故佛印可之曰：「如是」。當知

此中，以一佛手，為一切外境之例，既佛手開、合，與見性無干，則凡一切萬

事萬境，任其起滅紛飛，皆與見性無干矣。]所以，禪宗有一句話，背得起來

嗎？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但無心於萬物，只要你對萬物不執

著，何妨萬物常圍繞呢？六塵不惡，還同正覺，就是這樣子了。色聲香味觸法，

其實就是你如來藏性所顯現的境界，只是你多一層妄執而已，見不到我們的主

人，老是受影響，不肯犧牲，不肯無我，什麼都強佔出頭、佔便宜，煩惱心一

起來，就攻擊、傷害，其實跟我們見性是無關的。 

 

所以，我們給人金錢的時候，更應當給人尊嚴。譬如說：我是老闆，我把所有

一切工作人員當作是來幫助，而且他們都是了不起的菩薩，來幫助這個常住

的，我不會說把他們當作：你就是我們這裏員工！「員工」只是個名詞，他們

可以自己作得了主，某些事情跟師父打個招呼。所以，在我這裏做事，真的是

很好，我非常的尊重每一個工作人員。來到這裏聽經聞法的，這一些佛弟子們，

師父都把他當作是佛子一樣看待。為什麼？是師父心性當中，所影現出來的一



 

-34-Poweredby 牟尼佛法流通網 

切眾生，跟師父是一體的，任何一個眾生，我都不忍心去傷害他的。我們做法

師的，修養要到頂點，明明知道這個徒弟在說謊，都要裝作不知道。說：師父！

那您不是姑息養奸嗎？不！他有他的時間跟空間的難處，我能理解跟體會他的

苦衷，我不會去戳破他，打妄語，他有他的立場。是的，佛弟子應當要自我的

清醒了。 

 

[若人於動中，睹此不動之性，常恒不昧，]一般的人，若人於動中，能夠睹此

不動之性，能夠了悟如如不動的心性。常恒不昧，這個不昧就是功夫，就是培

養，不要讓它睡著了。你記得，二六時中，時時刻刻如如不動，分分秒秒如如

不動，從這個如如不動當中會產生什麼？產生慈悲喜捨，喜悅的心就出來了，

因為他的心不會傷人了。有一居士來，不管他用什麼心，也是好事，我也隨喜。

他看到師父就說：哇！師父你好久沒看到，你的面相愈來愈光澤了、愈來愈好

看了。嗯，那是因為你的心像佛，所以看到我好看，我也是隨喜了，我就半開

玩笑跟他講了：我的心就像佛了，我的心二六時中都是慈悲喜捨了。所以，我

的心像佛，面相慢慢就會像佛了；你也可以啊，不止是我，面隨心轉。所以，

釋迦牟尼佛他就是什麼？他就是化妝師，他化妝你的心，把你那些貪瞋癡丟

掉，存在一顆慈悲喜捨的心，什麼統統懂得喜悅；什麼統統懂得感恩，不要一

股腦子裏面，把所有全世界的人，都當作敵人，什麼人都跟他過意不去，完全

都卡死在這個觀念裏面，不可以的！喜悅是生命的本質，我們的生命是喜悅

的，不是苦惱的。[自不至為境所奪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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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雙兼直、曲二指，]「直指」就是單刀直入，直指人心，明心見性的意思。

「曲」就是通過語言、文字方便，讓你悟入自性。所以，直、曲。[如果如來

但屈指開、合，不形審問，阿難即禮拜默領，不分動、靜，何異教外別傳之旨？]

這個直、曲，也可以當作是指頭伸直，或者是指頭彎曲成拳；當然這個是相，

我們講的是性。所以，「直」是單刀直入叫你見性，「曲」是透過語言、文字

教化你。如果如來但屈指開、合，不形審問，阿難即禮拜默領，不分動、靜，

何異教外別傳之旨？那麼這裏，直、曲也可以說：當作是指頭方便來解釋。[因

有問有答，故曰雙兼直、曲二指。]「曲」就是方便，用方便讓你悟入自性；

「直」就是讓你單刀直入見性；「曲」就是方便說。[而宗門豎指、]豎一隻大

拇指、[伸拳，發明於人者，]啟發心性於人，叫做發明於心，「發」就是啟發；

「明」就是心性。啟發心性於人，[多本如來舒拳屈指之意，]「本」就是依、

依靠，多，統統是依靠如來舒拳屈指之意。[令人自見自悟也]。 

 

[昔俱胝和尚，]俱胝禪師，[初住庵時，有一尼名實際，]比丘尼，[到庵直入，]

就一直衝進去，腳步沒停。[更不下笠。]斗笠，連戴在身上的那個斗笠都沒拿

下來。[持錫繞禪床三匝云：「道得即下笠。」]說得相應，道得就是：你只要

說出來，道出你心中的境界。道得即下笠就是：能講到相應，我就把這個斗笠

拿下來。[如是三問，]道得即下笠。[俱胝無對，]因為他沒開悟。[尼便去。

俱胝曰：「天勢稍晚，且留一宿ㄒㄧㄡˇ」。尼云：「道得即宿ㄙㄨˋ。」]

道得即宿就是住下來，你說得上，我就住一宿。[胝又無對，尼便行。]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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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胝歎曰：「]感歎的說：[我雖具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遂發憤要明此

事，擬棄庵往諸方參學。]要去往諸方參學。 

 

以前有一個居士來，也是要學這樣子，他就是要學這個，他看了這一段公案。

他碰到師父，他要學這個，我說：中午吃飯啊！他說：道得即吃！我說：過來，

過來！啪！裝什麼裝神弄鬼，搞什麼東東，吃飯去！他嚇一跳，跑開了！有的

人不明禪意，有一個比丘，我就很讚歎了，幾年前有一個比丘來我的客廳，他

說：師父，什麼叫做緣起如幻？什麼是佛法？我說：我不懂。他說：慧律法師，

佛法你會嗎？我說：我不會。他說：哎呀，我問了很多人，他都回答得不好，

我想來這裏瞭解一下。他走出那個客廳大門的時候，我說：法師！鼓一下（師

父舉手拍掌）。就這樣，這個掌鼓了很大，他：喔！拜一拜，他也拜一拜。知

道吧，緣起如幻就是如此，聲音無自性，萬法皆如是，緣起即現，緣滅即散，

空無自性，就是緣起如幻。 

 

[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明日有肉身菩薩至，為和尚說法。次日天龍禪師

到庵，胝乃迎禮，具陳前事，龍要胝作尼問。]這個天龍禪師就說：你裝作那

個比丘尼，來問我這個問題。[胝曰：「道得即下笠！」天龍豎一指，俱胝忽

然大悟。後來道風大振，凡有所問，只豎一指，至臨終謂眾曰：「吾得天龍一

指禪，直至於今用不盡。要會麼？」]要會麼？就是要不要體會一下呢？[豎起

指頭便脫去，]生死自在，豎起指頭便脫去，[倘向指頭上會，]如果你在指頭

上會，不知道這個指頭是指塵、外境，生滅，動性的，心性不動；往指頭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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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徜向，假如一個人不懂得禪，向指頭裏面去體會，[則千錯萬錯！若能了

知豎指屬動，見性不動，則可親見主人翁矣！初對外境顯不動竟。]其實這個

一指還有其他的含義，重點是什麼？重點就是絕對，心境一如。知道吧！ 

 

心是絕對，境其實是絕對，一粒沙是空，是絕對，萬法、無量恒河沙的世界，

還是一樣，還是空，一粒沙是絕對，一棵樹是絕對，一座山是絕對，絕對的空。

一顆星球是絕對的空，無量塵沙世界，都是佛陀所講的畢竟空，若見諸相非相，

就是空，無相不空，指頭、大拇指就是絕對，心性絕對，大拇指就是絕對。沒

有任何語言、沒有任何文字，它就是存在，不需要言語，這個指頭就是這樣子，

道得即下笠，忽然大悟！以後每一個居士來這裏摺紙的時候、工作的時候清廁

所，我看到居士就（法師伸拇指）……他就：喔，師父！您中午吃一碗喔？他

就會這樣講。 

 

[巳二、對內身顯不動。] 經文：「如來於是，從輪掌中，飛一寶光，在阿難

右，即時阿難迴首右盼；又放一光，在阿難左，阿難又則迴首左盼。佛告阿難：

汝頭今日何因搖動？阿難言：我見如來出妙寶光，來我左右，故左右觀，頭自

搖動。」 [上科對外境，而分動、靜尚疎；此科就內身，]來檢視一下。[而分

動、靜則親。]你親身體驗。[以內身親為自體，其與見性，動、靜難分。佛要

令阿難，更於自身中，親見不動之體，故從輪掌中，飛一寶光，在阿難右，令

其迴首右盼；又放一光，在阿難左，令其迴首左盼。故問阿難：汝頭今日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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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動？要阿難說出，觀光動頭，]看到佛現之光，動了這個頭。[方可辨於見性

之動、靜耳。] 

 

經文：「阿難，汝盼佛光，左右動頭，為汝頭動？為復見動？世尊！我頭自動，

而我見性，尚無有止，誰為搖動？」「止」就是靜，我連靜相都沒有，誰在動？

因為我們的清淨自性，是遠離動相、動跟靜的，遠離一切相的，是寂滅的。[上

科阿難於外境見性，所分動、靜，已蒙印可；此科佛欲就內身勘驗頭、見，誰

動、誰靜，看阿難能否於搖動身中，親見不動真體。正脈云：世人認見是眼，]

世間人總是把看到的東西認為是眼睛在作用。[故頭搖眼轉，宛似見性亦動，]

好像見性在動。[今阿難因佛上文說破，見不屬眼，]它是獨立存在的。[已覺

此見，離眼獨立，湛然滿前，自試頭之搖，何干於見？是以直答：我頭自動，

而我見性，尚無有止(靜也)，]無有止就是靜了，[誰為搖動。即所謂而我見性，

尚且無有靜相可得，如何更有搖動？] 

 

[頭之與見，同在阿難當人分上，今於自身上，能分動、靜，自然較勝從前認

眼為見多矣！阿難此時，能於搖動身境之中，分出不動之見性，由聞上科，彼

無眼者，非見全無，又既能矚暗，見何虧損？]見何所虧？[已領見性脫根脫塵，

離緣獨立。又聞陳那解說，客、塵，主、空之義，復明常住不動之義，故一經

如來勘驗，能於動搖身境之中，說出不動之見性。細究阿難，此時解悟，雖經

如來印可，實屬從外入者，不是從內發出，佛但以所答不謬而許之。何以見得，

阿難不是從內發出？觀下科意請如來，顯出身、心二者之中，發明何為虛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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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無常性，何為真實不生滅常住性，便知。]所以，阿難在這個地方，稍稍有

點悟，還不是大徹大悟。 

 

[宗家多向根身，接引學人。昔無業禪師，初見馬祖，問曰：「三乘文學，粗

窮其旨，]粗窮其旨就是：大概瞭解它的宗旨。[嘗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

了！」]這句意思是說：三乘，小乘、中乘、大乘，不是最上乘喔，最上乘就

是即心即佛了。三乘文學，就是三乘，小乘、中乘、大乘，所記載的文字，粗

窮其旨。窮就是：我大概瞭解它的宗旨。嘗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祖

曰：「只未了的心即是，]就是你所未了的心當下空，就是[更無別物。」]這

個無業禪師說[業曰：「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鬧在，

且去別時來。」]上面幾個問題其實都是多餘的，自性本來就空。大德！你繼

續問就繼續鬧。所以，大德正鬧在，你繼續問就繼續鬧，即心就是佛，沒有東

西可以問，沒有東西可以答，你繼續問就是繼續鬧。且去別時來，先離開一下，

下次再來。[業纔出，祖召云：「大德！」業回首，祖曰：「是甚麼？」業便

領悟，]喔，原來如此。見性無可說、無可答，所有的問都是多餘的，所有的

答也都是多餘的。[乃禮拜。祖曰：「這鈍漢，禮拜作麼？」]這鈍漢意思就是

說：有一點點責備的意思，悟即是，這個「鈍漢」是莽漢、莽撞的意思，這個

鈍漢禮拜做什麼呢？悟就是即心即佛了，禮拜做什麼？就是為什麼還要多此一

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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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五洩靈默禪師，遠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如果你

講相應，我就住；不契合，我就離開。[石頭據坐不答，泄便行。]五洩禪師便

行，就走了。[頭隨後召云：「]石頭禪師隨後召云說：[闍黎！」]現在我們所

講的阿闍黎，就是我們的親教師，或者是教授師，就是阿闍黎。[洩回首，頭

曰：「從生至死，祗是這箇，回頭轉腦作麼？]我先從事相來解釋，打從你出

生，一直到你死亡，都不離這個自性，只是這個，這個回頭轉腦是多餘的。這

個有更深一層的含義：從分別心死的那一刻，就是自性顯現的時候，從分別心

的生，一直到分別的死，就是見性。從分別心生一直到分別死的見性，只是這

個就是見性，如來藏性，每一個都具足，回頭轉腦做什麼？[洩於言下大悟，

乃拗折拄杖，]這個「拗ㄋㄧㄡˋ」就是用手把東西折斷，「拄」就是支撐著

東西以借力。拄仗，就是把這拐仗折斷。[而棲止焉]。古人沒有碰到大善知識

則已；碰到大善知識，一輩子都不會離開的。不是像現在的人，現在的人，你

要勸他來聽經聞法都很困難。你告訴他：你要好好的安住，他還是住不下來；

不要說碰到善知識要住，就是拜他住，他也不要。跟以前人的求道，是完全差

距很大的！以前一碰到大善知識，一輩子都不離開的。[且道無業、五洩二人，

回頭轉腦，便爾悟去，]這個功夫，[較阿難相去幾何？] 

 

經文：「佛言：如是。」答對了。[眼中見性，湛然圓滿，超然獨立，不特與

外境無干，而與內身亦不相干。又非但無有動相，併靜相亦不可得，誠所謂這

箇見性，內脫根身，外遺世界，身、境兩不相干，動、靜二皆不屬。]其實這

二個關鍵在哪裡？關鍵在無所住。身、境兩不相干，關鍵在無住；動、靜二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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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屬，就是無住，根、塵統統離。[若能親見根中，不動搖之定體，即是奢摩

他，微密觀照，最初方便也。故佛復印可曰：「如是」。三正顯不動竟。] 

 

[辰四、普責迷認(分三)。巳初、取昔所悟客塵。二、令觀現前主空。三、怪

責自取流轉。今初。] 

 

經文：「於是如來，普告大眾：若復眾生，以搖動者，名之為塵；以不住者，

名之為客。」[如來普告，意在令眾咸知，客、塵、主、空之義。若復眾生一

句，上下當補足其意，於後四句，方易領會。乃曰：汝等已明客、塵之義者，

則不必說；若復有眾生，未解客、塵之義者，即當以搖動者，名之為塵，以不

住者，名之為客，不獨頭之搖動是塵，凡一切動相，皆屬塵義。又不獨佛手開、

合不住是客，凡一切不住，皆屬客義，]不住就是生滅，一時一刻也停不下來，

所以，不住就是緣起假相，生滅的意思，凡一切都是生滅，皆屬於客意。[初

取昔所悟客塵竟。] 

 

[巳二、令觀現前主空。] 經文：「汝觀阿難，頭自搖動，見無所動；又汝觀

我，手自開合，見無舒卷。」師父先解釋一下：說，你看這個阿難，頭自己在

那邊搖動；可是，見性並沒有動。又汝觀我，手自開合，見無舒卷，「舒」就

是伸開來，「卷」就是卷回來。[此令眾轉觀，恐其未解，常住不動，主、空

之義者，故令就阿難身境驗之。乃曰：汝等倘未解主、空之義，但觀察阿難，

頭自搖動、塵也；見無所動，空也；又汝觀我，手自開合，客也；阿難見無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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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怎麼樣？[主也。而客、塵；主、空之義，豈不歷歷分明；若悟主、空，

自不被客、塵煩惱所誤矣！]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六根、六塵皆是生滅，你只

要不要住著。[二令觀現前主空竟]。 

 

[巳三、怪責自取流轉。] 經文：「云何汝今，以動為身？以動為境？從始洎

終，念念生滅？」云何就是責怪，你以這個動為身、為境，動就是生滅了。把

這個生滅當作自己的身，把這個生滅的外境，當作是以為實在的外境，卻拼了

老命一直執著。所以，從始及終，從始到最後，都是念念生滅。所以，這個天

地之下，就沒有一物可以值得你執著。[云何是責、怪之詞。承上客、塵，主、

空之義，明如指掌，] 「明」就是清楚，清楚就像見到自己的指掌；[應當捨

客、塵、動搖之身境，而取主、空不動之見性。云何汝等，仍以動者為實身，

以動者為實境，猶故不捨客塵之身境，而取主、空之見性，反乃從始洎終，於

身妄執為實我，於境妄執為我所，]諸位！這二個要畫雙紅線，為什麼要多加

一個「妄」？就是活在虛妄的世界，不知道，醒不過來！於身妄執為實我，修

行你要抓到根本嗎？方法要對嗎？所以，要放下這個四大的假我。於境妄執為

我所，你現在所有的財色名食睡，房地產、什麼老公、老婆，諸位！沒有一樣

不是妄，於境妄執為我所，[此屬我執；又執身境，心外實有，不了萬法唯心，

此屬法執。念念隨我、法二執以生滅，豈不自誤哉？念念即意識妄心；始、終

二字，遠則無始為始，今世為終；近則生為始，而死為終，二皆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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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遺失真性，顛倒行事，性心失真，認物為己，輪迴是中，自取流轉。」

你看！自取流轉，沒有人讓你痛苦，是我們讓自己痛苦。我們讓自己掉進去生

滅無常、假相當中，痛苦，而沒有辦法脫離。所以，遺失真性，顛倒行事，性

心失真，認物為己，認外物是自己的，認這個四大為自己的色身，認為外境是

自己所擁有的，生滅執著不斷，輪迴是中，自取流轉。[承上既已認妄，則必

遺真。故曰遺失真性。顛倒者：認妄遺真，而真妄顛倒，此屬惑；行事者：依

顛倒之惑，而於妄身、妄境，妄生取捨，此屬業。]你看！統統加一個「妄」，

妄身、妄境，妄生取捨，都是妄。此屬於業，業也是妄。[既經依惑起業，而

於本具寂常之性，妙明真心，竟失其真，反認內四大妄身為我，外四大妄境為

我所，是所謂認物為已，隨身口意，造種種業。輪迴是中：即捨身受身，於妄

身妄境之中，妄生纏縛，]我捆住你，你捆住我，互相捆來捆去，愛他要讓他

解脫，不要讓他束縛。[不得解脫，受生死苦。此依惑造業，依業受報，自作

自受，實非天造地設，亦非人與，]也不是上天給你的，也不是別人給我們的，

是怎麼樣？自己得來，自己造的業，自己所受的果報。[故曰：「自取流轉。」

流是遷流，轉是輪轉，生死死生，迴圈不失，亦寓，] 「寓」就是含有深的意

思，[深警之意。此科以見性，離身、離境，凝然本不動搖，四義]叫做妙、明、

寂、常、[中是寂常義。二顯見不動竟。]希望大家都能夠明心見性，懷著佛陀

的慈悲喜捨心，能夠享受生命，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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