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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律法師佛學講座-楞嚴經(43) 

第四十三講: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研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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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楞嚴經講義》８６頁，[子二、普判眾生誤認。]「佛言：善哉阿難！汝

等當知：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

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這個輪轉就是輪迴。這一段可是非常非常非

常的重要！也就是說：看你用什麼心？用錯心就繼續輪迴；用對心，輪迴、痛

苦就停止。人之所以痛苦，在於追求錯誤的東西，我們是因為用錯心。說：佛

言：善哉阿難！汝等當知，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為什麼會相續？

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諸位！這個用諸妄想，以什麼為根

本呢？就是貪愛。簡單講：生死輪迴之大根本就是「貪」，簡單一個字，就是

什麼統統「貪」，貪，什麼統統執，就什麼統統放不下，統統放不下！放不下，

就一定要接受痛苦的洗禮。 

  

有的人闖了一輩子，受過千辛萬苦，仍然覺悟不到佛的一、二句話；可是，有

善根的人，跨進了佛堂，聽了二個鐘頭，就會恍然大悟：喔！原來我們這個色

身是無常、是生滅、是不淨、是苦的、是空的、是無我的，他就恍然大悟說：

要修行！不修行，沒有幸福可言！所以，我們就是用諸妄想，因為我們用貪愛、

貪染的這個心，此想又不是真實的。為什麼不真？因為會帶給我們痛苦、帶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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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爭執，故有輪轉。每一個人因為有執著，就會構成一個家庭；家庭跟家庭

就會有糾紛；家庭構成一個種族和社會，就會種族跟種族戰爭，就會戰爭；更

大一點就是種族聯合起來，就變成國家，這國家理念不合就戰爭、宗教不合就

戰爭，這個就是很麻煩了！在佛的角度都是虛妄的；在眾生的角度，這個就是

實在的。 

  

[佛言善哉阿難！此讚善有二意：一、喜得病源，]病源就是問題出在哪裡，就

是要因材施教，佛也是有教無類；但是，是因材施教。[可以施教；二、欲加

斥破，先示安慰。]安慰就是鼓勵。佛陀勸人家用愛語、安慰的話，是有道理

的，古時候有比賽二匹馬，二匹馬在比賽，賭錢的。這個馴獸師脾氣不好，每

次這一匹馬跑輸的時候就被罵，然後吃苦、折磨。後來經過這個馴獸師，特別

的馴獸師告訴他說：你這樣子不好，這個馬需要安慰，常常跟牠洗澡、拍拍脖

子，然後，好像跟牠講話，要安慰，然後，鼓勵牠，後來，就每次都跑第一！

這個馬都需要人家鼓勵了。所以，佛陀鼓勵人家，責備要少，鼓勵要多，要多

鼓勵，要少責備，這個是人性本善，針對這樣子來教化。當然，有的眾生是特

殊的惡劣，那個沒辦法，那個就一定要用法律制裁了，法律制裁了！ 

 

[汝指阿難，等指大眾。當知者：當以智知，不可以識知也。]智知就是必須用

智慧判斷；識知就是一般的觀念，認識的心。不可以識知也，就是不可以用分

別心去知，應當用如來藏性的本能的般若智慧去知。所以，[此段真妄雙擧，

而判定者，]真妄，「真」就是真心；「妄」就是妄心，哪個是真心？哪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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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心？先搞清楚。用現代話來講：情緒化、觀念，統統叫做妄；放下那個情緒

的，就是要穩得住，再來就是不要落入觀念，觀念就是對境起種種的對立，那

個都統統叫做妄；妄的當體即空，就是真。所以，諸位！真妄雙舉，你只要牢

牢記住：離妄即真，這一句話如果抓住關鍵，你就悟道！不可以離開妄心，另

外找一個真心。諸位！見一切相知道妄，即理，就放下，不可以一直強加種種

的觀念，眾生就是：這個陷阱跳到另外一個陷阱；另外一個陷阱又跳到這個陷

阱，一直在找答案，那個答案就是陷阱。就是這樣子！ 

 

所以，真妄雙舉，而判定者，[是欲當機，取真捨妄，]你要取真心，要把那個

妄心捨掉，這是[為最初方便也。一切（去聲）眾生，包括凡、外、權、小；

從無始無明妄動以來，依惑造業，]惑：「惑」就是無知、就是無明，一切痛

苦，來自於無知；一切痛苦，也是來自於迷惑，迷惑，這個看個人的。所以，

很多人碰到師父都會問，說：師父！您為什麼要出家？就是真的在這個世間你

找不到真實的快樂了，再繼續找也是迷惑。所以，有幸聽到了正法：喔！原來

眾生都是作繭自縛，原來我們自性就是佛。所以，因為依惑而造這個身口意的

三業，[依業受報；]所以，業是最公平的，它是審判官，它是無形的審判官，

而且是最公平的審判官。因此，世間沒有冤枉的，你今生今世得了什麼果報，

是男眾、是女眾；是有錢、是沒有錢，諸位！認了就是你的，你一定要接受這

個業報的事實。你儘量的努力，去改變你的命運；但是，我們無量劫來的強大

的業力，實屬不容易的！因此，認命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工作，結了婚，孩子生

了，就放下，不要每天牢騷、抱怨另一半如何如何，碰到就是要認命，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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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實在沒辦法，不然你離婚嘛！再不然，再不然就氣死啊，這個就是業卡住了！

所以，變成最困難的就是說：要離沒辦法離；要合，合不起來，已經有裂痕了，

但是，中間就是業，就是讓你沒辦法去取捨，斷然的決定，這個就是叫業報，

沒辦法！是不是？因此，我們要了解，業是很可怕的東西，完全被卡死了！所

以說：如果你有大智慧，你就能轉這個業；但是，我們一般的眾生，沒有辦法，

他一定要依業受報，因此，在業因，你就要特別小心。業因就是說：這個動念

叫做業因；業緣就是手段，就是千萬不能結惡緣。你記得！縱然沒有緣，也不

可以結惡緣，因為結惡緣的話，惡果它就會跟在後面，有了業因、有了業緣，

業果就現前了，業果的報，報就沒辦法了，你就一定要受苦，一定要受苦！ 

 

所以，[於果報身，再起惑造業，依業受報，生死死生，相續不斷，其故何也？]

這是為什麼？[都由迷故，則生死不休。]諸位！沒有碰到世尊、佛陀正法的，

我敢說：一個都不可能覺悟！上至皇帝、總統，下到販夫走卒，一個都不可能，

都醒不過來，都認為這個世間就是實實在在的，眾生要看得到、摸得到、聽得

到的，他都認為這個是實在的，誰能體悟到緣起如幻？是不是？不能體悟到緣

起如幻，就迷；迷就貪；貪就是苦，有貪就一定苦！ 

 

[不知者，即迷也。常住真心，性淨明體，即所迷之真。豎窮三際，不生不滅，

曰常住；]豎窮三際就是：過去、現在、未來都存在。[法界一相，無偽無妄，

曰真心。]法界一相是什麼？一相就是唯心，叫做絕對的真心。一相就是：五

陰本如來藏，妙真如性，即一切相，就是真心。我們前面講的是妄，現在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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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真，而這個真叫做絕對，不是對妄講的；如果你認為有一種真，那麼，也

是妄。所以，這個絕對，叫做不可思、不可議，離一切對立的，連真都要放下，

你著一個真，這個就是妄。所以叫做法界一相，一相就是絕對。所以，一個顆

粒微塵，就是絕對的空，諸位！無量三千大千世界，也是一樣絕對的空，一朵

花擁有宇宙的真理，會用的人，就了解是緣起性空；不會用的人就迷茫：這是

一朵花！見不到究竟的本體。因此，法界的絕對相，絕對唯心，它就是無偽無

妄，這個叫做真心。 

 

[性淨者：]說：[其性由來清淨無染，不是浣滌而後淨；]不是洗了才清淨，它

本來就淨。所以，禪宗的祖師告訴後代的人：讓我們的清淨心繼續作用吧，千

萬不要讓它停止。因此，我們因為不悟，所以，須要世尊一而再，再而三的從

各個角度切入，聽經聞法，都在等待自己適合的某一個典故、某一句話，恍然

大悟，都在等這一句話；但是，不知道哪一句話突然會打開你那個鎖，啪！本

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萬境本閒，庸人自擾，原來是如此！ 

 

所以，聽經聞法就是這樣子，累積了深厚的善根。因此，師父勸大家說：這個

聽經聞法，它一定要堅持，你今天偶爾來聽二堂課，很法喜；隔幾天又不在了，

它就會中斷。它要累積深厚‥‥‥因為你不知道，哪一天、哪一個晚上講的哪

一個故事，剛好打開你的心扉，佛來到你的心中，化為一體，即心就是佛！祖

師大德也是這樣子，來跟著禪師，二十年沒有跟他講一句話，二十年統統沒有！

然後，他的師父教導他的徒弟說：我起床，你就跟我起床；我睡覺，你就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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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覺；我劈柴，你就跟我劈柴。徒弟就跟著做了，可是，他就是啟發不了，啟

發不了！有一天，他這個徒弟就問了，說：師父，師父！我跟了您二十年，您

都沒有告訴我什麼是禪？他的徒弟要繼續問下去的時候，說：師父！什麼是

禪？他師父就：噓！恍然大悟！喔！原來禪‥‥‥日常行住坐臥，劈柴、吃飯

統統是禪，只是自己不悟而已啊！在師父旁邊二十年，師父知道因緣成熟了，

正當要問的時候，就：噓！呼！突然大悟！ 

 

遠離一切諍論叫做禪，連開口都錯。人家就能夠體悟了！你說：啊！我正要這

一句答案！你回去還是跟人家大聲嚷嚷，還是一樣啊，沒有用！因此，我們要

了解，那種內證的功夫，絕對不是戲論的，是實實在在的享受那種幸福、快樂、

安詳、無諍、寂滅，佛陀的真實不生不滅的心性的。那是一種完整的人格的享

受，是無時無刻不在寧靜的大海當中，就算發生了戰爭，混亂的世間，他也一

樣可以超凡入聖；也一樣在污泥裡面現蓮花。為什麼？他早證如如不動的心性

了。所以，聽經聞法它不能從中間切掉；切掉，我今天來使二句看看，會不會

有得到益處？也許某幾句話是有好處的，對你有啟發性的；但是，他這個每天

來看、聽，就不一樣，他累積‥‥‥因為累積了善根、因緣、福德具足的時候，

就等待那一剎那的因緣。有時候，師父的一句話、一個典故，這個鎖，這個鑰

匙放進去，啪！開了！從此以後，就作為無為人了，無為閒道，無所作為，就

證悟到無為法，所有的生滅就是不生不滅了，什麼都放得下，什麼都看得破。

所以，不是浣滌而後淨，是本來就淨；而這個淨，還不是對染講的，是絕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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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性明者：其性亙古靈明不昧，]「亙古」就是從古至今，靈明不昧。[不

假功用而後明。體，即真心本淨本明之體，此心雖迷，體猶不失。] 

 

[用諸妄想：諸字助語詞，妄想即所執之意識妄心，]諸位！這一句就是一切眾

生痛苦的根本，所執的意識妄心，所有的眾生，為什麼活得痛不欲生？就是因

為拼了老命，執著錯誤的假相，認為這個世間是實在，有可執著的東西。[亦

即上文見相思惟之心，下文緣塵分別影事。此想不真二句，下文佛告阿難云：

「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真性！」此是前塵，前塵就是現在你前面的五欲六

塵，就是沒有一樣是真實的，叫做虛妄相想。我們看了相，就執著，我們看了

相，他就執著。為什麼？不知道那個相是緣起的東西。是不是？惑汝真性，惑

汝真性，迷惑顛倒這個真性。[由汝無始至於今生，認賊為子，]就是認意識心，

能推測的、能執著的、現前可以用的，就是我們的心，這個叫做認賊為子。[失

汝元常，]我們失去了本來真常的心，「元常」就是本常，本來真常的心。[故

受輪轉。」] 

 

因此，佛陀的一句話，抵得過世間百千萬億的財產；世間百千萬億的財產，抵

不過世尊一句話的！世尊的一句話，得到永恆的法身慧命；得到永恆的解脫；

世間百千萬億的財產，有用嗎？所以，一切修行人，應當以法為樂，不應當以

五欲六塵為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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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其本非真心，錯認為真，被其賺誤，]「賺誤」就是欺騙。[輪迴流轉，於

生死苦海，浩刼莫出也。]「浩劫」就是長劫。在座諸位！我們已經輪迴很久

了，今生今世有幸聽聞到佛法，就千萬不能錯過，要好好的修行！[此中常住

真心，即二種根本中真本，為菩提涅槃元清淨體；用諸妄想，即二種根本中妄

本，為無始生死根本是也。一切眾生，迷真所以執妄，]因為迷了真心，所以，

執著這個妄心。[起妄惑，造妄業，受妄報，]諸位看，有三個「妄」，也就是

告訴你：生命是一種虛妄的產物，生命是妄想的產物；宇宙是妄心的舞台。但

是，如果是證悟的聖者，人生是真心的顯現；宇宙無一處不是真如法性，悟到

了就是這樣子。所以，同樣一個人，可以用妄覺，也可以成正等正覺，就看你

用什麼心？為什麼佛稱為無上正等正覺？因為他不迷啊，他也不會迷惑顛倒。

是不是？ 

 

今天報導了，說有一個主管，有一個主管，他有一個秘書，是不是？留下來，

就跟她講說：我們今天要加班！就留這個秘書，這個主管是男的，這秘書是女

的，是人家的老婆，可能長得不錯吧！這秘書在接電話‥‥‥這個主管可能當

時沖昏頭了，不知道那個是人家老婆，她一邊講電話，從後面給她抱起來，給

她抱起來，那個秘書剛好在講電話，又怕電話對方聽到，是不是？怕損壞公司

的名譽，就電話掛斷說：你不要這樣子！就跟他呵叱了：不要這樣子！後來，

又第二次又抱著她，然後，這個女孩子回來跟她老公講，這老公決定要告他！

再來，後來是氣不過了，就上網，把她被性騷擾的整段全部列出來，動作啦、

舉止啦、從後面抱她啦，結果這個主管收押了，性騷擾成立，收押了！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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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一念衝動心上來，你冷靜一下，稍微冷靜一下，抱起來，如果他有白骨

觀，你抱的就是一堆白骨。假設說：他有這樣的因緣觀、白骨觀、不淨觀，能

夠有這樣的功夫，稍微冷靜一下，擁抱不一定代表擁有嘛！ 

 

你觀想一下：抱著的時候，她慢慢會老化嘛！假設說：有這樣的情形，抱著，

趕快去吃吃飯，來又抱著，睡覺又抱著，好！她就會慢慢老，從嬰兒、十歲、

二十歲、三十、四十歲，到最後火化，變成一堆骨頭，觀想：抱著一堆骨頭！

所以，當你有學佛，不管碰到重大的挫折，還不至於發生不幸，不至於發生不

幸。譬如說：二個男女戀愛失敗了，假設說：他有佛法的觀念，他就知道沒有

緣，分開，他就沒有緣，沒有辦法，勉強不來！可是，如果沒有學佛，就會一

定要置對方於死地，因為他沒有這個緣起的觀念、緣分的觀念。所以，沒有聽

聞佛法的，比較容易造成重大的不幸，而變成沒有辦法收拾；但是，學佛的也

會，只是比例會比較少一點，因為他會回歸理性；他會回歸智慧；他懂得不淨

觀；懂得無常觀；懂得無我觀；懂得白骨觀；懂得苦觀。現在這個主管，主管

被停職了，這樣有衰嗎？值得嗎？抱那二下，一個月好幾萬，六、七萬塊沒有

了，名聲又不好！是不是？那一念的衝動，你看看！後遺症，現在被收押了！

所以，起妄惑，造這個妄業，受這個妄報。 

 

[所以輪轉不息！初取心定判竟。]這個「竟」就是段落的意思，就是這一段講

完了，竟。是不是？說：師父！後面為什麼加一個「竟」呢？「竟」就是這一

段到這個段落，就這麼簡單，這麼簡單也搞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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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二、正與斥破。（分二）。子初、如來備破三迷。二、大眾知非無辯。（子

初又分三）。丑初、破妄識無處。二、斥妄識非心。三、推妄識無體。（丑初

又分四。）]妄識無處就是：妄識沒有你停留處，意思就是剎那生滅的。斥妄

識非心，非真心，妄識剎那執著的一種影像，對相上起執著、分別的一種影像

而已，是第六意識心，不是如如不動的真心。推妄識無體，體是永恆存在的，

妄識來，一下就走了，一下增、一下減；一下得、一下失，凡是有得失、來去、

生滅、增減的，統統不是真心，不是真體。所以，自古以來，禪宗有一句話，

直接了當告訴你：什麼叫做修行？令心無所增減，是名修行。禪宗真厲害，一

句就搞定了，一句話就搞定了！ 

 

譬如說：世間人，我舉個例子，譬如說：你正在吃包子，假設說啦，你正在吃

包子，這包子放在前面，如果我包子吃到一半，前面有三個包子，然後，突然

有人把師父的包子搶走，我一定不會生氣。為什麼？我吃我拉，你吃就你拉啊，

統統要拉，一樣！我吃到一半，你把我三個包子突然搶去，我一點都不會生氣。

如果沒有大悟的，搶那三個，那就沒完沒了了：我吃到一半，你這麼沒有禮貌？

是不是？寧願我自己拉，哪輪得到你呢？他就會變成這樣子。所以說：一切都

以執著這個假的色身為自我，所以，他就什麼都為這個自己，什麼都要保護；

因為我們不清楚，所以，我們不了解保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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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說很簡單，譬如說：這個皮膚，我們一般就是要保護皮膚，對不對？她不

知道，她就買了這個化妝品來，就開始抹‥‥‥她不知道，這最基本上的，她

不知道，連皮膚要呼吸都不知道，她就把粉弄得很厚很厚，就錯了！這方法剛

好錯誤。為什麼？這皮膚它要呼吸的！知道嗎？所以，如果你抹上化妝品的時

候，記得！你寧可用好一點的，買好一點的，讓皮膚可以呼吸，否則你這樣一

抹下去，剛好不能呼吸，太陽一曬的時候就黑斑；你再繼續抹，它又沒辦法呼

吸，這樣皮膚會窒息而死，組織會壞死，這麼簡單的道理不懂？是不是？所以

說：如果你用‥‥‥連這個最基本上的都不懂，那是很可憐！ 

 

所以，一切痛苦來自於無知。所以，你一直很想讓它美，對不對？可是，你不

知道美是要持續的。譬如說很簡單，你用一個化妝品，一個口紅就好，一個口

紅，你用很紅的，那裡面有鉛、汞，好！很紅，抹起來很好看、很有朝氣；我

告訴你：你用劣質品抹久了，久了以後，你化妝品卸下來的時候，你的嘴唇會

黑掉，會黑掉！為什麼？汞中毒，汞中毒，你看，我都沒抹，你看，我都沒在

抹的。所以，我們連最基本上的保養品，都應當要知道一些知識，Knowledge is 

power.知識就是力量；Wisdom is power.智慧就是力量。對不對？人家說：當

法師怎麼懂這麼多？我就說：懂這麼多有罪嗎？對不對？他說：師父！您是有

在抹什麼嗎？我哪有抹什麼？沒有啊！這是天生自然的，我這是 nature 呢，

自然的！對不對？天生的荔枝呢！（天生麗質諧音）所以，這是一種佛法‥‥‥

由佛法的智慧、知識，智慧就告訴你：連這個最基本上的化妝品，都要有智慧，

都要有正確的方向。是不是？才不會傷到你自己嘛！ 



 

- 12 -             Powered by 牟尼佛法流通網 

 

底下，諸位看左邊，經文；[寅初、教以直心應徵。]直接回答。[二、雙徵能

見能愛。三、徵詰心目所在。四、所執七處咸非。今初。]「汝今欲研無上菩

提，真發明性，應當直心，酬我所問。十方如來，同一道故，出離生死：皆以

直心；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終始地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說：你今天‥‥‥

「研」就是求。你今天阿難欲求無上的菩提，真發明性，應當直心；「酬」就

是回答我，酬我所問，就是應當回應我所問的問題。十方如來，就是無論哪一

尊佛成道，同一道故；這個同一道，就是統統用明心見性，不生不滅的心性修

行，沒有一尊佛，說不開悟可以成佛的；沒有一尊佛，說不見性可以成佛的，

沒有！同一道故，出離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心言，言就是心之聲叫做

言，心靈的音聲叫做語言。如是乃至，終始地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委曲相

就是：這樣才不會走冤枉的路，委曲相就是冤枉路、繞彎子；直心是道場。 

 

８８頁，[此文是佛，欲斥其緣心虛妄，]為什麼？境現前，就會勾引出我們的

妄心，所以，能緣的心，其實是虛妄的。[故先勉以直心酬答。研者求也，謂

汝今有欲研求，無上菩提之道，必須真實發明，自己本具，不動搖不生滅之根

性，則無上菩提，斯可希冀。]這樣才有希望，「希冀」就是希望。[發即開發，

明即悟明，性即六根中性，]六根中的不生不滅的如來藏性。[亦即如來藏性；

此性為楞嚴定體，]所以，楞嚴定體以什麼為出發點？以明心見性為出發點，

明本心，見不生不滅的清淨自性為出發點。所以，沒有明心見性的人，決定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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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辦法體悟楞嚴大定，沒有辦法！所以，此性為楞嚴定體，[若真發明，即開

圓解；]為什麼用一個「圓」？「圓」就是圓滿，這個才是圓滿的智慧。 

 

[圓解不開，圓行不起，則圓定不證，圓滿菩提之極果，安望其得成哉？]怎麼

可能希望成就呢？所以，第一個要怎麼樣？要大開圓解；你圓解不開，你就沒

有辦法圓行。那麼，這一句的意思，如果用不生不滅的心性來解釋就是這樣，

說：這個不生不滅的楞嚴大定的定體，如果你真的發明了，就是開了不生不滅

心性的圓滿之解。有了不生不滅的心性的解；如果你不開，就沒有辦法起不生

不滅圓滿之行；這個圓滿之行不起，就不可能得到圓滿不生不滅的大定；這個

圓滿大定如果沒辦法證，當然就沒有辦法圓滿菩提之極果。所以，要菩提圓滿

的極果，就必須開圓解。所以，開圓解要起圓行，才能得圓定，才能得極果。

連第一個開圓解，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連最基本的明心見性都沒有，那你就

不可能成佛了！[此即如來密示定之最初方便也。] 

 

[又真實發明，根中妙性，不動搖，不生滅，具足如來藏。發明，即微密觀照，

開解照了。此性為天然定體，即奢摩他；]這奢摩他也是一種定，也是一種定，

翻譯成中文叫做止，停止的止，就是止息煩惱。[躡解起行，一門深入，即三

摩；]三摩翻譯成中文叫做觀。所以，依解起行，一門深入，就得到三摩，觀

就是開慧，開智慧。[定慧均等，中中流入，即禪那。]禪那就是止觀雙運，智

慧均等。所以，[三定不出一心，如果上根利智，觀見如來勝相，不於所見，

分別染淨，而於能見，得個消息，不認妄識為心，則狂心頓歇，歇即菩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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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要畫雙紅線。我再講一遍：如果上根利智，根器利的人，觀見如來三十

二相，知道不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要以什麼見如來呢？要離一切相，可以見

如來。不於所見，不於所見就是境界，不對境界產生任何的分別心，了知境是

妄。不於所見就是境界，不對境界產生染或者是淨，連淨的念頭都不可有。淨

就是：譬如說你做一切善，淨，譬如說：你持戒清淨，還不能加上說：我持戒

清淨！來傲視別人；染就不用說了，染不可做，淨也不可著。是不是？所以，

分別染淨，就是只要你對境界落入觀念；染淨就是觀念，也就是所講的善惡、

是非、好壞。而於能見，注意喔！能見的心，就在這個同時，得個消息。能見

是意識心；但是，記得！這個意識心，同時放下的那一念，就是真心，還不離

當處，不離當下，不再認妄識為心，則狂心頓歇，歇即菩提。 

 

什麼叫眾生？就是停不下來，要把自己搞得很忙；要把自己弄得很辛苦！成佛

有什麼好處？就是什麼都享受，英國人也是享受下午茶，英國人。我看那個倫

敦，這下午茶，這英國人最享受的，時間一到下午，你到倫敦去看，大街小巷

都是下午茶。而且英國人把全世界各國的茶都收集，看你要喝什麼茶？他們的

消費，大概是高雄的二倍，喝個下午茶，與朋友聊聊天啊怎麼樣；在台灣，也

有一些人是這樣的習慣。好！如果你有佛法的話，喝下午茶沒關係啊，享受這

個下午茶；但是，記得用真心喝，知道喝茶是妄，所有的感受都是妄。所以，

世尊告訴我們：千萬不要作為感官的奴隸，感官是生命中的嚴重的錯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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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遺教三經》裡面講：萬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千萬不要相信你自己，

萬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因為你把持不住自己。也就是說：一切眾生都是執

著、妄識在作用，就是感受、這個覺受在作用。譬如說：我們吃東西，這個好

吃、這個不好吃，所以，佛陀在《楞嚴經》裡面講：我們已經把本性疲乏了，

疲乏了，碰到了舌頭，好吃、不好吃，分別心立判，然後，強烈的執著，已經

忘了我們有一個如如不動的真心，真心疲乏了、疲憊，就等於睡覺麻痺了！我

們現在也是一樣啊，眼睛看一切境界，已經麻痺了，清淨心睡著了，每天無時

無刻不用這個意識心在作用，統統不用真心，為什麼？看得到、摸得到比較快

啊！ 

 

美國每年，你看看那個電視報導，美國每年都在賣什麼？有一種大的那個廠

商，賣什麼呢？賣這個新娘的禮服，新娘的禮服，打什麼？打一折，一折喔！

也就是說：一百塊剩下十塊；要一千塊的美金，就剩下一百塊。然後，怎麼樣？

一、二天前，人家就會去店面這樣一直排隊，一直排隊；但是，到了當天早上

要開門的時候，門一開；因為要穿這個新娘的禮服都是小姐，對不對？這門一

開的時候，衝進去那一剎那，黑人的新娘、白人的新娘，統統變成老娘！完全

沒有威儀，什麼女孩子的矜持、含蓄，哪還管得著？衝啊！哪裡撿到便宜的，

就是一件一件的‥‥‥我看了：喔！沒辦法了！所以，我們就知道，唉！眾生

相就是這樣子了。因此，我們很能理解眾生用妄心，用妄心。所以，我們能夠

聽到佛法，就要用真心。所以，而於能見，得個消息，不認妄識為心，則狂心

頓歇，歇即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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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直心，酬我所問者：佛以阿難，見相思惟，分染分淨，於依他起性，]

依他起就是緣起法。[更起徧計執性，]遍計執就是嚴重的偏執，就是嚴重的錯

覺！為什麼？要用現在話語言，你才聽得懂，於依他起性，更起遍計執性，這

個明明只是緣起法，空無自性的，因緣湊合的；可是，我們認為有一種東西可

以執著，因此，就扭曲了我們的真心，就用那個偏執的、頑固的意識型態、個

性在處理事情。[全同凡夫情見，正屬生死根本，]生死根本。[故勉以應當直

心酬答，欲令捨徧計執，而取圓成實也。]所以，我們應當捨掉對生命上的一

種錯覺，應當用正覺，圓成實就是正知正見正覺。簡單講就是：不要在緣起法

裡面迷失，不要在緣起法裡面迷失。 

 

[直心者：不隱諱，無虛假；直心正念真如，又直心是道場。故擧十方如來，

皆同一道為證；一道：即直心之道，故曰出離生死，皆以直心。]換句話說：

我們修學佛道，就不能虛偽、不能裝模作樣，你如果因為讓別人讚歎而修行，

你也是生死的凡夫。真正修行人，不須要讓你看到；也不須要張揚；也不須要

廣告，因為他是真的發菩提心，是為了生死的，不是搞名搞利，打廣告的，因

為他要出離生死啊！[心直則言直，言者心之聲也，]心靈的聲音發出來就是語

言。[心言直為直因，依因感果，因果相符，如是乃至終始地位，中間永無諸

委曲相。]所以，修行放掉虛偽，能減少冤枉路、委曲路。[以發心為始，究竟

為終，]究竟就是成佛。[中間經歷諸位，皆中中流入，不著二邊，]二邊就是

空、有。[故永無委曲相，即是直果。設或因地不真，難免果遭紆曲。]這個「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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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就是彎，我們很多修行人，沒碰到大善知識，所以，就會走了很長的冤枉

路，有的已經走了五年；有的已經走了十年；有的已經走了二十年，還是繼續

走冤枉路。[初教以直心應徵竟。] 

 

[寅二、雙徵能見能愛。]「阿難，我今問汝：當汝發心，緣於如來三十二相，

將何所見？誰為愛樂？」阿難啊！我現在問你：當你發心出家，看到世尊三十

二相莊嚴相，你看看，將何所見？是什麼為能見？所見，其實在問能見。你看

到如來；這個「所見」不是境喔，是問能見的心。看到如來三十二相是所見，

看起來好像是在問如來，你是不是看到外面的境界？其實，將何所見？重要的

要回光返照，就是要注意那個之見、真見。誰為愛樂？是誰產生了貪愛如來的

三十二相的心？是誰呢？你用什麼看？是誰能產生愛樂的心？ 

 

[此處雙徵，能見能愛，即是如來，要審出阿難，以何者所以能見？是誰能生

愛樂？]要換現在人：就是我了！這剛好是錯覺，定位就錯！世尊說：我不存

在。耶穌基督說：我不屬於這個世間。其實，這個都是了解無我的精神。[審

查既定，方可施破。所見二字，不可作色塵解。]色塵就是外境。[良以凡迷取

捨，]凡夫迷了，有取捨心，[多皆顛倒，]僉，這個念僉 ㄑㄧㄢ，「僉」就是

都，[僉以肉眼為能見，]佛陀後面就有講了：如果肉眼可以見，這個人剛剛死

的時候，肉眼沒有壞，怎麼不能見呢？所以，能見是心不是肉眼。所以，僉以

肉眼為能見，「僉」就是一般都認為。[愛樂為真心，]我歡喜的那一顆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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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實的心，所以，一般都是認為：沒有錯啊！我確實看到如來，就是現在這

個心啊！[觀下阿難答處自知。] 

 

[此中將何者所以能見，是要阿難認真見；]真見就是真心之見，要真心之見，

心就不動搖；妄見，心就動搖。所以，真妄全在一念；生死全在一念之間；解

脫與煩惱，也全在一念之間；性識之別，也是一念之間，看你悟不悟？迷悟一

念間；生死一念間；都在一念間。[誰為能生愛樂，是要阿難明妄心，]非真心

之見。是要阿難明妄心，底下加五個字：非真心之見，你了解你那個是妄心的

見，不是真心的見；真心的見，心如如不動；妄心的見，心有增減。[可惜阿

難，不能領會。]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是愛樂，用我心目；由目觀見，如來勝相，心生愛樂！

故我發心，願捨生死。」 

 

９０頁，[阿難被佛一審即白佛言：「世尊！如是愛樂，用我心目。」]用我的

心啊，還有用我的眼睛啊！阿難的意思就是說：明明沒有錯啊！世尊！您為什

麼還要問呢？一般眾生都是這樣子了。[此二句心目渾答，]「渾」就是不清楚，

心跟目答得不清楚。[下三句分解。由目觀見如來勝相，此分明認見屬眼；]

不知道見不屬眼。[心生愛樂，此分明認識為心，]把這個妄識認為是真心，所

以，這個叫做認識為心，如果這個「識」，前面加一個妄識的「妄」，就更清

楚了；「心」的前面加一個「真」，那麼，整句就更清楚了，此分明認妄識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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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全同‥‥‥跟一般的凡夫迷惑顛倒一樣，（[全同凡迷顛倒，]）[遺真

取妄。]遺失了我們的真心，卻執著了妄，取這個妄。 

 

[劾驗取捨已定，]「劾驗」就是查證所觸犯的罪刑，叫做劾驗。簡單講就是論

人過失，劾驗就是勘驗已定、取捨已定了，知道阿難是用錯心了！[下文如來

破識顯根，]「根」就是根性，不生滅的根性。破那個生滅的妄識，顯不生不

滅的根性，叫做破識顯根。[一卷半之文，皆以此三句為張本。]「張本」就是

根本，就是由這裡開展出來的，由這三句開展出來的。[故我發心，願捨生死

者：因見相愛樂，發心出家，願捨生死。其志願可謂不錯，而不知能愛之心，]

正是生死根本，[正生死本；]要加二個字：正「是」生死「根」本。所以，連

貪愛如來三十二相，都是生死的根本；連貪愛如來的莊嚴相，發心出家，也不

是真心。[即下文二種根本中之妄本，以攀緣心為自性者。]諸位！攀緣心就是

一切眾生都是如此，以那個能緣的心，剎那生，剎那滅；剎那增，剎那減，所

以，我們會有情緒的作用，就是因為攀緣心，我們活得痛苦的時候，會哭泣；

我們受到委屈的時候會哭泣；我們受到嚴重病苦的時候會哭泣；我們煩惱重的

時候會哭泣，正因為我們不了解業力、果報，和現前攀緣的意識心在作用。 

 

所以，認了就是你的，如果你要能夠了解，因緣果報沒有冤枉的，而且事實你

就是要去接受的時候，你就會變成很勇敢的人。你不需要掉眼淚，你可以把眼

淚化作大愛；你不需要哭泣，你把哭泣化作勇氣。對不對？你不要有挫折感，

你把挫折當作是一種經驗，轉化成心靈的本錢、智慧的本錢：我有這樣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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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我就可以警告自己！是不是？像我現在，只要電話鈴‥‥‥拿起來：我

這裡是台北地方法院‥‥‥然後我就說：哼！放下去。鈴‥‥‥我就知道，第

一個觀念就是：又是詐騙集團！接起來，我這裡是交通部‥‥‥又放下去，

鈴‥‥‥接起來，有經驗了，就知道說這個就是詐騙集團。所以，每一種創傷，

都是一種成熟，你不要認為痛苦沒有好處；其實，痛苦是有很大的好處，因為

它讓你的心靈成長，一個人不經過痛苦的洗禮，是不可能成佛的！ 

 

在世間人來講，眾生愈傷他的心，是愈不好，他愈難過，心如刀割；在修學佛

道的人來講，知道成長的痛苦當中，要掉很多的眼淚；要哭泣；要經過痛苦的

洗禮，種種的創傷、挫折，因為，記得！當我們要爬上金字塔的頂端，最頂端

的時候，要奮力一爬，爬一階的時候，會喘，呼～～～再爬一階，呼～～～會

喘，為什麼？痛苦就像這樣子，每一次的痛苦，就往上再推進，每一次的痛苦，

就往上要推進，再推進一層。但是，這個是指有智慧、想成就佛道的人吃的苦；

世間人吃的苦沒什麼意義了，對不對？世間人就是生好幾個，生到衛生局去找

他！有一對原住民的，生孩子很辛苦、很痛苦，生幾個？生九個，生九個，他

爸爸一個月才賺三萬多，生九個，生到衛生局去找他結紮，嚴重吧！衛生局不

找他，他還繼續生啊！是不是？還繼續生，生九個！所以，世間人生了九個，

吃了很多的辛苦，有沒有意義？是不是？所以，學佛，你有般若智慧，你今天

所有吃的苦，別人、眾生給你的逆境，記得要感謝他，因為所有的痛苦，都是

可貴的經驗。你一定要轉念頭，愈侮辱你的人、愈讓你痛苦的人，你愈要感謝

他，因為他讓你成長，沒有經過這樣子，不可能成就。風平浪靜，訓練不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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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水手；大風大浪、大苦磨練出來的人，是絕對有相當的能力和豐富的經驗

的；再來，他的心就不會晃動。 

 

如果從小就是溫室裡面成長的小花，對不對？他沒有辦法經過大風大浪，馬上

就摧折了，風一吹，倒了；雨一打，死掉了，因為他沒有經過境界的考驗。所

以，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在這裡跟大家要互相勉勵，這是觀念的問題。 

 

底下，[又根識難分，]根跟識很難分辨，根就是不生不滅清淨自性；識是分別

心、執著心、顛倒妄想心。為什麼根識難分呢？因為全在一念，看你動什麼念？

所以，它很難分！而且它很難分，就是因為它很微細，一般我們煩惱會衝得很

快、執著會衝得很快，所以，當我們碰到逆境，一下子就是起煩惱，已經起習

慣煩惱了，習慣煩惱了。當一個人養成習慣的時候，就改不過來，所以，修行

很難！ 

 

像我媽，還有那個伯婆，我回去林厝寮，那個伯婆年歲大了，然後，我走過去，

她就說：阿囝啊！阿囝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小孩子，吃飯！叫我吃飯了。好！第

二次再走過去，說：阿囝啊！你吃飯了沒有？問第二次，這樣還不到幾分鐘，

就叫你四次，叫四次吃飯：哎呀！去吃飯啊！叫了四次。對不對？師媽，她坐

在那邊也是，信徒來，我媽媽就是這樣，很熱誠：吃飯啊！然後，人家走過去

的時候：師父！您不叫那個居士去吃飯嗎？我說：有！已經有講過了！等一下

又走過去：去吃飯啊！再叫第四次的時候，那要相當的定力才有辦法，一個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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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叫了四次，四次！four time 後面加ｓ，我有時候叫得實在是不耐煩的時候：

好了啦！師媽！吃飯叫四次了，可以了！ 

 

像我，很簡單，信徒來到廚房的時候，我只有叫一次：大居士！吃飯！他如果

說：不用！我就不會再叫了，不吃是你的事啊，我一定不會叫第二次的，因為

直心是道場，第一義諦就不會落入第二義諦，因為我有誠心叫你吃飯，你不來，

餓肚子你的事情！師媽就說：有時候是人家客氣啊，多叫幾次！多叫幾次就會

像那個‥‥‥我看了一個連續劇，那個紂王，紂王，紂王，在演戲，演連續劇，

紂王酒肉‥‥‥這個酒池肉林，就是說池子都是酒，划著船，到處都可以舀酒

起來喝；肉林就是那個樹吊那個肉，哪裡都是吊肉，走到哪裡，割一下就起來

吃，他演那個紂王，台灣的連續劇，將近差不多三十年前的連續劇，紂王。人

家外面在征亂，紂王正在享受，然後，那大臣來就：啟奏大王！這樣子，大王

因為正在享受：退下去，退下去，退下去！手一比，退下去，就是他正在享受，

沒有時間聽這個大臣在稟報。然後底下‥‥‥因為前面在戰爭，快亡國了！等

一下那個忠臣又來：啟奏大王！然後他就：退下去！第二次來，然後，因為十

萬火急，前面在戰爭，你後面在享受？後面一個忠臣再進來：啟奏大王！那個

紂王就覺得：煩～～～手切了四、五下，煩煩煩～～～意思就是：你很煩，你

很煩！煩煩煩～～～這三十年前看的連續劇，到現在我都記得：喔！原來煩的

意思要用這樣表達，煩煩煩～～～那我知道了，現在有時候來問太多，煩煩煩

～～～要震動四、五次，煩煩煩～～～他就靜下來了。原來是這樣子，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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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了解，根識難分，全在一念之間。[凡愚莫辨。目中能見之性，即

是菩提真本，亦即奢摩他體，在阿難日用中，放光動地。阿難終日承渠恩力，]

恩力，那就是主人，本性，承本性的恩力。[不知這個就是主人翁，就是真心，

而反認見屬目，]認為我們的眼睛是屬於這個意識心，認見屬目，認為我們的

意識心跟眼睛就是一體的，認為妄識是屬於眼睛，弄錯方向了！所以，[終取

愛樂為心。此即迷真認妄，執妄為真矣！]這個就是迷真心認妄心，執妄為真

矣，執妄心為真心。[二雙徵能見能愛竟。]這樣「竟」知道了吧！就是這一個

段落講完了，就是「竟」。好！休息一下。 

 

(中間休息) 

 

９０頁，[寅三、徵詰心目所在。]「佛告阿難：如汝所說，真所愛樂，因於心

目，若不識知，心目所在，則不能得，降伏塵勞。」佛告阿難：就像你所講的，

真所愛樂，你之所以愛樂，是因為你的心，還有你的眼睛；如果不認識它──

心跟眼睛的所在處，那麼，你就沒有辦法降伏塵勞。因為眾生塵勞為本，就是

忙碌；煩惱為末，「塵」就是污染；「勞」就是擾亂。這些外境的五欲六塵，

會污染我們、會擾亂我們，就是這個意思。[上科如來審問，都從向上一著提

撕，]向上一著，就是往上提起正念，振作一點，想清楚一點。[曰：「將何所

見？」曰：「誰為愛樂？」]這個都是向上一著提撕，看看能不能得個好消息？

可惜阿難沒悟！可是，阿難悟了也不好，悟了，就沒有這一部《楞嚴經》，他

就一直要裝，裝成聽不懂，佛就一直講，一直裝聽不懂，佛才一直講這一部《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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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經》啊！佛這一講，阿難悟了，悟了，這樣只有一點點，到這裡１００頁，

ＯＫ！就沒有了，阿難終於大悟，好！後面沒有了！所以，這個演戲要演得很

真，所以，阿難要裝得完全聽不懂，拼了老命跟佛抬槓，才有這一本那麼大本！

所以，這個演戲要演得很真實的，要示現得好像凡夫一樣。 

 

底下，[若能向能見處得個消息，]能見處，記得！用錯心就是識；用對心就是

性，就是能見處，你要悟了，轉識就成智，心性就顯現，你的生命完全掌控在

你的心性當中。所以，佛陀告訴我們：不要讓你的無知、無明一直發揮，人應

當克制，我們應當稍微克制一下，不能一直發揮你的無知、無明，世間人就是

這樣子。說：若能向能見處得個消息，[則大事畢矣！]大悟就是這樣，歇即是

菩提，起點就是終點，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大事畢矣，什麼叫做大事畢矣？

生死的關鍵就是明心見性，你修到成佛，也是這一顆不生不滅的心性啊！ 

 

[無奈阿難未離常情，祇知合塵，不知合覺，]只知道跟塵配合，合塵就向外；

不知合覺，就沒有辦法回光返照。所以，合塵就是意識心；合覺就是心性了。

[曰由目觀見，]由眼睛去觀看，所以，[心生愛樂，則心目雙迷，辜負世尊甚

矣！此科佛欲施破，先為按定其說曰：「如汝所說，真所愛樂，因於心目。」

則應知心目所在。]你應當先找到心跟目所在。[下四句反言，若使不知心目所

在，就不能降伏塵勞。塵有染汚義，勞有擾亂義，]一切眾生都是這樣，一切

眾生過的日子是很辛苦的，就是污染義、擾亂，沒有一個眾生不是過這種日子

的。[塵勞即本、末煩惱也。]這個「本」跟「末」括弧起來，中間加一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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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更清楚，塵勞就是本與末之煩惱。本就是重的煩惱、根本煩惱；末是枝末

的煩惱，所以，塵勞即本與末之煩惱。 

 

[若不識知心目所在，此心即六識，]第六意識就是執著、分別。[此目即肉眼，

肉眼乃無知色法，本來無見，眾生多認見屬眼；]我能夠看到，是因為眼睛有

看得到。是不是？一般人都認為眼睛才能看到，所以，認見是屬於眼，能夠看

到是屬於眼睛。[識心乃生死妄本，]這個識心就是得失、增減、煩惱、執著，

沒有停止。所以，不學佛法，你就得一輩子負擔，背著我執的重石頭；背著法

執的重的石頭，就一直挑到你的死亡那一天，到你死亡，這個重擔。識心就是

心靈的負擔，痛苦的開始，輪迴的根本。所以，識心乃是生死的妄本，[本來

非心，眾生多認識為心。]這個「識」要括弧，如果你念錯了：眾生多認識為

心，那麼，你不知道這個「識」是個別的，個別的，所以，要加一個「妄」：

認妄識為己心。一切眾生，全部都認這一顆妄識為自己的心。[阿難既執此為

心目，]佛欲索‥‥‥「索」就是求，[佛欲索其處而破之，故下擧喻國王討賊。] 

 

「譬如國王，為賊所侵，發兵討除，是兵要當，知賊所在。」譬如說：國王要

打仗，你要知道賊在哪裡，你部隊派出去才能打啊；你賊都不知道在哪裡，你

部隊派出去，你怎麼打呢？是不是？你一定要知賊所在啊！我們一定要體認，

現前這一念執著心、分別心是妄識，是生死的根本，這個就是賊！如果你不認

識這顆妄想心、意識心，你就被賊所騙，而且騙了百千萬劫，沒辦法解脫！生

我慢心就是驕傲的心。是不是？這個世間其實是這樣子的，其實，用你的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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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看待，世間沒有永遠的勝利的，絕對沒有的！沒有常勝軍，也沒有常敗軍。

是不是？但是，記得！我們是佛陀的弟子，應當解脫自己，超越一切對立的。 

 

底下，[國王喻本覺真性；賊喻六識妄心；目為賊媒，]這個「媒」加一個「介」

更清楚！為什麼加一個「介」呢？使雙方結合嘛！眼睛就是媒介，眼睛就是妄

識的媒介，眼睛看，起意識心嘛！[引識奔走。]所以，我們完全被識拖著走。

[國賊謀叛，僭號稱王，]這個「僭號」就是臣下擅用皇帝的尊號，冒用皇帝的

尊號，叫做國賊謀叛，僭號稱王，這個「僭」就是臣下擅用皇帝的尊號，冒充

的意思，稱王。我們現在意識心，代替了我們的不生不滅的清淨自性，現在就

是這樣子了。國賊謀叛，在我們的心性當中在打仗，當然，修行就是要戰，大

悟，賊就弭平了；不悟，賊就繼續猖狂，看你是用妄心？用真心？[王被賊侵；

妄心擾亂，混淆本真，真被妄覆。]一切眾生都是這樣。 

 

[國被賊侵，發兵討賊，是兵定要知賊所在，方可搗其巢穴，擒其賊首，國泰

民安；若不知賊在之處，則徒費餉需，]「餉」就是軍糧，軍人的薪水，軍人

的薪水，餉需。[於事無濟。兵喻始覺妙智，全仗始覺有功，方能降賊。昔有

僧問善知識云：「家賊難防時如何？」]家賊就是心賊，我們心的這個妄心像

賊，很難預防！這一句是問這個意思。我們心裡煩惱、執著這麼的重，很難預

防，這個賊隨時都會跑出來的，傷害我們的，其實，這個賊時時刻刻都在你眼

前。是不是？[答曰：「知之不為冤！」]這個「冤」不能當作冤仇、仇敵，「冤」

就是要當作欺騙。說：你知道它，就不會被欺騙了！譬如說：賊跑到我們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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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我就告訴１０１室說：這個人有問題，盯著他！就派人用眼睛盯著他，每

次法會都來偷錢，派人盯著他，那個賊就不敢下手。知之不為冤，知道了就不

會被欺騙。 

 

[又子湖樅禪師，乃於夜起大叫：「有賊！有賊！」]他的徒、徒弟，不知道師

父在叫有賊是什麼含義，[其徒竟起逐之。]他的徒弟爬起來就追，追什麼？追

賊啊！這個子湖樅禪師抓住一個人說（[樅把住一人曰：]）[「拿住了一個！」]

抓住了一個徒弟就：抓住了一個了！[其徒曰：「不是，]師父啊！是我啊！[是

某甲。」樅托開曰：「是則是，只是不肯承當！」]你現在妄想心就是賊；你

現在這一顆分別心就是你的賊，你只是不願意去承當它。說：是則是，是賊，

其實是賊，只是你不肯承當那是賊。[若承當得去，賊即是子；]這句話就是：

識跟智是一體的，你只要承當，識是執著，了悟它，不要被執著蒙蔽；不要被

分別心所欺騙，如來藏性就顯。若承當得去，賊就是子；[不能承當，子反成

賊。恁麼說話，却與國王討賊，另是一番播弄，具眼者別之。]說：這麼說話，

卻與國王討賊，另是一番播弄，意思就是說：不管你怎麼說，如果賊沒有找到，

那不行！一定要找到那個賊，國王才出兵；如果不是這樣子，那講來講去，都

沒有針對目標討論。具眼就是開智慧，見性的人就另當別論了；播弄就是：再

怎麼說還是沒有意義的。 

 

「使汝流轉，心目為咎，吾今問汝：唯心與目，今何所在？」[故直指生死根

本，識為過咎，]就是這一顆分別、執著的心，強烈的意識型態、觀念，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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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為過咎。[目亦帶言者，]目就是‥‥‥亦帶言就是附帶的。[以目為賊媒，

媒賊相依，責須連帶。]連帶責任，所以，心跟目同時討論。[此曰：使汝流轉

諸趣，生死長劫不休者，心目為咎也。]讓你疲憊不堪的，問題出在哪裡？就

是眼睛看，心就貪，而且從來沒有停止過。我們從出生，看到什麼就貪，什麼

統統要買，吵著爸爸要買；長大了，大家都順從他；結婚了，貪愛男女；生兒

育女，貪愛了這個兒女；一直當阿公了，這個貪愛仍然沒有辦法割捨。所以，

生死長劫不休者，心目為咎，問題就是出在這個地方。 

 

[此破意識，緣佛相好之勝善功能也。]因為佛有三十二相，阿難就是見到佛的

勝相，殊勝的佛相，那麼出家，善是善；但是，是意識心。[前雙徵見愛，如

捉賊追贜，]「贜」就是盜賊搶偷來的東西，我們說：分贜、贜物。[今則見贜，

預備擒賊。]看到了贓物，準備要抓那個賊了，就是要找到那個妄想心了。[故

特徵之曰：吾今問汝，唯心與目，今何所在？此即第一次徵心，下阿難轉計，

七處咸非，]所以，[並非七處徵心，]只有問二次心在哪裡，只有問二次；但

是，那個講七處，講了七個地方，都不是真心。所以，七處咸非，「咸非」就

是咸非真心，阿難講了七個地方，都沒有找到真心，而佛其實只有問二次。所

以，這一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其實，講七處徵心是不對的，佛[乃是七番破處。]

七次破這個識是非處，不是真心的意思。 

 

[此經只有二次徵心之文，]問他的心。[第二次在斥破妄識非心文中，佛擧金

色臂，擎拳驗見之後，]「擎拳」就是高舉，把這個拳頭拿起來問，驗，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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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阿難的見性之後。[徵曰：]就問了：[「汝目可見，]你眼睛可以見到，[以

何為心，當我拳耀？」]當我拳顯耀；因為佛的拳有光明，叫做耀。說：當我

拳耀，這一句話如果顛倒過來，就更清楚：當我拳舉起來，汝目可見，是以何

為心？這一句如果顛倒，就更清楚了：當我如來把手舉起來，你眼睛看得到，

你是用什麼心，看到我舉起了這個拳頭？[阿難言：「如來現今徵心所在，]

就是問心所在了。[而我以心推窮尋逐，]這個就是一般人，能推想、臆測的。

[即能推者，我將為心。」]這個推窮尋逐、追逐，即能推者，我將為心。所以，

我們現在有追星族，追星族，就是用什麼？用妄心，不知道自己每一個人心性

就是佛。[佛當面斥之曰：「咄！阿難，此非汝心！」]「咄」就是我們現在所

講的：欸呀！呵叱，喝！這樣子呵叱，阿難就嚇一跳，阿難！這個不是你的真

心！意思是：佛大聲的說，佛有時候要顯赫一下、呵叱一下：他說：喝！阿難！

這個不是你的心！阿難嚇一跳！ 

 

[此處心目雙徵，有人以為佛既雙徵，下必雙破，實則不然。心目媒賊相依，

語須連帶。佛之本意，但徵其心，]你用什麼心，眼睛是附帶的而已。[而目只

帶言而已。故下文三番破識之後，即是十番顯見，]十番就是十次，顯不生不

滅的見性，叫做十番顯見。十次顯不生不滅的見性，因為不生不滅的心性難以

顯。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強調這個見性，為什麼？眾生的根性陋劣。

[顯見即是顯真，以見性即真心也。]所以，不見性的人，是永遠不能成佛。 

 



 

- 30 -             Powered by 牟尼佛法流通網 

[更有一解：阿難既認見屬眼，愛樂為心，佛已雙責，心目為咎，]「咎」就是

過錯、過失。[破心之後，定有破目。]佛已經雙責了，既認見屬於眼，愛樂為

心，應該是二個地方，佛已經二種都責備過了。心目為咎，破心之後一定有破

目，[當知破心則畢竟，]目是附帶的，把心這個賊找到了、破了，眼睛無關，

它只是附帶而已。見性，眼睛也能看啊，可是，是用心性在看。[全破其妄，

乃至識心五種勝善功能，皆所不取，]這我們前面都講過了。[而破目但帶破，]

只要破心，目就同時破。[與略破而已。或於破識中帶破，文曰：若眼能見，]

《楞嚴經》的經文裏面講：如果眼睛真的能夠讓你見到東西，[汝在室中，門

能見否？]那麼，你在這個室內，你看你那個門能自動看到外面嗎？意思就是

不能！[則諸已死，尚有眼存，應皆見物？] 

  

世尊意思就是說：見物是心，不是肉眼，跟肉眼沒有關係。意思就是：我們的

眼睛，是因為有我們的意識在作用，重點在識，肉眼只是附帶的。所以，你眼

睛不好是眼睛不好；可是，你的心性、靈魂還是能成佛啊，跟六根雖然息息相

關，但不是絕對的，眼睛不好、耳朵不好，心性不增不減，因為那是屬於肉做

的神經系統，跟意識是沒關係的。所以，佛陀就說：如果這個肉眼真的能夠看

到東西，那麼，你在室中，那個門，能自動看到外面嗎？意思就是：沒有人，

門是物質的，門是不能主動看的。要有心（要有人在裏邊），就是要有心在裏

邊才能看到。所以，你在室中，只有這個門，是不能見的，比喻說：只有肉眼

是不能見的。如果肉眼可以見，那麼，已經死的人，這個肉眼不是還存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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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沒有辦法看東西呢？應皆能見物啊！為什麼死的人眼睛還在，為什麼不

能看？表示眼睛看跟肉眼沒關係啊！[此皆破目之文。] 

  

[或於顯見中破，第一番顯見文云：]顯見文云，說：[「眼能顯色，如是見性，

是心非眼。」]眼睛只能顯顯外面存在的顏色；如是能見之性，見性，是心非

眼，其實是心，不是肉眼。眼能顯色，眼睛顯出外面的顏色；如是能見之性，

其實是心，而不是你所講的肉眼，單單用肉眼可以看的。如果單單用肉眼可以

看，剛死的人，肉眼還在，為什麼不能見物呢？表示說：能見是識、是心。[或

於顯見後破，十番顯見之後，]破別業妄見還有同分妄見，[破別業、同分二種

見妄，]見妄就是妄見，別業，我們所講的共業跟別業，同分就是我們所講的

共業。所以，我們在唯識學裏面講：共業裏面有別業；共業裏面有共業；別業

裏面有共業；別業裏面有別業，這個我們在唯識學都講過。所以，破這個別業

妄見，還有共業的妄見，二種見妄，見妄就是妄見。[于此諸文，帶破與略破，

不特令阿難，]不只是令阿難，[不認識為心，]這個「識」要加幾個字更清楚：

不可以認妄識為心，不可以認妄識為我們的真心。[並不認見屬眼矣！三徵詰

心目所在竟。]「並」就是更不可以，更不可以認見，「見」底下加一個字：

性，更不可以認能見的性，是屬於物質的肉眼。 

  

所以，見性是獨立存在的，眼睛壞的人，看不到了，見性有沒有增減？沒有的，

只是看不到，眼睛不能顯出這個見性而已；而這個見性，他用耳朵也可以顯見

性啊！所以，眼睛不好的人，耳朵就特別靈敏，因為他用耳朵；耳朵也一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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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見性的，因為它有聞性。知道嗎？眼根壞了，有的人眼睛壞了，耳朵也聾了，

他還有怎麼樣？觸覺啊，觸有什麼？觸性啊！所以，我們要瞭解，我們的眼根

壞了、耳根壞了，或者是鼻根，嗅覺不靈敏，其實只是說生活起來不方便。但

是，不生不滅的心性，從來沒有增減，也沒有失去，絕對沒有！ 

  

話雖這麼說，這些器官是很重要的喔，譬如說：一個植物人，沒有錯啊，心性

是作獨立存在的，沒有錯。植物人躺下去了，眼不能見、耳不能聽，或者是耳

能聽，手不能動，知道啊，眨眨眼。就是說：雖然他有本性具足，可是，因為

業報，本性完全沒有辦法發揮。因此，我們要瞭解，相是很重要的，因此，我

們一般人的觀念錯誤，就認為：這個是臭皮囊，這個一定會爛、一定會壞，這

個不重要！錯了！身體健康，才能顯出清淨的自性，因為它才能作用，佛要萬

法回歸當下。 

  

在《阿含經》裏面有一段對話，要注意聽！有外道來問佛，說：如來死後，如

來存在否？佛不回答。外道又問，說：如來死後，如來不存在否？佛不回答。

第三次外道又問，說：如來死後，如來是介於存在與不存在否？佛不回答。說：

如來死後，如來有邊否？佛不回答。說：如來死後，如來無邊否？佛不回答。

說：如來死後，如來介於有邊和無邊中間否？佛不回答。旁邊的弟子說：世尊！

您為何都保持沉默？佛說：無記！沒有任何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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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佛，是現前當下這一念本自具足的，佛法是讓我們現前當下這一念解脫

的，而不是說：把希望寄託在遙遠不可知的未來；如果佛法不能運用在我們的

生命，佛法就完全沒有任何的意義，這樣活著做什麼？我們今天研究佛法做什

麼？我們今天研究佛法，就是回歸當下，我們現在就受益；現在就是享受正法；

現在就是享受心靈的解脫、心靈的自在，現在就要享受啊！是不是？我們現在

心淨則國土淨，現在的心完全清淨，受益、享受、解脫、安詳、寂滅，這個才

是正法，才是佛法。 

  

你看！由這個《阿含經》佛的對答，就知道佛不討論未來，沒有任何的意義。

為什麼佛不回答？要不然，釋迦牟尼佛為什麼不講說：佛死後要怎麼樣，佛往

生以後要怎麼樣？如來都不回答，很簡單嘛！佛陀現在本來就是無生、就無

滅，現在就是永恆，為什麼討論無意義的未來呢？所以，往生是現在的事情，

觀念要弄得很清楚，現在心就要把它弄得很清淨！所以，任憑眾生怎麼境界

來，我們都很自在，都很自在。所以，每一個人來，我都讓他很愉快的回去。

好了，我們今天到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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