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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尼慈悲，當家法師慈悲，諸位法師、諸位新戒、諸位在家菩薩，阿彌陀佛。請大家

打開講義第 8 頁。 

甲二甲二甲二甲二、、、、空正見空正見空正見空正見（分二：乙一、顯正見為修道之要務。乙二、示正見之修學方法。）    

我們從整個大乘唯識的經論的學習，我們可以知道，佛陀對生命的描述：老人家講到說

是「生命就像是一個無止盡的水流」，這個水流我們應該怎麼去觀察呢？在佛法裡面是把它分

成「過去、現在、未來」這三部分來觀察；其實這三部分是相互有關係的，它們的關係有兩

個特點，第一個、它是變化的，你看我們昨天跟今天是不一樣的，今天跟明天的身心世界也

不一樣；感受、想法都不太一樣！所以過去現在未來的生命是變化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它是一種相續的；也就是說，其實昨天的你會影響到今天的你，你看，你昨天喜歡

拜佛、你今天也很喜歡拜佛，那麼你今天喜歡拜佛那個功能是怎麼來的呢？是你昨天累積而

來的；所以我們不管願不願意，我們一定要承當過去的生命所留下來的痕跡，這是很頭痛的

一件事情。因為這個留下來的東西大部分都是不好的，煩惱障、業障、報障！ 

所以我們一個修行人第一件事情，善導大師強調一個修行人，你剛開始修行的時候，你

要很清楚知道自己的定位；就是我們是一個生死業障凡夫，這一點你要很清楚的。 

我們內心當中有很多的煩惱障、業障在干擾著我們，在主導著我們，我們是在這樣的情

況之下開始修行的。那麼有這樣的認識以後，我們第一件事情，過去的水流、流到了現在，

我們應該怎麼辦？首先第一件事情「發願」，就是我一定要改變，發自內心的一種願望，我從

今開始要誓修一切善，要誓修一切善、要誓度一切眾生，生命的變化從你發願開始，重新設

定你一個生命的目標。很多人把受戒當作目標，是不對！我一定要把它修的很好、才受戒，

受戒是一個起步，是修行的第一步，它是一個因地、不是一個結果，很多人不敢受菩薩戒，

說我修得不夠好，你就是修得不夠好，所以你才要受菩薩戒。所以我們在受菩薩戒的時候，

所發的願只是一個開始，我們對三寶的面前許下一個誓願，設定我們一個生命未來的目標，

這個是第一步。這一部分我們昨天講過了！ 

第二個、你要建立你心中的一個大乘的「空正見」，我們應該怎麼來觀察抉擇我們的身心

世界？來化解我們心中的煩惱障業障？使令我們的心態隨順於我們的願望，這個就是我們今

天要討論的，建立大乘的空正見。那麼經過這個誓願力、觀照力，你很自然得帶動六波羅蜜

的行動，有三種力量：誓願力、觀照力、行動力，去改變我們生命的水流，使令它趨向於佛

道。好，我們看今天的第一個主題。 

乙一乙一乙一乙一、、、、顯正見為修道之要務顯正見為修道之要務顯正見為修道之要務顯正見為修道之要務    

整個修學聖道的第一件要務，就是建立大乘的正見；我們把這段蕅益大師的論文把它讀

一遍，大家請合掌。 

討究佛法討究佛法討究佛法討究佛法，，，，第一要務第一要務第一要務第一要務，，，，諸佛所師諸佛所師諸佛所師諸佛所師，，，，所謂法也所謂法也所謂法也所謂法也，，，，況弟子乎況弟子乎況弟子乎況弟子乎？？？？雖勝義法性雖勝義法性雖勝義法性雖勝義法性，，，，貴在親證貴在親證貴在親證貴在親證，，，，儻非儻非儻非儻非

黃卷赤牘黃卷赤牘黃卷赤牘黃卷赤牘，，，，作標月指作標月指作標月指作標月指，，，，示真實修行出要示真實修行出要示真實修行出要示真實修行出要，，，，何由得證勝義何由得證勝義何由得證勝義何由得證勝義？？？？試觀外道試觀外道試觀外道試觀外道，，，，亦出家亦出家亦出家亦出家、、、、求出生死求出生死求出生死求出生死，，，，不不不不



知正法知正法知正法知正法，，，，求求求求昇昇昇昇反墜反墜反墜反墜，，，，故不留心教典故不留心教典故不留心教典故不留心教典，，，，饒勇猛精進饒勇猛精進饒勇猛精進饒勇猛精進，，，，定成魔外定成魔外定成魔外定成魔外；；；；脇脇脇脇尊八十出家尊八十出家尊八十出家尊八十出家，，，，晝觀三藏晝觀三藏晝觀三藏晝觀三藏，，，，夜夜夜夜

習禪思習禪思習禪思習禪思，，，，乃有濟乃有濟乃有濟乃有濟。。。。有謬云有謬云有謬云有謬云：：：：年少力強年少力強年少力強年少力強，，，，宜習教典宜習教典宜習教典宜習教典，，，，年衰力弱年衰力弱年衰力弱年衰力弱，，，，只堪念佛只堪念佛只堪念佛只堪念佛，，，，豈年少不必念佛豈年少不必念佛豈年少不必念佛豈年少不必念佛，，，，

年老不可習教年老不可習教年老不可習教年老不可習教？？？？將謂如來教法將謂如來教法將謂如來教法將謂如來教法，，，，僅同舉子業僅同舉子業僅同舉子業僅同舉子業，，，，博名利於半博名利於半博名利於半博名利於半生者乎生者乎生者乎生者乎？？？？一歷耳根一歷耳根一歷耳根一歷耳根，，，，永為道種永為道種永為道種永為道種，，，，大大大大

士所以捨全身士所以捨全身士所以捨全身士所以捨全身，，，，求半偈也求半偈也求半偈也求半偈也，，，，今佛法流布今佛法流布今佛法流布今佛法流布，，，，賴賴賴賴迦葉迦葉迦葉迦葉、、、、阿難二祖阿難二祖阿難二祖阿難二祖，，，，徹底悲心徹底悲心徹底悲心徹底悲心，，，，人皆視作等閒人皆視作等閒人皆視作等閒人皆視作等閒，，，，殊殊殊殊

不知恒沙世界不知恒沙世界不知恒沙世界不知恒沙世界、、、、無量劫中無量劫中無量劫中無量劫中，，，，妙法名字不可得而聞也妙法名字不可得而聞也妙法名字不可得而聞也妙法名字不可得而聞也。」。」。」。」    

好 我們看第 9 頁的脈胳分析表，這個論文我們把它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我們講到「正

見」的重要性，這當中我們看第一小段： 

『討究佛法，第一要務，諸佛所師，所謂法也，況弟子乎？』當我們開始設定了一個修

學的目標，我開始要斷惡、修善、度眾生，許下這個誓願以後，接下來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開始去親近善知識，討論研究佛法的道理；這是第一要緊的事。 

為什麼這樣講呢？以下舉出一個例子。說三世諸佛在因地的時候，他們的修學也是遵循

佛法的軌則，而能夠成功的；所謂的佛陀剛開始，也是一個生死業障凡夫開始的；那麼他剛

開始也是緣境發心，面對三寶的境界，而許下了「斷惡、修善、度眾生」的一個願望，然後

產生觀照，最後付出行動，六波羅蜜的行動，然後才慢慢的改變自己，而成就佛道的。沒有

一個佛陀是一出家以後，兩個眼睛一閉，他就自然成佛的；沒有這回事情！他一定要經過佛

法的聞、思、修這種次第，才能夠建立正確的觀照的。這個意思就是說，諸法的實相並不是

佛陀創造出來的，是宇宙間本來就存在的真理，是佛陀發現的而已；那麼佛陀發現了以後，

把這個真理傳出來，每一尊佛都以這樣的真理來開導眾生，所以佛陀是以法來當作這個「師」，

當作一個軌範來遵循。這個理由我們看第二段： 

『雖勝義法性。貴在親證。儻非黃卷赤牘作標月指。示真實修行出要。何由得證勝義？』

雖然說這種殊勝義理的第一義諦的我空法空的真如法性，可貴的是親證，而不在言說；大概

我們在初地的時候，無分別智、親證真如理的時候，是離一切言說相的。所以真實的親證真

如理的時候，是離言說相、離分別相的；那麼當然這個地方是離語言文字的，我們叫做「離

言真如」。但是剛開始我們就要依止真如的…，所謂的依言真如，看第二段：『儻非黃卷赤牘

作標月指，示真實修行出要。何由得證勝義？』 

身為一個初學者，我們剛開始沒有經過『黃卷』，古時候的紙它是沒有漂白的，是黃卷；

『赤牘』這是一種竹片，古時候以黃卷跟赤牘來記載整個佛法的經律論，假設我們沒有經律

論的語言文字，來作一個「標月指」，來指示真實的修學、出離生死的法要，我們又怎麼能夠

親證二空真如之理呢？語言文字的佛法叫做『標月指』。比方說，我告訴大家冷氣在那那那那個地

方，這個指頭當然不是冷氣，所以你執著文字那你也錯誤；但是你順著文字去思惟，你就可

以得到這個冷氣的最後的目標。我們講說「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這十個字不能代表

真理，但是你內心當中把這十個字，不斷的思惟的時候，你就能夠在心中產生真理出來，它

本身不是真理，因為它是一個生滅的音聲而已；但是它裡面含藏著真理，文以載道，經過你

的消化以後，它就能夠把真理釋放出來。佛法的經典很奇怪，它本身不是真理，但是經過你

的咀嚼消化以後，它會釋放出真理，這個叫做『標月指』。 



所以我們初學者沒有理由去拒絕對經論的學習，因為你沒有人引導你，你等於是盲修瞎

練；這以下舉出兩個實際的例子來作證明，一個是失敗的例子、一個是成功的例子。 

『試觀』，我們可以去反省一下過去的修行人的相貌，比方說：印度的外道，那麼身為一

個外道，在古時候也有所謂的沙門團，印度九十六種外道，大部分都是出家的；他們也都是

辭親出家。他們也看到生死的痛苦，也知道在每一期生命當中，都要承受老病死的折磨，他

們也很清楚痛苦的根源來自於受生，你只要在三界受生，你就不能夠避免死，老病死的痛苦；

所以他們也希望出離生死。『試觀外道，亦出家求出生死，不知正法，求昇反墜。』但是因為

沒有正確的方法來引導他們，結果『求昇反墜』。 

我們可以把印度整個修學的外道分成兩大類，九十六種外道分成兩大類；第一個叫「苦

行外道」，這個苦行外道他的重點，以苦行來折磨自己的色身，期望這樣來消業障、來解脫生

死，那其實這個生死跟色身是沒有關係的，因為這個色身是個果報體。第二個叫做「冥想外

道」，他們透過冥想禪定的修學來產生解脫，那麼在外道它的禪定當中，產生了斷、常兩種的

邪見，反而產生了更嚴重的過失；其實這個「苦行外道」過失不多，頂多就是浪費時間；這

個「冥想外道」的過失是很嚴重的；因為他在禪定當中產生了邪見，往往會謗無因果、謗無

涅槃，因為毀謗真理的緣故，反而墮落到三惡道去，所以叫『求昇反墜』。 

『故不留心教典，饒勇猛精進，定成魔外。』 

所以蕅益大師作一個結論說，假設一個初學者，我們不留心經律論的教典，雖然你勇猛

精進的修學，最後的結果只有一個；就是變成天魔外道。因為你都是在心外求法，你沒有找

到真實的生死輪迴的根源來哪裡；我們講你不知妄本，根本不知道這個虛妄的根源在哪裡？

佛陀在《楞嚴經》上說：一個繩子打了一個結扣，凡夫是往右邊拉扯，外道是往左邊拉扯，

結果這個結呢，越結越深；只有佛弟子能夠從中間把它解開來，因為他能夠掌握它的一個關

鍵。所以我們看第二個例子： 

『脇尊八十出家，晝觀三藏，夜習禪思，乃有濟。』 

脇尊者是佛滅度六百年，大概是馬鳴菩薩那個時代，他是到八十歲的時候才出家，所以

他的精神體力已經有限了，但是他能夠掌握正確的方法，雖然他不一定有外道的精神體力，

他也不一定有外道的精進，但是他掌握了整個修行的軌則，掌握了還滅的軌則，他「晝觀三

藏」，白天的時候研究教理，加強自己對生命的觀照，「夜習禪思」晚上把這個觀照不斷在心

中串習，修學止觀；終於在三年之後證得阿羅漢果。所以我們一個人的解脫，跟你的精進不

一定有關係的，問題是你能夠找到那個虛妄的根本在哪裡。 

蕅益大師在《楞嚴經》的「二十五圓通」他的註解當中，再三強調一個觀念，他說：「 

欲知山上路，須問過來人。」以爬山來作例子，我們今天要登上高山，你不可以拿個鎌刀，

就自己開一條路，不可以！因為你不能夠保證就是一個道路，你必須要請示走過的人，所以

我們初學者一定要以古德、以祖師為老師的；你不能夠說你看到一個戒律、看到一個經典，

你就望文生義的，不可以！這句話的解釋，有它的傳承；你一定要去看祖師的開導。 

我遇到很多的初學者，大概出家二、三年，他們在看經論的時候會患一個毛病；就是說，



他說：「這句話我認為怎麼樣…、我的想法是怎麼樣」；其實我講真的，你沒有資格講這句話！

你看孔夫子一個中國的聖人，他十五歲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他修了十五年，他

把自己的觀念建立起來。你看十五歲立志求學，三十歲才把自己的修學宗旨、整個菩提道的

道路安立下來，然後還經過十年的歷練，四十歲才完全沒有疑惑；整個生命的方向、修行的

目標，自己生命的定位完全確定下來。 

我們初學人講話的口氣應該怎麼講？誒，這句話道宣律祖怎麼說？印光大師怎麼說？蕅

益大師怎麼說？對你有好處。因為「欲知山上路，你要問過來人。」我們遵循著聖賢的腳步

而走，是最安全的。你沒有必要自己再去找一條路的，沒有必要！遵循聖人的軌跡，這個是

修行的捷徑。這一段是講這個觀念，就是說初學者，我們的人生經驗有限，但是我們今天能

夠把祖師的法語學習起來，我們可以把歷代祖師的傳承記在我們的心中，我們可以把這些古

代聖賢經過幾百年的真理，把它放在我們心中；雖然我們修行只有兩三年，但是我們把古代

二千年的中國佛教的這些精華都吸收起來，對我們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們剛開始一定要依止

經論、依止祖師的註解，這是第一個觀念。 

第二個、我們看蕅益大師，他破除一個錯誤的想法。 

有謬云：年少力強，宜習教典，年衰力弱，只堪念佛，豈年少不必念佛？年老不可習教？

在當時有一個錯誤的想法說，說如果你是年輕出家，精神體力很旺盛，那麼你就可以研究教

典、研究戒律；那麼如果你年紀大了、體力衰弱了，那你就好好的老實念佛就好。 

這個觀念錯在哪裡呢？蕅益大師說：「難道年紀輕的就不必念佛、年紀老的就不可習教

嗎？」我們現在經常患一個毛病，把解行二門分開了；好像說是解門是要講給別人聽的，你

研究教理只是講給居士聽的；那你自己修行，還是用你過去修行的那那那那一套，所以觀照力跟行

動力兩個是分開的。就是眼睛跟腳分開了！ 

所以變成了是什麼呢？『將謂如來教法，僅同舉子業，博名利於半生者乎？』 

把如來所宣說的教法，他的目的就等同於舉子業，好像古時候讀書人的目的只是為了博

取功名於後半生；古時候的人十年寒窗無人知，只是為了一舉成名天下聞；他不一定要把這

個教理用來改變自己。但是佛法的觀念不是這樣，佛法的觀照力是要帶動你的行動的，這個

目足雙運；目足雙運。所以說年紀大了『只堪念佛』，這觀念是不對的！其實一個人是不是有

資格完全的念佛，跟你年紀沒有關係！跟你的學習是有關係的。很多人都說，我現在要老實

念佛了，什麼都不看了！其實你不一定有資格能夠老實念佛，你如果深入到淨土的經論裡面

去研究，你會發覺「念佛」跟「往生」沒有必然的關係！沒有直接的關係。 

「往生與否，在信願之有無，品位高下，在持名的淺深。」 

念佛是一種強大的善業力，因為它這個佛號是無量光、無量壽，阿彌陀佛無量阿僧祇劫

積功累德，所成就一種萬德洪名，但是這個萬德洪名本身並沒有方向性，你必須用內心的信

心跟願望來引導這個佛號，才能夠感應道交，才能夠往生淨土。所以佛號是決定你的「品位

的高下」，你的「往生與否」是看你的心態；你內心當中的信心跟願望。不過當然這個地方也

有差別，如果詳細的區分的話，在中國的淨土宗的歷代祖師當中，善導大師比較強調信心，

蕅益大師老人家比較強調願力；因為善導大師他的整個思想從十八願建立的。 



「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那

麼他在整個「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當中，他強調的是「至心信樂」；這個是往生

的關鍵。善導大師以信心來攝願望，他說一個人是不是能夠往生，關鍵是你心中念佛的時候，

你的內心狀態是不是能夠順從本願。什麼叫「順從本願」？你念佛的時候，你說：「我是業障

深重、我是不是可以往生？」你沒有順從本願！你還是順從你的妄想，沒有真實的歸依在第

十八願之下，你沒有真實的歸依在彌陀無量光、無量壽的座下，你還是根據你的妄想在動。

你說：「我福報不夠、我業障深重，是不是可以往生？」你打這個妄想就不是順從本願。 

所以，以善導大師的標準，佛號提起來，你的心中是一念不生的，只有一句佛號；整個

心是通身靠倒，內心當中跟佛號是結為一體的。他說：這個是往生的標準。所以善導大師對

於彌陀本願的歸依是很強烈的！所以他以「信」來主導整個往生的關鍵，所以他提倡專修、

對佛陀的身口意三業的歸依，「身業專門禮拜阿彌陀佛、口業專門稱念阿彌陀佛、意業專門觀

想歸依阿彌陀佛，萬修萬人去。」 

第二個傳承是以蕅益大師為代表的，包括永明延壽大師、蕅益大師這一系列的，強調「緣

修」；他的思想傳承來自於第十九願：「發菩提心，修諸功德，至心發願，欲生我國。」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專修的。那麼蕅益大師認為說：「往生與否」在於你對整個生命目標

的確定，你真實的「厭離娑婆、欣求極樂」；善導大師的所觀境在「佛」，蕅益大師的所觀境

在「淨土」；他認為說「你真正很喜歡往生淨土」這是關鍵！你真實的一定要離開娑婆、一定

要求生淨土，那麼我是願意到淨土去，所以我在念佛。 

這是一個不同的思考，我為了菩提道而求生淨土，但是我是業障凡夫、我做不到，所以

我仰仗佛力的幫助，所以蕅益大師的歸依境是在「淨土」；以佛號來幫他完成往生淨土的願望。

善導大師的歸依境在「彌陀的本願」，所以這兩個歸依境一個強調「信」、一個強調「願」，當

然這個地方都有信、願，只是各有偏重、各有偏重。 

這整個修學的心地法門的建立，我們都必須透過經論的學習、古德的開示，才能夠建立

一個你修行的道路；你才知道你要怎麼去調整你的心態，去隨順於順從本願，去隨順於願離

娑婆欣求極樂，這個都不是說我們自己可以想得出來的。所以這個地方是說，你是不是能夠

專心的念佛，跟你年紀大小是沒有關係的！是看你是不是完全學習過了。 

我們看最後一段：『一歷耳根，永為道種，大士所以捨全身，求半偈也。』 

這一段就說明這個法寶的殊勝，說佛法的教理只要經歷耳根，我們短暫的聽聞一個觀念，

雖然我們不一定馬上做到，但是我們只要產生歡喜心來聽聞這個法，這個道理的種子就存在

我們的心中，在我們的未來的生命當中就產生一種向上增上的力量，永遠是一種增上的力量。 

比方說「大士」，這個地方「大士」指的是釋迦牟尼佛的前生，他過去生曾經做一個苦行

外道，他在修學的過程當中三寶並沒有現前，所以沒有人能夠引導他修學的；他只好自己冥

想、自己去摸索。他在山中冥想的時候，剛好有一個羅剎鬼從那個山洞經過，他誦了半句偈，

他說：「諸行無常是生滅法。」他講這半句偈的時候，苦行外道剛好在思惟人生的緣起，聽到

這句話就非常震撼！他說：對啊！「諸行」這個「行」就是有為的身心世界，說我們的身心

世界是無常的生滅之法；但是這個只是把眾生的現象講出來，把病相講出來，並沒開示解藥。 



那怎麼辦呢？前半段只是把這個身心世界的無常相生滅相講出來，那我應該怎麼辦去扭

轉它呢？沒有解藥！所以這個苦行外道就趕快出來，求這個羅剎鬼，說：你是不是可以把這

下面的半句偈也告訴我。羅剎鬼說：是可以啊！但是我現在肚子很餓，我把這半句偈告訴你

的時候，你用你的色身來回饋我。釋迦牟尼佛說：好！與其愚癡的活著，我倒不如把我的色

身獻給你，所以羅剎鬼就把下半偈講出來，說：「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說所謂的涅槃，就

是當你把生滅法結束的時候，寂滅就現前；這句話有很深的道理，五蘊身心是生滅的，但是

它本質又是不生滅的，這個我們後面會講到，就是當我們能夠遠離生滅的因緣的時候，其實

不生滅法自然就現前；這個就是整個寂滅的安樂。所以我們的佛陀，在因地的時候，為了求

法而捨生命，因為，為什麼呢？因為這個法是聖道的一個種子。 

『今佛法流布，賴迦葉、阿難二祖，徹底悲心，人皆視作等閒。』 

現今佛法的流布是靠初祖迦葉尊者的結集；佛滅度以後，靠迦葉尊者的五百結集，乃至

於二祖的傳承，才能夠把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法留（流流流流））））傳到現在；我們不應該把它等閒視之。 

『殊不知恒沙世界，無量劫中，妙法名字不可得而聞也。』 

因為，為什麼呢？在整個恒沙世界當中，恒沙世界是空間，無量劫是時間；我們回觀在

整個廣大的時空當中，有很多很多的天上的飛鳥、地上的眾生，乃至於海上的魚類，對於整

個大乘佛法的文字都不可以聽聞的；他們都還是處在愚癡當中，還是處在生死當中，他們根

本沒有得度的因緣；我們今天的得度，除了我們自己的善根，是要三寶的引導的；因為三寶

是一個增上緣，三寶當中最重要的是法寶，所以《華嚴經》上說：「佛寶有說法之恩」。我們

為什麼頂禮佛陀呢？因為祂說法，「法寶有開慧之恩」，法開啟我們心中的智慧；「僧寶有住持

之恩」，為什麼我們要恭敬出家眾？因為他把法一代一代的住持下來，那麼整個三歸依當中，

其實關鍵點在法寶，我們所歸依的境是法，包括涅槃、包括趨向涅槃的這整個修學的法門。 

宗大師他講到法寶的殊勝，有一個偈頌，他說：「佛非水洗眾生罪，亦非手拔有情苦，非

將己德置於餘，唯為說法令解脫。」說佛陀的出世，祂雖然有廣大的波羅蜜、廣大的功德，

但是祂不能夠用祂的大悲水來洗我們眾生的罪；「佛非水洗眾生罪」，但是「亦非手拔有情苦」

祂也不能夠用祂的手去拔除我們的痛苦，我們有痛苦，佛陀在身邊，祂也愛莫能助；那麼也

不能把祂所修的功德來送給我們，佛陀的出世也不能為我們拔苦、也不能夠為我們與苦，那

佛陀做什麼事呢？「唯為說法令解脫」，佛陀只做一件事情，說法！讓你自身覺悟。 

蕅益大師也提到這個類似的觀念，他說為什麼佛陀不能夠直接救拔我們？他說：因為我

們的痛苦，是自己捏造出來的；既從心起，還從心滅；他說你在那個地方作夢，你在那個地

方「夢裡明明有六趣」，你在那個地方作夢，我不能進入到你的夢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你

叫醒。我們身心的痛苦，是我們自己的妄想捏造出來的，所以它不真實！不真實的東西，佛

陀怎麼幫我們斷除呢？佛陀只有用各種的語言文字、讓我們去如實的觀察，讓我們自己覺悟，

然後自己消滅心中的妄想，然後恢復正常；只有這個方法，沒有其他的方法！ 

所以佛法它能開啟我們的智慧，那麼由我們自己的智慧來斷除我們心中的虛妄，那麼進

而斷除我們的煩惱跟罪業，所以這個佛法它有引導我們開啟智慧的功能，這個就是我們所歸

依的境。 

好，我們再看第二大科：前面講到佛法的重要，這以下我們講到我們應該怎麼樣建立大

乘佛法的正見，我們又應該怎麼去觀察我們的身心世界。 



乙二乙二乙二乙二、、、、示正見之修學方法示正見之修學方法示正見之修學方法示正見之修學方法（分二：丙一、總標相妄性真。丙二、別明五陰相狀。）    

這當中有兩段，第一段【總標相妄性真】，在大乘佛法當中觀察生命是分成兩部分的；一

個是有為的相狀、一個是無為的體性，那麼相狀是虛妄的，虛妄的意思不是說它不存在，而

是說它是生滅變化的；你看它昨天這個樣子、明天就改變了，那麼只要是我們眼睛可以看得

到的、耳朵可以聽得到的、身體可以觸摸的，你只要能夠見聞嗅嚐覺知、能夠感受到它存在

的東西，這個東西都是屬於生滅變化的；而這個生滅變化的體質，卻是不生不滅的。這個地

方是一個關鍵點。好，我們看這以下《楞嚴經》的經文就清楚，先看第一段，我先把它念一

遍，大家合掌。 

舉相幻化舉相幻化舉相幻化舉相幻化------------阿難阿難阿難阿難！！！！汝猶未明汝猶未明汝猶未明汝猶未明，，，，一切浮塵一切浮塵一切浮塵一切浮塵、、、、諸幻化相諸幻化相諸幻化相諸幻化相，，，，當處出生當處出生當處出生當處出生，，，，隨處滅盡隨處滅盡隨處滅盡隨處滅盡。 

先到這個地方，這一段就把我們生命的五蘊的狀態就作一個總標。佛陀招呼了阿難說，

你到現在，在修學的過程當中，你想要了脫生死，但是什麼是生死？你還搞不清楚！所以說

你應該很清楚的知道，在一切的浮塵的相狀，這個「一切」包括了我們的色受想行識，我們

這一期的五蘊身心，你可能是一個男人的五蘊身心，或者是一個女人的五蘊身心，那麼這個

身心世界它的相狀是什麼呢？是一個浮塵；就好像是飄浮在空中的灰塵，這種相狀是虛幻變

化的。為什麼呢？因為「當處出生，隨處滅盡。」 

這個「當處」這個「處」是什麼意思？蕅益大師說這個「處」，指的是現前一念心性，我

們的真如本性，我們的生命是在一念的心性隨因緣的和合而顯現，等到結束的時候，又隨因

緣的力量而消失掉。比方說，我們前生可能是一隻螞蟻，螞蟻來到三寶的因緣，起歡喜心，

跟三寶結下善緣；所以這個螞蟻的身心世界結束以後，今生出現一個人的五蘊身心，那麼因

為今生持戒的關係，來生又變成一個天上的五蘊身心，所以這個生命我們是依止「一念心性」

而因緣和合而顯現；等到業力結束了就消失掉。 

所以我們怎麼觀察這個生命？《楞嚴經》有一個觀念，就是說我們這一期生命是「來無

所從、去無所至。」你說你從什麼地方來？你說我是從前生而來，這樣不對！這個說法不對！

因為你前生的色身跟今生長得不一樣，你前生做螞蟻的時候，或做其他眾生的時候，你前生

的想法跟你今生的想法也不一樣！如果前生可以創造，你，為什麼它創造了你、跟前生會不

一樣呢？A創造了B，結果被創造的B跟A是不一樣的！這不合道理。所以我們從什麼地方來？

我們沒有從什麼地方來，那說我這個「釋淨界」時間到的時候，我死掉了，我的色身消失了；

我今生的想法感受也消失了。那麼我又跑到哪裡去呢？也是覓之了不可得！ 

所以我們的身心世界，簡單的講是沒頭沒尾，我們的生命是沒有一個頭、也沒有一個尾

巴，只就是「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只就是在整個成長過程當中，有一

個假相存在而已；你要好好的利用，它可以創造功德，你要沒有好好利用，它當下就消失掉

了，就覓之了不可得。當它消失的時候，它也不知道跑哪裡去了！所以我們的生命是沒頭沒

尾的，所以叫「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因緣和合就虛妄的出現，因緣別離它就虛妄的消失掉，

這是第一個【總說】。我們看第二段： 

剖相示性剖相示性剖相示性剖相示性---幻妄稱相幻妄稱相幻妄稱相幻妄稱相，，，，其性真為其性真為其性真為其性真為，，，，妙覺明體妙覺明體妙覺明體妙覺明體。。。。 

在整個虛妄的身心世界當中，你還不能完全否定它的存在；我這個身心世界是無頭無尾，

生滅變化的；那我就甘脆不要了，不可以的！因為它的體性是一個妙覺明體，是一個真如本

性，無量無邊的珍寶就在你生滅變化的身心世界裡面蘊藏；等待你去開發。所以我們常說借

假修真，古人說是就路還家，在生滅的因緣當中，蘊藏著一個妙覺明體的功德在裡面。 



徧歷諸法徧歷諸法徧歷諸法徧歷諸法---如是乃至五陰如是乃至五陰如是乃至五陰如是乃至五陰、、、、六入六入六入六入，，，，從十二處至十八界從十二處至十八界從十二處至十八界從十二處至十八界； 

這整個身心世界包括五蘊、包括六入，這個六入就是六根，十二處就是六根六塵，開出

來十二處；十八界就是六根六塵六識，總而言之，就是我們當下的一個身心世界。 

因緣和合因緣和合因緣和合因緣和合，，，，虛妄有生虛妄有生虛妄有生虛妄有生，，，，因緣別離因緣別離因緣別離因緣別離，，，，虛妄名滅虛妄名滅虛妄名滅虛妄名滅。。。。    

它都是假借因緣業力的和合、而虛妄的出現，等到因緣消失的時候，它也就虛妄的消失

掉；這個是講相狀。這以下講體性： 

殊不能知殊不能知殊不能知殊不能知，，，，生滅去來生滅去來生滅去來生滅去來，，，，本如來藏本如來藏本如來藏本如來藏，，，，常住常住常住常住，，，，妙明妙明妙明妙明    不動不動不動不動，，，，周圓周圓周圓周圓，，，，妙真如性妙真如性妙真如性妙真如性。。。。 

但是在整個生滅去來的假相當中，它的本性是如來藏的真如本性，它具足四種功德，身

為一個眾生本具諸佛所證的真如本性，它是常住的；蕅益大師解釋「什麼叫常住呢？」它沒

有去跟來的差別，『妙明』它沒有迷悟的差別，真如本性它沒有迷、也沒有悟。 

『不動周圓，妙真如性。』不動，它沒有生滅的差別，『周圓』它是周遍法界的，我們眾

生本具的真如本性。『常住、妙明、不動、周圓』這四種功德的妙真如性，所以作一個總結： 

真本無妄真本無妄真本無妄真本無妄------------性真常中求於去來性真常中求於去來性真常中求於去來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迷悟迷悟迷悟死生死生死生死生了無所得了無所得了無所得了無所得。。。。    

所以在真實常住的一念心性當中，我們去找它的去來，迷悟生死是覓之了不可得，所以當

我們回歸到真如本性的時候，是沒有所謂的生死的問題！好，那麼這樣子講，我們來看生命

體，就從兩方面來看：我們看左邊這個講表： 

 

「眾生心性」..................................不生不滅 

 

      識陰、行陰、想陰、受陰、色陰「五陰身心」.....生滅變化 

 

中間這個圓圈是我們眾生本具的一念心性，我們習慣性稱它為「本來面目」；就是我們整

個生命、我們把它觀察過去的時候，你從什麼地方來？你一直觀…，觀到我們生命的原點，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的一個清淨本然、周徧法界的不生不滅的本性；但是我們一念心性妄動以

後，就產生了業力，就產生了識蘊、行蘊、想蘊、受蘊、色蘊，五蘊它生起的時候，「生從識

起」，生的時候是從微細的「識蘊」開始、滅從色除，在破壞五蘊的時候，先破壞色蘊，是從

外面破壞進來。那麼也就是說，我們在看生命的時候，一個是整體的生命、一個是各別的生

命，《楞嚴經》講出一個譬喻說，就像大海，這個大海就表示我們一個不生不滅的整體生命；

那麼大海由這個業力的風一吹的時候，產生一個泡沫；這個水泡就是你現在的生命，你各別

的生命，那麼這個生命它出現以後，產生一個水泡，沒多久、它遲早又會回到大海，但是它

又出現另外一個水泡，出現一個水泡以後，它又回歸到大海。所以我們生命體是一個生滅跟

不生滅的結合體，你說我們生命是不生滅也對！你說它是生滅也對！從我們個體的生命角度

生命是變化的；從我們的本來面目來說，它是沒有所謂的生滅。 

那麼這個地方，就是問題在哪裡？問題是我們的心，我們一直住在這個生滅的五蘊身心

世界，我們一路走來被我們的色法、被我們的感受、被我們的想法一再的干擾！所以我們被

五蘊弄得團團轉，所以我們沒辦法回到我們的真如本性，我們就不能夠去遠離對五蘊的愛取，

也就不能夠遠離三界的生死。我們剛開始這個修行的過程當中，第一件事情，我們講空假中

三觀，第一個是修空觀，把心帶回家，回到你的清淨本性；這個是第一點。 



在智者大師的懺悔法門當中，他說：你一個人要把罪懺清淨，你一定要站在真如本性的

角度來懺罪。我們懺罪的心態，要站在一個「何期自性、本自清淨」的角度來懺罪，就是我

們本來就沒有罪，我們只就是一念的迷情，而虛妄的出現很多的業力；但是我們的本性是清

淨的，不受染污！所以懺悔是站在一個清淨本性的角度來懺悔，你才可以徹底的把罪懺清淨；

否則你永遠懺不清淨。在大乘佛法的修學，很多人犯了一個非常嚴重的毛病，老是認為他業

障深重；他的心住在這個業障裡面，心有所住，你一直認為你業障深重，只有一個結果，你

果然業障深重！所以我們往生與否？其實都是你自己想出來的。一切業障海，皆由妄想生。

我們把五蘊身心無限的擴大，其實五蘊身心並不可怕，它只就是一個因緣和合虛妄有生的假

相，問題是我們太過執著它，使令它對我們的干擾變成擴大；我們永遠找不到我們回去的家！

所以構成一個惡性循環，這一個五蘊以後、又創造另外一個五蘊，因為我們前面的顛倒、又

起惑造業、又創造另外一個五蘊，因為我們沒有看到五蘊的本質，所以不能脫離五蘊的繫縳。 

所以不管從斷惡的角度，從修善的角度，你看…；黃念祖老居士他講到一個觀念，在《無

量壽經》的講義，他說：臨終十念的往生不容易！在臨命終的時候，內憂外患；外在環境的

干擾、內心煩惱的活動，為什麼能夠有些人十念往生？有些人十念不往生呢？黃念祖老居士

說：關鍵點，這個往生的人要有般若波羅蜜的智慧觀照，不隨妄轉，正念真如，不隨妄轉；

所以我們一個人，一般人沒有經過佛法訓練的人，我們的心住在哪裡？那肯定住在五蘊，最

差的人住在色蘊，一天到晚就注意自己的色身，我是不是變老了？我是不是變得很病痛？結

果整天都被色蘊帶著走。 

你管色蘊幹什麼！它是老病死的一個臭皮囊，所以最低程度的人是住在色蘊，好一點的

人開始注意精神狀態，注意受、想；很多人很注意自己的感受，整天就注意他的感受，誒，

你跟我講這句話、我感受不好哦！所以我們老是住在感受，那你就沒辦法解脫了嘛！你再怎

麼拜佛也沒有用，問題是你被這個受蘊，你對它有所住，它就對你產生一定的控制；我們講

感應道交，你注意受、你就跟它感應嘛！它本來沒有繫縛你的能力，是你自己去招惹它的。

我們要知道，「色不迷人、人自迷。」五蘊本身對我們、本來它沒有主動干擾的意思，是因為

我們執著它，然後它才干擾你！下等人住在色蘊、中等人住在受、想，有禪定的人是注意在

行蘊跟識蘊，這個是很微細的。一般我們作不到，因為行跟識是很微細的活動，只有禪定的

人才感覺得出來，才看到那個念頭的遷流。 

那麼整個《楞嚴經》就是在破除五蘊的執著，因為五蘊它的一個生滅的現象，使令我們

產生了顛倒，而在那個地方產生一個、捏造一個自我，使令我們這個輪迴的根源一再的重複，

所以首先我們在修學的過程當中，你要知道你的問題在哪裡？就是我們對五蘊的過度執著！

但是五蘊本身沒有錯，是我們內心的執取，就是消滅對五蘊的執取，把我們的心儘量回歸到

清淨的本性，在哪個地方安住；這是一個基本的思考模式。那麼詳細的情況，我們第二堂課

再來作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