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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利用《金剛經》來修行(23-1) 
       --第二十品 離色離相分                       釋善祥 阿闍黎  主講 

                                          (2009.03.15 講於 法爾禪修中心) 

 

四、金剛經經文解釋 

第二十品 離色離相分 

   (一)前言 

 

 本(20)分如來再闡述，菩薩不能執一切相之道理，一切有為善行無執、無取，

一切福德相不應執取，若以三千大千世界等七寶行布施，其功德亦不執取，所以

有形無形均不執著。而一切無形功德相，是以世尊福德最圓滿，十二功德相為：(1)

真如，真者真實，如者如常。諸法之體性真實如常。(2)法界，界者所依之義。真

如為諸法之所依。(3)法性，是為諸法之體性。(4)不虛妄性，法性真實而離虛妄。

(5)不變異性，法體不變不改。(6)平等性，離諸法之差別相，平等不二。(7)離生性，

離生滅。(8)法定，法性常住。(9)法住，住於真如之法位。(1)實際，極真如之實理，

至於窮極之際。(11)虛空界，理體周遍。(12)不思議界，理體絕思慮言議，不可思

議。 

 

 看第二十分講義，現在講前言，上一次講到第一段。第二段在講這一品（二

十分），如來再闡述，菩薩不能執一切相之道理。你要學菩薩法就是未來要成佛，

那成佛的神通變化越來越大，所以你不能執取一切相，你執取一切相就心不淨，

不淨也等於是說不會再像如來一樣的走到最後的入大般涅槃。這是相對的，你執

取有相，你就沒有辦法知道的更多；你什麼都不執著，那你這個心就越清淨，你

所看到的虛空裡的世界就越多，甚至於看到眾生的因緣果報，沒有時間的限制。

像如來不管時間多久遠，過去也好、未來也好，祂都有能力觀到眾生的一切因緣

果報。 

 

 菩薩為什麼不能執一切相？連一個相都不能執著，你一執著就心不淨，心不

淨你就能力受限制，這是相對的。你講因果也是這樣去思惟，就這麼回事情！所

以這裡面的教法，有時候從有相去跟你開導，有時候從無相進去，但又怕你執著

一切都無相，所以兩邊一直在跟你說明這個道理。總之就是能夠看，但不要執著

最好。那不執著的能力越強，你看的就越多、越廣，智慧就越來越大。每個人在

思惟上、行為上、或者是所作所為上，也離不開這些現象。 

 

 所以沒有境界就不知道怎麼修行，有境界來就在考你，到底你是不執著一切

相到哪一個時候？所以不是我在被考，你們也在被考。但是有的人還迷迷糊糊，

就想自己生活、想自己的人事物之間的關係，都不會想如何不執著一切相，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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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也是在考驗。 

 

 最近有的人執著：「哎喲！這個老師身體不好，來幫他作法會！」然後幾個

人就在那裡不曉得搞什麼，心中心法啊…，這也是一種執著！那有的人就心裡也

許不平衡，借這個機會就發作、發作。所以生活上的每一個細節，你好好去檢討

其實都是在考驗。像我身體不舒服也是一種考驗，這種新的考驗，過去有經歷的

事情你都會處理，再來一個新的，看你能不能去處理？能不能去面對？你越執著

它就越真，你越不執著也是這樣而已，也是過了好幾個禮拜！當然病還是要看，

但是你知道了原因以後就好了。那原因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你如果能夠觀這

些的話，有時候魔境就是佛境，佛境也是魔境，兩邊很難劃分。你執著變魔境，

你不執著是佛境。當然講這些比較不好，但是我跟你講就是這樣子，很現實的事

情。 

 

 你們自己本身要安的住心，才能夠所謂不執著一切相，這是很難啊！每個人

的智慧都不是一樣，但是我跟你講，你要聽《金剛經》就是在講這個道理。哪時

候再發生，你自己不覺得，然後自己還在執著一切相。你自己本身的個性、習氣、

毛病，也是一種執著，你不能夠警覺，迴光返照，那當然就是執著。菩薩就是說，

祂做了什麼善事，遇到什麼境界，不要執著！那何況是我們一般人在修行，你還

是離不開本身周圍之間的人事物，或者道場之間的人事物的雞毛蒜皮事情。有時

候你們雞毛蒜皮的事情就當好大、好大、好大，這個就是你沒有做到不能執著一

切相。你說這個好像在講菩薩，不是在講我。你聽《金剛經》其實也就是等於在

學菩薩法，每個人都有份，不是說哪一個人，或者是這些《金剛經》裡面的這些

菩薩才要做，我們都不必做，我們是來聽的而已，不是啊！你要去做！ 

 

 「一切有為善行無執、無取」，那不執著一切相是什麼呢？一切有為善行，

不執著、不執取。菩薩為自己沒有什麼意思，如果你為自己你就不是菩薩，也不

是真的菩薩。所以你做了很多善行，你不能去執著它。上面這一品所講的是，三

千大千世界那麼多的七寶去供養，那當然功德很大，但你不能執取、不能執著。 

 

 「一切福德相不應執取」，大家都喜歡執著一個福報，我所作所為希望以後

會好一點，不然下一世也可以好一點，都是潛意識裡面有這種概念。所以你真的

是說哎呀隨緣做，做完了就忘記，那這樣不要講說福德沒有福德性，你就是說不

再去探討，連福德性不福德性，都不要去講，也不會去罣礙，這是最好的，水到

渠成，自然就有這種不執著一切善法的能力。 

 

 「若以三千大千世界等七寶行布施，其功德亦不執取，所以有形無形均不執

著。」福德性是一種無形的因果的動力，你要執著也執著不來，因為它隨緣發作，

不是說你執著馬上就發了，因緣成熟你的福報自然就現。你不執著是最好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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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金剛經》就在告訴你說：菩薩不應該執著一切功德。在後面有一品，今天你

誦到了，什麼叫做菩薩不應該執著一切福德？因為世尊說菩薩不應該貪著一切福

德，叫你不要貪啊！你一說我做了什麼，要有所報應，那你已經犯了貪心了！那

貪心是不是毛病？也是一種毛病啊！只是一種形狀不一樣的毛病，所以有形無形

都不能執著。 

 

 「而一切無形功德相，是以世尊福德最圓滿。」世尊已經做了總別二十二種

圓滿功德相，在《解深密經》裡面有講，所以祂福跟德是最圓滿的。那每一種福

德也是顯現出祂的一種修行的境界。化成修行的境界就等於是一種無形的東西，

然後無形又化成有形的能力，所以這兩個無形跟有形是很難分別的。比如說「空」，

空是什麼？空是沒有嘛，那沒有顯現在哪裡呢？顯現你在對事情有沒有執著？你

沒有執著就是空。這個道理聽起來好像跟我沒關係，其實你仔細思惟這些，把它

轉移到你自己個人的生活習慣、個人的言行、個人的心裡面所起的一種念頭，都

離不開這些有為、無為相。 

 

 有時候你說哎呀這個看到一些事、聽到一些事，你覺得我講一講沒有關係，

講一講沒有關係就犯了這個執著。而且你不是做好事，你是做壞事，這邊講講、

那邊講講，覺得好像是我在閒談，你不知道你就是在造業！你要談，談佛法；你

要談，談修行。你不要談東家長、西家長，或者是道場哪一個人做什麼事、哪一

件雞毛蒜皮什麼事情。這不好的，你也自己不警覺，所以修行怎麼修得好呢？要

言談，你多讚美別人！ 

 

  有一些人他如果是負責公家的責任，以我的概念我比較喜歡他自修。為什麼？

自修比你對公家把事情管好還要重要。因為你自己修得成阿羅漢的話，這功德無

量。你把這個道場大大小小管的大家像軍隊一樣，每個人都是非常的規矩，那有

什麼用呢？對你來講沒有用！所以有些人說：「老師！你都要罵我！」我是愛之

深，責之切！有些人根本懶得罵他，所以你給我罵，那應該很高興，你不要這麼

抱著很委屈：「老師都不罵別人都罵我，天天都是罵我！」緣深，然後老婆心切！

如果你說哎呀這個緣比較淺薄的，然後對道場是我來聽課，但是沒有很大的付出。

所謂付出就是盡心盡力，然後沒有時間性，就是投入。這種呢我們都是會特別照

顧，照顧的方式是怎麼樣？就是罵嘛！所以你不要覺得被罵好像很委屈，都不罵

別人，都罵我！看得起才罵你！所以你要反省。 

 

 當你被罵的時候，你要迴光返照，我有沒有心不平？我有沒有怎麼樣？就是

沒有事情罵你，你也要反觀：欸！我怎麼還有這個瞋心啊？我怎麼委屈啊？我還

有怎麼樣啊…？這就是最好的修行啊！像最近這三四個禮拜的，我講是魔考，魔

考就是佛考，一樣的道理。你對身體執著多大？有一次這個心臟在發作的時候，

我就看著它：「我不理你了，你要怎麼樣看著辦！」之後也是沒事啊！因為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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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了！為什麼說一回生兩回熟，第一次碰到境界也好，碰到你身體的變化也好，

或碰到身體的病也好，你不知道就會驚慌。所以第一次心臟怎麼衰弱，怎麼又停

了，然後手發冷，血壓飆高了，怎麼樣都來了。我在想要去急診，不去不行，我

還是想跟你們在一起！如果不想跟你們在一起，繼續下去的話就躺在那裡再見了，

不是很好？結果醫生一看，沒有啊！心電圖一弄也好好的啊！碰到醫生就好了！

這就是魔考！有這一次經驗以後，第二次再來，哎呀你這個…玩一次可以，玩兩

次就不行！你們修行也要這樣，而且你們修行都是雞毛蒜皮的事情，都是這個東

家一點、西家一點，這個人什麼小毛病、那個人什麼小事情這麼攪來攪去，這個

很不好！ 

 

 我們這一邊（男眾）的好像都是沒事，每個人就像啞巴一樣；這一邊（女眾）

的呢，亂七八糟的這個事情很多。為什麼會不一樣？昨天有人說：「差了五百世

啊！」真的差五百世？！有的人說上一世做男生，甘願來做女生的，講的也是蠻

有道理的。我說如果這樣的話，你的德行應該很好，是女中的模範。男生女生是

無所謂，看你的德行。你的德行如果非常美麗的話、標準，那就跟觀世音菩薩一

樣現女相，祂也是一樣。在宋朝以前的觀世音菩薩是男相，宋朝以後才出現女相。

末法時期眾生心地越來越不好，所以現女相比較好講話嗎？還是比較會有一點注

意力我不知道？都是現女相。真正觀世音菩薩在以前古代是都現男相，那時候才

有現女相，那這是需要啦。 

 

 菩薩跟佛本來就這樣啊，等流變化。「等」就跟六道裡面哪一道相等的，等

流變化，祂變化跟你同類，才可以度你啊。所以諸佛菩薩常常做這種事情，祂要

度人，祂就化一個人，然後混在人中度眾生；祂要度地獄眾生，祂就化一個人墮

到地獄去，然後跟那些人在一起的時候碰到他心有痛啦，或執著身體的病痛，祂

也跟他開導開導講佛法。所以在六道中呢，祂隨時都在應化，如來就是這樣子。

你聽《解深密經》的話，有這等流一種變化。 

 

 一切無形的功德相就是變成一種因果報應的一種種子的名詞，變成福德性，

這福德性未來哪一個因緣成熟它就開始發芽、開始受報。所以你過去如果修得不

錯，今生不愁飯吃。你做什麼功德，你還沒有宿命通都會搞不懂，但是你今生總

是要吃飯，你不必愁錢、不用煩惱。也就是說，你上一世所修的功德，變成一種

因緣果報的因，無形中就現在你的...，有的人就覺得，欸，他這個腦筋不好啊，個

性比較敦厚，但是錢這邊來、那邊來，都不必愁今生要吃、要穿的什麼，很富有

當然不可能，但是最基本可以滿足你的生活。我們修行人就希望這樣子，不必要

說有很大的錢，暴發戶幾千億、幾十億、幾什麼…。但是你要生活、要過日子，

過得去，那這樣就很好了！所以不因為你說不執著功德，功德就沒有了，不會！

只是世尊告訴我們說：菩薩不應該執著這個功德，因為你一執著，貪瞋癡的貪又

犯了，這根本的貪又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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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講了世尊最圓滿的福德性，你有聽《解深密經》，這個都講過了，把

這名相再列出來，十二種功德相。不能再講這個了，講這個就重複了，但我還是

把它列出來一下，稍微講一下。 

 

    十二功德相為: 

 (1)真如，真者真實，如者如常。諸法之體性真實如常。 

 

 第一個「真如」，「真如」的「真」是真實的，「如」者如常，如常是永遠

不變的，如果有變就叫無常。真正如其本來的樣子，諸法的體性是這個樣子。一

切法有法性，比如說眼睛看了物像、耳朵聽的是聲音、鼻子聞的是香臭味、舌頭

舔的是酸甜苦辣、身體接觸軟硬堅實等等法塵境，就是我們根本的法性所現的，

心起念是「意根」它所現的一個相，那這些相呢，都是依真如如實的去發生一切

法，產生的一切法就是法性。 

 

 你修菩薩道為什麼不能執著一切法？這裡雖然講善行，因為菩薩只會做善事

不會去做壞事，連善行也要忘記不執著，那就是般若的智慧。你起了什麼法，就

像你心裡面對一件事情能夠解脫出來，你也不必高興，你要面對這裡面的事情，

就像我剛剛講的身體的生病，你跟它調理了半天，或者怎麼樣，不執著它有沒有，

那就是你心裡面的涅槃境界。 

 

 涅槃境界不必要死才去證明，你當下很多事情都可以。你對一件事情，你心

不動就是涅槃了。有這個能力，不執著。你們這個比較不用智慧反觀自己行為思

想的，你就是沒有涅槃的境界。如果有了，這些事情發生，而且都是雞毛蒜皮的

小事情，你自己都能夠不在意，不在意就是涅槃了！你要求什麼涅槃？這就是修

行啦，很好的修行啦！但是我知道你們很多人都不會用，聽了那麼久都不會用！

你從小事開始去克服啊，你不要像我去面對魔障。很多好心的同學，他以為我真

的要死掉了，真的死掉你大概做也沒有用，我跟你講沒事、沒事、沒事，你們又

很著急，著急也是一種動了情見，這感情作用，這個就是沒有涅槃的境界。 

 

 你要說：「哎呀！他如果該死，那當然我做也沒有用；如果不該死，我做了是

多餘的，所以做跟不做都一樣！」那就很自在了！這能不能去學涅槃的境界？每

一件事都可以！你就是不這樣去思惟，然後就一廂情願的這麼去──我想要做什

麼、我想要幫忙什麼…。當然這種生病的事情，找醫生第一個是對的嘛，第二個

是心裡面自己面對病的心態。當然病都可以學習到治療，我現在也知道說怎麼去

調理它。 

 

 你們各位如果說身體保持得很好，最後死的都是心臟這裡，因為心臟停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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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心臟怎麼去保養它？這個經絡這一條心經要通，所以一定要按摩讓它通。

那我是因為不知道說這裡被塞住了，他們在按摩，哇！一抓就痛、一抓就痛，抓

了三次打通以後，欸，那種問題就等於不是問題，等於是雞毛蒜皮的一種局部的

不舒服而已。你不理它也沒事了，要理它就吃吃藥，也可以控制。所以大小事情

都可以學習涅槃的心。 

 

如果你還碰不到這種魔境的話，這兩三個禮拜的魔境很多，我跟你講經驗，

你也要記起來。突然間早上起來，這個耳朵裡面會唱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跑進

去耳朵裡面，後來我就起來，就跟我在唸阿彌陀佛或唸咒一樣的，我就那個佛頂

尊勝陀羅尼，兩個耳機塞住，就開始聽啊，它受不了就往下鑽，我就觀這個身體

像佛一樣，它就"蹦"的一下，這是錯覺，真假都不能當真，兩三隻小的東西"蹦"就

跳出去。你要講真的，像講故事一樣給你們聽一聽；你要講假的，這個是你自己

胡思亂想。 

 

 我要講的意思就是說，碰到障礙你沒辦法的時候你可以用〈佛頂尊勝陀羅尼〉。

那個真的障礙，因為最近的因緣都是處理這些外來的網路的文章，都是去得罪了

這些小人，所以就示現這些很多的魔境。它都用罵的、罵髒話。我們在講經它也

在聽啊，每一堂課上完它們都會評論啊，哎呀這個我們差太遠了、我們怎麼樣…，

講那些有的沒有的。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是正法，能夠講出什麼東西呢？真正正法

的道場都講佛法，不會去搞一些亂七八糟的。這些都是不正的，不正的人家說不

對，他又不甘願，這些護法神就亂七八糟找上門來。 

 

 所以〈佛頂尊勝陀羅尼〉要好好準備一下，好好唸好！你不必唸也可以，就

兩個耳朵耳機塞住再打坐，就發揮功用。如果造成你身體的困擾不能工作，你可

以用穢跡金剛咒，就是你這個人不聽話又不想降服，那就用穢跡金剛咒。當然你

也不必說好像怒沖沖的這麼用這個法來逼它，你還是要慈悲一點，那是誦這個咒，

結了手印，唸幾次以後每個都跑光光！它們也可憐啊，所以有時候你們跟我講，

你有什麼毛病啊，手痛、腳痛什麼…，我說這小毛病沒關係，那種不必用到什麼

法。但是這種魔障，有時候你說沒事，沒事又老是在那裡搗蛋、不耐煩，所以要

調伏。 

 

 第一個真如就是你修到什麼境界，如果你還是凡夫的境界，它就現雞毛蒜皮

的這些煩惱，東家長、西家長這些煩惱，哪一個對、哪一個不對，在攪和這些，

這是你邪真如的發作。真如養成一種邪的，真正的真如它是正的，正的是如其發

揮那個可以看到千世界、萬世界、千萬世界，那個你還沒到那裡。那你的心裡面

就是真如發生什麼，都是人事物之間的這種亂七八糟的小事情。小事情也可以修

行啊，因為你第一關就在修這個嘛，人事物之間的雞毛蒜皮事情，你怎麼安住這

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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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講這一句話說：「某某人怎麼樣。」你就：「哦！嗯！怎麼樣！…」等

一下就忘記了！你不是啊，你聽到「某某人怎麼樣」哦！趕快就再轉過去，轉第

二個、轉第三個，不然就去跟當家報告一下！所以這個是不是修行？可以反省到

你們有沒有修行，你們都不作修行！天天在講這個對、那個不對！修心講得很簡

單，大家都不知道要怎麼修！所以如果道場有事的話，就是那幾個人在亂。當然

希望稍微換人一下，不要每個時候都是...欸！怎麼又是我？！那你就沒有進步。應

該是這次我被提醒了，那我是修得不好，我要懺悔！我要趕快認真用功！以後不

要再攪和了！下一次再發生──好像還好，沒有再提到我，那你就進步了，表示

你心有涅槃的境界。 

 

 真如是發揮你的行為、你的語言、你的動作，但是如果邪的話就是煩惱，就

是你要修的。那好的呢？比如說你可以聽到什麼、可以看到什麼、可以看到外太

空世界什麼，這是好的真如性反應，你也要不執著。 

 

 諸法實性從真如誘發起的，那發起有正邪，正的是本來具足的，諸佛也是一

樣的，那我們就沒有？我們也有啊，但是我們加了一個邪真如。邪真如是養成的

習氣，養成你對種種事情的執著，這些是我們要斷的。為什麼真如變成一種邪呢？

其實講起來就是因為你累劫所產生的習氣，變成它遇緣就發了，那真如性不是這

樣嗎？遇緣就發。你修到哪一個能力的話，你自性就發起那個能力。但是修到菩

薩境界的人，他不執著這些。你的妄想習氣的邪真如所現的一切法，你更要斷掉，

不是不執著了，是要斷掉！ 

 

 (2)法界，界者所依之義。真如為諸法之所依。 

 「法界，界者所依之義。真如為諸法之所依。」界（dhātu），所依的義，就

是真如所現諸法它所依的。那法性是發起一切法的根本，所發起來的法，就是法

界裡面的事情、現象，所以個人有個人的法界，離不開世間一切相，一個團體、

一個國家、一個地球，甚至於銀河系。昨天有人傳了一個什麼台大教授寫了一篇

很偉大的文章，他說我們地球有一百三十幾億年，他覺得現在科學已經發展到這

樣，終於證明地球的壽命好像一百幾十億年。他結語在講無知，懂得越多就越謙

卑。但是他不知道，他也是無知啊！因為他把地球看成是一百多億年，一千多億

年都嫌少了，一百多億年算什麼呢？ 

 

 你如果喜歡抬槓的話寫一篇文章，我們釋迦牟尼佛講這個地球娑婆世界已經

出現了多少佛？一千零四個，那一個平均五億多年，你給它算一算，有多少億？

這一千乘五嘛，就五千億年了，未來還有1996個佛要出現，每一個佛平均有五億

七千多萬年再出現一次的話，那多少？結果你說：哦！我們現在科學很偉大，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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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發現地球的壽命有一百多億年！因為以前才認為說五十億年還是多少年而已。 

 

 他舉例說：像這個房子，一個小孩子在這裡東摸摸、西摸摸，他在這裡玩玩

玩，每一個東西都玩熟了，他認為原來這個世界就是這麼大！結果有一天突然到

那個窗戶，那窗戶裡面，啊！那邊還有一個房子，爬過去說，欸！這裡還有一間，

原來我所知的世界不是只有這樣子！如果再往外的話，一間接一間，才知道我們

人的智慧是很渺小！其實他寫那一篇智慧就很渺小！但是你用釋迦牟尼佛神通所

發表的這個概念，你去跟他講，他一定跟你抬槓──你沒有根據！ 

 

 那我們是很相信佛經的，你相信佛的神通力的話，你一定說佛講的你都相信。

像我，祂講什麼我都相信。因為你知道說，我們的真如性所發起的一切法界的現

象、能力，你一定有某一些體會你才會相信，一點點小能力就知道超越世界宇宙

的這些事情，何況是我們還不知道的，何況人家都是大菩薩，人家都是佛、如來

了，那祂更知見廣博！ 

 

 (3)法性，是為諸法之體性。 

 

 那法性，我們在講「離言法性」，法性是現起一切法之體，那你不要用嘴巴

去講，不要用語言文字去敘述，如果你有這個能力的話，你就是解脫了。上面所

講的，不執取一切相就是這麼做。你禮拜三有在聽的「離言法性」，離開語言文

字來說明法性，法性不必要你去跟它說明，法性所現的法相，也不必你去說明，

你一說明就執著，菩薩就在學習這種能力。 

 

 一件事不必講、不必去說。如果你是菩薩要人家好、要度他才說。菩薩為什

麼難就是在這裡！自修容易，做阿羅漢很簡單，不管你怎麼樣，要生要死隨便你，

反正我心很自在。那菩薩就是不行，你要行菩薩道，你看這個人善根不錯，就是

某些死角，你就是要罵、要打都來，當然這是小菩薩；大菩薩不必，祂有神通嘛，

祂甚至可以變一些事情、變一些真的實物來跟你修理，修理了半天你就乖乖的上

路了！ 

 

 所以大菩薩度人沒有什麼困難，偉大的還是小菩薩，為什麼？小菩薩度這些

小人物，很辛苦的這麼度，他還是樂此不彼，這種菩薩不應該讚嘆嗎？你只會讚

嘆大菩薩，看祂的神通廣大，哦！這個好！小菩薩是只有一斤的力量要去做好幾

斤的工作，這種人想一想應該是更要讚歎，所以隨喜讚嘆啊！我講到法性，一切

諸法的體性，體性是什麼？是空。因緣就起一切法，所以不管是被動因緣，還是

你主動的習氣毛病發起的，都是這一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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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不虛妄性，法性真實而離虛妄。 

 

 法性真實是空，這是真實的。因緣所起的法都是虛妄，那法性空是真實，所

以這兩個東西你要跟它分別好。為什麼法性空是真實呢？因為它可以應緣產生一

切法，而且它永遠不滅。空性永遠不滅，空性沒有因緣來它不見，然後因緣來了，

它又現起來，產生法性、產生法相，這個永遠都是這個樣子。 

 

 那為什麼叫做「不虛妄性」？因為它是永遠在。因緣來了起法性，然後起法

相。比如說：我的見性是因為有東西在我前面，所以我用「見性」看，聲音來的

時候，我的「聞性」聽到了，如果聲音不來，我的聞性在哪裡？沒有，在空中，

然後有因緣才會現自性。那哪一類自性？六根六塵六識都是自性，現起來就產生

法性，法性就有法相，有法相你用什麼心態對待它？用「離言法性」，不必去講。

看是看了、聽是聽了，不必講！ 

 

 如果是為了讓別人知道，那你就講，講完了當我沒有講，不要講完了就很執

著，要講就坦蕩蕩的講。當然坦蕩蕩的講有時候罵人、講不好聽的話，講完就完

了，完了就忘記了，然後不會再在意未來的果報是怎麼樣。未來的果報，我說不

要在意，他怪你，你就照單全收就好了。所以順的、逆的你都能自在，這在學習

解脫就是這樣子！  

 

 (5)不變異性，法體不變不改。 

 

 「不變異性」，體性空是不變異的，會變異的是因緣感召空性所產生的法性、

產生的法相，這是真如性所現的一切法。本身空體是不變異的，那會變異的是因

緣所感召的這些法，它是會變異。因為它是在講真如藏性，所以都是在講空的這

一面，所以這幾個名詞都是加一個"不"，那你沒有加"不"的話，就是一般的世間相。 

 

 (6)平等性，離諸法之差別相，平等不二。 

 

 「平等性」，好了，現在回到，你修菩薩道的人、修佛法的人，對一切法要

有平等性。最平等性就是空嘛，那由空產生的種種因緣就擺在那麼多的事情，那

麼多的事情大略分兩類：當然是對錯、順逆、合理不合理等等的這些我們世間人

的二分法。你學佛法就不要有二分法，不要說這個好人、這個不好人。常常講不

好的話，常常是講負面的話。你說：「這個不好！」、「這個人有問題！」這樣

也不行。因為他還不知道怎麼修行，他程度的關係，你也不能因為這樣，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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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人不好，叫大家排斥他。你排斥他，你就是有問題，這就沒有平等。如果你

說每個人都好，那真的是你要有很多涅槃的心在裡面，不然這個一般人看明明就

不好，你說他好？ 

 

 如果你很用心修行、很用功，或者對道場很付出的在護持，那當然是很好。

但是如果我講了你，我就是要你好的，我不是為了什麼打擊你啊！我打擊你有什

麼好處？打擊你，你如果還心不淨，還要反彈回來，有時候還三更半夜想我、氣

我，害我睡不著覺！那我犯不著呢！所以你們有負責直接行政責任的，你要抱著

這種心去做！沒有敵人！你在修行！如果你碰到這個很難去溝通的話，你再更大

的愛心、更大的關心，他反而心會柔軟、會進步，你也不會造成困擾。 

 

 菩薩跟一般世間法的長官在管事情不一樣，他是用威權式的，我在上嘛，我

有這個職位，所以我來管你，好像是理所當然。不是這樣，你要抱著慈悲的心，

然後講他、罵他都可以，但是罵完了要更愛他、更鼓勵他、更要噓寒問暖他！哪

一個人不心服口服呢？所以一個菩薩道的人，你做事要做，你又要人家不會怨嘆、

不會反彈，是在於你怎麼做，都可以做得圓滿。 

 

 所以要跳出世間的這種一般人的生活習慣的思想跟言談，都不好！什麼事情

把它平等化，你看順逆、善惡、合理不合理等等都看平等了，好人壞人都看平等，

你哪裡有什麼那個呢，雖然當下沒有平等，你心要平等。他做這件事情不符合規

定，不符合規定，你心平氣和，也是平等觀啊。然後該講的時候就講，講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講？都是理直氣壯地說這個不對！那個不對、那個不對？ 

 

 有時候我說魔境就是考驗，剛開始你不知道，被耍的好像真的一樣，等到後

來：欸！這個不是在考我嗎？等到你腦筋清楚一點的時候：「隨便你啦！」隨便

你，祂反而說：那我要搞什麼撇步(台語:招數的意思)。所以有時候佛菩薩在考你

的時候，你如果迷迷糊糊的時候，比如說起了瞋心、起了怨恨心，然後怪這個、

怪那個，一直怪下去的話，他玩的很好玩，就一直怪下去！那如果你心馬上說：

「欸！我為什麼會這樣？我最近比較離譜喔，我為什麼這件事情看不開呢？人家

講我就聽進去呢，不行！這是考試啊！」你馬上愣住的話，欸，下一個考題就進

不來了！為什麼？被你戳破了！所以菩薩有時候會江郎才盡，這個題目被考完了，

被人家已經洞破這個題目，玩不起來。你要修到這樣子！不然你就每天在那被考

得霧煞煞。真的是障礙嗎？不是障礙，有時候護法神在考你啊！因為你不長進，

所以天天就考那個，東家長、西家長，考來考去都是那幾樣，這樣你的程度都太

差了，知道嗎？看能不能進步？！ 

 

 以後這個人又講這個話，這個人又怎麼樣，我常常現起這個念頭──哪個人

在哪一個時間點講了什麼話，好在過幾秒鐘，我就忘記了。如果──「這個人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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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這麼大膽說這個話，打電話問看看！」你就中計了！修行起心動念都是過錯呢！

如果一個影像、一個念頭，你就當真，那怎麼修行？你要大慈悲心，哦！他講這

個話也沒有好壞，剛剛講平等性，也沒有說對錯；或者心念，看完就好了，過一

陣子就忘記了，欸那個念頭是什麼？忘記了！現在只知道事情，有事情，它在哪

裡，比如說在開會講什麼話，忘記了！如果不忘記的話，你這個執著性還很強，

知道嗎？你如果是他講這個話，然後把它當真，然後就很氣他，沒有慈悲心，等

於是障礙你的智慧，智慧就是般若的智慧。 

 

 一個人一進入私情的情見的時候，你就沒有智慧，知道嗎？你的智慧來自於

客觀，來自於守空。心念可以起，妄相可以起，話可以聽，不要當真！那你這種

平等性或者空性很強的話，你的智慧才會增長。所以你們要學啊，尤其這個管事

情的人更要學！每個人都有習氣嘛，哪裡有什麼對不對？每一個人講一句話你就

當真，有時候我講話隨緣講，你當真去做也就算了，那是還好啦，那壞事不能去

做，有時候開玩笑。其實你做到平等性，第七意識已經沒有作用了，不會去想了，

聽，聽了，不會再想！看，看了，過了就不會再想！那這樣有什麼不平等性，沒

有！也等於是沒有善惡分別，沒有對錯分別，沒有哪個人講哪一句話對，哪個人

講哪一句話不對，聽了就等於是忘記了！ 

 

 修行那麼難嗎？你不知道修行！所以你們有幾位就是比較喜歡打電話來、打

電話去的，如果談一談佛法當然要頒獎給他啦，如果談什麼叫法性，法性碰到因

緣產生法相，法相我們不要執著，你執著了沒有？你有沒有怎麼樣？互相詰問、

互相那個…，這個也是一種增長智慧嘛。你不是——「哎呀！這個人講這一句話，

他怎麼可以講這一句話！他怎麼樣、怎麼樣…」氣到跳起來了，然後把它當真，

就氣在心裡面！所以不要去講你們之間雞毛蒜皮的小事情，沒有意思，對修行也

有大忌。 

 

 如果是說人家講，有這回事情，如果要他好，藉機矯正他，讓他心地上有更

清淨的進步，這你是正面的。你如果被講的人就不必抱著說：「哎呀！很委屈！

那麼多同學坐在這裡聽課，怎麼老是講我！」阿嬤她常常在抱怨，她不知道我是

多愛她啊！三千寵愛在一身呢，她不知道呢！如果她這麼能夠，我講的她都能夠

反省，然後突破，當生能夠證到須陀洹果，不下三惡道，那這個很好嘛。她跟我

的緣很深你知道嗎？不是只有法的緣，其他還有另外因緣。你常常在跟我抱怨，

這個是因果嘛，我也要抱怨你一下，你怎麼不會想說：「老師已經連上課都站不

住腳了，我還在想這些雞毛蒜皮的這個什麼好、什麼不好，趕快帶他去哪一個地

方看看哪一個名醫！」你如果這樣，雖然說沒有什麼效，我也會：「哎呀！這個

到底還是有一點心！」 

 

 像有人最近寫個mail來：「老師！那我們可以幫你做什麼法啦、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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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你想得太多了嘛！我要死的時候，我會跟你們每個人說再見，沒事就沒事，

你為什麼那麼急？結果他們幾個人又自己約了要去修心中心法跟老師祈福。你不

祈福還好，本來我禮拜三、禮拜四就好一點了，你們一祈福我就哦！更不舒服！ 

本來是他們按摩覺得很好啊，結果你們一祈福，我到禮拜四又覺得不好了！我還

要你們來做事啊？真的是…！這愛心可以感人，但是不必這樣子！什麼事情嚴重、

不嚴重我自己知道，然後要怎麼去對付，自有佛菩薩在保護，你們保護不了我！

所以你們不要擔心，你們大家給我認真一點用功就好，不要放牛吃草！你的心那

隻牛給它放牛吃草，咬這個、咬那個，咬來咬去，我聽了有時候煩，又不能罵，

怎麼那麼無明呢？天天在攪和這些有的沒有的。 

 

 講得太遠了嗎？這也是佛法！所以你對諸法的差別相沒有這個平等性，你們

來講就從你心地開始做，那修得有境界可以看得到外境呢，就是外境跟你空性把

它平等性去觀，不要太執著！大部分的人都在修自己，自己跟人事物之間的恩恩

怨怨，怎麼把它看成沒有這回事情、平等性。這樣你才是自己在用功，你不知道

這個事情，你就不是在用功。你不是說天天在道場進進出出、進進出出就是在用

功，隨時隨地都是在用功。 

 

 今天爾康不在嗎？不一定要再去印度，她去兩次以後最大的覺悟就是說：「我

不必再去了！」我說：「那已經悟道了！」因為你過去修得不夠好，或者不知道

怎麼修，所以要去留學，去世尊面前那裡讓祂摸頭，摸到覺悟了──修來修去還

是這個心！既然要修這個心，在印度跟在這裡不是一樣修嗎？這裡更好修啊，為

什麼？因為幾十位菩薩大家每天都跟你欺負，如果你看得開，真的是平等性。去

到那只有飲食不如意、天氣不如意，其他的沒有人製造逆境給你。其實去那裡諸

佛菩薩跟你灌氣可以啦，有一點身體有變化，可以。但是要修心怎麼修？沒有對

象啊，沒有人來障礙你！如果你已經到一個程度，化一些魔境給你考一考，看你

是真的能不能應付；如果你還達不到那個境界，你去印度也一樣。這平等性很重

要。 

 (7)離生性，離生滅。 

 

第七個離生性，離生滅。生滅就是有生有滅，什麼生滅？就是你的習氣，你

的習氣包括哪六種？用六個結使來講，「動、靜、根、覺、空、滅」這六個毛病，

這個在《楞嚴經》裡面，雖然不是經文裡面，但是旁引裡面，觀世音菩薩的觀音

法門就是在講這六結使。你對一個法、哪一個結產生念頭、產生什麼真如性的反

應、產生什麼超能力，你都是觀它無所有不可得，才能度過去。 

 

「動、靜、根」這三個就是還有肉體的感覺，還有眼睛可以看什麼，耳朵可

以聽什麼，所以這些五根面對六塵所現的境，包括你閉著眼睛看，那閉著眼睛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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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看？他用見性看、超時空看。這個為什麼不廣？因為它是你的真如性，這眼耳

鼻舌身意這六根依附在阿賴耶識上，阿賴耶識它還有心病，所以你所看的範圍就

是修得最好也是三千大千世界，不得了吧？但是還有障礙！那佛呢？修得一點點

的習氣毛病都沒有以外，心都完全清淨，業力都完全償還了，那所得到的「最清

淨覺」，祂是用什麼看？用阿陀那識那個清淨識在看虛空宇宙世界一切相，所以

無所不看、無所不知、無所不曉。 

 

哪一種聖人祂的境界怎麼樣，跟如來的境界怎麼樣，如果你能夠講得出來的

話，你就比較有信心說，你認識了佛法。如果你搞不清楚佛的境界怎麼樣，阿羅

漢境界怎麼樣，菩薩的境界怎麼樣，你就搞不清楚，不知道怎麼修。都有在修，

但不知道怎麼去得到祂們不同的境界。 

 

所以動靜根這六根的毛病發起的時候，進入魔相你能夠超越的話，是不是平

等性也建立了，離生性也控制了！既然不生就不滅，你就不會亂晃，那就完結了

嗎？沒有！因為你的身沒有破，你還有一個神我身在，pudgala就是你的中陰身還

在，還在就還是有輪迴。那阿羅漢有中陰身的這個神我，祂沒有輪迴了。沒有輪

迴，對！但是祂還要來修菩薩道，那是主動的要輪迴，凡夫是被動的要輪迴。 

 

聖人是甘願來六道裡面受生，來行菩薩道，祂是甘願發願來的，所以祂的菩

提心永遠不滅。然後浮浮沉沉，今生講錯一句話，五百世狐狸身；今生犯了大戒，

就下地獄去。下地獄去就下地獄去了，永遠在六道裡面在輪迴，三大阿僧祇劫以

後，祂智慧充滿了，有一世祂就會成佛。成佛就像如來了，祂無所不知、無所不

曉、無所不見，智慧無量無邊。你要陀羅尼每一個陀羅尼都會，你要講什麼經祂

都會，在哪個時候講什麼經祂都會，那才是真正如來的境界！ 

 

那還沒有進入那個境界以前，你要先破色身。破色身，「動、靜、根」這三

個毛病突破了就沒有了，就進入「覺」；有「覺」就要修「空」，有空不能執著

就修「滅」。「空」是絕對空，「滅」是相對空，這三個是在講心，因為已經沒

有神我身的人，無色界的天神跟登地的菩薩是修這三個：「覺、空、滅」。如果

卡在「空」上就是阿羅漢，聲聞乘的；如果卡在這個「滅」，可能就是辟支佛。

如果連滅也不執著，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證得了，小乘的智慧有了，這時候還

不是說究竟，還在學習在眾生之間去打滾，所應的一切緣，你把它平等觀，就現

在菩薩在講的──不執著一切法、不執著一切相，這樣的話你就是菩薩，未來哪

一天一定會成佛。所以這個是「離生性」，「離生」就是離生滅。這個有的老同

學聽得多了，有的新同學可能第一次聽，五陰魔相裡面對這個離生滅、六結使，

有很多的說明，你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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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法定，法性常住。 

 

法性是隨因緣在變化。有變化、沒變化你都看成平等、平等的話，我們的法

性有緣就發，無緣守空寂。法性發動，法相現起，你能不執著這是法定。你閉著

眼睛都不看一切相，當然很定。或者是你跟人相處之間的言談、生活、習氣等等

的，你都可以不罣礙，能夠面對它。好的，當然很容易相處；不好的，我也跟他

相處得很好，有這種心空法了的現象的話，這個也可以說有「法定」。沒有人事

物，法性起不來，空性嘛。有因緣起了法性，產生法相，就有一切法。在一切法

之中，你怎麼安住你的心在定中？你還不是在學習無為法嗎？學習不執著一切相？

當然如來已經都證到這些了，那我們是在學習。學習程度高低依每個人的智慧跟

因緣不一樣。 

 

 (9)法住，住於真如之法位。 

 

法生起是它的能力，由空性而生；那法住，住在真如上，真如在幹什麼？是

有因緣它就現一切法。你的真如法住，住在什麼？住在吃飯睡覺上，住在語言文

字上，住在東家長、西家長上，那你這很初級的修行。如果你超越了這些人間人

事物的糾葛，你進入內心的境界，我打坐起了幻相、起了過去世的因緣。 

 

前幾天還在跟誰講，最近很奇怪老是在夢中看到的都是不是我們這個世界的

東西。那車輪好大，比這個房子還要大，然後丟下來要灌氣，等於差不多那麼大

的房子。天上也不可能用汽車嘛，不曉得在哪一個世界裡面？我前幾天還更妙了，

在睡覺一直....你們在這裡有搞電腦的，在寫系統流程的時候，不是要先用畫圖來

表示嗎？一直畫畫畫，出現那些幾個框框幾個框框，然後裡面寫什麼、寫什麼、

寫什麼，一直就是出現那個樣子，當然這個我過去搞過這些，但是這個是哪個世

界？不知道！ 

 

我們人類已經是滅亡了幾次，然後又出生了幾次。我們一個週期八萬四千歲，

一直減減減到十歲，然後從十歲一直增增增到八萬四千歲，這麼一增一減是一劫，

一小劫。那如果在八萬四千歲當然這個人會很高，但是那個時候需要用到什麼電

腦、汽車嗎？大概不會，因為他們道德水準好，每個人都會飛，每個人吃飯不用

愁，痾大便這個土地馬上接收去了，就埋掉了，那還要這些幹嘛？是因為道德水

準低了，所以走得慢，就發明汽車、飛機。這個計算啦、創造一些虛擬的東西，

因為太空虛了，所以創造一些虛擬的東西大家來乾過癮，這些東西都因應而出。 

 

那始作俑者是哪一位？一定過去世哪一世那個時候就是有這種科學，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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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不是每個人開發出來的，過去世哪一個時間點就有那個東西。很多科學家說：

哎呀！這個外星人要害地球自我毀滅，所以就把這個智慧遺交給你們，讓以後你

們自己用電腦去操控，然後可以設計洲際飛彈，可以帶核子彈，自己互相毀滅。

這講得有一點天花亂墜了，但不是這樣子！是因為你過去潛意識裡面，在哪一個

時空點有發明過這些東西，而且這個東西越高級發明的時候，就是人類要毀滅的

時候。如果你跟我打架，用槍打來打去，頂多死是死我們兩個嘛，怎麼會死幾十

億人呢？不可能嘛！那個核子彈一丟，丟幾顆就好了，你自己毀滅！ 

 

科學越發達就是人的道德行為最差的時候。那為什麼有企圖心呢？就是希望

說我的國家強，我的國家要控制別人，不然我會被吃掉，不然我怎麼樣，然後民

生就不去管，像北韓一樣嘛，你說它很蕭條，什麼蕭條？他都可以製造飛彈、製

造核子彈、製造什麼，把那個錢拿去做！這些都是執政者沒有道德水準的心，這

個是末法時期的必然現象，你也不要嘆氣。最好是說你要往生淨土就去，你要躲

到天上就去。你要去天上去兜率天也可以，兜率天比較近。你要再來行菩薩道也

沒關係，跟他們一起入滅嘛，因為再去投胎，二十年以後又是好漢一條，因為你

是菩薩道的行者，那這樣更偉大，無所謂了！ 

 

這裡「法住」就是你是什麼境界，依那個因緣所產生的自然的那個反應的時

候，你要能夠知道你是什麼境界。比如說你現在就是肚子餓了想吃飯，天氣冷了

你知道穿衣服，那你這是凡夫的真如。你不要說：「哎呀！這是佛性啦！」以為

這樣不必修了，那種佛性真的是你不必修了。阿貓阿狗都知道，天氣冷了牠就會

躲，好幾個靠在一起取暖，牠也有佛性啊，這種不是高境界的真如性。 

 

好了，你學打坐，可以看到欲界天、可以看到色界天，那也是真如，你就是

住在那個天界的真如上，法住。那無色界呢？無色界突破這些六根六塵識，也沒

有神我身了，就只有一個心，他的真如就出現在起滅起滅的念頭上。一般人看不

到影像，我所謂的影像就是另一個時空的影像，但是有時候你的自性阿陀那識是

可以看的喔，我雖然可以不去每一個都照單看這些周圍之間有什麼事，但是到聖

地，它就會映現到某一個那個真實的境界。我不是用眼睛看，也不是像有人用第

三隻眼在看，沒有！是用你的阿陀那識清淨識看。但是很可惜就是我們能力有限，

只是去哪一個看這個裡面的，而且是浮在空中給你看。諸佛菩薩就是用這種，看

盡虛空遍法界的世界跟眾生，甚至於過去現在未來的因果報應。我們要學的是後

面這一個，不是學了第三隻眼可以看到什麼，那個還是前面的"動靜根"三結還沒滅。

那滅了，用心感；心感，你又看不到，因為你心不夠清淨，所以不能跨時空去看

外世界、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我們雖然沒有那個境界，諸佛菩薩的境界要懂。

所以真如住在哪一個境界就是「法住」，這「法住」不是由你來決定的，由你修

行的境界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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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還沒有進入禪修的境界的話，都是在嘴巴練功夫，用嘴巴、用念頭。

這是還沒有進入修佛法，你有進入修佛法就是你的見根、見性起作用，你的耳根

起作用，比別人沒有的功用。我在講作用，不是眼睛、耳朵在生活起居之間的人

事物這些事情，不是！是已經進入四度空間、五度空間的那種超能力，這個就是

你住在還是五根六塵的真如性裡面而已。這五根六塵用這樣子能看一點點的時空，

你不能夠擴展到盡虛空遍法界像如來這樣。我們沒有那個能力沒有錯，但是我們

的佛法講到這裡，如果不用神通變化來說明等級的話，「法住」到底住在哪裡？

有的人就不知道怎麼去解釋。 

 

真如所現的法，住在哪一個境界上？法位。所以在《法華經》所講的，一切

法，住法位。一切法，好了，你阿貓阿狗在人世間牠只知道吃飯睡覺，牠的法位

就是這樣；你有打坐，打坐所現的那個境界就是現在那個位子。你有破了色根，

見根，還有色身的境界，那你就有不同的真如性的反應，你就住紮在那個境界。

所以世間禪定的人，無色界天跟色界天的天神，未來可能當天神的話，他們的法

住就住在這個色界天的範圍裡面。他們一看就知道這個是哪個世界裡面的什麼什

麼，所看的境界是從這裡無量恒河沙外的哪一個世界，當然如果能夠看到這樣那

是佛了！所以不管是真如所現的境界也好，法定是你對生起法的定力，跟法住，

因為你所現的法不一樣，這幾個都不一樣，到如來才有最高的這些境界。 

 

我現在在講如來的十二個功德相，所以祂是最top的那一個法。那你要懂得這

個最高的法是這樣，那下面的法呢，你也要懂啊！祂的法住就是看盡一切世界裡

面的世界，虛空裡面的世界，然後每個世界裡面的眾生因緣果報都知道，哪一件

事是因、那一個時間、幾個人所造成的因果，祂都清清楚楚！有的人只知道說：

「你下一世會出生哪裡。」但是他不知道哪一件事情讓你要出生哪裡，如來都知

道！你講錯一句話要墮到地獄去，或者出生動物五百世狐狸身，那是哪一句話？

我講錯好幾句，到底是哪一句？如來知道！那另外哪一句錯誤，也許是一千世狐

狸身！你說這樣我不要講經說法，那你就沒有菩薩的智慧，去哪裡還不是一樣，

當狐狸也很好玩啊，有什麼不好？如果這樣的話，你就自在了，有智慧了！不用

怕！你還有怕，你叫什麼菩薩？不是啊！你要下地獄，下地獄就下去！ 

 

像調達下地獄就下去，世尊不忍，叫人去問一問：「你要不要上來？」「我

在這裡好好的，為什麼要上去？」因為他也有修行，調達過去一世也是釋迦牟尼

佛的老師。所以你不要說我現在當老師，也許你以後是當我的老師也有可能啊！

但是一個先決條件是，你要特別的用功！如果你不用功，你說你以後要當我老師？

每次很多同學說：「你以前也是當我老師，以前都是穿袈裟在上面講話，我們在

下面聽。」我希望有一天你在上面講，換成我在下面聽了，這樣你才有大成就嘛！

對不對？所以你要用功啊，你不要天天就是搞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情！做大事，

什麼叫大事？管好這個心如如不動。剛剛講的這幾個都是你要去修的！如來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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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們是要修的目標。 

 

(10)實際，極真如之實理，至於窮極之際。 

 

「實際，極真如之實理，至於窮極之際」，已經是知道的不能再知道了，就

是盡頭了，那就實際的真理都會現。我們看了都是表面，我們看了也不知道因果，

為什麼會造成這個現象、那個現象，每個法都有它實際所發生的，過去未來現在

的因果在裡面。這個離我們境界太多了，也不要講太遠，要講太多我也講不出來。 

 

 (11)虛空界，理體周遍。 

 

「虛空界，理體周遍」，體就是空體嘛，理體是一體的，只有空才能夠周遍，

那周遍才能盡虛空遍法界。你如果有一個身的話，你怎麼盡虛空遍法界？為什麼

只有佛才可以入大般涅槃(mahā-parinirvāṇa)？「大」就是不可限量的達到虛空極

致，才能叫「大」。如果你說有一個限制，那就不大，像三千大千世界，這個「三

千大千世界」出來就不大。不能夠講，只有虛空。周遍pari，pari就是無所不到，

虛空已經無量大了，你的能力又可以遍虛空盡法界，那這樣的涅槃是什麼境界？

只有「無」才能擴那麼大。所以如果你有心識，然後不動心識，你這個涅槃境就

這樣子，盡虛空遍法界。如果你有肉體，不管你可以把它觀想得多大，盡不了虛

空，遍不了法界，知道嗎？ 

 

阿羅漢為什麼不能入大般涅槃？因為祂有身。天神為什麼不能入涅槃？因為

祂不懂佛理，為什麼？一切的輪迴都是在這個心，祂是去修那個真如，去修色界

天的真如有這個能力，祂就一直練、一直練；或者是欲界天的化樂天、他化自在

天，這些天神都會變，為什麼祂會變？因為祂一直在玩那個，你再怎麼玩就死在

那裡，就沒有回復到空性。 

 

修行就在學這個空性，空性就是閉嘴巴，不要動心念，入絕對的空性，所以

你第一階段的修行就是要閉嘴，守不語戒。你們哪個人如果守不語戒的話，那一

定會成就。不語戒再來要管心，心也能夠平等、平等，那你所看的人事物有什麼

好壞？有好壞你不講，不講悶在心裡面還好嘛，但是還是不究竟，所以這個是在

學啊！有一天你真的身體突破了，身體突破的指標在哪裡？一定要正經十二脈、

奇經八脈全部連結在一起，你講其他的你悟到什麼、看到什麼，不用說那些，身

體的指標最重要！因為你既然有那個境界，身體就一定有那個現象，有那個現象

就一定會飛。那為什麼沒有人去飛呢？因為菩薩要修心，所以如果把那個氣用在

飛上面的話，你修會飛的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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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解深密經》那一班在講，哪一天在打妄想，突然間思惟四大地水火風

之間有什麼關係，後來悟到了，悟是悟了，還沒有去證明：這個風大可以把地大

這麼吹，因為我們虛空之間的風大它是一個風輪，風輪是很強，你不要看風好像

是沒有力氣，它可以撐住我們的地球。那為什麼有那麼大的力量？不要講這個地

球，我們講人身，我們人要怎麼飛？一定要氣充滿整個身體。我們講氣其實就是

東南亞的人叫做「風大」，南傳的。 

 

風大整個灌到身體，不是用那個灌風機打進去，是你丹田跟你這十二經絡、

奇經八脈都連結以後，你吸一口氣以後丹田化成無量的真氣，這個時候你就會飛。

當然你要練這個飛的話很簡單，觀色是空，觀風可以吹。我那一天講說，那麼大

的輪船以前沒有動力，那怎麼會走？就是藉靠這個風的力量，所以這個風的力量

可以帶動多重的東西都可以推，但是要推不是在陸上推，在水中。 

 

我剛第一個講氣是真氣，另外一個氣是空氣，然後血氣也夠，這些配合在一

起的話，你再胡思亂想一下──飛起來！它就飛了！ 

 

我在民國六十六年的時候，躺下，身體就一直要飛起來、一直要飛起來，那

個時候氣全部通了，可怕！亢奮啊！那時候來學神足通，有人教我神足通，馬上

就會了！如果學神足通大概現在不是坐在這裡講課了，天天飛來飛去看世界，哪

裡好玩就亂飛！東南亞現在還有很多聖人會飛的，那祂降下來的時候不會給人看

到，就選那個沒有人的地方下來。這不稀奇啊！你懂得這個道理以後，風大推動

地大，到處飛啊！我們在講什麼就講到這裡去？盡虛空遍法界的虛空性。所以你

要像無色界的天神一樣，修證到沒有這個中陰身的時候，沒有神我身的時候，只

有一個心念，這種就登地菩薩。 

 

登地菩薩雖然沒有進入大般涅槃，也可以進入虛空的這個般涅槃，不能夠像

佛這麼大般涅槃，盡虛空遍法界。所以有形有相就不大，你要盡虛空只有體跟理

能夠遍虛空，那只有什麼？這個就是「空」。所以你要悟到空性，不起心動念，

不執著一切，你自然就可以遍虛空一切世界，這是如來現在的法身遍虛空是這樣

子 

  (12)不思議界，理體絕思慮言議，不可思議。 

 

最後一個，「不思議界」，那是如來的神通變化境界，不能用嘴巴講的，那

我們凡夫更不知道祂是什麼境界，很難去思惟，所以「理體絕思慮言議，不可思

議」。這是表面的一種說明，空無不能用語言文字來說明沒有錯，但不思議界，

佛如來不是只有這樣子，祂智慧無量、神通無量、度眾生的願無量、…，不可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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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境界很多。因為我們傳到世間的經典還是很少，我們智慧不夠、福德不夠，也

許在龍宮、也許在什麼地方，很多這種高層次的經典還很多，我們都沒摸過，也

沒有福德看過。今天就講到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