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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第十二講 

最尊貴的淨蓮上師講解 

講於新加坡 Orchid Country Club 
二○一八年一月十二日 

 

好！我們還是在這一句：「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

淨，不增不減。」其實前面兩個晚上我們已經講完了，現在只是說站在不

同的角度再分析它。因為每個人他的根性不一樣，可能契入的角度不太一

樣，有的是好樂空性，有的是好樂有為的諸法，就是說他一定要在相上

求，然後從相慢慢的可以融入性，最後連相也不著，所以我們就會嘗試用

各種不同的角度來解釋這一句經文、這一段經文。 

那我們昨天已經站在三空的角度來說，也站在一心三觀的角度來說，

那我們今天，可以站在有為、無為的角度來看這一句經文的意思。有為，

因為一路上講空的話，它那個空跟有又好像很難融合，雖然我們昨天說牛

奶加水融得很好。但是我們碰到實際上的、一切法的當下現前的時候，我

們其實是很難把功夫用得上的，因為我們有為、無為還是兩回事，空跟有

還是兩回事，那是很難空有雙融。所以我們就是企圖再用有為、無為這個

角度，再度的來分析它，看能不能更深一層的體會，怎麼樣在法上用功，

怎麼在有為的當下去見到無為，所以有為、無為也不是兩回事。 

那什麼是有為法呢？就是一切有所造作、有所作為的，我們都稱為有

為法。那有為法既然是有所造作、有所作為，那它是根據什麼條件來造

作、來作為呢？它要依因緣，所以它一定要等待因緣才能夠生起，一切的

有為法是因緣所生，其實《金剛經》上面也已經告訴我們修法了，對不

對？「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一切有為法

就是虛妄不真實的，所以在一切的有為法當下，去見到諸法的空相，這是

現在《心經》講的，意思都是一樣，它告訴我們既然是夢幻泡影，就不是

真實有的，它是虛妄的。 

所以現在講諸法空相，諸法是有為，有為就是有所作為，一定要依照

因緣，一定要等待因緣才能夠生起。那生完了馬上就滅，生起了馬上滅，

就這樣子生滅不停、轉變相續，形成了所有的輪迴世間，輪迴世間就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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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相續所形成的結果。所以我們就知道有為就是有生滅的，因為它是生滅

相續的一個結果。那我們知道只要有生滅的，就是無常的、就是無我的，

自性就是空的，所以是不是就證到空性了？本來是依因緣所生，生滅、生

滅、生滅，只要是生滅的就一定是無常，只要是無常就一定是無自性，沒

有它自己的真實自性，因為有真實的自性它就不會變來變去，那個叫做

常，永恆存在，不會隨著因緣轉變。 

那既然是無常就說明它是生滅的，它是空無自性，沒有自己真實的自

性的話，就一定是無我的，所以它自性是空的。那這個空就是無為，所以

是不是從有為的當下，你就可以證到無為？怎麼樣契入？就是觀它的生

滅、無常、無自性、空，就證到無為了。所以你要在哪裡見無為？就是有

為的當下就見到無為了。那無為就是我們現在講的空相，諸法是有為法，

空相是無為法，有為法是有生滅，空相沒有生滅，無為就是無所作為了，

沒有任何的造作，沒有任何的作為，所以它是沒有生滅的。 

另外還可以怎麼來解釋這個不生不滅呢？就是因為無為它是在有為的

當下去見的，所以它不用等待因緣，對不對？只要有有為法，當下就可以

見到無為，所以不像有為法它必須要等待因緣，它才能夠生，沒有生的因

緣，這個有為法沒有辦法成立。可是無為法不一樣，只要是有為法，當下

都可以見到無為，所以它不用等待因緣。 

只要一切的有為法，當下就可以見到無為，它是不用等待因緣，所以

我們說它不生，可是它永遠要依附在有為法上面。就是只要有有為法，它

就一定存在，所以可以說它是不滅。這是站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不生不

滅，為什麼無為法是不生不滅？因為它不用等待因緣，而且只要是有為

法，有有為法的話，當下就可以見到它的空性，就可以證到無為，它是永

恆的依止有為法，所以它也是不滅的。這樣聽明白嗎？可以嗎？可以！ 

所以現在在諸法緣起的當下，我們就可以見到諸法的空相，不用等待

因緣來生起空相，所以我們說不生。那諸法雖然有無盡的生滅，不斷不斷

的生滅相續，但是這個空相永遠恆常的依止這個有為，所以說不滅。因為

它是恆常依止它，所以沒有所謂的生滅，所以它是不滅的，不生不滅。所

以我們在看這個諸法空相，第一個以有為、無為的角度來看的話，就知道

諸法是有為，然後它是有生滅的，空相是無為，無為是沒有生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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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這邊的無為，我們要知道它是屬於……《百法》講到六種無為，這

邊是屬於「想受滅無為」，想心所、受心所滅了所證到的無為，我們稱為

「想受滅無為」。因為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所以六種無為還是有

它們的差別在，雖然證到無為，無為的意思就是當下它是沒有生滅的，可

是它是不是一直都是這樣？那就看它是哪一種無為，六種無為只有真如無

為是比較接近我們的自性，其它的都不是真正的無為，我們唸過《百法》

就知道了。 

好，一切有為法既然要等待因緣才能夠生起，那它就會隨著不同的因

緣的改變，應該果也會改變，對不對？不同的因緣，我們剛才說一定要有

因緣它才能夠生起，所以不同的因緣就會改變它的果，就會有差別，也就

是垢淨的差別。譬如說不善是垢、善是淨，我們現在在講不垢不淨，它是

怎麼樣來解釋的。只要是有為法，就是會隨著因緣的改變，結果會有差

別，所以它會有垢淨的差別。那垢淨都是相對的，清淨跟垢染它是相對

的，那我們一般就說不善是垢、善是淨，有漏是垢、無漏是淨，世間法是

垢、出世間法是淨，所以諸法它是有垢淨的差別。 

但是諸法的空相呢，剛才講過無為法不用等待因緣，那不用等待因

緣，當然就不會隨著因緣的改變而有所差別，它是恆常，就一直都是這

樣。空相一直都是這樣，它不會隨著因緣改變而有垢淨的差別。所以它都

是恆常如此，然後等同一味。等同一味的意思，就是好比不論是江、還是

河、還是川流，流到大海之後，只有一味，就是鹹味，不管原來它是淡水

河、還是鹹水河，流到最後都是等同一味。就是用這個形容，在這個空性

當中，它是沒有任何的差別的，所以這邊呢是等同一味。 

所以不論是善、不善、有漏、無漏、世間、出世間，都是等同一味，

沒有任何垢淨的差別，所以說不垢不淨，諸法的空相是不垢不淨的。剛才

是解釋諸法空相是不生不滅，現在解釋諸法空相是不垢不淨。因為它是無

為法，不用等待因緣，所以沒有垢淨的差別，等同一味，所以說不垢不

淨。 

那既然一切有為諸法會隨著因緣的改變，而有善、不善的差別，也就

是剛才講垢淨的差別，那當然善增加的時候，不善就會減少；不善增加的

時候，善就會減少。所以《廣論》上面說，我們初學佛要怎麼下手開始修



4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十二) 

呢？你一定要先找到一個老師，所以要怎麼樣去找到一個善知識。先親近

善知識，然後聽聞佛法，聽聞之後還要思惟、還要修習，就是聞思修，這

樣才能夠成就聞思修慧等等等等的。這個就是慢慢慢慢的熏習，就能夠使

我們的善法增加，最後就可以達到所謂的開悟或者是解脫。可是反過來，

如果我們親近的是惡友，聽聞的是惡法或者是聽聞的是邪法，然後慢慢慢

慢熏成邪知邪見，成就的都是邪定、邪慧，行的都是非法行，那這樣當然

就會使染法增加。 

現在就是在講說有為法它是有增減的，隨著我們的熏習，善、不善，

清淨或者是污染，它是會有差別的，會有增減的差別。所以如果染法增

加，當然就只能繼續輪迴，永遠沒有解脫、開悟的可能。所以一切有為諸

法，會隨著因緣的熏習而有所增減，那諸法的空相，它是恆常、周遍的。

我們剛才講說它是一味性的，所以它永遠都是如此，就是在三惡道也是一

樣，你說在人道、天道也是一樣，都是這樣恆常一味。 

就是這個諸法的空相，它是不會增減的、它是不會改變的，在三界是

這樣，你說出三界呢？還是這樣，還是不增不減的。那你說在凡夫有沒有

少一分？沒有！聖人也沒有增加一分。那有佛出世是這樣，無佛出世還是

這樣，所以無論是有佛、無佛都是一樣的。所以我們說不增不減，諸法的

空相是不增不減的，諸法是有增減，但是諸法的空相是沒有增減的。這個

是站在有為、無為的這個立場來看，什麼叫做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

不減。 

如果站在體相用的角度來看，我們再換一個角度來看。因為越分析會

越明白，不然我們會把有為法跟無為法又混在一起了，一下說有、一下說

空，我們昨天講的，摸不清頭腦，一下說可以熏習，一下說又不能熏習，

一下說有差別，一下又說沒差別。所以我們現在如果把有為法跟無為法弄

清楚的話，你就知道有為法它是有生滅、有垢淨、有增減的差別，但是無

為法它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 

可是有為、無為又不是兩回事情，它又是在有為的當下去見到無為，

其實它這個就是在教我們怎麼修了，對不對？在一切有為法的當下，現在

講五蘊，五蘊的當下去見到這個空性、諸法空相，去見到這個，當下就能

夠見到。因為它本來就是沒有生滅、沒有垢淨、沒有增減，是本來就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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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只是我們沒有辦法本來就是這樣，所以要經過很多的熏習，還有不斷

的來觀修。不管你是用一心三觀，還是昨天講的三空觀，或者我們現在講

的有為、無為這個觀法，或者現在要講的體相用的觀法，它都可以幫助我

們更深入的去理解，然後能夠更快速的證得，要不然我們永遠落在兩邊，

空、有是兩邊，有為、無為是兩邊。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那個空在哪裡見？在有的當下見，對不對？在諸法

的當下見到它的空相，當下就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可是

我們又會混淆說那個諸法不是有生滅嗎？有啊！我們剛才講只要是有為法

就有生滅，可是有為的當下可以見到無為，這個是重點！而不是有為永遠

就生滅，然後就結束了，不是！它當下你就可以見到它的不生不滅，不垢

不淨，不增不減，這個才是重點。就是我們剛才分析的那一段，最主要就

是教我們怎麼修，就是在一切有為法的當下見到它的不生滅，然後沒有垢

淨的差別，沒有增減的差別。 

前面是只講到五蘊，我們接下來會講十二處、十八界，亦復如是，都

是同樣的道理。所以我們這一次只是開一個頭，接下來我們會再進一步分

析，然後講看在日常生活怎麼樣運用。那我們現在還是圍繞著五蘊來講，

前面已經照見五蘊皆空，然後一心三觀，怎麼樣來修這個照見五蘊皆空，

我們前面都分析得很清楚。 

那我們這一次的課，最主要的就是你當下都要見到它的源頭，它的源

頭就是我們的真心本性，它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這個不

是很遙遠的事情，也不是死了以後的事情，是在每個當下，你就可以見到

它的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當下、每一個當下，就是五蘊諸法

的當下，色受想行識任何一個蘊的當下，你就可以見到它的空性，對不

對？有為法的當下見到無為、見到它的空性，然後每個當下、在每一個色

受想行識的當下，都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這樣你就真正

的明白了這一段經文的意思，然後也知道怎麼修了，在每個當下。 

我們昨天說，你只要安住在這個源頭，真心本性的源頭，它本來就沒

有動搖，所以你不用隨著外面的境界，然後你的心就動搖了。那你就沒有

安住在當下、不生不滅的當下，在菩提自性本不動搖的當下，你沒有安

住，你又跑到外境去，隨著外境轉了。外境是有生滅的，有為法，外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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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為法，那我們就隨著它生滅、生滅，然後都用我們的妄心過生活，我們

的妄心就是生滅。只有真心是不生不滅的，所以我們說除非你回歸到你的

真心本性，安住在它的不生不滅的這個體性當中，你才不會隨著外面的、

生滅的身心世界轉。 

所以修法說起來實際上很簡單，可是我們理要先透，在每一個當下就

能夠見到無為，不用跑到深山、廟子裡面去找，也不用朝聖，到聖地去

找，在每個當下就是了，現成就是，當下現成的。所以你不用跑到那麼遙

遠的國度去找，找我們的真心本性在哪裡，從來就沒有離開過你們家，從

來也沒有離開過你的自心，只是我們忘記了那個真心，忘記了那個源頭，

然後用妄心來過生活。妄心是生滅的，然後圍繞在有為法生滅的這個身心

世界，還有每天的，每天的因緣也全部都是生滅的，我們剛才講有為法就

是因緣生滅法，對，可是我們就是隨著它一直轉一直轉，然後忘記轉回家

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是用妄心，然後跟隨著那個生滅的外境，不停的轉、轉、

轉，就是輪迴，輪迴就是這樣轉出來的。每一念當下如果不是用真心，不

是安住在那個本不生滅的、本不動搖的真心，我們就是起惑造業，然後就

生煩惱了，就造業又繼續再輪、輪，再輪迴，再繼續生滅、生滅相續這樣

子。所以現在要在那個有生滅當下，怎麼樣馬上就回歸到那個沒有生滅的

自性，每個當下就回歸真心本性，回歸到自性，回歸到那個沒有生滅的源

頭當中。 

不垢不淨，也是同樣的道理。你只要安住剛才講的，那個本不動搖的

話，你就是沒有生滅的真心在過生活，那外在的生滅相你就看它是如幻的

生、如幻的滅，然後每件事情就是這樣子。就是隨緣，隨著因緣生滅這樣

而已，你就是看戲一樣的輕鬆愉快就好了，不要太入戲，這樣就可以了。 

那不垢不淨，也是同樣的道理，因為我們菩提自性本自清淨，它本來

清淨的。所以我們也不用擔憂說，我們今天說錯了一句話，起了貪瞋癡的

念頭，然後做了一件不如法的事情，那怎麼辦呢？我又造身口意業了，怎

麼辦呢？會不會染污到我那個？然後我又趕快想說我要修什麼懺法，要趕

快把我這個業障趕快清，趕快懺除清淨，那也是在搞垢淨。就是在我們的

觀念裡面，它是有清淨、有染污的，然後它是強烈的二元對立。我們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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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拋棄、唾棄、厭惡那個惡，然後一定要遵循善，那善惡永遠是二元對

立，所以有善惡的差別。 

所以我們很害怕自己被染污了，然後希望能夠一直保持清淨，從吃東

西也要清淨，然後整個生活也要清淨，什麼都要清淨。清淨是沒有錯，因

為它是回歸本心的那個路程，過程是可以慢慢，當然是從染污走向清淨，

那才是說你的心越來越純淨了，然後修到你恢復原來的清淨心，那過程是

沒有錯。可是如果你觀念裡面，覺得它永遠是二元對立，那你真的很難清

淨，很難真的清淨。因為我們現在講的菩提自性本自清淨，那個是已經沒

有二元對立了，已經沒有善、惡二元對立的清淨。所以如果我們的觀念裡

面，還有染污跟清淨是兩件事情，那個是二元對立，那個清淨不是真的清

淨。 

我們菩提自性本自清淨的那個清淨，是已經超越了，我們第一堂課講

不是相待，是絕待，絕對不是相對的，是絕對，已經超越二元對立的那個

絕對的存在，那是絕對的清淨，真正的清淨心，那個就是我們的真心本

性。你回到源頭，那個才是真正的清淨，那時候在空性當中，沒有什麼染

淨的差別了，是不是？有沒有？沒有啊！它本來清淨的，本來清淨你也不

用擔心說會染污它，然後它也沒有那個染淨的差別，所以才有一句話叫

「染淨一如」，清淨跟染污在空性裡面是沒有差別的。 

所以我們如果有這樣的觀念，來慢慢的走向清淨，會比較沒有執著，

要不然我們永遠著在那個清淨相上面，那個也是相。我們前兩個晚上都說

要一切相不見，那你現在有染淨相，你還是一樣沒辦法見性，因為我們的

真心本性裡面是沒有一切的相。可是你著相在修的話，或者是著相在過生

活，意味著你很難回歸到你的真心本性。因為真心本性我們講過，它是離

一切的妄念的，無妄想、念真如，也是離一切相的，可是我們如果著在任

何的一個相上面來修，那個就是很難，很難開悟、很難見性。 

所以我們只要明白，每個當下回歸自性，回到我們的源頭，它是本來

清淨的，那就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本來圓滿具足一切，這個我們第一堂

課講過，但是因為第一堂課有些同學沒有來，我們就再複習一下，因為它

非常、非常重要。因為我們這三個晚上講的重點，就是你安住在當下，你

當下的狀態是什麼，就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那個就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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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心本性，你就回到了源頭，就是這樣子。 

我們修行就是要回家，找到回家的路，那你現在回歸到你的源頭、你

的真心本性，那你的《心經》就Ｏ.Ｋ.了，聽到現在你開悟了，下一堂課可

以不用來了。因為整個《心經》就在講這個，你怎麼回歸你的真心本性，

找到你這個源頭，回家的路你已經找到了，然後你可以安住在每個當下，

每個當下安住在這個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就這樣子，修法就

是這麼簡單。現在問題是可不可以安住，不安住就妄心一起來又生滅了，

又隨著那個生滅，你就先起妄心，你就已經是生滅心了，然後再隨著那個

生滅的外境轉，又開始轉輪迴了，對不對？輪迴轉，對啊！所以重心就是

安住。 

那本自具足更重要，我們曾經講到那個匱乏感，匱乏感就是來自於你

忘記你的真心本性是本自具足的，它是沒有增減的，增減又是二元對立，

有增減相，又一切相不現的話，又回歸到自己的真心本性、本自具足、能

生萬法，沒有一法是缺少的。既然全都圓滿具足，你爲什麼還會感到不足

呢？很奇怪，對不對？就是因為你忘記你本來全部都有的，從智慧、慈

悲、功德、神通，一切一切，沒有一樣缺少。 

每個凡夫眾生都一樣，地獄眾生也是有，你不要看不起，餓鬼道、畜

生道都有，只是他現在還沒有開顯而已。人人本自具足，本來圓滿具足一

切，這其實就是大圓滿，大圓滿就是在講這個。每個當下你可以安住在這

個本自具足的、本來圓滿的這樣的一個狀態，就是安住在我們真心本性的

當下，也是那個源頭的當下。 

我們昨天講那一點很重要，那一點就是虛空無量無邊的，盡虛空、遍

法界，永遠都跟這一點連結，對不對？叫做圓中，這一點，任何一法都是

從這一點出發，所以整個虛空法界都可以跟這一點連結，因為它沒有說固

定是在什麼地方，是不是？所以能生萬法的觀念，這只是比喻，不是真的

有一點，真的有一點，就要問那一點在哪裡？沒有！我們是形容你的源頭

不是那一點，不是只有那一點，是形容為什麼說能生萬法，為什麼說你找

到源頭就是本自具足、能生萬法呢？就是因為這一點，好比虛空的那一

點，跟虛空任何的地方，是不是都可以跟它連結？因為它不受限，沒有固

定的。所以一切法也都是從這個自性流露出來的，這個源頭，因為沒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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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能夠跟它連結，所以它就是一切法的源頭，那這一切法的源頭就是本

自具足、能生萬法。 

那我們就知道佛菩薩祂是靠什麼來度眾生，就是靠這個，本自具足、

能生萬法。因為祂已經回歸到自性了，所以祂可以從自性當中流露一切的

法，一切的善巧方便、智慧、慈悲來利益眾生，也都是找到了這個源頭之

後，就能夠做的事，每個人都可以。所以從現在開始，我們什麼時候又

想、覺得我又缺什麼、缺什麼，趕快想我本自具足，本來圓滿具足一切，

我們覺得缺什麼、缺什麼，除非是真的要，因為你還是要吃三餐，還是要

吃飯、睡覺，這個都是一定要的。只是說你那個匱乏感到底從哪裡來的？

你要去找一下，找一下匱乏感。 

因為我們一般都是會有一些階段性，修行會有一些階段性，最先一般

就是覺得說很無力感，好像很無助，那個是第一種狀況。就是還沒有學佛

修行之前覺得很茫然，常常覺得有無力感，然後常常覺得有無助。因為你

還沒有找到生活的目標，或是生命的目的，或者那個怎麼樣讓你生活過得

更有意義的那個東西你沒有找到。然後你覺得都是人家在欺負你，你是一

個受害者的角色，因為你覺得無力感。所以有很多心理疾病也是從這裡來

的，就覺得說他好像都使不上力，別人好像都是在欺負他，他都是受盡了

一肚子的委屈，然後大家都不愛我，都不關心我，然後我就是一個弱者，

這樣。 

可是你慢慢學佛修行了，覺得說開始有一些能力了，尤其是修到那個

不得了，又可以看過去，又可以看未來，又是什麼的，覺得說你慢慢修出

一點能力了，然後你就開始想要控制一些人事物，這是第二個階段，最恐

怖的階段就開始了。或者是有一些超能力，或者什麼直覺、靈感，那完蛋

了，那個是要發神經的開始，不是發神通，真的是很危險的階段。因為他

開始有一些能力，可能定力，然後開發一些慧力，或者一些那種可以好像

能夠知道一點點將來要發生的事情，就是他有那個預感。 

那個其實本來每個人都有，只是說它是很危險，就是說因為他那個我

執還在，他就會企圖想要開始控制了，然後尤其是初學的，一般的師兄在

一起的時候，那一定是他在開示，對不對？講得天花亂墜，修行的境界、

然後又是什麼，哇！好會講，喝咖啡的時候好會講，你看是哪個師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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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講的那個，他可能就是了。所以這是第二個階段，就是說他企圖想要掌

控，因為他開始會有些能力，然後別人都要聽命於他，他是老大，就是大

師兄，最大的那個大師兄就是，大家什麼事情都要去問他，他當然是最

大，然後都是他在作主、當家作主。我沒有說誰，我只是舉例說明，因為

它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 

從那個無力感到很有力之後想要掌控，所以它是覺知，然後覺醒，到

整個開悟的一個過程。那這個是想要掌控，因為他開始有能力，然後我執

沒有斷，當然他就運用他的能力，然後再擴展他可以控制的範圍，他的勢

力範圍，可以掌控的勢力範圍。然後他繼續用功、繼續用功，譬如說我們

現在聽到《心經》，還是之前什麼講了很多的經論，還是唯識，聽完以後，

喔！原來一切法無我。《百法》就講了一切法無我，我也不是真實有的，我

在那邊掌控了半天的人事物，都是如幻的，都是夢幻泡影，也不是真實有

的啊！ 

他慢慢開始把那個執著，對我的執著，或者對法的執著，本來都以為

他修的法很厲害，現在法也不厲害了，為什麼？因為那個法也是生滅法，

一下好、一下壞的，都是生滅法，那個也不是真實究竟的回到我們那個源

頭。只有現在講那個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它才是最堅固、最

真實的，其他都是生滅法，生滅法沒有什麼好執著的，對不對？所以他慢

慢放下他的我執、法執，知道其實人事物也不是他可以掌控的，因為每一

個人事物都是隨它自己的因緣在生滅、生滅、生滅，這樣子展現而已。不

是你可以去掌控說他要幹嘛就幹嘛，佛來也沒辦法，那就違反因緣了。就

是本來就隨著他自己的因緣展現，生滅、生滅相續這樣而已。 

那因緣果報也是這樣子的展現，這中間沒有我，沒有真實的我，也沒

有真實的法，它是隨著不同的因緣生滅，這樣而已。所以慢慢的就不再掌

控，也不需要掌控了，掌控什麼？都沒有我還掌控什麼？人事物也是如幻

的，掌控什麼？我也是如幻的、眾生也是如幻的，我修的法也是如幻的，

沒什麼好掌控的，慢慢慢慢就放下執著。所以從覺知到有一些醒悟，就是

有一些覺醒，到最後就是完全的覺悟了，我們修行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看每一個師兄，學佛修行的師兄，他到哪一個階段，我們也

是一看就清楚了。他也覺得他業障重，覺得無力，修得很無力，修得很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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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那個就他在第一個階段。那個開始講話很大聲，想要幹嘛、幹嘛，那

個是第二個階段，對不對？第三個階段就是他話也沒這麼多了，也沒什麼

好開示的，都是假的，都是如幻假有，也沒什麼好講，話越來越少，然後

越來越隨緣，對不對？也沒有什麼想要用力、想要幹嘛的，也沒有，就隨

緣、隨緣過日子，既然不能夠掌控，隨它的因緣就是自然生、自然滅，這

樣就好了，那也是很輕鬆。 

好了，我們還是課要講一下，反正我們重點已經講了，大家也很會修

了。安住在每個當下，每個當下就是你的真心本性，就是現在講的諸法空

相，在任何一法的當下，你就見到它的真空實相。真空實相就是不生不

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那個就是你的真心本性，就是你的源頭。你只

要安住就好，就這樣子，不要再去搞那個生滅，然後什麼垢淨的差別，什

麼增減的差別，不要再去搞這個，就安住在沒有生滅、垢淨、增減。 

可是我一想到好像很難，你們每個月領多少錢有增減，每個月賺多少

錢是增減。投資也要先算一下投資報酬率，那也是增減。買馬票、還是什

麼，好，你們其實一切都可以玩，就把它當作戲論，當作遊戲來玩就好

了，都是如幻的。其實真正解脫的人，他沒有什麼事情不會做的，他通通

都會做，可是他都不執著，他知道都是如幻，然後都是遊戲一場，這樣Ｏ.

Ｋ.的。所以我們也沒有規定說，你學佛修行就不能買馬票，然後不可以這

個，也不可以那個，都沒有，你通通可以，好自由，可是你要執著就是你

家的事了。 

好，我們把最後這個體相用講完。所以我們也可以站在體相用的角度

來看，因為前面說一切諸法，當體即是真空實相，那這個真空它的體性、

相貌、作用，它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情況，我們也要了解一下。所以真空

的體性是不生不滅，這又換了一個角度，每個角度都沒有衝突，我們只是

不同的角度來切入，這一段經文的意思。 

所以我們也可以說真空的體性它是不生不滅，真空的相貌是不垢不

淨，真空的作用是不增不減。那為什麼真空的體性是不生不滅呢？因為真

空的體性，不是前際生，不是後際滅，是絕斷絕常的，所以我們說它是不

生不滅。生滅怎麼定義？《百法》講得很清楚，大家也都背得很熟，我假

定、假設大家都背得很熟。什麼叫做生呢？就是本無今有叫生，這是《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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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解釋，本來沒有，現在有了，叫做生。那什麼叫滅呢？就是暫有還

無，暫時有，後來又沒有了，叫做滅，這是生滅的定義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問了：那我們可以說這個真空，它什麼時候本來

沒有、現在有，然後暫時有、後來又沒有了，我們可以說出真空什麼時候

生起、什麼時候又消失了嗎？可以嗎？要想那麼久嗎？當然是不可以！真

空實相它一直都是這樣子，沒有什麼時候生、什麼時候滅，所以我們沒有

辦法說真空什麼時候生起，什麼時候又消失了。為什麼沒辦法說呢？就是

因為諸法的空性，這個真空它是永恆的真理，盡未來際都是這樣，所以它

沒有過去、現在、未來的問題，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盡未來際還是

這樣。它是永恆的真理，它不會變的，不會變的就是不生不滅，所以它就

一定沒有生滅這樣的一個現象產生。 

你們可以說空性什麼時候開始，本來沒有現在有了嗎？你們可以說出

來什麼時候才開始有空性嗎？什麼時候又消失了嗎？沒有辦法！因為它一

直都是這樣。就是我們剛才講的，譬如說剛才講的，只要有有為法的當下

就是無為，那你說無為什麼時候開始？我們剛才已經講過無為是不生不滅

的，沒有辦法說出它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結束。因為它不用等待因

緣，所以不生，它永遠依止著有為法，所以它是不滅，剛才才講過。所以

諸法空性，是永恆的真理，盡未來際都是這樣，沒有辦法說它什麼時候生

起，什麼時候又消失了，所以說不生不滅，真空的體性是不生不滅的。那

這個永恆的真理，我們也沒辦法說它是永遠的生，或者永遠的滅，永遠的

生就是常，永遠的滅就是斷，所以真空的體性是絕斷絕常的。 

好，那為什麼真空的相貌是不垢不淨的呢？因為真空的相貌不是迷的

時候變垢穢，然後悟的時候又變清淨，是離有離無的，所以說不垢不淨。

這我們剛才講過了，諸法的空相是本來清淨的，本來清淨的，它就不會因

為煩惱，然後就被染污了。也不會因為現在我修了半天，遠離煩惱，然後

它又變清淨了。因為它始終都是清清淨淨的，本來清淨的，始終清淨的，

所以我們說它是不垢不淨。 

所以我們才會說，不用害怕煩惱，煩惱生起當下就是。煩惱也是法，

諸法空相就來了，煩惱本空，煩惱的當下你就見到它的空性，煩惱是生滅

法，生滅的自性是空，就到達無為了，就契入空性了。煩惱的自性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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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本來沒有煩惱，所以你不用再生更多的煩惱，然後想怎麼樣去把煩惱

解決，那是更多的煩惱。所以你當下就是明白煩惱本空，這樣就好了，自

性本來空。所以悟的時候，我們所謂的悟，只是恢復本來的清淨而已，就

是它本來是清淨的，並沒有真正的清淨產生，所以它是離有離無的。有就

是有垢染，無就是無垢染，就是指清淨。 

第三個，為什麼真空的作用是不增不減的呢？因為真空的作用，它不

是在聖位的時候就增加，在凡夫位就減少，是超一超異的，所以說不增不

減。那諸法的空性就是這個真空呢，它是普遍的、究竟的真理，圓滿的遍

一切處，所以它不會因為還沒有證的凡夫，它就減少一點，或者說已經證

空性的諸佛，它就增加一點，不會！所以都是本自具足的，一切的凡夫跟

佛都是本自具足的，所以它不會因為你有沒有證到空性，就有所增減，不

會！所以說它是不增不減的。 

因為我們都會認為說佛菩薩的作用是很多的，可以說是無量無邊、無

盡的、無量的功德，什麼智慧德能，都是無量無邊的。譬如說佛菩薩的神

通妙用、或者是智慧、或者是功德、各種的能力、善巧方便，等等等等。

好像比我們凡夫增加很多，那我們凡夫什麼都沒有，對不對？說智慧沒智

慧，說慈悲沒慈悲，只有世間的情愛很多，所以說神通沒神通，說智慧沒

智慧，說慈悲也沒慈悲，看起來好像有增減，其實這一切的作用都是本自

具足的。就是我們剛才講的，不增不減就是我們人人都是本自具足，圓滿

具足一切，一個都不缺少，都是本自具足，所有的佛菩薩有的那些能力，

我們都是本自具足的，就是作用是沒有差別的。 

那我們為什麼現在沒有呢？因為被障住了，很簡單，被煩惱障、所知

障，就障住了。我們只是沒有被開發而已，只是沒有開顯而已，本自具足

的這個沒有被開發，不是沒有，不是比較少，是沒有被開發。所以無論已

證的佛，或者是未證的凡夫，都完整圓滿的存在一切能力，沒有相同、不

相同的差別。相同是一，一就一樣，一就是相同，不相同就是異，有差別

就是不相同，所以是超一超異的。相同是一，不相同是異，所以說是超一

超異的。好，這個是站在體相用的角度來看這一段經文。 

那我們現在做個總結，時間也快到了。總結就是，其實我剛才已經總

結過了。就是在諸法的當下見到它的空相，諸法空相，在諸法的當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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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它的真空實相。因為我們學佛就是很想明心見性，那明心見性是什麼意

思？明心是明白我們的真心，見性是見我們的真心本性，明白我們的真

心，見我們的本性，叫做明心見性。明就是明白我們的真心；見性，就是

見到我們的真如本性，這是明心見性。就是我們講的真心本性，就是你只

要見到你的真心本性，我們就說你開悟了，你明心見性了。就是我們這三

個晚上講的真心本性，就是我們的源頭，一切一切的源頭，你只要回歸到

源頭，你就是源頭，然後再從源頭生起無量的善巧方便來利益眾生。 

所以這個真心本性在哪裡見呢？就是在諸法的當下見，諸法的當下就

是真空實相。真空實相又等於很多，真空實相等於真如本性，等於菩提自

性，等於佛性，等於法性，等於法界，等於法身等等等等，有太多的名

相，這個都是相，不要執著，對不對？只是說我們要知道，因為我們看經

論，它就是有這些文字相，所以我們要知道，這些文字相，文字到底是代

表什麼意思。它其實指的都是同樣的事情，都是我們的真心本性，也是現

在講諸法空相的真空實相，也是真空實相，我們也常常講說諸法的實相，

其實講的都是同樣的東西，就是我們的真心本性。 

那現在怎麼樣回歸到我們的真心本性，怎麼樣明心見性呢？就是在一

切法的當下、諸法的當下去見，因為諸法的當下就是真空實相，它就是我

們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真心本性。那我們這個真心本性，本

來沒有生滅，就是不生不滅；本來清淨，所以是不垢不淨；本來圓滿具足

一切，所以是不增不減。 

好，那我們這個課就講到這裡暫時告一段落，那最重要的還是功夫，

現在是聽明白道理，但是功夫能不能用得上，那可能就是要在每一個當

下，每個當下這樣子來修，這樣子來自我提醒。所以既然是每一個當下，

就不能說沒有時間做功課，因為是每個當下都可以修，它非常的方便，每

個當下都回歸到自己的源頭，見到自己的真心本性，然後可以安住得很

好。好，那我們就到這裡結束。 

迴向，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