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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佛心俱足信願、慈悲、智慧三德，我們學佛，就是要學佛以一切智智相

應作意，大悲為（上）首，無所得為方便。一切修學，也是為了圓滿成

就佛之三德。然而信願、慈悲、智慧，都是我們與生俱來的，因為佛與

眾生本來無異，眾生與佛皆俱如來佛性，既是如此，佛為何能成佛？眾

生無以成佛？眾生如何使自性真理得以重建與重現使佛性光輝昇華？當



是論定生命能否超越於塵緣迷津之惑的關鍵。而菩提心的修行，以學佛

三要，以無為做為一合理相的無上依歸，以無住做為一體觀的究竟圓成

生命，並以菩薩道般若智慧做為前導，隨順緣起，示導見性，依此開悟

而有所覺悟：人性心理功能有三大分化——智力、情感、意志；學佛不

外陶冶人格，使人性充分開展，成為真、善、美的完人。其中《金剛

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則是以菩提心行菩薩道的修行要訣之一。 

《金剛經》全經的要義是什麼呢？就是：心有所住，即離無上菩提之

心；心能降伏，即是無上菩提之心。《金剛經》的目的就是要我們發無

上菩提心，成無上菩提果，如何發？如何成？必得先將心降伏；如何降

伏？必須心無所住。「心無所住」，住的意思是執著，心裡有罣礙、很

在乎，如果心頭不牽不掛，就叫「不住」。應該要有智慧心、清淨心、

慈悲心，做了布施功德之後，心裡不要想到有色、聲、香、味、觸、法

的六塵；如能不執著，便能生智慧心，也就是無住的心。《金剛經》精

要中的精要「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六祖惠能大師就是聽到這兩句話

開悟的。《金剛經》云：「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

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云：「菩薩應

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

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住」的真實義便是「住」，引申為「住

在…」、「卡住在…」、「執著於…」、「染著」、「陷在…(框框)」

(有被縛、被綁的意思)，甚至引申為「取『著』…」。「相」的真實義便

是「相」。在《金剛經》裏，「相」包括了：色、聲、香、味、觸、法 -

- 六塵；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 四相；法相、非法相 -- 諸相(所

有相)。所以，我們修行人要轉凡入聖(成菩薩、成佛)，在發菩提心，行

菩薩道 -- 上求佛道，下化眾生時，便是要去除分別、計較的妄心，證入

清淨、無染的佛心。即便是連成佛證道的功德，都要放下，不可執著，

因此，佛陀在《金剛經》才會如是教化我們：「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

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修

行的人要從凡夫的境界提升到如來的境界 – 如如不動、清淨自在、涅槃

安樂。它的秘訣就是修持「般若波羅蜜」，便是以般若智慧為引導，從

凡夫此岸來到如來彼岸。也正是從意識心提升到非意識心，所以它的秘

訣正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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