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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觉法语:中谛之介说 

 
 中谛之介说（一）  

于自由时报 91.11.05(二)刊载  
 
   
 
   在佛法的真理中，可分为「俗谛」、「真谛」和「中道第一义谛」，在

这当中，「中谛」是佛法最高的境界。所谓「谛」就是真实的意义和道理，世

间上也有很多的 道理：例如，在家庭有伦理道德，所谓父慈子孝、兄友弟

恭；在社会知长幼尊卑，敬老尊贤；在国家机关重视忠、敬的精神，属下对于

主管要敬重，主管对于部下也 要慈悲；在学校则有尊师重道的道理，而宗教

也有信仰的情操及遵循的轨则，这些都是一种道理。  
 
   不论是世间法或出世法，都离不开俗谛。佛法中提到：「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这就属于俗谛。所谓俗谛，就是做人处世的道理，圆满人格、

品行、操守，如 果连基本的为人处世之理都无法圆融，则很难超凡入圣。古

人云：「齐家、治国、平天下」，想要把国家治理好，要先能管理好自己的家

庭，家庭和谐了，才有可能 将国家治理好。无论家庭、国家、社会都离不开

为人处世的道理，这就是俗谛的重要性。  
 
 
 
 
 
 
中谛之介说（二）  
于自由时报 91.11.07(四)刊载  
 
   
 
   俗谛包含范围很广，工作、待人接物、应对进退等都属于俗谛。为人处

世的道理一般人都了解，但要做到圆融、圆满却不容易。所谓做事容易做人

难，做事情只要专 注、负责，一定做得很好。然而，其实做任何事都离不开

人，如果跟人相处不好，无法圆融沟通，要成就自己的学业、事业、功德与善

法，也不容易。  
 
   所以，佛法首先阐述俗谛的道理，如中台四箴行──「对上以敬、对下以



2 
 

慈、对人以和、对事以真」，是做人做事的道理，依此而行即是落实俗谛。俗

谛做到了，自然福报增长，做任何事情都能左右逢源、易于成就。  
 
   无论任何一个地方，俗谛做得再好，人际再圆融、事业再有成就，都没

有一个人能够离开生、老、病、死苦，及贪瞋癡的烦恼。虽然人生充满了苦

恼，只要能体悟到苦的真理，真实地认知苦的根源，便能从苦当中解脱。  
 
   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了知世间上的一切都是不长

久、都是无常，人如果能真实体悟无常，便能远离因执着而招感的苦。对身边

的人、事、物能看破、放下，便能进一步契悟永恒不变的真理。  
 
 
 
 
 
 
中谛之介说（三）  
于自由时报 91.11.09(六)刊载  
 
   
 
   佛经中提到，这个世界有成、住、坏、空，时节因缘到了，地球就会毁

灭；同样地，人也有生、老、病、死，这些变化来自于心念有生、住、异、灭

四相。  
 
   人的念头从早到晚，一直持续不断地生灭迁流，佛经中提及，一个人从

早到晚有八亿四千万个生灭的念头，始终没有停歇。心念变化的过程可分为

生、住、异、灭四 个阶段：譬如现在想喝一杯茶，心念一起就是「生」；念

头生起之后，心中肯定一定要喝茶，便是「住」。  
 
   再喝一口，可是第二口茶就不如第一口茶来的香、甜，乃至喝到第三口

茶，其中的味道又不如第二口，如此喝到第四口又不如第三口，这就是

「异」；直到喝到饱足 不想再喝茶，如此「喝茶」这个念头就灭掉了；接着

看到下面的一盘饼乾，心中又想吃饼乾，「吃饼乾」这一个念头又生起来了。

人的念头就是如此不断地经历着 生、住、异、灭，四种微细的过程。  
 
   世界的成、住、坏、空，人的生、老、病、死，及心念的生、住、异、

灭，这些就是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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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谛之介说（四）  
于自由时报 91.11.12(二)刊载  
 
   
 
   因为有生即有死，所以人要想长命百岁是不可能的事情，无论天上、人

间乃至畜生道，都有死亡；如果想要超越生死，就要悟到真谛的道理，体悟到

一切法皆是空性 的道理。什么是「法」？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无论是动物、

植物，乃至无生命的物体，都是「法」。如花瓶是一个法，花瓶中的一朵花也

是一个法，而椅子又是一个 法，总之在这个世界中，森罗万象都是法。  
 
   了解这个道理之后，进而体悟到一切法都是无常，没有一件事情是永久

存在，因为一切法都有生，有生就一定有灭。我们无论生到什么地方，都会死

亡，甚至连地球 都一定会灭掉；无论是贫穷富贵，到最后都是黄土一坏；无

论今生有多大财富或名气，到最后却什么都带不走，从这个角度来思维，会发

现人实在是很渺小。  
 
   罗汉、辟支佛就是悟到无常的道理，了解世间一切都会变异，没有一个

永恒不变的实体，所有一切法，大至星球，微细如生灭的妄念，都是虚妄不

实，皆是空性的， 唯有空性才是最真实的道理。体悟到空性的理体，心不执

着万法，便能从烦恼当中解脱，从生死当中解脱。  
 
 
 
 
 
 
 
中谛之介说（五）  
于自由时报 91.11.14(四)刊载  
 
   
 
   古人曾说：「有形皆归坏，不灭为真空」，罗汉、辟支佛就是悟到空性

的道理，放下执着烦恼，从生死中解脱。  
 
   以人为例，人是由物质和精神组合而成，身体属于物质，也就是所谓

地、水、火、风四大假合；而心有受、想、行、识，是心念的活动，身与心都

是因缘和合而有。 缘尽还无，随缘生灭，没有自性、故非实有，这就是空

性。  
 
   由科学的角度来观察，物质分析到最后，就是能与量的组合。能，属于

热；量，属于光。在佛法来讲，光也不要执着，因为光还是属于有相、还是属

于物质的层面。 光也不执着，体悟到空性，这一念心安住在真空当中，就称

为了生死，这就是小圣圣者悟到真空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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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闻圣者，悟到真空的道理，这一念心安住真空当中；舍离了执着，就

能断贪、瞋、癡、慢、疑、邪见这六个根本烦恼，最后入涅槃，出离轮迴之

苦，永不再来三界受生。  
 
 
 
 
 
 
 
中谛之介说（六）  
于自由时报 91.11.16(六)刊载  
 
   
 
   罗汉、辟支佛小乘圣者体悟空性的道理，出离生死烦恼，而菩萨要上求

下化，不着空、不着有，进一步体会中道第一义谛的道理。  
 
   菩萨有大慈悲心，知道一切众生都是我们过去的亲眷，一切众生都有佛

性；所以菩萨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以大慈悲随其愿力来住在这个世界，以种

种的方便法门来度化众生。  
 
   众生都是在迷，迷了以后就会造恶业，造了恶业就会堕落，堕入地狱、

畜生、恶鬼道，受无量的苦。而菩萨有般若智慧与悲心，希望人人都能得解

脱，希望人人都能 够成菩萨、成佛，希望我们这个世界会变成人间的净土。

所以佛经里讲，菩萨是无缘大慈、佛祖是同体大悲，使每个人的这一念心都要

能觉悟，觉悟了就是始觉，也 就是开始觉悟的意思。  
 
   因此菩萨以大慈悲心，行自利利他的法门，来弘扬佛法中俗谛、真谛及

中道第一义谛的真理，使所有有情皆能从迷至悟，远离烦恼、生死。  
 
 
 
 
 
 
中谛之介说（七）  
于自由时报 91.11.19(二)刊载  
 
   
 
   道有很多不同的层次，在佛法里面讲，受五戒者得生人道；十善持守圆

满，得生天道；声闻道是修四谛、缘觉道是修十二因缘，大乘菩萨道是修六波

罗蜜。而佛道是 最高的境界、是佛的智慧，就是指每个人当下这一念心。我

们这一念心如果依靠在财、色、名、食、睡，就成了众生境界、烦恼境界；如

果依靠在邪见的思想，就堕 入了邪魔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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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今社会上的宗教很多，每一个宗教的思想观念都不一样。在佛教界认

为是善法，在其他宗教不一定认为是善法；在台湾认为是善法，到了大陆或许

就不觉得是善 法；在过去认为是善法，到了现在，对善法认知的观念或许又

改变了；在现在认为是善法，在未来也不一定认为是善法；因为这世界上的道

理都是相对的。  
 
   相对的道理，会随着时间、空间转变。而中道第一义谛是绝对的真理，

不随时间空间而改变，能契悟到人生绝对的真理，生命就是无穷尽的。所以佛

经中称中道实相 为无上大道、菩提大道，能依着此法门修行，必能通往光

明、解脱的远景。  
 
 
 
 
 
 
中谛之介说（八）  
于自由时报 91.11.21(四)刊载  
 
   
 
   佛经中称中道实相为无上大道、菩提大道，这个道即是本具之佛性，人

人都有。只要能确实依着中道的观念及思想而修行，一定能够使心灵得到升

华，生命必然是无穷尽的。  
 
   人的寿命最多不过百岁，终究还是要老死。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位彭祖活

了八百岁，他有九十多个儿子、五十多位妻子，到最后，仍觉得寿命很短暂，

还要想上天祈求 延长寿命。其实，一切都是无常的，人活到八百岁要死，一

千岁、一万岁还是要死亡，因为有生必有死，真正要到达不死的境界，就是要

在精神上提升。肉体有生有 灭，所谓不生是指心念的无生，心中不打妄想，

念头无生，心安住在中道实相上。能够达到不生不灭的境界，这一念心就契入

如来妙明真心，超越时间与空间，生命 便是无穷尽的。  
 
   佛法的思想、理论，并非是形而上的学问，而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实行

的真理。是精神的陶冶与提升，若能将佛法的道理落实在生活上，必能体会到

佛法真实的利益。  
 
 
 
 
 
 
中谛之介说（九）  
于自由时报 91.11.23(六)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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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道的道理不仅在佛法中有，中国的儒家思想也非常重视此理。例如儒

家《中庸》所讲述的「中庸之道」，中庸的道理虽好，可是，一般人不容易契

入，正如孔子所说:「智者过之，愚者不及也。」。  
 
   有些人，自视甚高，卖弄聪明，处处找机会钻漏洞，投机取巧。佛法中

称此种人为「世智辩聪」，因为把心思用在钻营上，妄想迁流、分别取舍，心

始终无法定下 来、静下来，不能与中道相应，此即「智者过之」。 愚昧的

人，凡事缺乏思考及判断的能力，容易流于无知无解。对于俗谛、真谛、中道

第一义谛、讲空、讲有，等心性的道理，不容易领受了解，所以说「愚者不 
及」。  
 
   然而，若能将中道思想运用于生活中，对于人生便能产生很大的助益。

例如做人做事，要为他人留余地，也为自己留退路，不要过之，也不要不及，

这就是中道思想 的实践。明白这些道理了，在做人做事上，就能知进退。假

使没有这种智慧，该进不进就失去良机，该退不退就会大祸临头，由此观察中

道思想，对我们的生命与生 活确实很有意义。  
 
 
 
 
 
 
中谛之介说（十）  
于自由时报 91.11.26(二)刊载  
 
   
 
   这念心性含生本具，真空妙有。孔子曾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

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一般人解释此句为，孔子自谦

自己其实什么都 不知道。就佛法中来讲，孔子是很有智慧的圣人，「空空如

也」，圣人之心至诚无妄，这一念心什么念头都没有，无念即是真空，真空中

又能随缘而生妙有。  
 
   「有鄙夫问于我，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假使有人有事来询问孔子意

见，孔子只问他事情的开始与结果，对于过程中的发展，便能了然于胸，因为

这念心安住在定慧上，对事情能有透彻的洞悉力，就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儒家《中庸》里将中道诠释的非常清楚。「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

中」，心当中有喜、怒、哀、乐，这一念心就不平静了。这一念心不平静，就

失去原本清净的智 慧，所以要时刻使心保持平静、宁静，使我们这一念心静

像一潭止水，不能有一点波浪。所谓波浪就是是非、得失、恩怨，患得患失，

始终没有终止，心当中的人我 是非就是波浪。如果心水能保持风平浪静，自

然看任何事就能看的清楚、透彻，不仅能不犯过失，更能高瞻远瞩，如此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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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世间法或出世间法上，都能有所成 就。  
 
 
 
 
 
中谛之介说（十一）  
于自由时报 91.11.28(四)刊载  
 
   
 
   我们这一念心像一片明镜，可以照天照地，照见过去、现在、未来一切

万事万物，但是由于这一片明镜蒙尘，尘就是尘劳、就是烦恼。在日常生活

上，我们这一念心 因为攀缘外面的种种境界，产生了贪、瞋、癡、慢、疑、

邪见；贪色、贪吃、贪睡、贪名，这些染污的心念，使我们心当中产生许多烦

恼，蒙蔽了原本清明的智慧， 无法了知过去、未来，也无法看清眼前的人、

事、物的变化，往往因循自己的烦恼习气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影响自己的生

活、生命与人生。  
 
   佛法有八万四千法门，来除去我们心中八万四千个烦恼，目的就是使我

们这一念心要像一面镜子，不沾染任何一点尘垢，这样子就能做到「喜怒哀乐

之未发，谓之 中」。这个就是中道，这个便是真理，确确实实把这种道理，

应用到日常生活上，不但能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心当中

就能产生定力与智慧，无 论顺境、逆境，皆能不为所动，也能更快速、明确

地找出圆满解决事情的方法，所以中道思想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很有意义与价

值的。  
 
 
 
 
中谛之介说（十二）  
于自由时报 91.11.30(六)刊载  
 
   
 
   儒家《中庸》提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

和。」，人不可能完全没有喜怒哀乐，要表现情感，必须「发而皆中节」。什

么时候该喜？什么 时候该怒？把握适当的时节因缘表现感情，进退合宜，言

行便能合于节度、礼法。如此，适度的情感表现不但没有过失，配合适当的因

缘，便能成就善法。  
 
   儒家说:「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平时如果随意乱发脾气，身体健

康都会为愤怒的情绪所影响，可是文王是为了国家、社会与大众而发脾气，借

这一怒的激 励，使天下民众都能够得到安乐。例如孙中山先生一怒，能够推

翻满清，建立民国。这一怒，便掌握了适当的时节因缘，发挥力量成就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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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该哀呢?平时不要多愁善感，无事生恼。但是如果父母至亲逝去

时，我们可以举办一场佛事以竭尽孝道，这时便可以表示哀情。所以，「喜怒

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感情要视时节因缘表现，应

用得宜，就是和，和就是太和，心当中能够平静、作主，情感表现得宜，就能

产生功德。  
 
 
 
 
 
中谛之介说（十三）  
于自由时报 91.12.03(二)刊载  
 
   
 
   喜怒哀乐能依时节因缘而表现，就代表我们这念心动也动得、静也静

得；动的时候，就是心的作用；静的时候，是心之体相。  
 
   我们的心可以依体、相、用三个方面来解释。心之体就好比水的源头一

般，像我们喝水，要把水的源头找到，便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心之用，

是指一个人在世 间，从生到死，做了很多的事情有功德、善法，也有许多的

过失，种种作为都是我们心当中的「用」；而身语意的作用都是从心的源头

──心之「体」所产生。 「体」就是儒家所说「喜怒哀乐之未发」，在佛法来

讲就是这念心一念不生时；同《六祖坛经》提到「不思善、不思恶，即是明上

座本来面目」，本来面目就是我们 的本心本性。  
 
   心的源头就是大众能看、能听的这念心，人人本具，每一个人都有。能

够时时作主不想过去、现在、未来，保持当下这一念心清楚明白、如如不动，

即是中道第一义谛。  
 
 
 
 
 
中谛之介说（十四）  
于自由时报 91.12.05(四)刊载  
 
   
 
   悟到能看能听的这一念心，就是道，就是开悟了。禅宗讲「心即是

佛」，这个心所指的是觉悟、清净、不动、无染着的心，所以在《金刚经》中

提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心真正达到无念、无住，就是不生不灭、不

去不来，这一念心广大犹如虚空。  
 
   佛法中有念佛法门，用佛号来唤醒灵知灵觉的这念心，所谓念佛有一个

自性佛，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来唤醒我们自己的佛性，阿弥陀佛的意思是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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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无量光，就是 指我们这一念心、这个觉性本自具足、本不生灭，所以有

无穷的智慧、有无尽的生命。只要不想过去、现在、未来，不落昏沉、不攀缘

颠倒、不感觉无聊，时时安住 正念，这念心风平浪静，回归清净本源，如同

没有尘垢的宝镜，能够映澈十方，这个就是道。  
 
   这念灵知灵觉的心性，人人本具，非从外得。好比婴儿一生下来，没有

人教他，就知道哭、知道笑，由此可知这一念心父母未生时即存在，生下来仍

存在，从过去、现在到未来，始终存在。因此只要能契悟到这一念心，就能体

悟到无穷尽的生命。  
 
 
 
 
 
中谛之介说（十五）  
于自由时报 91.12.07(六)刊载  
 
   
 
   中国唐代有一位诗人白居易，一生下来就认识之、无二字，这代表他前

世曾熏习过这两个字。由此可知，这一念心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始

终都存在，真正是不生不灭。  
 
   了解这个道理以后，就能肯定人人都能成佛，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这一念

心，这一念心就是佛性。真正悟到这一念心，才能够作得了主；悟不到这一念

心，心当中就是 空虚、烦恼、无聊、颠倒妄想与生灭。众生的心有三大毛

病：第一就是妄想、第二就是昏沉、第三就是无聊。一般人如果不想过去、现

在、未来，心中没有缘虑的境 界，马上就会感觉无聊；如果不觉得无聊，马

上就落入昏沉。所以如果能转化这三种心境，心中保持平静、宁静、清楚明

白、处处作主，当下就能契入如来的智慧。  
 
   儒家说：「克念则圣，枉念则狂」，只要能够知道反省检讨，除去心当

中的妄想、昏沉、无聊，当下就能与圣人法界相应，在凡在圣端看这一念心，

所以这一念心是否能作主非常重要。  
 
 
 
 
 
中谛之介说（十六）  
于自由时报 91.12.10(二)刊载  
 
   
 
   佛法强调中道，这一念心不动、清楚明白就是中道第一义谛。儒家对中

道的解释则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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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者，天下 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

物育焉。」这念心有体、有用；在体的时候就是一念不生，在用的时候要观察

时节因缘而表现，时节因缘 对了，就是善法；如果时节因缘不对，虽然是好

的念头也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所以喜怒哀乐要透过智慧，才能有适当的表现，了解以后，就要时刻保

持这一念心清楚、明白、能作主，才能看清时节因缘，作出正确的判断，如此

不仅能使个人与家庭蒙受利益，整个社会、国家都能朝向太平盛世的方向迈

进。这些观念，代表了儒家对中道思想的诠释。  
 
 
 
 
 
中谛之介说（十七）  
于自由时报 91.12.12(四)刊载  
 
   
 
   佛法初传中国时，经典的数量、种类繁多，分为大乘、中乘、小乘；说

空、说有部类各别。天台宗的祖师慧文大师，想要成就圣人的道业，但看到佛

经那么浩瀚广 大，不知从何着手，于是在桌上摆了很多经典，向三宝祷告祈

求：请三宝慈悲加被，指引自己该修那一个法门？研读那一部经？说完之后，

眼睛闭着，随手抽出桌上 的经典，决定就以抽出的经典最先研读。祷告之后

顺手一拿，拿到龙树菩萨的《中论》，便开始用心研读，看到《中论》所提

「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是名为假 名，亦是中道义。」当下豁然开朗，

悟到佛法中最高的道理──中道第一义谛。  
 
   中道第一义谛就是诸位听法的这一念心，不想过去、现在、未来、清楚

明白、处处作主。悟到这念心后，还要保任，站得住、站得长，保任三分钟，

就成三分钟的 佛；保任十分钟，就成十分钟的佛。这个佛是智慧佛、是如如

佛，所谓智慧佛，是指灵知灵觉这一念智慧心；如如佛指空性不动的这一念

心，也就是佛法提到的中道 第一义谛。孟子曾说「四十不动心」，也是讲这

念不动的心性，只不过没有探讨的如此微细。由此可知，佛法相较于儒家思想

对于中道的阐述则更为透澈、深入。  
 
 
 
 
 
中谛之介说（十八）  
于自由时报 91.12.14(六)刊载  
 
   
 
   天台宗祖师慧文大师看到《中论》所提「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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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豁然大悟，契入中道之理。此句意指世上一切法，

都是因缘和合所 生，缘尽复灭。以演讲为例，因缘具足，演讲便能举行。时

间一到，每个人都有要负责的工作，使得这场演讲顺利进行。等到因缘散掉，

这场演讲就结束了，这个就 是缘起缘灭。  
 
   一切法都是仗因托缘所生。因，就是自己这念心，自己的智慧、健康与

愿力，这些都是因。有了这些因，事情才能成就。无论从事政治、学术，或任

何行业，都必须 要有健康的身体、适当的经济环境、明达的智慧等条件，这

些都是因；有了这些因，自己便可以开闢种种缘起。而外在的种种环境就是

缘，因缘和合才能成就法。如 果因缘不和合，纵使有因，有种种智慧、才

能，身体也很健康，可是外缘不具足，时节因缘未到，什么事都无法成就。所

以一个是因，一个是缘，凡事都要因缘具 足，因缘成熟，才能成就。  
 
 
 
 
 
中谛之介说（十九）  
于自由时报 91.12.17(二)刊载  
 
   
 
   人人都有佛性，但要想成道、成佛，还是必须自己发心修行，这念发心

即是「因」。以出家众来说，修行首先要跟随一位正知正见的师父，还要依止

一个道场，这个 道场不仅能提供修行人吃的、住的、穿的，基本生活所需；

也有正知正见的同参道友，这就是具足了「缘」，善因善缘具足，个人道业便

能成就。从另一个角度来 看，如果没有正知正见的师父及同参道友，生活也

很匮乏、不安稳，要想修行有所成就，便很困难。  
 
   修行需要因缘具足，世间上做任何事也是一样。譬如，学生希望学业成

就，将来能大学毕业、读博士，自己有了这个愿心，即是具足了因。虽然因具

足，可是缘不 好，家庭经济不好，而且学校校风、环境、老师都很差，学业

便难有所成，此即是因缘不具足。相反的，对于学业有很大的愿心，家庭经济

不错，学校里面的学风、 老师、同学都很好，一切因缘具足，便能学有所

成。  
 
   所以，佛法中强调「未成佛道、先结人缘」，明白了这些道理，将真理

应用于生活中，广结善缘，以自己的愿心为因，配合外在的善缘，做任何事情

都能成就。  
 
 
 
 
 
中谛之介说（二十）  
于自由时报 91.12.19(四)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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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论》中提到：「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所有一切法，不论世

间法或出世间法都是因缘和合、仗因托缘所生。「我说即是空」，既是因缘所

生，代表世间上 没有任何一件事物是独立存在，所有一切法都是空、都是

假，只是一种假名、假相而已，不但人的色身如此，连动物、植物，都离不开

这个空性的真理。  
 
   举例而言：譬如在气候好、雨水少、土质肥沃的甲乡镇种木瓜，一棵树

可以长出七、八十个又香又甜的果实。如果把木瓜树种移到乙乡镇，虽然是同

一批品种，但假 设这个乡镇多雨，木瓜树在潮湿的地方不容易生长，又恰巧

土地较贫瘠，气候也不好，因缘不和合，外缘不具足，结的果实少、品质也不

好。同一品种的木瓜树，在 甲乡镇产量多又好，在乙乡镇却不好，这正说明

所有一切法皆是仗因托缘所生。  
 
   所以，世间上没有任何一样事物是独立存在的，我们这个世界，人与人

之间、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都是仗因托缘。因此，要成就任何事情，都

必须因缘和合，能够具足善因善缘，无论事业或道业都一定能成就。  
 
 
 
 
 
中谛之介说（二十一）  
于自由时报 91.12.21(六)刊载  
 
   
 
   世间上所有事物，都是仗因托缘而成；有生必有灭，因缘和合而生，缘

尽复灭。一切法皆是缘起缘灭、生灭的假相，只有名称、形相，而无实体，所

以是空性，既是 空性便不要执着。佛法中提到三假观──因成假、对待假、相

续假，运用三假观来分析万法，便可了解空性、假有的真理。  
 
   因成假，是指一切事物皆为因缘和合所生，无法独立存在，因此皆是假

相。  
 
   对待假，是指相对待的假相；譬如有晚上，才有白天，有明才有暗；如

果没有晚上，白天这个名词也不能成立。这个世界所有一切明暗、内外、正

邪、善恶，都是相对的境界，既是相对，也是假有、假相。  
 
   相续假，指世间万法都是相续而成的假相。例如，时间是由过去、现在

和未来所构成，无论是一天、一个月或一年，都是每分每秒相续所组成的，仔

细分析起来，并没有任何一段时间是永远停留、不会消逝的，也都是假有、假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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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台宗祖师慧文大师见《中论》「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的道理而

开悟，就是悟到一切万法都是因缘所生，万事万物，体是空性、相是假有。最

后不执着空、不 执着假，契入中道实相，契悟当下不生不灭、清清楚楚、无

量寿、无量光的这念心，悟到如来的智慧、如来的妙心。  
 
 
 
 
 
中谛之介说（二十二）  
于自由时报 91.12.24(二)刊载  
 
   
 
   中道是思想，也是实相；思想是属于理论的部分，实相是属于修证的部

分。我们不仅要了解中道的道理，还要把这些道理应用到日常生活中，能动、

能静，静中养成，动中磨练，这就是中道的修证。  
 
   了解中道思想，进一步要体悟中道实相，落实修证。中道不仅是一个名

词、理论、思想，还必须在生活中实践，体会到这念心人人本俱，都有良知良

能，把这些道理 明白了，心自然而然能安定下来。能够能够作主照顾自己的

心，便能照顾大众。实现中道，生命一定很有意义与价值。  
 
   反之，如果无法体会中道，心便很难安定下来，总是想要往外攀求。物

质生活很有限，人的妄想与慾望却无有穷尽，以有限的物质要满足无穷尽的慾

望，是很困难的 事。中国有一句俗话「天高不算高，人心比天高」，如果不

懂得善调这一念心，追随着欲望与妄想，将会把我们带入烦恼当中，带到地

狱、恶鬼、畜生三涂恶道中； 相反的，如果能够主宰自己这念心，心能作

主，不随顺妄想与欲望，就能得到智慧、光明。  
 
 
 
 
中谛之介说（二十三）  
于自由时报 91.12.26(四)刊载  
 
   
 
   俗语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水是一个譬喻，指我们的心水，譬

如一条载满宝物的船开到海里，准备要到达对岸，如果海面风平浪静，没有波

涛汹涌，水就能 载舟，我们的生命、财产，就能达到最安全的地方。相反

的，这艘船开到海中，忽然狂风大作，波浪大起，马上就会翻船，生命财产就

会被海水覆灭，这便是水能覆 舟。 这一念心，如同海水，如果是善念，就能

够通往光明的地方；如果是恶念，将来就会愈来愈黑暗。  
 
   在佛法当中，把善分成「假观善」、「真空善」、「中道第一义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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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层次，其中「中道第一义善」是最高的善。世间的善法属于「假观善」，因

为世间法会随着 民情风俗、时间、因缘的不同，对善有不同的解释。譬如有

一些风俗习惯在本国认为是善法，在国外不一定是善法；在国外是善法，在本

国却可能行不通。世间的善 法会随时间、空间的变化而改变，善法的定义无

法恒久不变，所以是假相。虽然是假相，还是要去做，因为修善能利益许多

人，藉种种因缘广修善法，修善而不执着 一切善，就能契入中道实相的境

界。  
 
 
 
 
 
中谛之介说（二十四）  
于自由时报 91.12.28(六)刊载  
 
   
 
   「真空善」是指悟到万法都是因缘和合所生，随缘变异，本无实有，体

是空性的道理，就能放下执着得到解脱，成就声闻缘觉圣者的果报。然而这种

果报只能自利， 很难利益众生，因为心住在真空中，没有出来度众的愿心。

菩萨了解这个道理，以大慈悲心度化众生，建立因缘、运用因缘、不住因缘；

观空不住空，便能契入中道 实相。中道实相是指师父说法、诸位听法这一念

心，不着空、有；不碍空、有；在空、有当中来去自在。安住当下这一念心，

这念心能作主不动，当下即是清净心、 智慧心；就能自在于空、有。  
 
   佛法有理、有事；理就是理体，即是真空妙有的这念心性；事就是要作

主，要清楚明白。能具足理和事，就能契入中道，中道是佛法中最高的层次，

是如来的智慧；从假观善、真空善到中道第一义善，了解善法的层次，修行便

有依循的方向。  
 
 
 
 
 
 
中谛之介说（二十五）  
于自由时报 91.12.31(二)刊载  
 
   
 
   佛法的道理广大渊博，然而皆不离空、假、中三观，用空、假、中，体

现万法真实的义理，有其绝对的意义。「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所谓假

观成就一切法， 要在世间上成就一切善法，必须运用假有，创造缘起，如果

离开假有，便无法成就度化众生的因缘，也无法弘扬佛法，这便是俗谛。所以

中道第一义谛，也不能离开 假有、俗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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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事都是众缘和合而成，必须要靠大众协助共同完成，单靠个人是无

法成功的。如果错解成功是自己独力所创，虽然成就一切法，却已在假有中产

生了执着，做了 功德，却始终落入功德相，永远也得不到解脱。譬如一个主

管，没有底下的员工，也没有办法建功立业，所以个人的成就也是大众的成

就，要把功德、好事归大众， 功德让大众来分享，坏事要懂得反躬自省。如

此不仅广结善缘，而且透过不断检讨反省，自己的品德道业才能得到提升。  
 
   一般人所说不居功、不诿过，就是不执着。如果能本着这道理来做人做

事，成一切法，而不执一切法，一定能得到大众的肯定，成就功德道业，人生

就能愈走愈光明。  
 
 
 
 
 
中谛之介说（二十六）  
于自由时报 92.01.02(四)刊载  
 
   
 
   俗谛，成一切法。真谛，泯一切法，观一切法皆空性，即是真空。了解

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所生，缘尽即灭，时刻变异，并非永恒，体是空性的道

理，就能不执 着、不我慢。观空是一个方便的法，「观」便是透过思惟、分

析，体达一切法皆是空性，便能破除众生的执着。然而，这念心本是空性，不

要另外再观想一个空，再 观一个空相，就是空上加空、重床叠架，永远不能

体悟心性的真空。  
 
   体悟到空性，这念心更进一步要不住空、也不住假有，保持清楚明白、

如如不动，就是中道第一义谛，就是中道善，这是最高的善法。因为中道不着

空、不着有，运用万法而不执着万法，不论空、有，都不离当下这念心。  
 
   这念心本自具足神通智慧、功德与妙有，一旦执着假有，就障碍我们发

挥这念心的妙用。所以中谛，就是不执着空、不执着有，这念心始终作主、清

楚明白，便能显发本具的性德，体现无量无边的智慧与慈悲。  
 
 
 
 
 
中谛之介说（二十七）  
于自由时报 92.01.04(六)刊载  
 
   
 
   这念心具足一切神通智慧、功德妙用，所谓「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

藏于密。」这念心无远弗届、没有障碍，不论远近都能产生感应。只因众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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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执着、妄想，因而产生障碍，使本具的智慧、功德无法显现。  
 
   举例来讲，譬如说有亲人离开家乡，到外地去，在家乡的亲人心里始终

放不下，每天都在挂念对方的身体健康、衣食住行，甚至于他的学业、事业。

想念久了，忽然 一天梦到对方生病了。第二天电话联系确认，对方果真身体

不适。由此便可印证我们这念心，确实是无远弗届，只要心念专注，没有烦恼

妄想便能有所感通。众生只 因有种种的执着、烦恼，所以产生了障碍。  
 
   因此，佛法教导大众要化除心当中的执着烦恼，没有执着，心中便没有

障碍，自性的功德显现，就能契悟到中道实相之理。  
 
 
 
 
中谛之介说（二十八）  
于自由时报 92.01.11(六)刊载  
 
   
 
   了解中道第一义谛的思想后，更进一步就是要去实践。将道理落实在日

常生活中，确实做到人在哪里、心在哪里；即说即了、即做即了，心中无有挂

碍。如同释迦牟 尼佛说了无量无边的佛法，到最后说自己没有说一句佛法；

度了无量无边的众生，却说自己没有度一个众生。这正启示大众，最后所有一

切都要归于无言无说，不可 思、不可议这一念心，这念心才是真正的自己。  
 
   人的一生从生至死，到了临终的时候甚么也带不走，假使平时能够安住

在正念，安住在中道这一念心上，到什么地方都能够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佛

经当中提到「心 净国土净」，这一念心清净了，所处的这一个地方就是净

土；「心安国土安」，心安定了，整个社会自然就会安定；「心平世界平」，

心达到平等一如的境界，全世 界便充满了和平，没有战乱。  
 
   所以佛法的道理，确确实实是人生的真理，可以救人、也可以救世，可

以自利又可以利他。每一位修行学佛的人，如果能肯定听闻佛法是一个福报，

是一件大功德，便能继续发长远心、发精进心，契悟到人生中至高无上的真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