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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觉法语:生命的源泉─中道思想的介说 

 
 生命的源泉  

──中道思想的介说（一）  
于自由时报 91.02.26(二)刊载  
 
只要把这个恒常不变的「中道思想」的大源泉找到了，  
我们的生活、生存、生命始终是光明的，  
乃至于是无有穷尽的。  
 
 
   
 
   维持人类生命永续发展的源泉有三种－－生活、生存、生命。「生活」

属于物质的层次。如果我们的物质生活缺乏，衣、食、住、行就成问题，人也

不易生存下去， 所以物质生活可以说是个源泉。然而，人的欲望无穷，而物

质生活的发展却是有限的，有时候到达一个顶点、到达某个时节因缘，物质就

会逐渐退化消减，所以，生 活仅可称为小的源泉。  
 
   其次，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能够很尊严地生存，一代一代地延续下

去，这也是一个源泉。这个「生存」的源泉又超过了第一个生活的源泉，我们

可以称它为中的源泉。  
 
   第三是「生命的源泉」，也就是今天所要谈的主题－－「中道思想」。

这是无穷无尽的大源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我们能够深切体悟生命的

源泉，那么，生 命就是无穷尽的，活在世界上就变得很有意义，充满了光明

与希望。  
 
   「生活」是一个小的源泉，「生存」是一个中的源泉。小的源泉一旦遇

到天乾、地旱，就会乾涸。中的源泉遇到地震、水火等大灾难，这个源泉也会

断掉。「中道思 想」的大源泉，却是无穷尽的，无论遭逢人祸，或海啸、风

暴、地震等天灾地变，只要把这个恒常不变的源泉找到了，我们的生活、生

存、生命始终是光明的，乃至 于是无有穷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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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源泉  
──中道思想的介说（二）  
于自由时报 91.02.28(四)刊载  
 
「中道思想」与「中道实相」  
是迎接廿一世纪来临的两个大法宝，  
能为我们找到一条更光明的大道。  
 
 
   
 
   上一期的禅心世界谈到，维持人类生命永续发展的源泉有三种，一个是

生活，一个是生存，一个是生命。其中，「生命的源泉」才是无穷尽的大源

泉，也就是今天所要谈的「中道思想」的源泉。  
 
   所谓「中道」，一个是思想，一个是实相。「中道思想」是指我们的意

识形态。思想的种类很多，有学术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乃至于政治思

想等；可是这些 思想，都不十分完美、圆融。举例来说，现代的科技无论发

展到什么程度，都是有利有弊的；如果没有中道思想的清净心、慈悲心与平等

心，高科技发展到最后可能 会毁灭人类，所以中道思想是最高、最完整、最

圆满的思想。  
 
   然而，有了思想还不够，还要付诸行动，把这种思想落实在我们的生活

上，这就称为「中道实相」──实实在在的心境、实实在在的相貌。  
 
   我们这个世界是属于相对的世界，不论人、事、物，都是在相对当中。

譬如开灯是明，关灯就是暗；善恶、美丑、内外、动静、正邪、是非、凡与

圣、佛与魔、成功 与失败，功德天与黑暗天。而在这错综复杂的相对世界当

中，我们要如何因应？那就必须找到一条出路。这一条路就是中道思想与中道

实相。「中道思想」与「中道 实相」是迎接廿一世纪来临的两个大法宝，能

为我们找到一条更光明的大道。中道思想是指我们的知见要正确，中道实相是

指我们所有日常生活的行为要能够落实在 中道实相上，才不会走远路、走错

路。 

 

生命的源泉  
──中道思想的介说（三）  
于自由时报 91.03.02(六)刊载  
 
我们这个世界确确实实是相对的世界，  
不论过去、现在、未来，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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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世界确确实实是相对的世界，不论过去、现在、未来，古今中

外都是如此。相对的世界是不完美的，因为在相对当中，每个人有自己的主观

意识，看每件事 情的角度也不尽相同；既然看法不一样，所以很难达成共

识；由于无法取得共识，彼此之间就产生是非、争执，乃至于形成仇恨、斗

争。这都是由于没有契悟中道思 想，也没有达到中道实相境界的缘故。  
 
   宋朝苏东坡先生有一首「题西林壁诗」，描述了我们这个世界是相对的

世界：「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如果我们 站在山的横面来看，它就是一个岭；站在侧面来看，这个岭

就变成一个山峰。那么，它究竟是峰还是岭？如果我们站在远处来看，这座山

就很低、很小；站在近处来 看，就觉得这座山很崇高峻挺。究竟这个山是

高？是低？而在这个相对的时间、空间当中，又存在一个主观的我，所以，每

个人看到这座庐山，所作的结论都不同， 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如此。  
 
   在这个错综复杂相对的世界当中，怎么样才能拿捏得很稳？可以进，可

以退；可以前，可以后；可以左，可以右；动也动得，静也静得，所有一切错

综复杂的现象， 都能正确地掌握。要达到这个境界，我们就必须要了解中道

思想与中道实相。 

  

生命的源泉  
──中道思想的介说（四）  
于自由时报 91.03.05(二)刊载  
 
契悟到中道，我们的生命就能超越生死，是无穷无尽的。  
 
 
   
 
   中道思想的根据与渊源，可以分成儒家与佛家的中道思想二方面来谈。

儒家中道思想的第一个根据是《尚书大禹谟》中所谈：「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 执厥中。」《中庸》也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

中。」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喜怒哀乐，始终无法调伏，如果我们想要将之转化

成清净心、不动心、智慧心、慈悲 心、无漏心，那就必须在喜怒哀乐未发之

际，不但不起恶念，连善念也不生，保持当下这念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处

处作主，这就是中道。  
 
   《大学》也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白我们每个人本具的性

德，即是中道。唐朝韩愈《师说》亦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

也。」当一个好的老师 必须具备这三个条件，其所传的道就是中道。国父孙

中山先生是革命家，也是宗教家，他对于中道非常有研究，并曾提到：「余之

革命，在继承中国尧、舜、禹、 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之道统。」

这就证明，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讲，中道都是非常重要的。《论语》云：「朝闻

道，夕死可矣。」体悟到这念心，就是找到 生命的源泉；契悟到中道，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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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就能超越生死，是无穷无尽的。 

  

 
生命的源泉  
──中道思想的介说（五）  
于自由时报 91.03.07(四)刊载  
 
这念心人人都有，  
具足有无量的功德、智慧，乃至于神通妙用。  
 
 
 
 
佛法中道思想的渊源始于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时

说：「奇哉！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如来智

慧德相就是中道实相，也就是大众听法的这念心。  
 
释迦拈花，迦叶微笑」，祖师代代相传，所传的正是当下这念心。龙树讲《中

论》，以「八不中道」──「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去亦

不来」 －－八个大原则来契入中道实相的道理。龙树菩萨之后，天台宗的祖

师北齐慧文大师，看到浩瀚的三藏十二部经典，不知该从那个法门开始入手，

于是就把当时通行 的经典摆满桌子，并思惟：「我闭着眼睛随手取到那部经

典，就研究这部经典。」祈求三宝慈光加被后，顺手一拿，就是龙树菩萨的

《中论》。慧文大师在研究《中 论》时，读到：「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

无；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便开悟了。  
 
禅宗法脉一脉单传，从释迦牟尼佛传到达摩祖师，再续传到六祖惠能大师。依

《六祖坛经》记载，五祖弘忍大师一日召集门人作偈，神秀大师写道：「身是

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惠能听到这个偈子之

后，即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六祖大

师悟到的是空性。悟到 空性还不是真正的中道，因为中道除了空性以外，还

有不空；空是真空，不空就是妙有。  
 
其后，五祖大师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大师终于大

彻大悟：「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

自性本无 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就是悟到当下清楚明白的这念心。这

念心人人都有，具足有无量的功德、智慧，乃至于神通妙用。这也是《大学》

所说的：「大学之 道，在明明德。」明白了这些道理，就能了解中道思想与

中道实相确确实实是我们生命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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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源泉  
──中道思想的介说（六）  
于自由时报 91.03.09(六)刊载  
 
这念心，人人本具。  
若要契悟，最直接了当的方法，  
就是当下这念心不想过去、现在、未来。  
 
   
 
   这念心，人人本具。若要契悟，最直接了当的方法，就是当下这念心不

想过去、现在、未来。因为想过去，这念心就攀缘过去：例如想到过去的成

功、美满，而现在 什么都没有，心当中可能会产生悲哀的感受；如果是想到

过去吃的种种苦头、承受的种种打击，可能又会伤心、掉泪。所以，佛法告诉

我们「过去心不可得」，无论 是好、坏、成、败，或者是喜、怒、哀、乐，

都已经过去，再想也没有用。  
 
   我们不但不想过去，也不想未来。因为未来的事情还没有到，想多了也

是一个梦境，幻化不实，令人徒生欢喜或烦恼，所以未来心也不可得。为什么

现在心也不可 得？因为我们认为是现在，现在马上又成为过去。举例来说，

早上起床是一个心，我们以为「起床」这个心是实在的；起床以后穿衣服，起

床的这个心消失了，穿衣 服的这个心又现前了。穿衣服的这个心是自己吗？

不是的。穿了衣服马上又要漱口、洗脸，穿衣服的这个心成了过去，漱口洗脸

的这个心又现前了。依此类推，柴米 油盐、上班下班，都是这念心的生灭，

所以现在心也不可得。  
 
   既然现在心是生灭，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也不可得，三心皆了不可

得。假使我们这念心达到这个境界，当下这念心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也

就是《金刚经》所 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念心就是我们常住不灭的

真心。 

   

生命的源泉  
──中道思想的介说（七）  
于自由时报 91.03.12(二)刊载  
 
如果我们要超越相对，  
就必须契入「中道实相」绝对的心境。  
 
 
   
 
   悟了这念心，就是中道、就是实相。从过去到现在，我们的心不外乎

喜、怒、哀、乐种种境界；因为心始终在攀缘，所以就像河里的波浪一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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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宁静。我们了 解之后，当下契入中道实相的境界，这念心就能风平浪

静，像一潭止水一样，也就是所谓「不思议」的心。  
 
   「思」是第六意识的作用，想过去、现在、未来；「议」则是口说种种

道理，如评论是非、辨别正邪……等。然而，只要念头一动、嘴巴一说，就是

语言文字，不是中道实相了。  
 
   凡夫的心当中都有波浪、尘垢。一个念头就是一个波浪，所以，我们从

早上到晚上，心中不知起了多少波浪。我们心当中有很多杂念：贪心、瞋心、

癡心、慢心、疑 心、邪见。贪心有很多种：贪财、贪色、贪名、贪食、贪

睡，这些都是「尘垢」。所以，佛法中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对治、去除心中的

尘垢。尘垢去除了，我们的心 就是一片光明。  
 
   这念光明的心就是实相，是人人本具的，但是由于迷失了当下这念清净

心、迷失了中道实相这念心，因而感到空虚、烦恼、痛苦。因为这个世界是相

对的，所以有生 必有死、有成必有坏、有去必有来、有亲就有冤、有爱就有

憎。如果我们要超越相对，就必须契入「中道实相」绝对的心境。  
 
   如果我们悟到这个绝对的心境，就超越时间、空间，及一切相对的境

界。超越，并不是离开这个世界，而是找到了心之体，若能悟到这念心之体，

就找到了生命的源泉。 

  

生命的源泉  
──中道思想的介说（八）  
于自由时报 91.03.14(四)刊载  
 
有了正确的思想观念，  
就会认识生命的真谛及生命的可贵。  
 
 
   
 
   中国历史上有位彭祖，活了七、八百岁，有五十个太太、九十多个儿

子，仍然觉得自己得到的很少、生命很短，还想上天去祈寿。所以人不管活多

少岁，到最后还是 要死。即使生到天上，只是寿命很长而已，到最后仍会死

亡。  
 
   无论贫穷、富贵，死亡这一关无人能免。有钱的人，感到生命短暂，乾

脆大吃大喝享受一番；有权的人，玩弄权势来膨胀自己，以得到满足，这些都

是不对的观念。 当我们拼命享受财富、滥用权势的时候，就已经在造恶业。

造了恶业以后，总是逃不过因缘果报。不管信宗教也好、不信宗教也好，这是

宇宙间的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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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没有钱、没有权的人，看到别人有钱、有权，非常羨慕向往，也想设

法弄些财富。但是既没有钱，又想过这种花天酒地、吃喝玩乐的生活，该怎么

办？于是偷盗、 抢劫，乃至绑票勒索，不但犯法，心当中更是愈来愈黑暗；

现世锒铛入狱，死后轮迴地狱、畜生、饿鬼三途恶道，始终是在黑暗当中。  
 
   现在这个社会，乃至于全世界，都有这种乱象，这就是不了解生命的意

义。如果明白中道实相，了解我们的生命是无穷尽的，就绝对不会做这种愚癡

的事情。这些道 理是人人可契悟、修证的。这种观念就是正知正见，有了正

确的思想观念，就会认识生命的真谛及生命的可贵。 

  

生命的源泉  
──中道思想的介说（九）  
于自由时报 91.03.16(六)刊载  
 
我们听经闻法，  
悟到了真理，这个就是最大的富贵。  
 
 
   
 
   明白中道实相的道理，了解生命是无穷尽的，即是正知正见；有了正确

的思想观念，就会觉得生命是最可贵的。世间上的钱财是一种物质生活，是有

限的；这念慈悲 心、智慧心、清凉心、不动心，才是无穷尽的财富。物质的

钱财是生灭的，有得必有失，得到了大财富，担心买股票可能会泡汤、投资可

能会失败、借给朋友可能一 去不回、放到银行利息又太小、台币贬值……，

行住坐卧都不安稳。财富增加了，心好像暂时得到了满足，但是，这种满足无

法长久，因为这些财富是靠不住的。  
 
   「人贫不是贫，心贫实是贫。人贫能养道，是谓贫道人；心贫无智慧，

堕入饿鬼身。」所以心灵的贫乏，不能依靠财富；有了财富还是很贫乏，因为

我们的心，始终 很难满足，中国有一句俗话：「天高不算高，人心比天

高。」凡夫众生有了十万想一百万，有了一百万想一千万，始终没完没了。佛

法里提到，什么是最富？修善、 知足最富；乃至于「禅悦为食，法喜充

满」，我们听经闻法，悟到了真理，这个就是最大的富贵。  
 
   一切山河大地都在我们这念心当中，所以这念心是最富贵的。老子《道

德经》云：「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

为。」做学问是加 号，中道实相是个减号。当我们把心当中的垃圾：所有的

贪心、瞋心、癡心、慢心、疑心、邪见，洗刷得乾乾净净，当下这个中道实

相，这个清净心、无为心马上就 会现前，大放光明。这念心具足无穷尽的智

慧、功德、寿命，不是真富贵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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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源泉  
──中道思想的介说（十）  
于自由时报 91.03.19(二)刊载  
 
如果这念心清净了，  
没有人我是非，达到一个绝对的境界，  
那么，看到这个世界就是净土。  
 
 
   
 
   清净心、光明的心才是最富最贵的，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拼命在权

势、名利上追求肯定和满足，是很难达到富贵的；就算达到了，可能已做了很

多对不起自己和别人的事情。  
 
   中道实相的心境是一念不生，也就是师父说法，诸位听法这个心，无论

行住坐卧，都保持正念、无念。这一念心非常地微妙，据佛经记载，只要一动

念，天上的人、 乃至一切鬼神听到，就像打雷一般。如果这念心清净了，没

有人我是非，达到一个绝对的境界，那么，看到这个世界就是净土。  
 
   要想生净土，先要从我们这念心开始，要时时刻刻迴光反照、检讨反

省，心清净了，世界就清净；心安了，世界就会安定。现在的局势，整个社

会、整个世界都不安 定，许多人认为台湾不安，就想移民到国外，想找一个

安身之处，结果始终找不到。为什么？因为全世界的人，心都不安，那里找得

到安身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 的心安定下来，坐在这个地方，这里就是佛

土，走到那里都很安全。要想过太平的日子，这念心必须保持四平八稳，就像

天平一样。如果做到了，确确实实这个世界 就变成了人间净土，甚至只要有

一半的人做到了，台湾就是人间净土，这必须靠每一个人来努力。 

  

生命的源泉  
──中道思想的介说（十一）  
于自由时报 91.03.21(四)刊载  
 
凡事都要往内看，反省检讨、惭愧忏悔，  
看看心当中有没有贪心、瞋心……身口二业有没有过失？  
 
 
   
 
   明代理学家王阳明先生官场失意，被贬至贵州龙场当驿丞。刚开始对于

失去名利富贵感到非常丧气，有一天忽然想通了，他认为，儒家说人生在世，

一个是作官、一 个是修道，现在官场既然失意，就应该修道。然而道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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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又云：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 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

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

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欲达到圣人的境 界、圣人的智慧，根本就是

在「致知」，也就是要端正思想、知见。要达到圣人的思想、知见，就要从

「格物」开始做起。  
 
   历代各家对于「格物」的解释各不相同，最盛行的是南宋理学家朱熹先

生所提倡的「即物而穷理」－－研究宇宙万事万物的道理，穷究其本源。在这

样的学术风潮当 中，阳明先生希望能契悟圣人的知见，于是即物而穷理，开

始研究万事万物的第一因。但是从何研究起？研究什么？他看到住处前有一竹

丛，就研究竹子。竹子为什 么是空的？竹子为什么是一节一节的？各是什么

道理？  
 
   阳明先生就这样研究一个月、二个月下去，最后开悟了。他悟到「格

物」不是去研究外在的事物，而是要「格」除心中的「物」欲烦恼：名利、财

色、人我、是 非……，这才是格物真正的意义。凡事都要往内看，反省检

讨、惭愧忏悔，看看心当中有没有贪心、瞋心、癡心、慢心、疑心？身口二业

有没有过失？ 

  

生命的源泉  
──中道思想的介说（十二）  
于自由时报 91.03.23(六)刊载  
 
这念心清净了，就有神通、感应，是无远弗届的。  
 
 
 
   
 
   阳明先生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有一天吃饭时，忽然发现自己

的毛病。他有一个瓷碗，非常名贵，每天吃饭都要欣赏一下，感觉这是莫大的

喜悦。今天却发 现，现在自己落到这般田地，为什么还贪爱这个瓷碗？于是

检讨反省，从现在开始，绝对不再贪爱这个瓷碗。可是到下一餐吃饭时又忘记

了，看到这个瓷碗还是很欣 赏，忽然发现自己的过失，怎么始终不容易改？

又再警惕自己一次。经过第二次、第三次，心中始终放不下，牵肠挂肚的，结

果乾脆把这个瓷碗敲一个缺口，就再也 不贪不爱了。  
 
   阳明先生心当中一下子就落实了，再也没有什么可贪可爱的，他的心境

又向前提升了一大步。慢慢地，这念心愈来愈宁静，也有了感应；有一天朋友

来看他，人还没有到，他就预先知道，这就是清净心所起的作用。  
 
   这念心清净了，就有神通、感应，是无远弗届的。因为我们的心量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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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无边地广大，没有远也没有近。举例来说，孩子到美国读书，父母亲天天都

在挂念孩子的学 业、饮食，乃至于身体建康，想久了以后，心有灵犀一点

通，晚上作梦就梦到孩子生病了。打越洋电话一问，果真生病了。这是什么道

理呢？因为我们的心不受山河 大地的遮障，每个人都有这种智慧、妙用、感

应。但为什么没有现前？因为心当中有波浪、尘垢，产生了执着、障碍，所以

这念心不能得到宁静。  

  

生命的源泉  
──中道思想的介说（十三）  
于自由时报 91.03.26(二)刊载  
 
到最后不但恶的念头不起，善的念头也不执着，  
始终归还原点，从用又归于体，这就是开悟的境界。  
 
 
 
   
 
   阳明先生修心的功夫慢慢有了进步，尚希望百尺竿头再进步，达到圣者

的境界。他觉察到当自己的身体疲倦时，妄想、瞌睡便会来，马上造成修行用

功的瓶颈，于是 他想了一个对治的方法：佛经里所讲「无常」的道理，最能

令人提起道心，如果制作一口棺材放在身旁，时时提醒自己人生无常，如此一

来，就会提高警觉，再也不 敢打妄想、打瞌睡。慢慢地朝这个方向用功一段

时间后，又悟到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

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悟到这念心有 体、有用。  
 
   「无善无恶心之体」，就是这念心不起善恶，等于《中庸》所说：「喜

怒哀乐之未发」的这念心，这是生命的源泉，就是心之体。「知善知恶是良

知，为善去恶是格 物。」我们这念心有体有用，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可能不

起心不动念，所以还是要「知」－－知道我们现在这念心是善念、恶念，如果

是恶念，马上检讨反省，并将 它转化；如果是善念，就要择善固执。  
 
   佛法讲「四正勤──已生善念令增长，未生善念令速生；已生恶念令灭

除，未生恶念令不生」，时时刻刻都要返照自性，为善去恶。到最后不但恶的

念头不起，善的 念头也不执着，始终归还原点，从用又归于体，这就是开悟

的境界。 

  

生命的源泉  
──中道思想的介说（十四）  
于自由时报 91.03.28(四)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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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念心清清明明，时时刻刻觉性现前，  
就是生命的源泉，能令我们受用无穷。  
 
 
 
   
 
   佛经所谓的「正念现前」、「实相」，以儒家而言就是「清明在躬」。

这念心清清明明，时时刻刻觉性现前，就是生命的源泉，能令我们受用无穷。

假使明白了这个 道理，便会觉得人生很有意义。每个人都有这念心，所以我

们不仅要尊重每个人的生命，更要尊重每个人的人格，此即佛经中所说的：

「人人都有佛性、人人皆当成 佛」。  
 
   虽然人人皆有佛性，但佛性现前与否，就要下一番功夫，让这念心「站

得住、站得长」。能保持五分钟正念现前，就证到五分钟的实相，成了五分钟

的佛；能够保持 一个钟头，就证到一个钟头的实相，成了一个钟头的佛。以

此类推，白天、晚上、顺境、逆境，乃至生病、老死时，假使时时与实相相

应，就是如来住世。  
 
   有些人觉得现代生活这么繁忙，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空闲，可以专修当下

这念心？所谓「物格而后知至」，只要把心当中的物欲烦恼格除掉，就能够端

正思想、知见； 「知至而后意诚」，思想、知见端正了，心意就能真诚；

「意诚而后心正」，心意真诚，心就端正了；「心正而后身修」，心端正，人

格也就健全了。进一步，「身 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

平。」就是儒家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在佛法中则称之为福慧双修、自利

利他。 

  

生命的源泉  
──中道思想的介说（十五）  
于自由时报 91.03.30(六)刊载  
 
中道实相就是诸位听法当下的这念心，  
不是另外有个清净心、不动心。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学打坐，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甚至于走错路、走

远路；坐到一支好香，或是看到一些境界，乃至于作了一个好梦，就误以为自

己开悟了，这些 是百分之百错误的观念。「开悟」是什么呢？就是悟到平常

心是道，也就是悟到中道实相这个道理。  
 
   中道实相就是诸位听法当下的这念心，不是另外有个清净心、不动心。

这念心有了烦恼，就要化掉，要处处作主、念念分明，静则一念不生，动则万

善圆彰。静的时 候什么念头都不起，不落昏沉、不打妄想，清楚明白、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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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处处作主；动的时候，则修一切善，无善不修；断一切恶，无恶不断；

孝顺父母、恭敬师长、尊师 重道、敬老尊贤……，一切的善事都要做，一切

的恶念都要断除。如此，静也静得、动也动得，就真正是悟了道。  

  

生命的源泉  
──中道思想的介说（十六）  
于自由时报 91.04.02(二)刊载  
 
现在的社会普遍缺乏恭敬心，  
若有了恭敬心，人与人之间相处就没有种种芥蒂。  
 
 
 
   
 
   要契悟中道实相也有前方便，中台四箴行──「对上以敬，对下以慈，对

人以和，对事以真」，将这四个佛法真实的道理运用在日常生活上，就是契悟

中道思想的前 方便。所谓「对上以敬」，即对于父母、师长、主管……等长

上，要有恭敬心，佛法里讲：有一分恭敬心，就消除一分业障；消除一分业

障，就增加一分福德和智 慧。现在的社会普遍缺乏恭敬心，若有了恭敬心，

人与人之间相处就没有种种芥蒂。  
 
   儒家也非常重视恭敬心，中心思想就是诚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疑

心、慢心，恭敬心正可把疑心、慢心去掉，乃至于提升自己，使心中没有妄

想、颠倒，达到诚敬的境界，此即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汉朝有一位李广将军，一日夜行时看到前面有一只「老虎」，马上拔箭

猛力一射，一箭就射穿了「老虎」。上前一看，才发现原来是石头，根本不是

老虎。他觉得很 奇怪，自己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竟能一箭穿石？于是重新

回到原位再射一次，却再怎么射也射不进去了。  
 
   因此，做一切事都要诚、敬、专注，若是能够专注，任何事情都能够有

所成就。《遗教经》里也讲：「制心一处，无事不办。」现在一般人都希望心

想事成，但是所 用的是什么「心」呢？如果用妄想心、贪心、慢心，绝对不

可能心想事成；用恭敬心、诚心，则必定有感应。  

  

生命的源泉  
──中道思想的介说（十七）  
于自由时报 91.04.04(四)刊载  
 
事实上，对别人慈悲才是对自己真正的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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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下以慈」，意即对于子弟、学生、部属，乃至对于动物都要有慈悲

心，也就是佛经中所说：「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人与人之间若缺乏慈悲

心，就会彼此仇 恨、斗争、排斥，始终争战不休。要想达到世界和平，首先

需将瞋心化掉。  
 
   由于有了慈悲心，就能把心中这把瞋火化得乾乾净净，心当中就是一团

和气、一片光明，如《孟子》所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

之。」社会上的争 执也就能慢慢化解。进一步，不但是对人要慈悲，对于动

物也要有慈悲心，例如，现在有保护动物的法令，就是由仁民而爱物－－慈悲

心从人扩展到动物的一种表 现。  
 
   事实上，对别人慈悲才是对自己真正的慈悲。一般人在山林里看到毒蛇

猛兽会害怕，就是因为深怕对方伤害自己，心当中都缺乏慈悲心，所以彼此相

见会感到恐怖、 深怕对方伤害自己，于是乾脆先下手为强，彼此之间的斗争

就是由此而起。所以，慈悲心是很重要的。  
 
   佛经上有一则公案：有一天，释迦牟尼佛和舍利弗走在路上，看到一只

鸽子被老鹰追赶。鸽子很有灵性，知道世尊来了，马上飞到世尊的影子里，感

觉很自在、很安 祥。过了一会儿，世尊转个方位，舍利弗的影子覆盖到鸽子

身上，鸽子马上全身发抖，心里很害怕。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舍利弗虽然已

经证到声闻四果，断了瞋心 等六个根本烦恼，可是还有最后的无始无明，还

有微细的瞋心。而佛漏尽了一切烦恼，破无始无明，所以一点瞋心都没有。不

但人看到佛很欢喜，就是毒蛇、猛兽， 看到佛也感觉很祥和。  

  

生命的源泉  
──中道思想的介说（十八）  
于自由时报 91.04.06(六)刊载  
 
修行也是要真，要从「心」当中来修。  
 
 
 
   
 
   「对人以和」。对任何人都要和气、和合，所谓「家和万事兴」，和气

才能致祥。人人都希望达到世界和平的目标，如果每个人把贪心、瞋心、癡心

化掉，养成了和 气、和合，家庭就能和气，社会也会和谐，乃至整个世界也

就会和平。  
 
   「对事以真」，做任何事情都不可敷衍、居功、诿过、失职，否则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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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所成就。只要认真、脚踏实地去做每一件事情，一定就能够成功。譬如，

做学问要真，时 时刻刻复习功课、不偷懒、不放逸；如果等到考试时才来抱

佛脚，这就是不真。上班族也要真，不迟到、不早退、不居功、不诿过。做善

事也要真，不是沽名钓誉， 而是以慈悲心、平等心，本着人饥己饥、人溺己

溺的精神来作善事。以研究学术的人来说，对事以真，就能成就自己的思想理

论，成一家之言。  
 
   北宋范仲淹先生有《岳阳楼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

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

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就是真。  
 
   修行也是要真，要从「心」当中来修。打坐的时候要万缘放下，一念不

生，不落昏沈、不打妄想，自己确实在心地上用功。有很多人不了解，以为学

佛打坐是来附庸 风雅，这种观念就是不真。所以，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真。  
 
   「中台四箴行──对上以敬，对下以慈，对人以和，对事以真」，是一个

桥梁、方便，从这四个方向去努力，最后连四箴行也不执着，就真正回归中道

实相了。 

  

生命的源泉  
──中道思想的介说（十九）  
于自由时报 91.04.09(二)刊载  
 
由于我们的思想不正、不净，不圆融、不自在，  
假使有了中道思想，  
做任何事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并且有很大的空间。  
 
 
 
   
 
   由于我们的思想不正、不净，不圆融、不自在，假使有了中道思想，做

任何事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并且有很大的空间；如果达到中道实相的境界，

则人生的道路必 是愈走愈光明，功德、事业也愈来愈有成就，这一生必定很

光明，具足福德、智慧，进一步，将来必能超凡入圣。若想证到中道实相，则

要依照「中台四箴行」的道 理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实践。要达到四箴行的最高

境界，则要起「四觉观」。  
 
   所谓「四觉观」，就是心当中的四个方便：觉观、觉察、觉照、觉悟。

「观」就是注意；「觉察」是察觉到我们心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妄想、昏沈、各

种毛病；「觉 照」就是把烦恼照破；觉照之后，还要安住正念、安住实相，

这就是「觉悟」。举例来说，大众听法时忽然打起瞌睡来，假使没有「观」，

就不知道自己在打瞌睡， 甚至朦胧间作了个梦，忽然醒来，还以为自己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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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这就是没有「观」。如果有观、有注意力，一打瞌睡马上就会知道。所

以，以打瞌睡的例子来说，知道自己在 打瞌睡就是「观」；既然不对，一定

要想办法来对治，这个就是「觉察」；用各种方法对治之后，没有瞌睡了，就

是「觉照」；照破了，还有能照之心和所照之境， 因此，又要归还原点，保

持正念，这就是「觉悟」。  
 
   古人说：「捉山中之贼易，捉心中之贼难。」我们心中有很多贼人，时

时刻刻都在偷取功德，因此藉由四觉观之方便来落实中台四箴行，最后必能达

到中道实相最圆 满的境界，达到了这个境界，我们的生命就会充满光明和无

穷尽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