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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觉法语:随顺觉性 

 随顺觉性（一）  
何谓知识  
于自由时报 89.09.26(二)刊载  
 
所谓知识，是后天学来的，  
例如医学、哲学、文学、科学……等种种学问与道理。  
 
 
--------------------------------------------------------------------------------  
 
   
 
   所谓知识，是后天学来的，例如医学、哲学、文学、科学……等种种学

问与道理。这些只要用功去学习，或是自己用功读书、或是老师教授所得、或

是个人经验累积 所产生、或是思考所得的道理，这一生，从幼稚园到小学、

中学、高中、大学，乃至于研究所，拿到博士学位，这几十年当中所学习到很

多的学问与道理，皆归纳于 知识的范畴。古人云：「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

退。」知识如同银行里的存款般，日积月累，不断增加。但无论是技术或知

识，仍然不能称为智慧。 

  

随顺觉性（二）  
何谓智慧  
于自由时报 89.09.28(四)刊载  
 
何谓智慧？  
能够学习的这一念心，心当中有正念，就称为正智；  
心邪掉了，邪知邪见，就称为邪智。  
 
 
--------------------------------------------------------------------------------  
 
   
 
   何谓智慧？能够学习的这一念心，心当中有正念，就称为正智；心邪掉

了，邪知邪见，就称为邪智。正智就佛法而言，要具有正知正见，要修戒、

定、慧，「以佛心 为己心，以佛行为己行，以佛言为己言。」言行举止端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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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正，增长定力、福德、慈悲，而且还要发大愿，使我们的人生不会走远路、

走错路。  
 
   然后再进一步检讨反省，使当下这念心，没有贪心、瞋心、癡心，无

明、烦恼，遇到任何境界，都不执着、不取舍，使心清净。由清净当中，自然

而然产生一种智慧，这种智慧不是学来的，是本具的。 

  

随顺觉性（三）  
宝镜蒙尘  
于自由时报 89.09.30(六)刊载  
 
这念心如同镜子般，镜子有灰尘，就会失去光明。  
 
 
--------------------------------------------------------------------------------  
 
   
 
   这念心如同镜子般，镜子有灰尘，就会失去光明。每个人都有这一面宝

镜，可是这面宝镜，由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起心动念，起贪、瞋、癡、慢、

疑、邪见，所以宝镜蒙尘。  
 
   贪心，贪名、贪利、贪财、贪色、贪吃、贪睡，就使宝镜增加尘点。瞋

心，一点不如意，生无明、起烦恼，患得患失，这宝镜又增加尘点。癡心，不

知道人生有三世 因果，不知道人人本具佛性，在当中起了妄想、执着、颠

倒，所以我们这一面心的宝镜，当中都是尘埃。 

  

随顺觉性（四）  
迴光返照  
于自由时报 89.10.03(二)刊载  
 
现在用佛经所教的方法，  
用定慧、检讨反省、迴光反照的方法，  
使我们这个心不打妄想……  
 
 
--------------------------------------------------------------------------------  
 
   
 
   凡夫的心好比一杯浊水，因为水浑掉了，所以这个水，不能喝、不能

看、也不能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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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心当中，由于平时对于外面的境界生烦恼，使这念心患得患失，

从早上开始到晚上，念头始终没有停过，就像长江、黄河里的波浪般。前浪、

后浪，始终荡漾不停。  
 
   现在用佛经所教的方法，用定慧、检讨反省、迴光反照的方法，先将这

杯水保持不动，使外面的波浪平静。  
 
   知道这些道理以后，就要使我们这个心不打妄想，不要起贪心、瞋心、

癡心，不要生我慢、起疑心、邪见，时刻检讨反省，慢慢我们这个心就会逐渐

清凉、安定下来。 

  

随顺觉性（五）  
梦境虚妄  
于自由时报 89.10.05(四)刊载  
 
所谓作梦，是指我们这个心，时刻都在攀缘。  
 
 
--------------------------------------------------------------------------------  
 
   
 
   一般人白天不停的起心动念，到晚上睡觉时，还是继续作梦，心并没有

真正休息。如果一个正常人每天晚上都作梦，就会感觉到很疲劳、睡眠不足。  
 
   所谓作梦，是指我们这个心，时刻都在攀缘。白天起心动念，日有所

思、夜有所梦，所以到了晚上，身体虽然不动，可是心并没有休息，心还在活

动。这是由于白天 的妄想、思念、执着太多，所以到了晚上还是放不下。  
 
   如果白天起善念，晚上就会做好梦；白天想坏事，晚上就做恶梦。好梦

感觉快乐、幸福，但毕竟还是一个梦，过去就没有了；恶梦会使人忧愁、烦

恼，过去还是没有了。所以无论好梦、恶梦，到最后都是一场空。  

  

随顺觉性（六）  
觉性本具  
于自由时报 89.10.07(六)刊载  
 
这念觉性本具，本具的智慧不是学来的，  
是由于心当中平静、烦恼漏尽所自然显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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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做梦就是菩萨，到达最高的境界，就是佛。达到不做梦，我们心就

清净了，这念心就能产生智慧，这念觉性是本具的，像镜子般，可以照天照

地，什么来什么 现，任何境界经过镜子一照，从镜子里通通可以看得一清二

楚。而且镜子虽然能照外面的境界，但是它里面什么都没有，是毕竟空。这不

是空空洞洞，也不是虚空的 空，而是真空、妙有。  
 
   这念觉性本具，本具的智慧不是学来的，是由于心当中平静、烦恼漏尽

所自然显现的。到达一个最高的境界，就能知过去、知未来，这种智慧是无穷

尽的。 

  

随顺觉性（七）  
清净的智慧  
于自由时报 89.10.10(二)刊载  
 
清净的智慧，每个人都有，是本具的。  
 
 
--------------------------------------------------------------------------------  
 
   
 
   清净的智慧才是最真实的，世间上的技能与了解属于知识，不属于智慧

的范畴。而智慧又分为声闻、缘觉、菩萨、佛的智慧。佛的心不执着空、有，

过去、现在、未 来，……十方世界，都在这念心当中，这种智慧，就能破无

始无明，这种清净的智慧，每个人都有，是本具的。菩萨也是返照这念心，对

于外境不执着，没有取舍， 观察世上所有一切境界皆虚妄不实，如梦如幻、

如泡如影，这种智慧现前了，就能通达一切法门，所以菩萨的智慧称为道种

智。  
 
   菩萨是觉悟的众生、觉悟的有情，能自利、利他。既能返照自心，觉悟

自己；又能起大悲心，利益一切有情，自利利他。正在往菩提道上前进，就称

为菩萨，又称之为高士、大士，如观音大士等即是。 

  

随顺觉性（八）  
觉性的层次  
于自由时报 89.10.12(四)刊载  
 
觉性就是佛性，人人都有。  
虽然如此，由于每个人有无明、烦恼，觉性就变成众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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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的意义就是觉者，佛的境界超越了菩萨、声闻、缘觉。众生在迷是不

觉；声闻、缘觉是正觉，知道人生有无量的诸苦，修四谛、八正道，证到涅

槃。菩萨是分证觉，自觉、觉他，正往这个方向努力，尚未圆满。  
 
   佛，自觉、觉他，所有一切功德通通圆满，称为三觉圆满，是无上正等

正觉。既然是觉，就异于众生之迷；既然是无上正等正觉，就不同于声闻、缘

觉的正觉；既然 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达到最究竟、最圆满的境界，所

以又不同于菩萨。  
 
   觉性就是佛性，人人都有。虽然如此，由于每个人有无明、烦恼，觉性

就变成众生心。如果众生心有善念、恶念、邪见，进而造杀盗淫等恶业，这种

觉性是在迷，而成为兽性，就会堕入恶道。 

  

随顺觉性（九）  
开始觉悟  
于自由时报 89.10.14(六)刊载  
 
虽然人人都有觉性，  
因为众生不随顺觉性，背尘合觉，  
所以觉性、佛性就变成众生性。  
 
 
--------------------------------------------------------------------------------  
 
   
 
   如果明白人人都能成佛，都有佛性、觉性，从现在开始起，绝对修一切

善、断一切恶，听经闻法，修戒修定，发种种大愿，就是开始觉悟，远离三涂

恶道，称为始 觉。但是始觉也有深浅，从凡夫到成佛当中层次有别。这就如

同读书，虽然小学、中学、大学、……博士班，同样都是读书，但每个境界有

深有浅。  
 
   虽然人人都有觉性，因为众生不随顺觉性，背尘合觉，所以觉性、佛性

就变成众生性。如果再等而下之，就变成畜生；再等而下之，就到地狱、饿鬼

去受苦，这就是违背觉性的结果。 

  

随顺觉性（十）  
背尘合觉  
于自由时报 89.10.17(二)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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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人都有觉性，  
因为众生不随顺觉性，背尘合觉，  
所以觉性、佛性就变成众生性。  
 
 
--------------------------------------------------------------------------------  
 
   
 
   明白以后，要赶快背尘合觉，远离贪心、瞋心、癡心、慢心，远离外面

肮脏、龌龊、黑暗的世界，随顺着善法走，随顺光明面走。如儒家所说：「近

朱者赤，近墨者 黑。」跟好的人相处，自己就会变成菩萨；与坏人为伍，渐

渐会变成魔鬼。  
 
   所谓尘是指外面的六尘境界，色声香味触法。我们要离开六尘，就要返

转内照，诸位听法的这念心，要往里面听，两眼内视，所谓「六根内照，入流

照性」，把眼耳鼻舌身意通通往内收，这就是背尘合觉。  
 
   从凡夫开始修行，到声闻、缘觉，乃至于凡夫菩萨、贤位菩萨、登地菩

萨、等觉菩萨、妙觉菩萨，到最后究竟成佛，这些阶段都是随顺觉性。不过，

每个阶段的智慧、定力、心境，完全不同。  

  

随顺觉性（十一）  
无取无证  
于自由时报 89.10.19(四)刊载  
 
四十二章经云：「修无修修，念无念念，言无言言，行无行行。」  
此心本自具足，修了以后，无能修、所修，无能证、所证。  
 
 
--------------------------------------------------------------------------------  
 
   
 
   师父说法，大众听法这个心，无妄想、分别，了了分明，当下这念心是

本具的，无取、无证的，因为有取就有舍，有得就必有失，这还是相对的境

界。虽然每个人都 有，但尚未觉悟前，仍然不知自己有，如同自己身上有无

价的宝珠却不自知，经常在穷困中，等到别人点醒以后才了解。  
 
   「无证」，证到以后没有能证、所证，所以四十二章经所说：「修无修

修，念无念念，言无言言，行无行行。」此心本自具足，修了以后，无能修、

所修，无能证、 所证。是本自具足，还证什么？还是证自己、修自己。有

取、有舍，是在自己本性当中，执取这一点，如取大海当中的一个小水泡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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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顺觉性（十二）  
全波即水  
于自由时报 89.10.21(六)刊载  
 
这念心虽然本自具足，  
心中若有烦恼，佛性就会变成众生心。  
当下一念不生，如如不动，了了常知，众生即是菩萨。  
 
 
--------------------------------------------------------------------------------  
 
   
 
   这个心到达没有生灭、没有相对之境，心中是什么都没有，没有菩萨、

佛、众生之别。这念心虽然本自具足，心中若有烦恼，佛性就会变成众生心。

当下一念不生， 如如不动，了了常知，众生即是菩萨。这念心保持在最高的

境界，就是佛，这都是指这念心的层次。  
 
   虽然心是本自具足，是性空、妙有，遇缘而生，如同氢、氧，两个元素

加起来，就成为水，当水遇到风，就变成波浪，种种不同的现象。但当把氢、

氧一分开，水也 了不可得，何来的波浪？所以不必离开波浪去找水，波浪的

当下就是水。同样地，不必离开烦恼去找自性，本心本性随时都存在的，只要

在烦恼的当下不作烦恼想， 即能认识这念心性。 

  

随顺觉性（十三）  
修无修修  
于自由时报 89.10.24(二)刊载  
 
觉性是无形无相，却具足万法，所以就称为真空。  
真空当中又能生万法，看这觉性妙不妙？  
 
 
--------------------------------------------------------------------------------  
 
   
 
   氢、氧和合所成的水，是缘起法，当遇到热、高温，水就变成蒸气，升

到空中；遇到冷，蒸气就不存在，又变成云了。那这云是不是真实的？也不

是！再遇到冷，云 又变成雨，乃至于变成冰雹、变成雪。无论是冰雹、冰、

雪，遇到热，又化成水了。  
 
   所以这水是真的？假的？云是真？是假？冰雹是真？是假？气是真？是

假？氢原子和氧原子是真？是假？水是「遇缘而起」，假若没遇到这些外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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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就是真空。觉 性亦然，觉性是无形无相，却具足万法，所以就称为真空。

真空当中又能生万法，看这觉性妙不妙？没有取、舍，没有修、证。当悟到此

理，还要继续修，但不执着 修行，修无修修；若不修，心当中仍有烦恼、无

明；说有修，心当中执着又这一点，如此就会失去本来的面目。 

  

随顺觉性（十四）  
自性平等  
于自由时报 89.10.26(四)刊载  
 
要修到没有能看、所看，一念不生，  
这念心当下即是，动念乖真，  
这个心性就是自性平等。  
 
 
--------------------------------------------------------------------------------  
 
   
 
   修了之后，没有能修、所修，但仍必须要修；度众生，没有能度、所

度，还是要度；建道场，没有能建、所建，但仍须要建；做了事，没有能做事

的人、所做的境 界，但还是必须要做。悟到这个道理，就是真正的佛法、真

正的般若，即是契入大圆觉海。  
 
   譬如眼睛只能看到外面，除非是得到天眼通的人。本性就如同眼根，当

看外面的境界，有能看、所看；看自己的眼，还是有能看、所看。既然是有

能、有所，自性就 不得平等，是相对的境界。所以要修到没有能看、所看，

一念不生，这念心当下即是，动念乖真，这个心性就是自性平等。达到平等之

后，进一步还要不执着平等。 

  

随顺觉性（十五）  
本末倒置  
于自由时报 89.10.28(六)刊载  
 
为何达不到平等？  
因为众生迷惑颠倒──既迷色迷心又颠倒执着。  
 
 
--------------------------------------------------------------------------------  
 
   
 
   为何达不到平等？因为众生迷惑颠倒──既迷色迷心又颠倒执着。颠倒即

是将不净当做净、净当做不净；真当做假、假当做真，观念颠倒了。心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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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可是不知在 心地用功，而只在色身上努力。例如有很多人修气功，而不

知修心才是正顺圆觉，将身体当做实有，拼命在身体上用功夫，这就是本末倒

置。  
 
   由于心迷、色迷，因迷而执外境为实有，执着身体为真实，而不明白身

体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心当中起迷惑，不知这念心才是最实在的，产生贪

心、瞋心，因而失 去了本心，不知所起的心念只是受想行识的变化，且又不

知去保养这念心，不知如何随顺觉性，这就是本末倒置。 

  

随顺觉性（十六）  
觉性本具  
于自由时报 89.10.31(二)刊载  
 
金刚经开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这就是对治我们的迷惑与倒执。  
 
 
--------------------------------------------------------------------------------  
 
   
 
   因此佛陀对迷色重的人就开示四大本空，为迷心重者就开示受想行识

空；如果是既迷色、又迷心，再开示五蕴皆空，主要的目的仍是对治迷惑颠

倒。  
 
   那为什么会有迷惑、有颠倒？因为不能灭除一切虚妄不实在的境界，将

外面不实在的东西当做真的，真的当做假的。金刚经开示：「一切有为法，如

梦幻泡影。」这就是对治我们的迷惑与倒执。  
 
   因为在寂灭当中用功，而尚未契入到真正的寂灭，当中就有差别。例如

声闻是灭色归空而取涅槃，缘觉的境界超越了声闻的灭色归空，一般众生则认

为东西没有以后 才称为灭，譬如人死后、物质坏掉以后才是没有了。这些都

还是在虚妄当中用功。假使契悟到如来的究竟寂灭，随顺寂灭，又因本来就是

寂灭，所以不做寂灭之想。 

  

随顺觉性（十七）  
凡夫随顺觉性一  
于自由时报 89.11.2(四)刊载  
 
圆觉性即是涅槃性，是没有生、没有灭，远离妄想执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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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顺觉性分为凡夫随顺觉性、贤位菩萨随顺觉性、地上菩萨随顺觉性、

如来随顺觉性四种层次，都是指这念心层次的深浅。  
 
   什么是「凡夫随顺觉性」？譬如说，遇到很好的善知识、同参道友告诉

我们：圆觉性即是涅槃性，是没有生、没有灭，远离妄想执着，我爱、我瞋、

我癡，远离财色 名食睡，当前这念心清楚、明白，一尘不染、一念不生，忽

然明白这些道理了，就远离劳虑境界，得到法界清净。  
 
   所有的色声香味触五尘境界都是尘劳。例如，眼睛看外面久了，就会疲

倦；再看，就打瞌睡。劳就是慢性中毒。六根都是同样的。虑，外面的尘境，

引起我们的思 虑，想久以后，就患得患失，这些都是生死的根本，明白了，

就要永断劳虑。 

  

随顺觉性（十八）  
凡夫随顺觉性二  
于自由时报 89.11.4(六)刊载  
 
禅宗所说要直下承担，「起心即错，动念乖真」，  
在这个地方安住，就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这就是站得住。  
 
 
--------------------------------------------------------------------------------  
 
   
 
   对于色声香味触五尘境界，我们不贪着、不去追求，当前这念心，不想

过去、现在、未来，当下即是！安住在这念心上。禅宗所说要直下承担，「起

心即错，动念乖 真」，在这个地方安住，就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地方，这就

是站得住。  
 
   除了要站得住，还要站的长，继续安住在这念心上，一分钟、两分钟、

三分钟、十分钟、一个钟头……，就是如此持续保养下去，就能得法界净。这

种清净境界现前 了，六根就得到清净了，生理、心理就产生无量的快乐与无

比的法喜。 

  

随顺觉性（十九）  
凡夫随顺觉性三  
于自由时报 89.11.7(二)刊载  
 
所谓法喜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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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由于轻安境界现前，  
在行住坐卧当中， 身心都感觉到很平静、很愉快。  
 
 
--------------------------------------------------------------------------------  
 
   
 
   所谓法喜充满，起初由于轻安境界现前，在行住坐卧当中，身心都感觉

到很平静、很愉快。这个心清净了，地水火风、六根也随之清净，马上就产生

清净的感受，这 种感受很安定，很平静、很快乐，但一般人可能就会在这个

地方安住下来，以为这是最好的，如果执着这个境界，这就是自己障蔽了自

己。一执着，心就停留在这个 地方，反而被法界净所障，始终认为这个境界

非常好，因此证不到最高的如来境界，所以还是不得自在，所以称为「凡夫随

顺觉性」。  
 
   所以感觉到这种清净的快乐，不执着就好了，继续用功，就能由凡夫随

顺觉性，超越到贤位菩萨随顺觉性。  

  

随顺觉性（二十）  
贤位菩萨随顺觉性一  
于自由时报 89.11.9(四)刊载  
 
初开始修行是凡夫菩萨，  
达到六根清净，法喜充满， 意识感觉这个境界很好。  
 
 
--------------------------------------------------------------------------------  
 
   
 
   初开始修行是凡夫菩萨，达到六根清净，法喜充满，意识感觉这个境界

很好。明白这个道理了，就是入了贤位菩萨，就是称之为入理；入到圆觉之

理，就称之为圣。 贤位菩萨仍然执着见觉。见，就是见地，认为这个道理是

最高的。  
 
   因为心还住在见觉上，执着见觉。执着觉观、觉察、觉悟、觉性的境

界，还是有能、有所，所以还有法的执着，是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自在。这个

境界是菩萨未入地 者随顺觉性，属于十住、十行、十迴向的三贤位，经过三

贤就进登十地。 

  

随顺觉性（二十一）  
贤位菩萨随顺觉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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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由时报 89.11.11(六)刊载  
 
现在打妄想了，能马上知道，就是觉；  
赶快把打妄想的心化掉、照破，不打妄想就是照。  
 
 
--------------------------------------------------------------------------------  
 
   
 
   贤位菩萨是有觉有照的层次，觉察、觉照当中的能所就是一种障碍。因

为这个心有能照所照、能觉所觉，还不是本觉，而是在本觉当中起能观的智慧

心，以方便对治我们的妄想、昏沉。  
 
   譬如现在打妄想了，能马上知道，就是觉；赶快把打妄想的心化掉、照

破，不打妄想就是照。又如师父在说法时，大众听法，不自觉的想到家里，忽

然觉察：我在这 里听佛法，为什么想家里？立刻将想家的心，当下就收回

来。能够知道这个心跑掉了，这就是觉；觉了以后马上能够对治，这就是照。  

  

随顺觉性（二十二）  
贤位菩萨随顺觉性三  
于自由时报 89.11.14(二)刊载  
 
这念心，不想过去、现在、未来、又不打瞌睡，  
保持清楚、明白，又能作主，这就是随顺觉性。  
 
 
--------------------------------------------------------------------------------  
 
   
 
   明白觉照的道理，功夫用得上了，就找到修行的路。如果坐在这里听法

时打瞌睡了，自己马上就知道，发惭愧心，告诉自己不要打瞌睡，或者身体动

一动、头动一 动。能知道打瞌睡不对，这就是觉；能够对治瞌睡这个心就是

照。照了以后归到什么地方？要坚住正念。这念心，不想过去、现在、未来、

又不打瞌睡，保持清楚、 明白，又能作主，这就是随顺觉性。  
 
   如此保持住，使这个心行住坐卧时刻都清楚、明白，没有妄想，人在哪

里，心就在哪里，即说即了，即做即了。要说就是好话，要做就是善事，这就

是能够作主。不 说、不想、不做时，心一念不生，清楚、明白，这样就是贤

位菩萨随顺觉性。 

  

随顺觉性（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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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菩萨随顺觉性  
于自由时报 89.11.16(四)刊载  
 
佛所说的一切大乘、小乘等八万四千法门，  
就是要使众生觉悟本具的心性，如同标月之指。  
 
 
--------------------------------------------------------------------------------  
 
   
 
   明白这个道理后，继续在这念心用功，动静闲忙，不离当念，最后到达

觉和照同时放下，没有能照、所照。因为此时已没有瞌睡、妄想了，所以再也

不须起觉、照 了，就将觉照的心放下，任其本心自照，任其本心自觉，这念

心就是中道实相，是圆觉净性，能因此而入大圆觉海，这是登地菩萨的境界。  
 
   佛所说的一切大乘、小乘等八万四千法门，就是要使众生觉悟本具的心

性，如同标月之指。目的是在循着指头找月亮，找到月亮后，这时就不须再执

着指头。现在悟 道了，时刻觉察、觉照，了了分明，不离当念，到达没有能

觉、所觉，觉照一如，任其本心自觉、自照。既然觉悟心性了，再也不须执着

八万四千法门。 

  

随顺觉性（二十四）  
如来随顺觉性一  
于自由时报 89.11.18(六)刊载  
 
这所谓「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圆」，成就法、报、化三身如来。  
这就是究竟的随顺觉性，超越前面的任何境界。  
 
 
--------------------------------------------------------------------------------  
 
   
 
   明白、契入心地法门后，契入了中道实相，时刻定中有慧、慧中有定，

定慧等持，定慧一如，定慧不二这一念心，达到最高的境界，烦恼分分破，真

如分分现，最后 十地满心，达到妙觉，入金刚喻定，破无始无明，漏尽无量

劫的一切烦恼，烦恼全转为菩提，这就是转八识成四智--转第八识成大圆镜

智、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 转第六识为妙观察智、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所

谓「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圆」，成就法、报、化三身如来。这就是究竟的随

顺觉性，超越前面的任何境界。 

  

随顺觉性（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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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随顺觉性二  
于自由时报 89.11.21(二)刊载  
 
到达如来随顺觉性，就能够有种种不可思议的能力、智慧、与神通。  
 
 
--------------------------------------------------------------------------------  
 
   
 
   到达如来随顺觉性，就能够有种种不可思议的能力、智慧、与神通。在

凡夫菩萨、贤位菩萨、或登地菩萨的境界，都有贪瞋癡、色身、无明烦恼、色

声香味触法，顺 境、逆境等障碍；到达如来随顺觉性，一切障碍都变成究竟

的觉性了。  
 
   到达如来的究竟随顺觉性，得念、失念皆是解脱。所谓得念就是正念，

失念就是失去正念，打妄想，想到过去、未来。一般的凡夫没有正念；菩萨要

坚住正念，才能 破无明烦恼；到达如来的境界，没有得、没有失，得失不

二，契悟到这一切皆是解脱。 

  

随顺觉性（二十六）  
如来随顺觉性三  
于自由时报 89.11.23(四)刊载  
 
达到如来随顺觉性，则「成法破法，皆名涅槃。」  
 
 
--------------------------------------------------------------------------------  
 
   
 
   达到如来随顺觉性，则「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成法，一切法都是缘

起，因缘所生法即是成。例如修五戒、十善、四谛、十二因缘、六波罗蜜，修

道场等，修圆满 就是成法。依据随顺觉性来修，就能得涅槃，涅槃分为有余

涅槃、无余涅槃、无住涅槃、大般涅槃。无论是证那种涅槃，都是因缘所生，

若没有缘起，也没有办法证 到涅槃，所以这就是成。破法就是破了清净法，

或是这个法的因缘散掉了，例如不但没有修布施、持戒、忍辱，而且还起无

明、生烦恼、起贪心。有的人甚至于毁谤 佛法，这是破。 

  

随顺觉性（二十七）  
如来随顺觉性四  
于自由时报 89.11.25(六)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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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了如来的随顺觉性，智慧和愚癡都是般若，  
智慧和愚癡是不二，都是在这念心当中，没有自性，能所不二。  
 
 
--------------------------------------------------------------------------------  
 
   
 
   在一般人看来，成破是两回事，如破了戒定慧，成就戒定慧；破了六波

罗蜜，成就六波罗蜜，这是有成有破。证到如来究竟的境界，成破不二，烦恼

就是涅槃，成也 是涅槃、破也是涅槃。为什么？因为一切法都是缘起性空，

既然是如此，一切法皆无自性，是毕竟空，所以成法、破法都是涅槃。这是站

在如来的境界来观察成破。  
 
   在如来的智慧来观察，「智慧愚癡，通为般若。」般若分为文字般若，

观照般若，实相般若。在一般来讲，智慧才属于般若，修戒定慧、为善去恶才

是智慧。但是成 就了如来的随顺觉性，智慧和愚癡都是般若，智慧和愚癡是

不二，都是在这念心当中，没有自性，能所不二。 

  

随顺觉性（二十八）  
如来随顺觉性五  
于自由时报 89.11.28(二)刊载  
 
成就如来随顺觉性，则「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  
 
 
--------------------------------------------------------------------------------  
 
   
 
   成就如来随顺觉性，则「诸戒定慧及淫怒癡，俱是梵行。」在一般人看

起来，戒定慧的相反就是淫怒癡，修戒定慧的目的，就是要除去淫怒癡。成就

如来随顺觉性了 以后，戒定慧和淫怒癡之性，是平等不二，通通都是清净

的，都可以得解脱，但这要到达如来的境界才可以。  
 
   这在一般人看起来，那佛法不是颠倒了吗？怎么淫怒癡就是清净的行

为？这与戒定慧怎可相提并论呢？因为杀盗淫的本性是空的，相是假的。再其

次，一般人认为贪 瞋癡是恶法，在修行来讲，可以用贪来上求佛道--贪求佛

法，下化众生--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像地藏王菩萨就是大贪：「地狱不空誓不

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 提。」这个贪不正是佛事吗？ 

  

随顺觉性（二十九）  
如来随顺觉性六  



16 
 

于自由时报 89.11.30(四)刊载  
 
在如来的随顺觉性的看法，和一般人的看法是有差别的。  
假若未达到如来的境界，而因此认为也可以做与如来随顺觉性相同的事，  
那就是糊涂了！  
 
 
--------------------------------------------------------------------------------  
 
   
 
   在如来的随顺觉性的看法，和一般人的看法是有差别的。假若未达到如

来的境界，而因此认为也可以做与如来随顺觉性相同的事，那就是糊涂了！  
 
   社会上很多修禅的人，说要任心自在，「酒肉穿肠过，佛在心中坐。」

还找理由解释：你看济公和尚也是吃酒吃肉呀！现在学佛法要随缘，要跟得上

时代，学佛是学 佛，吃酒就吃酒，吃肉就吃肉，心中要得自在！这种观念就

是错误的，要知道济公吃酒进去，可以吐黄金出来！吃愈多，所吐的金子愈

多；吃死的动物进去，可以吐 活的出来，普通人根本做不到这个境界！因为

要证到诸法实相、诸法平等的境界，才有这个能耐。所以我们必须了解，随顺

觉性有不同的层次，由于层次不同，所能 做的范围，亦有所不同。 

  

随顺觉性（三十）  
如来随顺觉性七  
于自由时报 89.12.02(六)刊载  
 
「众生国土，同一法性。」  
众生和国土，是同一个法性。  
法性即是空性，众生、国土都是空。  
 
 
--------------------------------------------------------------------------------  
 
   
 
   「众生国土，同一法性。」众生和国土，是同一个法性。法性即是空

性，众生、国土都是空。所以地藏王菩萨要度尽众生，如何去度？只要了达众

生本来空，了达六 根、六尘本来空，既然一切都是空性，哪里还有众生？地

狱？天堂？所以众生与国土都是毕竟空寂，同一法性。  
 
   「地狱天宫，皆为净土。」在一般人看起来，地狱是地狱、天堂是天

堂；在佛看起来，地狱和天堂都是净土。地狱、畜生、饿鬼所居住的地方很黑

暗、很肮脏、很龌 龊，称为秽土；天上都是一尘不染，所以称之为净土。例

如四王天住在四宝所成的须弥山上，忉利天是七宝宫殿所成；还有十方的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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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黄金为地，琉璃为池，遍地 都是光明。 

  

随顺觉性（三十一）  
如来随顺觉性八  
于自由时报 89.12.05(二)刊载  
 
摩诘经云：「随其心净，则国土净。」  
到达如来随顺觉性的境界，一切境界都是净土。  
 
 
--------------------------------------------------------------------------------  
 
   
 
   达到如来随顺觉性的境界，天宫和地狱，同样都是净土。为什么？契悟

到佛性、法性，不净不垢，不增不减，净秽不二这念心，所以全部皆成为净

土。维摩诘经云： 「随其心净，则国土净。」圆觉经也讲：心清净了，六根

清净；六根清净，六尘清净；六尘清净，六识清净；六识清净，十二入、十八

界清净；十二入、十八界清 净，国土清净；国土清净，一切清净，全都是净

土世界。所以到达如来随顺觉性的境界，一切境界都是净土。 

  

随顺觉性（三十二）  
如来随顺觉性九  
于自由时报 89.12.07(四)刊载  
 
到达如来随顺觉性的境界，  
就能超越相对的境界，  
达到「一切烦恼，毕竟解脱。」  
 
 
--------------------------------------------------------------------------------  
 
   
 
   同样一个世界、一个境界，由于众生心的清净程度不同、业报不同，所

感得的六根也不同。六根不一样，对外面六尘境界的感受也就不一样。例如，

白天，在人类的 眼睛看来，到处都是光明；有很多众生，看到的却是一片黑

暗。又如厕所里的粪便，人们觉得又脏又臭，污秽不堪；而厕所里的众生，不

但不嫌脏、臭，反而觉得很 清凉，如饮甘露。从这些角度观察，一切都是相

对的境界。  
 
   到达如来随顺觉性的境界，就能超越相对的境界，达到「一切烦恼，毕

竟解脱。」烦恼即菩提。因为如来所证的境界是不可思、不可议的境界，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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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的境界、是真 如的境界、是菩提的境界，也就是随顺圆觉的觉性，所以一

切烦恼皆得以解脱。 

  

随顺觉性（三十三）  
如来随顺觉性十  
于自由时报 89.12.09(六)刊载  
 
「法界海慧，照了诸相，犹如虚空。」  
到达如来随顺觉性的境界，  
此法界中具足无量无边的智慧。  
 
 
--------------------------------------------------------------------------------  
 
   
 
   「法界海慧，照了诸相，犹如虚空。」到达如来随顺觉性的境界，此法

界中具足无量无边的智慧。此智慧，就是是般若正智，犹如一把金刚宝剑，能

斩断一切无明、 妄想，照了诸相，犹如虚空，毕竟空寂，了不可得。这念心

契入不二法门，则处处皆是净土。  
 
   有一次，阿难尊者问释迦牟尼佛：「世尊！您说十方诸佛都是住在净土

之中，为什么您住的这个世界，却到处都是石头瓦砾、脏乱污秽，见不到您的

净土？」释迦牟 尼佛听完，马上用大脚拇指往地上一按，整个世界都成了净

土。所以到达如来随顺觉性，证到最高的三昧境界，就能「指长江为酥酪，点

大地成黄金」，因为长江之 水、山河大地皆是虚妄不实，唯心所现。 

  

随顺觉性（三十四）  
有理有事  
于自由时报 89.12.12(二)刊载  
 
证到中道实相，漏尽无始无明，  
达到如来随顺觉性，就能得到究竟的解脱。  
 
 
--------------------------------------------------------------------------------  
 
   
 
   修行必须有理有事，假使有理没事，说得做不得，造了恶业，还是要受

苦报。隋朝有位云光法师，虽然善于宣说大乘法门，却有个嗜好，喜欢吃牛

肉，常边吃边说吃 而无吃。他也懂得般若空性之理，可是功夫不够，吃了以

后却空不了，业还是存在，所以往生后即堕为牛身，痛苦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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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修行要知道随顺觉性的道理，而当中又有层次上的差别，第一是

凡夫随顺觉性，进一步是贤位菩萨、登地菩萨随顺觉性，更进一步得到金刚喻

定，证到中道实 相，漏尽无始无明，达到如来随顺觉性，就能得到究竟的解

脱。虽然要做到这些，是不简单的，但是只要用功去做，一定可以达到。 

  

助念安心 超脱生死（一）  
助念的意义  
于自由时报 89.12.14(四)刊载  
 
平日要多熏修佛法， 把佛法的种子种在八识田中，  
临终时，听到念佛声就能迴光返照，提起正念。  
--------------------------------------------------------------------------------  
 
   
 
   「助念」，助是帮助，念是正念，助念就是帮助临终的人提起正念。一

个人临终时，地、水、火、风四大开始分散，犹如乌龟活生生被剥壳般的痛

苦，同时会看到种 种恐怖的境界而心生惊慌，神识渺渺茫茫，不知归向，如

同作恶梦一样。  
 
   此时亲眷或同参道友在旁念佛，临终之人在惊慌恐怖中，忽然听到从空

中传来念佛的声音，马上就提醒自己也要跟着念佛，念佛的当下，心安住在正

念，就能超生善道。  
 
   所以平日要多熏修佛法，把佛法的种子种在八识田中，临终时，听到念

佛声就能迴光返照，提起正念。假使生前没有念佛的习惯，也不知道佛法的道

理，临终时听到佛号，就不容易提起正念；没有正念，就很难超生善道。 

  

助念安心 超脱生死（二）  
正念就是解脱(一)  
于自由时报 89.12.16(六)刊载  
 
平时经常禅修、念佛、持咒、反省、检讨，  
这念心时时安住正念，自然而然养成正念的心境。  
--------------------------------------------------------------------------------  
 
   
 
   人在一生当中，如果常常修习善法，这念心时时安住正念，临终时就不

会见到四大分散的恐怖景象。因为已经把六根、六尘、地大、水大、火大、风

大都转过来了，甚至在临终时能看到诸佛菩萨及净土境界。  
 



20 
 

   这些瑞相，就是平日修习善法，因圆果满时功德果报的展现。所以，时

时刻刻都要修善、断恶，乃至于持诵大乘经典，做一切功德。如此不断地熏习

善法，到了临终 时，也不一定要靠别人来助念，为什么？因为平时经常禅

修、念佛、持咒、反省、检讨，这念心时时安住正念，自然而然养成正念的心

境。临终时，就能自在的超脱 生死障碍，得到解脱。  

  

助念安心 超脱生死（三）  
正念就是解脱(二)  
于自由时报 89.12.19(二)刊载  
 
平时经常禅修、念佛、持咒、反省、检讨，  
这念心时时安住正念，自然而然养成正念的心境。  
--------------------------------------------------------------------------------  
 
   
 
   《六祖坛经》云：「邪见名世间，正见名出世。」想要得出世的究竟解

脱，除了修一切善法，广集福慧资粮外，还要在这念心上用功，时时保持正

念。有了正念，就 能得正定，得到正定，生生世世就能永不退转，免于轮迴

之苦。  
 
   正念，就是定慧不二的心，定就是如如不动，慧就是清楚明白。不但要

了悟本具定慧不二的这念心性，并且要经常守住这念心，保持清楚明白、如如

不动。这念心有 定、有慧，又能作主，要动就动、要静就静，定慧功深，如

此则平常能时时正念现前，临终时更能坐脱立亡，生死自在。 

  

助念安心 超脱生死（四）  
真正的了生死(一)  
于自由时报 89.12.21(四)刊载  
 
《地藏经》云：「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  
一个人从早到晚，念头都离不开贪、瞋、癡、慢、疑、邪见，  
这些烦恼就是生死的根本。  
--------------------------------------------------------------------------------  
 
   
 
   一般人认为出生，是生；两腿一伸入棺材，就是死。这种生死是无法

「了」的，因为它是人生的一种过程。  
 
   《地藏经》云：「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罪、无不是业。」一个人从早

到晚，念头都离不开贪、瞋、癡、慢、疑、邪见，这些烦恼就是生死的根本。

想知道自己有没 有生死，就看自己有没有这些烦恼。念头起，就是生；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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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就是死；所以，一个念头的生灭，就会招感一个生死的果报。由于这念心

有生有灭，所以色身就随着 心念的流转，而有生、老、病、死。  
 
   明白了这些道理，就要慢慢地转化这些烦恼，保持清净心、平等心、慈

悲心、恭敬心，最后心达到寂静不动，就能了生死。 

  

助念安心 超脱生死（五）  
真正的了生死(二)  
于自由时报 89.12.23(六)刊载  
 
当这念心达到绝对的境界，就能「了生死」。  
--------------------------------------------------------------------------------  
 
   
 
   明白「了生死」要在这念心上用功，但是要如何在心上用功呢？例如用

功时，落入昏沈，或是打了妄想，马上念一句「阿弥陀佛」，提醒自己不要昏

沈、不要打妄 想，等昏沈、妄想没有了，就要放下这句佛号，继续用功。也

可以不念佛，直接观照心念，即如儒家说的：「观机于心意初动之时，穷理于

事物始生之处。」保持心 的宁静，时时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起了恶念，马

上将它转过来；起了善念就继续保持下去；最后连善念也不执着。这念心愈来

愈微细，连小小的念头都可以察觉 到，最后微细的念头也没有了，当这念心

达到绝对的境界，就能「了生死」。  
 
   所以，平日要多用功，广集福慧资粮。有了福德因缘，临终时就有人来

帮助自己提起正念；即使无人助念，自己亦能保持正念，生死自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