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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自本心 
 

《无尽灯》63 / 1974 春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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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阿赖耶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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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觉的心 
(六)心生灭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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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黄梅五祖宏忍大师说过：「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於一切时

中，念念自见，万法无常。」又对六祖惠能说：「不本心，学法无益。若自 本心，见自本

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惠能将圆寂时也严肃指示弟子们道：「吾灭度後，莫作世情悲泣

雨泪，朋人吊问，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 但自本心，见自本性，无动无静，无去

无来，无是无非，无住无往」。六祖 对薛简说：「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

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 妙用怛沙。」入於清净心体，有何妙用呢？六祖说：

「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又说：「见性之人……去来自由，无滞无碍，应用随作，应语

随答，普见化身，不 离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是名见性。」(以上见六祖坛经)识
本心，见本性，知心要，是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成为丈夫天人师佛的主因，妙用就是在 
此，所以学佛的人，必先自本心！太虚大师，信解臻上乘，因参考其所作大乘起信论别说，

写成此文，以求有志举佛者，顿悟本来面目，直趣正觉！成就无上菩提， 并请高僧大德指

正。 
 
(二)心有四种 
心有那四种呢？即如下： 

 
1 肉团心--这是旨凡夫所说的心。在身根之内，状如倒挂莲花，为识所变所缘的色法，不是

我们所要研究的心法，这是要摒弃而不足道的。 

 
2 缘虑心--缘指对观，虑指向思。其义遍通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识及第七末那识与第八阿赖耶

识(藏识)。这心能对自识所观的境，而向之起思，通常所说的心，乃是指此。 

 
3 集起心--集指积聚，起指生起。一方面能积集种种经历过的缘虑而不失掉，他方面能生起

新的缘虑而不间断。这心以第八识为体，而与第七末那识亦有关系。因第 七识起了我痴我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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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慢我见等等的作用，皆影响到第八识。第八识能起妄起真，生种种颠倒是非，世间或出世

间等法，包罗一切万象。 

 
4 真实心--指如来藏真如心。真乃言真如性，实乃言如来藏自体实相，此心系断一切暗疑邪

执，於动静默语中，体验真实无妄之理智的。 
除肉团心不必再言外，其他缘虑、集起、真实三种心三种不形式的表现，都与八识(眼、

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有关，这八识实同摄於一心里，所谓一切法一心，列

表如左： 

 
一切法一心 
真如 
体 
无隐无颢 
(譬如水之湿体无变异)。 
如来藏 
相 
不生不灭 
(譬如水之波浪)。 
藏识(阿赖耶) 
用 
生灭不生灭和合(譬如水之流动)。 
意，意识(末那)。 
前五识(眼、耳、鼻、舌、身)(此表参考太虚全书第十五册二五九八页)。 
 
 
(三)阿赖耶识 
阿赖耶称藏识，有能藏、执藏三义，即： 

(一)能收集积储一切法的善恶种子； 

(二)受前七识薰习的染法所覆藏； 

(三)被第七识(未那)所执为自内我。 

 

此识所含藏外来六尘薰习种子，一遇机缘激发，就生起现行，故又名根本识，乃是前七识生

起之根。 

 
前七识统称七转识，第六意识，依末那(动)识为根而起，能缘过去、现在、未来种种法尘，

发生认识作用。末那识从始以来，常执阿赖耶识为自内我，恒审思量， 没有断间。 

 

因为有我痴、我见、我爱、我慢四个根本烦恼跟著它，因此极多烦恼，便是由末那识的执作

而来。末那的意根生起前六识(眼、耳、鼻、舌、身)，同时 又执阿赖耶为自内我，所以末那

真真是引发业力的主因。由它的活动使六识攀缘六尘境界，藉此攀缘，又收存种种善恶子，

深藏於阿赖耶识，使阿赖耶成为生死流转 的主要力量。 

 
阿赖耶识可通於异生，如来，与成唯识论所云根本识同义。又同真如、如来藏，俱能尽收一

切法。阿赖耶属於第八识，但第八识有种种名义，列表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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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识种种名表： 
 
第八识 
通称叫做 
一切种识 
阿陀那识 
本识 
心识 
 
有漏位叫做 
阿赖耶(亦称藏识) 
界生体 
异熟识 
 
无漏位叫做 
庵摩罗识 
大圆镜智 
真佛身 
 
就有漏中指无漏界叫做如来藏，也叫做佛性。 
 
以假智诠指绝言思界叫做一真法木，亦叫做真如(六祖说：真如自性是真佛) 
阿赖耶识无始无终，而可有一分和合染相，永灭不有。因从阿赖耶识内究之，知有在隐而可

颢之不生不灭自体相，所谓如来藏。又由此识外发而为三细(无明业相、 能见相、境界相)，
六粗(智相、相续相、报取相、计名字相、业相、业击苦相)。以及前七心心所法，所变所缘

诸法，则谓之心生灭。不问为心生灭、为阿赖耶 识、为如来藏之一切法，一一直下无隐无

颢，无生无灭之真常如体性，则称真如。这是阿赖耶无始无终的一面。就悟真如的缘故，究

竟得颢如来藏自体实相，而阿赖 耶识一分和合染相，永灭不存，这是阿赖耶议可以有一分终

的一面。 

 
此中真如，如来藏、阿赖耶识的分别，皆就凡夫位言之而已。若由佛位言之，那么常寂光真

如，圆明土如枇藏，无垢清净藏识，都可名如来法身。如来法界藏身的量，正同凡夫阿赖耶

识的量，具足自体相用。但是藏识为生灭杂染牵转之相， 而法身则是常寂自在明清净之相。 
阿赖耶识是一切法所依的根本，同时具有真如、生灭二门。由觉的方面言之，则为真如门；

由不觉的方面言之，则为生灭门。因有觉的一面，乃能摄一切生一切出世间常乐真净之法；

因有不觉的一面，又能摄一切生一切世间无常苦空无实不净之法，兹将觉与不觉，析而言

之。 

 
(四)觉的心 
觉的心体，就是如来平等法身，即真如如来藏。觉就是能观无念，迥向佛智，心体离念，等

诸虚空，无不周！其义有四：1 如宝空镜(与虚空等)，远离一切心境界相，无法可现，此

第一义觉真如体。体即真觉，更无能觉所觉之分，如别有能觉所觉，即违乎真觉。2 因熏

习镜，谓如实不空，觉自体相如来藏，一切世间境界，悉於中现，不出不入，不失不坏，

常住一心，以一切法即真性故。此谓大乘体相之如来藏，能令众生， 发大乘心，一切染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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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染，一切法之真常实性悉於中现。3 法出离镜：谓不空法，出烦恼碍，智碍，离和合相，

淳净明故。即转异熟识成大圆镜智，乃如来藏出障圆明而转为佛法身智。4 缘熏者镜：谓依

法出离故，照众生之心，令修善根，随念示现，颢示大乘别相，乃佛法身之大用，能令众

生发大乘心之增上缘故。 

 
(五)不觉的心 
众生从巳来，念念相续，未曾离念，故说为无始无明，众生不名为觉。不觉的意义，就是不

明真觉而生妄念。因不觉故，遂生三种相：1 无明业相--因依於不觉而心，乃名为业。动则

有苦，妄因必生苦果，如影之随形。2 能见相--因依於动乃生见，不动则无见，著见必生种

种烦恼缠缚！3 境界相--因依於能见，是以境界妄现，离见则无境界。以有境界为所缘故，

胥生起六种妄相，即： 

(A) 智相--依於境界，心起分别，心起分别，爱憎遂生。 

(B)相续相--依於妄智苦乐之怠，不觉起念，念念相应相续，曾无一刻间断，生死梦幻，永无

了 时。 

(C)执取相 --依於相续，击念境界，执著苦乐，心著於相，执持不拾， 

(D)计名字相--依於妄执，分别生起种种名字语言诸相，繁衍无尽。 
E)起业相--依於名字语 言，寻名取著，繁造诸业。 

(F)业击苦相--因造妄业，遂生妄困，造苦业受苦报，缘苦因，受苦果，永不得自在。 

 
上言由藏识(阿赖耶)中无明种子，缘起业行，所谓无明缘行，由是成十二因缘，缘生不息，

输迥尘世，难以了脱！ 

 
又觉与不觉，有二种相，即：1 同相--如种种瓦器，皆同微尘相，如是无漏无明种种业幻，

皆同真如性相。故依此真如义，可说一切众生，本来常住，入於盘。菩提之法，本无色相

可见，其有 见色相著，乃是随染业所作，非智境不空之性，因智相是无可见的。2 异相--如
种种幻器，各各不同。是以无漏无明，随染幻差别，以其性有染幻差别的缘故。又生灭相，

真如相，皆不离一心。真如又是十法界的通性，全十法界唯一 真如，全一真如唯十法界。但

有真同俗异二相的分别。就众生真相觉之，可言本来菩提盘。但佛法界与众生法界所不同

的，是众生逆乎真而造无明业，起一切染幻 差别。佛法界证得真常，成无漏智，净德圆满，

一无差别，但只随顺众生的业染，幻现差别而已。故众生不可谓本来菩提盘的话，便自谓

即佛菩萨而不修证！ 

 
 
(六)心生灭因缘 
心生灭的因缘，是因众生依心、意、意识转的关系，所以有生有灭。依众生的阿赖耶识，有

无明不觉，忽然起念的一面，乃起能见，能现，能取境界，起念相续不 断，故说为意。这意

可分五种不同的名称即；1 名为业识，因无明之力，不觉而自心动。即末那识种与藏识俱起

现行自体。2 名为转识，依於心动，而能见种种相。即由自体而能起诸见。3 名为现识，能

现一切境界，如明镜之照物，五尘一至即颢，应时而现，无前无後，於一切时任运而起。因

有能见，便有一切所见境界。末那缘阿赖耶为实我体，阿赖 耶缘种子、根身、器界为执受

境，能缘所缘，任运相续，无始无终。4 名为智识，谓能分别染净诸法故。因末那识有我见

能恒审思量，执阿赖耶为内自我体，与颠倒慧相应，遂成染心，为一切法染净之依。如末那

染，是以前六识(眼耳 鼻舌身意)俱染，如末那净则前六识亦俱净。5 名为相续识，以念念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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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不断的缘故，执持过去无量世一切善业恶业，令不遗失，而复能成熟现在未来苦报乐报，

无有差错。能对已经之事，忽然起念，对未来之 事，不觉妄虑。是故三界一切种种虚伪，唯

心所作，离心则无六尘境界。因此世间一切境，全依於众生无明妄心而颢。可说一切法如镜

中像，无体可得，心生法生， 心灭法灭。盖末那识念念审度，执著藏识为内自我体，遂起念

与前六识所造善恶业薰习藏识。藏识被薰，执诸习气，因同末那识随业流转！ 
言意识者，即指此相续识，由於凡夫执著甚深，计我我所，生诸妄念，事事攀缘，分别六

尘，名为意识成分别事识。此识依於我见、我爱、烦恼等而增长。意识依相 续识缘念过去未

来，才起色心假实之境，俱唯心变现，悉属虚伪相。系根据无明妄心，继续存在。倘能了妄

境空，妄心不起，顺真如本性，反乎无明，则无明稳而真 如颢，妄心一灭，所有妄法，胥归

沦灭！凡夫之人，依相续意起分别识，在五蕴法中，计我我所，妄执宇宙物我，增长爱见，

受生死缚。故必先断我痴、我见、我 爱、我慢，方克断烦恼苦，享清净乐。则执心作业，纵

心为恶，从恶增苦，又因苦作恶，业困相续，即无息心之日，那有报尽之时？既失本来，那

有究竟？何能达到 空寂境地！ 

 
 
(七)无明起染心 
无明何以能起染心？因由无明的激动力量，依於如来藏，有末那识，阿赖耶识与前六根尘识

(眼耳鼻舌身意等识)的种子递转相生。如来藏体本来清净，虽被无明所 依所染，有染心起，

但其体性，本自清净，恒常不变，此点唯佛能证知。因佛已证离念心性，了知心性从本已

来，离念无念绝不与念执相应(著念)。六祖惠能曾 说：「何名无念？若见一切法，心不染

著，是为无念。用即一切处，亦不著一切处。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於六尘中无染无

杂。来去自由，通用无滞，即是般 若三昧，自在解脱，名无念行。若百物不思，当令念绝，

即是法缚，即名边见。……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悟无念法

者，至佛地位。」 六祖又云：「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

生。」(见六祖坛经)，能离念，则无妄见，同诸佛境。但无明是违逆如来清净体相，晦昧混 
沌，在起妄念，幻现妄境。故无明虽非离心别有，但却与本来清净心相逆违故必断之。 
染心有六种，即：1 执相应染--乃第六识(意识)及第七识(未那)，起了现行所生之分别、我

执、烦恼等染。声闻缘觉及增上信菩萨才能离此。2 不断相应染--属第六识现行之分别法

执，至初地菩萨，方能究竟舍离，3 分别智相应染--属第七识现行之俱生执法执，菩萨修至

俱戒地，方渐离此染，至无相方便地，究道离相，无分别心，乃能断此。4 现色不相应--乃
无始来心外取境所薰积之相分习气种子；依色自在地，方能离此染心。修行菩萨至证如来藏

自性清净心，永除取色习气，乃得色自在，而除此染。 5 能见心不相应染--即无始来能缘外

境所薰积之见分习气种子；菩萨得心自在後，才能离此染。6 根本业不相应染--即真异熟

识；菩萨地修尽到了佛地，依如来藏心，乃舍此异熟识而转得大圆镜智，清净无染。 
染心为烦恼障，能阻真如根本智。能起分段，变易二种生死，障大盘。乃前七识现行相应

诸烦恼心法，以柔第八识(藏识即阿赖耶)中所有烦恼种子是。无明能起 染心，胥名智碍。故

染心必除。大乘初心，应直心正念真如法，初地始证真如，到佛地乃得圆证真如。是以初心

菩萨应学断无明，到了佛地乃克澈底舍尽无明！ 

 
(八)如来藏心 
如来藏本俱一切众生之性，然此一一众生中，复具无量无边之性。所谓六道(天、人、阿修

罗、畜生、饿鬼、地狱)四生(卵、湿、胎、化)，苦乐智愚等，一切世 间染法，暨声闻缘觉菩

萨，佛等，一切出世净法。一一众生性中，悉具不少。故如来藏，仍有染净二性。能现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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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染事，亦能现一切诸佛净德。是故举心即摄一 切世间法及出世间法。 
如来藏之包含一切法性，不似一束草包含其束中的的诸草，因一法性，即是如来藏的全体。

如来藏对其所包含染净诸性的关系，非部份与全体的关系，因每一部份， 就是整个的全体。

又如来藏中，虽具一切诸性，而无多性之别，就此方面来说，藏体平等，实无差别，即是空

如来藏。但如就其具一切诸性，能现一切诸事来说，那 么如来藏中也有差别，即是不空如来

藏。所以大乘止观法门云：「藏体平等，实无差别，即是空如来藏；然此藏体，复有不可思

议用故，具足一切法性，有其差别， 即是不空如来藏。……是故如来之藏，全体是一众生一

毛孔性，全体是一众生一切毛孔性。如毛孔性，其余一切所有世间一一法性，亦复如是。如

一众生世间法性， 一切众生所有世间一一法性，一切诸佛所有出世间一一法性，亦复如是」

(见大藏经卷四六第六四八页)。 
扩而言之，每一性皆如来藏全体所现，每一事亦如来藏全体所现。而此诸性诸事，皆可互融

无碍。互融无碍，可从空间及时间两方面言之： 
由空间方面言，大藏经有下面这一段话：「沙门曰：『汝当闭目，忆想身上一小毛孔，即能

见不？』外人忆想一小毛孔已，报曰「我已了了见也」沙门曰：『汝当闭 目，忆想作一大

城，广数十里，即能见不？』外人想作城已，报曰：「我於中心，了了见也。」沙门：『毛

孔与城，大小异不？』外人曰：「异」。沙门曰：『向者 毛孔与城，但是心作不？』外人

曰：「是心作」。沙门曰：『汝心有大小耶？』外人曰：「心无形相，焉可见有大小？」沙

门曰：『汝想作毛孔时，为减小许心作， 为全用一心作耶？』外人曰：「心无形段，焉可减

小许用之？是故我全用一念想作毛孔也。」沙门曰：『汝想作大城的，为只用自家一念作，

为更别得他人心神共作 耶？』外人曰：「唯用心作城，更无他人心也。」沙门日：『然则一

心全体，唯作一小毛孔，复全体能作大城，心既是一，无大小故。毛孔与城，俱全用一心为

体， 当知毛孔与城，体融平等也。』以是义故，举小收大，无大而非小，举大摄小，无小而

非大。无小而非大，故大入小而大不减，无大而非小，故小容大而小不 增。」(见大藏经卷

四六，页六五。)，楞严经(卷二)云：「若能转物，则同如来，身心圆明，不动道场，於一毛

端，能含受十方国土。」毛端含十方，即小摄 大，毛端响一小镜，能照摄诸物象，一大

镜，亦能摄吊毛端，是以小中现大，大中现小，故芥子得纳须弥，须弥亦可容芥子。更进言

之，若以心体平等之推之，即 大小之相，本来非有，不生不灭，唯一真心耳。 
由时间方面言，大藏经则有下面这些话：「沙门曰：『我今又问汝，汝尝梦不？』外人曰：

「我尝有梦。」沙门曰：『汝曾梦见经历十年五岁时节事不？』外人曰： 「我实曾梦见历涉

多年，或经句日时节。亦有昼夜，与觉无异。」沙门曰：『汝若觉己，自知睡经几时？』外

人曰：「我既觉己，借问他人，言我睡始经食顷。」沙 门曰：『奇哉！於一食之顷，而见多

年之事。』以是义故，据觉论梦，梦里长时，便即不实；据梦论觉，觉时食顷，亦则为虚。

若觉梦据情论，即长短各论，各谓为 实，一向不融。若觉梦据理论，即长短相摄；长时是

短，短时是长，而不妨长短相别。若以一心望彼，则长短俱无，本来平等一心也。正以心体

平等，非长非短，故 心性所起长短之相，即无长短之实，故得相摄。若此长时自有长体，短

时自有短体，非是一心起作者，即不得长短相摄。又虽同一心为体，若长时则全用一心而

作， 短时即减少许心作者，亦不得长短相摄。正以一心全体复作短时，全体复作长时，故得

相摄也。是故圣人依平等义故，即不见三世时节长短之相。依缘起义故，即知 短时长时，体

融相摄。」(大藏经卷四六，真六五零--六五一)此就时间言，时之久暂(长、短)，亦可以体融

相摄。 
综上二义，故大乘止观法门云：「一一尘中，显现十方一切佛土……三世一切劫，解之即一

念」(见仝上大藏经卷四六，页六五。)据此二意，可推其余。如明之与 暗，一之与异，有之

与无，净之与秽，美之与丑……一切对法，俱得相摄，因为诸相无实性，凡起必心，心体既

融，相自无碍了！有此无碍法门的道理，故对普贤菩 萨所说的：「於一毛端极微中，出现三



7 

 

世庄严刹」的话，自可明白了！、 

 
(九)真如心 
真如心是什么意思，就是一法界(诸法本源)大(绝大无外)总(统摄无遗)相(分别其义)的去门(由
之生解、起、行义)体。是指心性不生不灭，一切诸法只依 妄念而生差别；若离心念，便无

一切境界诸相。是故大乘起信论云：「一切法，从本已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

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 一心，故名真如。」所谓真如，亦无有相，乃言

说之极，虽言而摒言。这真如体，无有可去或可遗，因一切法皆真(没有虚妄)故；亦无可

立，因一切法同如(没有 变异)故。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不可得，故名真如。众生应知一

切法虽说无有能说可说，虽念亦无能念可念。众生能离於念，名为得入真如心(从行玫困空

寂灵 知)，由究道离妄念故，乃得见真如性！ 
此真如性，若加以分析，可有二义：1 如实空--以能究颢实故(离一切法、染性、差别)。所言

空者，起信论说：「从本已来，一切染法不相应故；谓离一切法差别之相，以无虚妄心念

故。当知真如自 性，非有相，非无相，非非有相，非非无相非有无俱相；非一相，非异相，

非非一相，非非异相，非一异俱相。乃至总说：依一切众生，以有妄心念念分别，皆不相 
应，故说为空；若离妄心，实无可空故。」上述一异，有无……等妄相，悉由妄心念念分别

而现，如离妄心，便无可空。於妄境空，境性本空，故空妄境，实无可 空。於妄心空，心性

真有，故空妄心，遂究竟显实也！2 如实不空--以有自体具足无漏性功德故(常恒不变，起一

切净法，妙德)。起信论云：「所言不空者：已显法体空无妄故，即是真心常恒不变，净法

满足，则名不 空；亦无有相可取，以离念境界，唯证相应故。」上述乃指由空门究竟开显之

真实性。离即(合)一切法，而依然离一切相。因一切相由妄念生，而不空之真性，唯 正智乃

能亲证。心离妄念，乃成正智，故正智证融真性，必离诸可取相！(见太虚大师大乘信论略

释，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五本第二四九八--九页)。金刚经所云： 「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

来。」其义相同。 

 
(十)真如用 
如起用的要义，乃指诸佛如来，发大慈悲，立大誓愿，欲灭度一切众生，尽未来际，无有疲

厌，以一切众生如己身(但不取生相)，如实知一切众生及与己身真如平 等无别异故。随大方

便智，早断无明，悟本法身：自然而起不可思议沙德之用，而又无用相可得。这是何义？因

诸如来，唯是法身(出障如来藏)智相，为第一义谛 (绝对的)无有世谛境界。由不著意而起不

思议大用，这妙德用与真心体融无二，无名无相。唯依众生各自善根善力，随所见闻而现

种种利益，故说为真如业用。 
真如用有二种：1 依分别事识--依凡夫二乘分别事识所见的，乃应化身。是如来妙观察智、

成所作事智之所示现。凡夫、二乘不了唯心，心外著取身佛，才有此分限，凡夫所见，随 於
六道，各有不同，种种异类，似有苦相故说应身。2 依於业识一指诸菩萨从发意，至於菩萨

究竟地心所见，名为报身。以诸菩萨，了知一切法即真如，唯心所现，身色相好，依正庄

严，无限无边无尽。又能随诸菩萨地 不同而不失其序，乃无漏福慧所成，唯真妙乐，故称报

身。起信论云：「身有无量色，色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所住依困，亦无有量，种种庄

严，随所示现，即无 有边，不可穷尽，离分齐相，随其所应，常能住持不毁不失。」此乃中

诸波罗密等无漏行熏之所成就。此诸菩萨，因深知真如法，知色相庄严各事，无来无去离於

分 齐。唯依心现，不离真如。若离业识，则无见相，因诸佛法身，无有彼此色相的缘故。起

信论又解释云：「若诸佛法身，离於色相者，云何能现色相？答曰：即此法 身是色体故，能

现於色。所谓从本已来，色心不二，以色性即智故，色体无形，说名智身；以智性即色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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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名法身，一切处所现之色，无有分齐。随心能示十方 世界，无量菩萨、无量报身、无量

庄严各各差别，皆无分齐而不相妨，此非心识、分别能知，以真如自在用义故。」因佛法

身、皆为(身)，即色心体，故能现诸身 土相好。复以色相身土即是法性智性，所以能各各无

量差别而不相妨。这就是所谓不可思议佛境。例如普贤菩萨在行愿品所称：「一身复现刹尘

身，一一遍礼刹尘 佛，於一尘中尘数佛……我於一念见三世。」这种境界，诚非凡人所测度

了！ 
 
(十一)结论 
了知心真如之大用(全十法界唯一真如，全一真如唯十法界)，则当起太乘信心。应如实了知

心真如之真实性，了知如来法身具有悲智不可思议无量无边妙功德，而 能长养一切善根，以

自净净地。六祖云：「自性若悟，众生是佛。……娥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汝等自心

是佛，更莫狐疑！」又云：「汝等若欲就种智，须达 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处而不

位相，於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澹泊，此名一

相三昧。若於一切处，行住坐卧， 纯一直心，不动道埸，真成净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

二三昧，如地有种，含藏长养，成熟其实。……承吾旨者，决获菩提，依吾行者，定证妙

果」是故上智之 人，念念见性，常行平直，时时自净其心，到西方必如弹指！六祖云：「一

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能依六祖所示 而
行，决定成佛。但常人亦须「时时勤拂拭。」故应於布施持戒忍辱禅定精进智慧止观等方

面，仝时修行！太虚大师云：「最要者，即在於施。施者、舍也。内一切 舍，外一切

舍。……舍舍无犯故戒净(无相施)，舍舍无违故忍顺，舍舍无故精进，舍舍无起故止寂，舍

舍无乱故观彻！」由念施、念佛、念法、念僧、……念念入 於真如智(绝待圆常)，舍一切染

心心所法，转为一切净心心所法，有精进而无减退，亦必定致沸果。 
但我等凡人，必须皈命三宝，将生命付托於三宝，尽斯形寿，一切放下，一切能舍，即使为

三宝而有丧失生命之险，也还是不退失而彻底信赖。这才算是无上信！有 此无上信，加以无

上愿，持以无上行，岂有不成佛之理，目下有自称佛徒，不愿皈依三宝者，宝同自弃。又有

出家人，在此末法时期，出家而又还俗，心不精进，自 甘退转，亦太可哀！楞严经中释迦佛

云：「我灭度後，多此魔民，炽盛世间，广行贪淫，令诸众生，落爱见坑，失菩提路！」用

是劳生蠢蠢，谁厌尘门，阍海茫茫， 恒飘苦浪！ 
切望诸有志学佛者，直心止念真如，将心真如性与原有诸无漏功德种性，修诸善根，令彻底

清净。净化善根，迥情(众生心念)向理(真如佛法)，使恶无不止，体 无不颢。更迥因向果，

使善无不行，德无不备！厌生死苦，求盘乐，誓尽此生，成无上道。太虚大师所云：「离

过绝非，以观真如，仰德崇贤，以敬三宝，大愿等 慈，以度众生，」斯言得之。 
“太虚大师法语” 
「讲学以明心为切要，修行以念佛为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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