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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律法師佛學問答錄》 

慧律法師主講 

 

（一）問：請師父講一些鼓勵大眾的話： 

  

答：說到鼓勵他人，古來高僧大德，都離不開下

面這幾句話。學佛第一個要有長遠心——以前，

師父在念逢甲大學的時候，有一位剛進入普覺佛

學社的學長，大一剛進來，就發心說要出家，大

二交到女朋友，後來就結婚了！現在，住在美

國。這就是沒有長遠心，而且亂發願。隨便發願

的人，學佛是不會有什麼成就的。第二要有慈悲

心——要時常寬恕別人，擴大自己的胸量，不要

看別人的缺點，你要活得快快樂樂，就要學習改

變自己，而不是改變別人。多看眾生的優點，以

慈悲柔軟的心來面對你週遭的人、事、物，這樣，

就能活得比較自在解脫。第三要發菩提心——十

方三世一切諸佛菩薩，皆因菩提心才得以成佛，

我們要「學佛」，當然就要發菩提心。這三者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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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都有一個「心」字，修行人就是善用心的人，

因為「即心即佛」，佛法講的不外乎「心」的問

題。所以，如果只是外表上在拜佛、念佛，而不

懂得去除內心裡的貪、瞋、痴，那麼只是在跟佛

結緣而已。真正的佛法並不在於形式或儀式，而

是要觀照內在，抓出心中的煩惱賊。兵法講「攻

心為上」，運用於佛法當中也是一樣的，心才是

你生命真正的主人，只有深入我們的心靈世界，

才能掌握修行的根本。但講究心法並不代表就放

棄因果，因為因果與空性是不二的。因果就是空

性在事相上的顯現，而一切的因緣果報當下就是

空性。事相就是因果，心性就是無生。因、緣、

果宛然如是，任何人都不可能破壞事相，顛倒因

果。修行人即因果而超越因果，越了解佛法的

人，就越了解因果，而徹見因緣法的人，那就有

消息了。所以，唯有見性的人，才能不昧因果。

如此，就達到了理事圓融。 

  

另外，學佛還要具足三個條件。第一要親近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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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眾生的煩惱習氣都很重，突不破，無法照

見五蘊皆空。因此，需要有經驗，有智慧的人來

引導，善知識能啟發你內在的覺性，帶領你一步

一步走向覺悟。尤其在閱讀經典方面，若無師父

的教導，就容易以自己的觀念，將佛經的義理扭

曲，這是很危險的。譬如打開大乘起信論，「三

細六粗」，三種細的？六種粗的？往生論、十四

講表自己看，好像是這樣？又好像不是！所以，

要多多親近善知識，善知識就是我們的法身父

母，若沒辦法長期跟在師父身邊修學，那就多聽

錄音帶，反覆的聽，薰習久了，漸漸也能有所體

會。這也是現在工商業社會弘法的變通方法之

一，能不受時空的限制，讓大家接觸與聽聞佛

法，這是師父一直鼓勵大家做的工作。第二要有

好的環境——一棵樹的成長，除了有種子之外，

還要有土地、陽光、空氣、水等的灌溉與培育，

也就是說，先天的條件還要配合後天的環境，像

參加佛學社團用大家共修的力量來互相提攜、討

論與研究，這是一種很好的方式。第三要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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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佛法就是真理，是佛陀在菩提樹下所發現

證悟到的，佛陀發現人人都有成佛的可能性，因

此在四十九年說法之中，不斷教育弟子們如何自

覺。「覺」就是一種自我反省的功夫，隨著你反

省的深度，就越能體會到佛法的真實。內在淨化

到某種程度，本性的作用發揮出來，般若智獲得

開採，那就轉凡成聖，與諸佛「同一鼻孔出氣」。

當然，自覺也是要有條件，根器夠的人，一句話

即見本性，根器不夠的人，那就要好好的親近善

知識。現在台灣講經弘法的法師相當多，有許多

機會親近三寶，親近善知識，聽經聞法是修學佛

法上最重要的功課，所以，要多聽師父講的錄音

帶，好好的學習。 

  

（二）問：我們在學佛法的時候，感覺學佛沒有

那種力量，不知道自己為什麼要學佛？有時覺得

自己過得還不錯。可是，有時候突然又想到世界

沒有一樣是恆久的，但是真能了解世間是無常的

時間也不多，而且從本性發出來的心力更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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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覺得自己學佛很不踏實，不知如何突破？ 

  

答：初學佛的人，觀照的力量不夠，自己的悟性

也不夠，自然對法的覺受較薄弱。不過，你有一

點說得很好，知道自己不好，感覺自己發不出甚

麼力量，這一點已經不錯了，表示說還有救。學

佛最怕一種人，師父問他：「你有甚麼問題？」

他說：「師父，我都沒有問題。」沒有問題的人

問題才大，他的問題就是不曉得自己的問題在那

裡？學佛的人沒有問題，這是不可能的。除非你

大徹大悟、通達三藏十二部經典，否則，就應該

會有問題。沒有問題，從另一方面來說是自己觀

照得不夠透徹，那就需要因緣的啟發。譬如有

人，你跟他說生死無常，他體會不出來。有一天，

回家的時候，別人跟他講：「你姐姐出去被車子

撞死了。」他趕去醫院的太平間一看，哇！七孔

流血，這姐姐長得這麼漂亮，一下子突然死了，

他實在無法接受這個事實啊！然後，痛哭流涕，

這樣就慢慢的能接受無常的觀念，這是屬於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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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要靠因緣事相上的提醒才能覺悟的人。

而另一類人，上根利智，感受性很強，你跟他講

佛法，他馬上頓悟，像六祖慧能大師，聽聞金剛

經中的一句：「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就悟了，就

知道了。這種是屬於能接受直接教育，有宿世善

根，大智慧根器的人，一聞千悟，但這是不容易

辦到的。 

  

佛法最重視——「悟」，不悟的人就會像經典講

的「煮沙成飯」，那麼修行無量阿僧祇劫也不會

成佛的。前幾天，有人問師父：「本性是常嗎？」

我說：「不對，本性是無常。」他說：「奇怪，你

在錄音帶裡不是跟人家講本性是常、樂、我、淨

嗎？」「那本性是無常嗎？」我回答：「不是，本

性是常。」他說：「師父講話怎麼顛三倒四的呢？」

我說：「沒有，是你自己顛三倒四，不是我。佛

性是常也是無常。」沒有悟的人，怎麼講都不對，

悟的人怎麼講都對，都能事理圓融。法的東西，

就是這樣，除非你自己去嘗到法的喜悅，悟到空



 

- 7 -  Powered by 牟尼佛法流通網 

性、無生的道理。否則，是無法徹底瞭解的。要

知道，事相的因果他本身是具有連鎖性的，因就

是緣就是果，緣就是果就是因，果就是因就是

緣。連鎖性本身就是空性，空性就具足有連鎖的

因緣法，要能體會到連鎖性本身就有超越性。無

常當中就具足常，不是另外去找一個常，或有一

法可得。如果，在每一個事相的動點上，都能與

理體相應，那麼，一切都能化成自性清淨心的東

西。簡單的來講，悟道的人，在每一個動點上，

他都會覺得很有意義。不管他洗廁所、撿菜，或

者別人批評他、讚嘆他。因為他用的是真心，不

是生滅的意識心，所以，面對一切境界，他都能

如如不動，安住在無量的喜悅與安祥當中，他對

生命有了主宰，成為最會享受生命的人。師父不

是常說一句話嗎？「不懂生命的人，生命對他來

說是一種懲罰。」眾生就是這樣，因為無法透視

世間的無常，追求五欲時，他就很快樂；可是快

樂一過，就是更大的空虛。他不懂得無常，當然

更不懂得空。整天顛顛倒倒、反反覆覆、煩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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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你如果講他，他還會編織一大堆理由，所以

佛說眾生是「可憐憫者」。還有的人，認為生命

是無常，佛性是常，這也是很嚴重的錯誤，這就

成了「自性見」。佛性是常就成了一潭死水，沒

辦法轉凡成聖，轉煩惱為菩提。佛性如果是無

常，則又成了生滅的世間法，無法進入大般涅槃

的境界。 

  

佛性的常是如如不動，本來如是。 

佛性的無常是神通變化，妙用現前。 

  

所以，今天我們學佛提不起力量，學佛沒有味

道，那是因為你把生命、佛法分成兩截，那是你

對世間法的觀照力量不夠。因此，有時會知道世

間無常，一切都在變化遷流，可是，一下子又覺

得生活蠻愉快的，又忘記了精進。這都是因為平

常沒有觀照的能力，所以提不起精神來。因此我

們要多聽經聞法，多薰習，薰習久了就有力量。

如果只是單憑著一股熱忱，但是對「法」本身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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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安住，那麼心性就定不下來。 

  

像師父的話，二十四小時都在念佛，從早到晚佛

號不斷，心裡面就只有一個念頭：我要求生極樂

世界。極樂世界就在我的心，我的心就是極樂世

界。何以故？因為師父念念都能觀照無常，知道

這個世界是幻化的東西，知道一切法苦空無我。

因此，我時時都能放下，對這個世間沒有一點貪

戀。求生淨土的信念，就一直從心裡面生起，自

然而然信念真切，自然就有力量。因為對師父而

言，佛法和我的生命已經融為一體，因此也就不

會患得患失，不會只是憑藉著盲目和衝動，也不

會在生活中失去觀照，而陷入無力感當中。 

  

佛法裡面並沒有兩個法門，它就只有一個法門。

雖然是求生極樂淨土，但還是在我們的心中，我

們的心就是極樂世界，是自他不二的東西。那

麼，甚麼是唯一的法門？那就是「不二法門」。

如同前面我們提到的，佛性是常？是無常？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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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性是常也是無常，不是常也不是無常，看你怎

麼去了解它，執著就不對了。因此我們說「常」

「無常」不二，同樣的「娑婆」與「極樂」不二，

我和阿彌陀佛也是不二的，生死與涅槃不二，煩

惱與菩提不二等等。佛法講的就是不二法門，而

不二法門是甚麼呢？就是我們的心，我們的本

性，也就是我們前面說的自覺，我們的真心。故

經云：「若人欲了知，三世一切佛，應觀法界性，

一切唯心造」。 

  

佛陀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度眾四十九年，講

經三百餘會，無非是要令眾生開、示、悟、入佛

之知見，甚麼是「佛之知見」呢？就是「覺性」，

就是「如來智慧德相」，就是「摩訶般若波羅蜜」，

就是「如來藏」，「自性清淨心」。如果我們一切

的修行，無論誦經、拜佛、參禪、打坐、念佛、

持咒，若是不能匯入不生不滅的本性，那麼都還

是生滅的對立法。由於眾生無始以來的無明，一

念不覺，因此，總是存在著能所的觀念，有主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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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的對立。除非是究竟的悟，究竟悟就是絕對

的法界，清淨的法身。否則，如果能所仍不能斷

除，一再透過無明的妄想分別，透過色心二法的

主客對立，而用生滅的意識心來修行，則仍然無

法超越能所，於是，六根攀緣六塵與六識虛妄和

合，就變現了一切山河大地、宇宙世界，以及沉

淪其中的六道有情。所以說，你對法的薰習還不

夠，沒有力量，因此要常親近善知識，否則自己

的生命無法與佛法融為一體，就達不到理事無

礙，空有不二的境界。法本身不能安住，心也就

定不下來，總是想：我再換個環境，日子就會好

過一點。或者覺得修行總是起起落落，提不起力

量，心裡就想再去找一個道場。再不然就是念佛

沒有受用，覺得沒有意思，就想：乾脆換一個法

門來修，念佛不適合我。這種種的想法，都是把

自己的覺性設定在某種環境或某些條件之下，然

後希望去追求去獲得，那麼，這種念頭不對了！

眾生的無明，就是一直不斷地向外追求某些東

西，向外追求安慰，要求別人同情，而不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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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性本來就具足，放下就是。放下妄想執著、

放下取捨分別、放下愛恨恩怨，你的本性自然就

顯現出來。 

  

如果不能迴光返照，而只是一直透過外在的追

求，那永遠都是一種取捨相、生滅相、輪迴相。

佛法是講不生不滅的，講返觀自照的覺性，清淨

無染的本心。然而，眾生就是放不下。不能在日

用平常中，觀照一切法都是無常性的東西，一切

法都是虛妄不實，是不可靠的。他當然更不曉

得，處處都是我們的覺性，時時都是我們本性的

顯現。你只要於一切境界都不執著、無所住、無

念、不分別，以不生不滅的清淨心，一念迴光返

照，這就完成了佛道。道理很簡單，但習氣很難

除。我們的習氣很不容易除掉，所以要多親近善

知識，多聽經聞法。同時，如果你能夠在許多複

雜的觀念裡面，化作很簡單的心性，把很多事情

都用「平常心是道」來看，那麼，一切都沒事，

一切都是你知見立知，都是你的自我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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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兩個人吵架，你覺得這個人受委曲，同情

他，而責備對方，這就不對了。因為你介入中間，

你就有了對立的觀念。如果你能保持一顆清淨

心、平等的心。受委曲的人，我們稍微鼓勵一下；

欺負人家的，有因緣，我們私下再慢慢說，也許

這樣他比較能接受。因為，如果你介入他們的紛

爭，你還是能所不斷，煩惱還是在，你本來是想

解決煩惱，但人家會說你偏心，你怎麼做都不對。 

  

世間沒有中庸，無相才是中庸。心無所住就是中

庸，空一切法才是中庸之道。你說：「我的心要

安住在那裡？」。無所住就是安住，想要安住在

那裡都不對。那你又問：「無所住是甚麼？」。無

所住就是清淨心的功夫。它無法透過語言表示，

無所住就是自在，無所住就是解脫，無所住就是

不著相，無所住就是沒有分別，雖分別不作分別

想，清清淨淨又明明白白的這顆心，用這顆心來

修行就對了。如果我們假設立場，我要到達某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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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才叫做快樂，我要某種環境才覺得舒適，那

麼，這個假設本身就是錯誤的。如果我們只是用

取捨的心在期待甚麼，或者妄想明天，或那一

天，情況會變好，這種透過時空假設的期望或追

求，都是不對的。因為在佛法中，所有的解脫自

在，當下完成，那是你現在就可以掌握的。你聽

過禪宗說：「不離當下」，當下是什麼呢？就是解

脫的現在，你又問：「什麼是解脫的現在？」。這

句話也是多餘的。所以，我們學佛要有般若的智

慧，惟有大般若智慧，才能斷煩惱。你若想要求

生極樂世界，也要有清淨的心，要知道極樂淨

土，阿彌陀佛都是我們的心，如果不是我們本自

具足，不生不滅的。那麼佛法講「無生」，不自

生不他生，不來不去，那怎麼能得生淨土呢？因

此當知，心淨則國土淨，要去悟我們的自性西

方。要有清淨心，沒有煩惱的心，那才有辦法。

否則，一樣也沒有辦法。 

  

（三）問：學佛的過程中，不可能每個念頭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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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照，也沒有辦法當下就使心性解脫，總是想要

去攀緣某個東西，覺得自己好像是在學佛，有個

目標，督促自己，這樣就比較安心。可是，經過

一陣子，就會想：我學佛到底在作甚麼？然後，

就一直顛倒、懈怠下來。再過不久，很頹喪時，

覺得世間無常，於是又開始學佛。但是，沒多久，

又開始想：我學佛到底在作甚麼呢？學佛有甚麼

意義呢？於是，又是一團疑惑。如此，反覆無常，

而日子已過了一大半！ 

  

答：初學佛的過程，都是這樣，重複的掙扎；重

複的創傷、挫折；重複的憂鬱感；重複的產生一

種莫名其妙的失落感、無力感。然後，才慢慢地

體悟出真理的東西，這是個正常的過程。如果一

下子就開悟了，那你就是再來人。你現在也是再

來人，一個再來輪迴的人。 

  

（四）問：如果我們的思緒總是這樣的顛三倒

四，一直在輪迴之中，那麼，如何能脫離這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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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呢？ 

  

答：多觀照，雖然我們常常在境界中迷失，常常

落入重複的痛苦煩惱，重複的情緒輪迴之中。但

是，我們不要怕失敗，怕的是你沒有耐心，想放

棄。我們學佛就是要有屢敗屢戰的精神，儒家

講：「舜何人也？禹何人也？有為者亦若是！」，

學佛也是一樣，要常想，佛何人也？菩薩何人

也？有為者亦若是！今天我們的教主——「釋迦

牟尼佛」，也是經過無量劫的痛苦、挫折，難行

能行，難忍能忍，如今才能開悟，見性成佛。因

此，我們不要怕失敗，能夠在失敗中記取教訓，

我們就能更進一步。能夠承受失敗挫折的人，成

功就離他不遠了。 

  

因此，我們要多觀照，觀照一切法都是空性；觀

照一切法都不可得；觀照一切法畢竟空寂；當下

就是清淨的本性，否則，永遠不得解脫。你今天

雖然想盡辦法要離開痛苦與煩惱，但如果你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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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那麼明天依然在掙扎之中。你用的是錯誤

的心，你今天不悟，明天還是不悟；後天不悟，

明年還是不悟啊！你如果不能當下明白自己的

心性，想要期待明天會更好，認為我的未來不是

夢，那是不可能的。如果你不悟，那你不是「如

果還有明天」，而是「我倆沒有明天。」，你的未

來依舊是個顛倒夢想，明天也不可能會更好。何

以故？因為「我還是原來的我」啊！ 

  

但是，如果你懂得師父的開示，不再錯用心，知

道我們現在用的是真心，全盤放下，無量的虛空

就是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就與整個宇宙相配合，

為甚麼呢？因為無相就是整個生命。將你整個的

生命，透過無相，展現出來的就是無量的慈悲，

無量的歡喜。人家罵你，如如不動；人家碰你，

如如不動；人家布施金錢給你，如如不動；人家

幾千萬給你，你仍然一覺到天明；你損失了三百

萬，你還是一覺到天明。你不用這一顆本性的清

淨心、平等心、歡喜心，那你要用甚麼心來修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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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所以，你今天的重複，都還是輪迴相。輪迴，就

是你最後的答案。念頭的轉換，就叫做輪迴；情

緒有高低潮，也叫作輪迴。我們要是沒有這些多

餘的情緒和觀念，生死輪轉在一念之間，就解決

了。所以說，要學習放下；學習寬恕；學習慈悲，

擁有佛菩薩的般若智慧。雖然，我們沒有辦法一

下子大徹大悟，有「如如不動，不取一相」的心

境，但至少我們有在進步。你要永遠記住一句

話，不要抗拒境界，因為一切的境界都是你的

心，抗拒境界就是抗拒你的心。對眾生好，就是

對自己好。如果你能永遠的寬恕眾生，你的心境

就一天一天的在進步。你動一個念頭去排斥眾生

或傷害眾生，那就傷害了你的法身慧命，破壞了

你的清淨心，眾生還未被傷害，你就先傷害了你

自己的慈悲心，失去了寂靜安祥。你動一個念頭

生氣，對方還不知道，你的內心就已經先染污

了。所以，永遠要有慈悲喜捨的念頭，因為一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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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一切的生活，都是在你的一念之間。其

實，我們可以主宰自己的生命，我們可以不必讓

自己過那種痛苦煩惱的生活。如此，慢慢地迴光

返照，煩惱就會減少。你也不用掙扎，該來的，

你還是跑不掉。讀書也是一樣，你以前不用功，

該被當掉的，煩惱也沒用，因果就是如此！因

此，多餘的煩惱和妄想是沒有用的，重要的是，

你如何把握當下，保持現前一念清淨心！ 

  

如是因、如是果，所以，我們不要在果上打轉，

而要在因地裡注意觀照。在因地修行，就是要注

意不要再去造惡，起壞的念頭；而在果地的覺悟

過程當中如有業報現前時，就要利用淨土法門。

當我們的果報、痛苦現前時，因為恐懼感，拼命

地念佛，這也可以得救。所以，觀無量壽經講，

雖是五逆十惡的大惡人，一念懺悔，念佛求生西

方，也可得救，這是因為恐懼下地獄的緣故。大

善的人，更可以得救，依循著信願和淨念，往生

極樂世界。最怕的就是雖有行善，但對淨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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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的人，就像是掛在半空中。總是認為我有做

善事啊！我心好就好了，我又沒有做壞事啊！這

就不能往生了。所以大惡的人，地獄相現前，如

果知道恐懼，又有福報遇到善知識，叫他懺悔發

願，求生淨土。他這時知道因果，跑不掉了，拼

命地念佛，那就還有救。最怕的就是那種懂一半

的，說懂嘛他又不懂，說不懂他又喳喳叫，喜歡

跟人家開示，可是卻專門說給小姐聽，偏不說給

男生聽。跑去女生宿舍等，而且又不是每個女生

都講，都專門講給漂亮的女生聽。人家跟他說：

「師兄，你幫我開示一下。」他回答：「哎！你

這麼醜，我不說給你聽。」分別心很重。 

  

眾生都是這樣的，取捨相，心不能如大地一樣平

等包容，萬善就不能集中。如果我們有心地的功

夫，那麼一切法都可以建立，一切善法都可以成

就。所謂心地功夫就是「無相」，「無相」就是無

所著。譬如有人心情不好，來見師父，師父就告

訴他：「你不要怪別人，要怪自己沒有福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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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光返照，放下自己的看法，期待別人給你安慰

是沒有用的；如果你有智慧，現在就放下，與其

讓人家同情你，不如解脫自己。」就好像女孩子，

內心裡面有痛苦煩惱，需要人家安慰：「你不要

哭啊！我明天買一杯木瓜牛奶給你喝，帶你去看

電影哦！」到最後破涕為笑，就是這樣，需要人

家安慰。但是明天，她仍然會發作，會發神經，

那你又再安慰她，這就叫作輪迴相。總是需要用

安慰來解決煩惱，需要以外在的條件來愉悅她的

心情。明明我們可以用智慧去觀照，契入空性的

思想，可是，她需要人家的安慰，去解決內心的

煩惱，那麼就變成了重複。因此，我們的生命就

是一種重複，沒有甚麼意義；生命變成一種習慣

性的重複，那活著還有甚麼意義呢？生命有甚麼

目標呢？也不曉得！ 

  

女孩子喜歡每天穿得漂漂亮亮的，單為了這個頭

髮就花盡了心思，忙得不得了。到後來，還是紅

顏會老，人比花黃，還是要死，都是一樣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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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了解，不能把生命拉長，再觀照這每一個動點

上的無常性：如果你能了解生命是每分每秒都在

變化，那就對這個世間，也無所謂的得與失的觀

念了。失去的東西會得，得到的東西也會失。感

情上的執著也是這樣，人家離開你，不要怪別人

啊！我們要自我檢討。縱使擁有萬貫的家財，內

心裡面要常想，這些都是短暫的，都不是永恆

的。自古以來，那個皇帝不死？那個總統不死？

昔日的英雄美人，於今何在？都是一樣的！到最

後，都是一坏黃土，沒甚麼。慢慢、慢慢地，去

觀照這個無常，就能對金錢、名利、得失的觀念，

漸漸放得下。 

  

雖然我們對無常性，會有那麼一點體驗，可是我

們的習氣很重，我們的習氣常常作為我們的主

人。剛開始我們造了習慣，後來習慣成了我們的

主人，受它的主宰，我們控制不住自己。不斷地

輪迴、重複我們的錯誤和痛苦。所以說，斷習氣

很困難，需要時間和耐性。禪宗裡面講：「若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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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行本來易，欲除妄想真個難。」若論修行，本

來是很簡單的，但要除去妄想就沒那麼容易了。

所以，就如同一開始我們所提到的，要給你們甚

麼鼓勵呢？除了要隨時保持覺悟觀照的心，慈悲

歡喜的心之外，還要有長遠心。不要怕挫折痛

苦，只要你對佛法有肯定、有信心，知道這條路

是不會錯的。那麼，自然就可以「蝦米攏嘸驚，

向前走」！ 

  

其實，話說回來，這個「長遠心」的觀念也要放

下。因為，如果你真的對菩提自性有所了解，具

有大般若智慧的話，所有時間、空間的假設性，

都是多餘的。你只要把握現前一念清淨心，直下

承擔，那麼，當下就是，一切現成。 

  

（五）問：請問師父，如何修不淨觀？ 

  

答：修不淨觀，如果直接了當的話，你去太平間

看一看。如果，還不覺悟的話，你下次大便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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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要沖水，坐在那邊看，像芋頭冰繞圈子；如須

彌山旋轉。所以，我不敢吃甜筒也是因為這樣。

修不淨觀，機會有很多。其實，大家都知道，身

體是不清淨的。 

  

（六）問：念佛時，越念越懷疑，可是，無量壽

經裡又說：對阿彌陀佛佛號懷疑，或對經典懷疑

者，皆是三惡道中來的。所以，就硬念下去。可

是，越念越煩。不知怎麼辦？ 

  

答：心性不明，經教不通，這是正常的。 

  

（七）問：那如果照師父講的去深入了解，然後

再念佛的話呢？ 

  

答：這個不能稱之為了解，除非你悟。這是無法

由經驗裡獲得，除了你有宿世的善根，否則，很

難。「悟」本身不是經驗，但又不離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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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問：弟子曾看過上廣下欽老和尚的開示

錄，裡頭言道：念佛若散亂心，就繼續念下去。

可是，卻又覺得自己不是散亂心，又很像是散亂

心？ 

  

答：這就是提不起，提不起正念。 

  

（九）問：如果再繼續念下去，覺得很煩，那該

怎麼辦？ 

  

答：那就睡覺，睡醒再繼續念，喝一杯木瓜牛奶，

再繼續念。學佛的過程是跑不掉這個的。你沒有

掙扎，怎麼會成熟？沒有創傷，怎麼能成長？生

命就是這樣，在摸索中前進。 

  

（十）問：弟子每晚睡覺前念佛，有時念著念著

就昏沉，就睡著了，不知自己是在念佛，還是在

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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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這種功夫也不簡單，人家念著念著也沒睡

著，你卻睡著了，睡得連自己也不知道。這個就

要靠自己的意志力了，深度的昏沉就叫做睡眠。

那是因為你常常將腦力用在別的地方，如果是煩

惱重的人、常操心的人、脾氣壞的人，他們的睡

眠時間就會很多，因為他們白天要處理這些事

情。真正一個開智慧的祖師大德，他的睡眠時間

絕不超過三、四小時，睡眠時間真的很少很少。

但是你小孩子嘛！睡眠可能比較多，那是正常

的，因為功課重嘛！ 

  

（十一）問：弟子覺得念佛念到一定程度後，大

腦波動起伏就比較小，是否就較容易導致昏沉的

現象發生？ 

  

答：因為你用意識心在念佛，強迫自己去接受佛

號的觀念，才會這樣。若是你用心性在念佛，念

而無念，佛號自然就出來。你有這些現象，這表

示你體悟還不夠，念佛的功夫還不到，你用的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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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心。不用真心的念佛，當然就會比較疲倦，

刻意地去尋求佛號，好像佛號在外面，追逐佛

號，而並非由本性散發出來的自性念佛，不是真

正的功夫，當然你就會覺得很疲倦。把精神緊繃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的念，念完了，

卻睡不著！ 

  

（十二）問：是的，有時念佛，愈念愈清楚，於

是無法入睡。 

  

答：這就是精神集中後，剩下來的一種興奮，導

致無法睡覺，用腦過度，會變成一種衰弱。 

  

（十三）問：可是弟子覺得那時候心境蠻穩定

的，連外面的事、聲音再大都無法干擾到我，不

會大起大落，成一水平線似的，感覺蠻定的。 

  

答：那只是短暫的，真正的穩定是永遠不起伏才

叫作穩定，你這樣子不能稱之為定，那叫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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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在眼見任何事物的動態當中，他都能解脫，

這才稱之為「定」。本性具足，有慧的解脫，這

個才稱為大定。你那個是輕安，不叫作定，感覺

很舒服，是暫時的，定是「內無所惑，外無所擾，

內外一如。」這才稱之為定，才是真功夫。 

  

（十四）問：如何達到真正的定呢？ 

  

答：要用般若的智慧，了解自性就是我，佛就是

我們的本性，然後用迴光返照的功夫，不著一切

境界。用不執著的心，當佛號現前時，統統是全

體心性的大用，大用時時現前。但你用的是意識

心，設定一個佛號，然後執持佛號，在事相上念

佛。就初學者而言，這是對的，但功夫要純熟，

就很困難。煩惱一起來，就無法念下去，所以，

這不是真正的功夫。真正的功夫是「語默動靜體

安然」，語就是講話，默就是不講話沉默寡言時，

體就是入於大寂，大涅槃處。體安然，就是永遠

這樣的，如如不動。語默動靜體安然，就是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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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本性，如如不動、清清淨淨的。無論講話也

好，沉默也好，行住坐臥之間，我們不生不滅的

心性，都是這樣的如如不動、無所住。 

  

（十五）問：如何能突破事相上的念佛？ 

  

答：這個要去體悟，悟到事相的本身就是無常，

無常當下就是空，然後，你的煩惱就會減少。建

立空的思想以後，就沒有得失的觀念，沒有取捨

的觀念。那麼，對於世間的名利、男女，幻化的

一切大地萬物，都可以放得下。放久了，佛號現

前，一用起功來，就是本性念佛的功夫。這個是

需要時間的，不是師父今天講給你聽，你就能夠

運用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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