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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妙老和尚略傳

玄妙老和尚字悟真，民國紀元前十二年誕生於臺北縣內湖鄉碧山

村白石湖農家，父黃老嬰，靄然長者，師幼即聰穎過人，秉父遺傳，

性尤慈善，年十歲，入私塾攻讀，敏悟强記，三年間畢四書及經史，

塾師異之，嘗謂師之父曰：「是兒乃汝家千里駒，他日飛騰，不可量

也。」蓋其崢嶸頭角，已不同凡俗矣。年十三，轉入內湖國民學校，

時達淨老和尚住鍚碧山岩，大弘佛法，歸者甚眾，師課餘之暇，恆往

聆聽，心喜之。迨畢業後，聞法日勤，信解益進，感人生朝露，世事

無常，慨然有出世思，於十九歲時皈依持素，家人或勸之，弗顧也，

至民國十年，師年廿三，法緣已熟，乃於十二月初八日於碧山岩禮達

淨老和尚為師，圓頂為僧焉。師志既達，歡喜無量，旦夕服役，辛勞

備至，山下汲水，山中取柴，人皆苦之，師則晏如，某日，父來視，

見狀垂淚曰，「兒出家為求清福，今受苦若是，曷若返俗。」師笑之

曰「苦中自有樂，願父勿憂。」嘻，是豈常人所能者哉。如是者歷一

載餘，方移住觀音山凌雲禪寺，任客堂一期，繼任副寺，威稱其職。

至民國十二年，該寺本圓老和尚開壇傳戒，師乃受具足戒，時年二十

五矣。次歲，達淨老和尚興建圓覺禪寺，召師返助其事，居二年，自

念流光易逝，為修習禪觀計，乃毅然買舟渡海，初至福州鼓山湧泉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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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又三年後朝禮南海普陀山，足跡遍江浙間，凡名山古剎，若甯波、

天童、育王、觀宗、杭州靈隱、昭慶、雲棲諸寺，師皆曾留住，所至

親近諸善知識，獲益良多，及民十九年，自上海再返福州，至大雪峯

崇聖禪寺，參禮喜廣禪師，請示修禪法要，禪師當代宗匠，與師法緣

殊勝，慈誨殷殷，盤桓一載，師已深得其心要矣。至民廿年冬，去泉

州承天寺，聆會泉老法師講大佛頂首楞嚴經。翌年，於厦門南普陀寺

任客堂職。是時寺之方丈適為太虛大師，大師佛教領袖，萬流景仰，

師受薰陶，德業更進，迨虛大師任滿後，繼任方丈常惶法師，亦為佛

門英傑，知師之能，更聘師任監院。南普陀寺本東南有名叢林，住眾

常達二百餘名，且自辦有閩南佛學院及佛教養正院，學僧復有百餘，

經常費用，開支浩大，師雖責任艱巨，然胥能籌措裕如，不虞匱乏，

出其餘力，復創建功德樓一座，雕樑畫棟，巍峨莊嚴，計費四萬餘金。

不特此也，其尤可贊歎者，乃師之修持精進不息，一有餘暇，即埋首

於佛典之中，故一時碩彥，皆樂與師遊，三載監院，師之聲譽日隆矣。

民廿六年，七七事變起，大局日非，遂飄然一身，走避香港，居數月

轉赴南洋，經檳榔嶼星洲各埠，於馬來半島住達八年，法踪所至，緇

素仰之，其間曾住鍚普覺寺，探閱淨土諸經，錄其要義，彙成一冊，

曰「淨土精華錄」，於星洲梓印一千本，以公於世，良以其所集者，

皆關於修證啟悟之文也。民三十四年，抗戰勝利，臺灣光復，師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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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極，於次歲十月之末，乃自星洲乘輪啟程，十一月十一日抵基隆，

去時一少年，歸來髮將斑，河山依舊，人面多非，二十載寒暑一彈指，

師之感慨可知。而目覩本省佛教之衰落，更惄然有興復之志。及民三

十六年任圓覺禪寺住持後，首於次歲募建寺之東樓，繼翻修功德堂，

三十六年八月十日眾推兼任臺北觀音山凌雲禪寺副主持。改修該寺禪

堂等。三十八年八月十一日，遂掩關靜修，遠近慕名問法者絡繹不絕，

聞師開示，皆歡喜贊嘆而去。關中三年精研諸經，集有「圓頓心要」

及編成「修證圓通」各一冊，前者集諸經之精要，後者示修證之法門，

見者爭傳焉。民四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師掩關期滿，是日不期而集者

四五百人，羣相瞻禮，盛極一時，皈依者摩踵相接。四十二年更裝置

電燈以為開山三十週年之慶，四十四年秋再建藏經樓。同年又建飲水

池，四十五年春掩關藏經樓。寺務一切委任監院正定法師辦理。四十

六年修理下層二樓作為佛學專修班講堂及學舍。四十七年正月十九日

再度掩關，靜中急思一意專修，住持一職決定辭退，並經推選監院正

定法師繼承，復提倡興辦佛學教育。命正定於四十七年四月十六日創

辦佛學專修班，老和尚自兼導師，同時接受臺北十普寺三藏學院白聖

老法師暨學僧來山合辦結夏安居三個月。四十九年四月十五日該班二

年修業結束。四十八年夏因白石湖納骨堂部份為颱風毀壞，翌年成立

新建碧峯塔委員會。四十九年春掩關四年期滿出關。同年十一月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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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建塔破土興工。五十一年春老和肖得林阿九、李文祺、二位大護法

於陽明山永福里獻地，同時計劃開山永明寺。五十二年春「滴水集」

一書問世，此集乃節錄大善知識江味農居士所著金剛經講義而成，多

屬修證方面最關重要之文，可供修行人印證自心之用，惟願今賢後哲

見者聞者同修此圓滿菩提同證此無智無得之妙道也。五十三年春完成

般若關房。五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正定和尚退休住持一職，復由老和

尚擔任。同時興建山門五十五年春完成。五十六年古三月二十五日圓

寂於永明寺般若關房。世壽六十有九齡僧臘五十戒臘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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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集係節錄自大善知識江味農居士所著金剛經講義一書，多屬修

證方面最關密切之文，可供修時印證自心，並以轉變氣質。行人第一，

應具正知正見，進而始可生圓解起圓行，倘依江居士所解經義返照自

性，嚴密體會，則無明習氣自然水消。若再了知湼槃生死皆不可得。

一切人法悉皆究竟，同一妙真如性，如是解行當下圓徹。豈不快哉。

謹弁數言，惟願今賢後哲見者聞者，同修此圓滿菩提同證此無智無得

之妙道也。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春月 釋玄妙識於臺北內湖圓覺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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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 水 集

臺北內湖圓覺寺玄妙集

金剛經講義節出

⊙觀不住相

佛法處處不離觀照，必時時刻刻去思惟方可。須知不住於相是徹

底的。自初下手至成佛為止，皆是不住於相。倘在布施之時存一些見

好之心，則不知不覺，住於六塵矣。故非作觀不可。如不存見好之心，

而但覺有此布施，即住於法。故不作觀，即住亦不自覺矣。又觀行於

布施，是令吾人成佛，如不作觀照，如何能成。應如是布施，亦是佛

說一句法。如行布施時，心中有應如是布施，亦即是住於法。吾人事

事依照佛說去行，心中却一無其事，方是不住法相。心中雖無其事，

依舊精進去行，方是不住非法相。應如是布施，尚在外面。不住於相，

即向裏追求。此正用功吃緊處。又觀不住於相，心中雖無其事，然存

此心，又是住相。故作觀時，心中一層一層人細。境與心也，法與非

法也，二邊不著也，二邊雙照也，心雖入細，仍在對待上，須知對待

之見未忘，尚未能出世間。世間一切境界，無非是對待，如生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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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高下，長短，大小等等，無非是分別心。故出世法，必須離開分

別心，在絕對上作觀。轉凡夫觀念，至絕對境界，即是證性。證性須

要無念。念者分別心也。有分別心，即落於對待。落於對待，即時時

刻刻去分別，而為意識所籠罩，必觀至無念方可。然心中尚存無念二

字，仍是住相。必並無念之念亦無，密密作觀，庶幾性德圓明，方是

真不住相。佛說能觀無念者，即為向佛智。是知識無念，非一時所能

到，但宜向此進修，故曰向佛智。

⊙一念相應

佛所說法，本來皆不可取，皆不可說。須於心行處滅言語道斷時，

契入。故取法說法，取非法說非法，皆非也。是之謂無為湼槃。希賢

希聖，無不由之。明得此真實義，便為實信一念相應，便得無量福德。

以一念相應，是淨念相繼之根也。若信此一念清淨，便可直至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福德豈非無量乎。然不可因聞此語，向文字中求之。

須依經中所明之理，返照自性。自性空寂，並無佛字法字。果能久久

觀照，證入空寂之性。便是成就了無上菩提，便是成佛。然佛雖成佛，

終不自以為有少法可得。無少法可得者，不自以為成佛也。故曰所謂

佛法者，即非佛法。徹始徹終，一以貫之曰，無住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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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照事修並行

欲見本性，必應離名絕相，破其我見。我見不除，便生分別心，

而起念即著相矣。而此我見是無始以來病根，不易破除。必應依照佛

所說法，一面返觀內照，息其攀緣妄想。而一面又應遵依各種儀軌事

相，禮拜，懺悔，以及布施，持戒，等等，求消業障，開發本智。俾

得信心增長，解行成就，以期障除性顯。而行時又應心不取著色，聲，

香，味，觸，法。體會此一念心之性，與諸佛眾生，本是一體，且體

本空寂。然後感應神速，成就自易。夫修因時，既能不取相不滅相，

空有兩邊不著，合於中道。所以感應大，成就亦大。所以成就以後。

便能不動道場而身徧十方，現各種莊嚴之土，以普度無量無邊之眾生。

是之謂無相而無不相，無不為而無為。推而言之。持此義以為人，則

能胸襟曠達，不惹煩惱而得自在矣。亦知謹言慎行，不錯因果而無罣

礙矣。持此義以處世，則知萬事皆空，與我何涉，任他風浪起，穩坐

釣魚船，可也。亦知人情世態，紛紜往復，安危苦樂，隨遇而安，可

也。持此義以當大任，作大事，以不著相故，雖事來即應，而天君泰

然，不為所動。以相非斷滅故，雖心不著相，而條理秩然，毫無廢事。

如此豈不是則非是名，頭頭是道乎。真所謂道不遠人，人自遠之耳。

我佛原為度世而來，故所說法，無不世出世間，一切攝盡，惟須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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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通如是真實之義，則事事皆可奉持，時時皆是修行，在在皆得受用，

而處處皆是佛法矣。

⊙不住六塵生心

不住六塵生心。無如凡夫力不從心，明知不應住，而不知不覺，

心粘其上。心既粘上，便被其縛，擺脫不了。必須將不住六塵生心，

放在心中，時時觀照起心動念。倘於六塵少有觸著，便當機立斷，立

斷者不可畏難，不可苟安，即勇猛之意。更須堅持不懈。堅持者精進

之意。精進者所謂精審而進，密密內照，不使一毫放鬆也。

⊙觀無念之方便

須知觀無念三字，固是方便。而云何觀法，仍須得有方便，乃能

起觀。其作觀之方便云何。起信論曾言之矣。論云，「當知一切法不

可說不可念故，名為真如。問曰，若如是義者，諸眾生等，云何隨順

而能得入。答曰，若知一切法，雖說無有能說可說，雖念，無有能念

可念，是名隨順。若離於念，名為得入。」 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故，

名為真如。此是就一切法而明真如也。意謂一切法無體。體惟淨性。

既是一切法體惟淨性，所以諸法一如。所以稱為一真法界。蓋心雖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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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法從心生。故十法界之法，不離乎惟一真心。曰一如，曰一真，

所以本性名為真如者，因此。就諸法以明真如。則一如一真之義，極

易明了。此說法之善巧也。因其諸法一如，故不可說。因其真心無念，

故不可念。故曰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名為真如也。問中如是義，

即指不可說不可念言。以諸眾生莫不有說有念，故問云何隨順得入。

隨順，即方便之意。問意，以為有說有念之眾生，而欲其無說無念。

若無方便，何得證人。答中，雖說念並擧。然能無念，自能無說。玆

約念義明之，則說義自了。當知雖念亦無能念可念一句，正指示修觀

之方便也。故下即接云，是名隨順。何以此句是觀無念之方便。當知

此中具有二義。初約性體言。當知念是業識。而性體中並無是事。所

謂從本以來，離一切法差別之相，以無虛妄心念故。此明雖業識紛動，

而性淨自若。猶之虛空中萬相森羅，而虛空仍自若也。此是要義，不

可不知。知此，則知性之與念，本來相離，便不致認賊為子。次約念

之本身言，當知念之為物，當處起，當處滅，剎那不停。病在於前念

滅，後念又起，念念相續。但未有靜功者，不覺其是相續。誤以為前

後只是一念耳。若前後只是一念者，修行人便無辦法矣。正因其生滅

不停，故曰不怕念起，只怕覺遲也。此明念乃隨起隨滅，並無寔物。

猶之空花，幻有實無也。此亦要義，不可不知者。知此，則知念之本

身，當下即空。便不致執虛為實。二義既明，便隨時隨處，順此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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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密觀照。當一念起時，即提起精神自呵自責曰，性本無念，適從來

何。如此一照，其念自息。初心人未有定力，一剎那間，第二念又忽

然起。便又如是呵責，覺照。久久，念頭可日見減少。即起，力亦漸

弱矣。問曰，提起覺照，此不又是起念乎。答曰，是起念也。當知自

無始念動以來，積習深固。逆而折之甚難甚難。惟有隨其習慣，不加

强制。却轉換一個念頭，以打斷原念，令不相續。此正因其生滅不停，

故能得手。更須知觀照雖亦是念，乃順體起用之念。便可順此用以入

體。與彼昧失本性所起之念，大異其趣。蓋起念同，而起念之作用大

不相同。因是知得性本無念，及念亦本空。為欲除其妄念，故起觀照

之用。此用乃順性體而起。故與昧性而起者，大異其趣。此之謂隨順，

此之謂方便。然應知起此觀照之念，亦復是幻。亦是緣生無性。今不

過借以除他念耳。若執此念為真，便又成病。般若波羅密原是用以對

治取著之病。故般若亦不可取著。曰般若則非般若者，明其不應取著

也。

⊙修觀要之

當知人之要學佛，學佛之要修觀者，無他。以觀照圓融之佛理，

便能轉其向來所有之觀念，以化其偏執之病耳。故學佛而不修觀，其

益至小。何以故，必修觀乃能明其理故。因觀深，而後見理深。因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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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而後見理圓。亦復見理深，則觀愈深。見理圓，則觀愈圓。如是

展轉修習，智慧即展轉增明。已於不知不覺間，執情漸化，而妄念潛

消矣。故所謂遣執者，其妙用在此，非硬遣也。所謂斷念者，其妙用

亦在此，非強斷也。然則所謂在此者，果何所在，當知佛之說法，從

不說煞一句，從不說煞一字。且每說一法，必用種種語式，必安種種

名詞者，無他。為令聞法者，必須作面面觀，乃明其中之義趣也。此

即妙用之所在。何以故，借此便已除其向來只看一面偏執之惡習故。

而此經所說，尤圓尤妙，真乃金剛慧劍。何以故，果能由面面觀而達

於深觀圓觀，便無惑而不破故。且既須作面面觀，方明義趣。自不能

不多讀大乘，以廣其聞見。更不能不靜意覺照，以領其精微。而定慧

在其中矣。果能如是。不但修各種功行，皆得自在受用。對一切世法，

皆得進退裕如。而轉凡入聖，已建基於此矣。何以故，定慧日增。妄

念日少故。此是聞法的緊要關鍵，入佛的最妙訣竅，急當著眼。鄙人

敬本此旨，每說一義，亦必作種種說，反覆周密，不厭其詳者。無非

希望聞者，開豁心胸，多得作觀方便而已。蓋本來面目，固非言說所

可及，且眾生久已忘却。若不於無可言說中，多設方便以說之，云何

修觀耶。上來是明面面觀，深觀，圓觀之益大。如其反之，其病亦極

大。即如信解二字，每見有人一味主張，但辦信心，老實念佛，足矣。

一切經典，不許讀誦。大乘法寶，更置之高閣。苟有研求教義，喜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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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會者，輒呵之曰不老實。須知老實念佛，須有程度。念佛的義趣，

一毫未明，何能老實。如此主張太過，豈止鈍置學人，且復違背佛旨。

以十六觀經明言，求生淨土，應讀誦大乘，明第一義。其次亦須聞第

一義，心不驚動也。所以凡依其方法而學者，非不能振作，半途而廢，

便走入歧路而不自知。此不知信從解生之過也。又見有人手不釋卷，

博學多聞。一部全藏，翻閱不止一徧。却從不曾燒一炷香，，頂一次

禮，對於三寶不知恭敬。修行一層，固談不到。即其口中滾滾，筆下

滔滔，亦復似是而非，誤法誤人。此又不知解因信出之過也。上來所

說世尊說法，從不說煞一字云云。須知佛非有意如此，乃是智慧圓滿

融通，其出辭吐語，自然如此。不但佛然，菩薩亦然，大德祖師皆莫

不然。故吾人對於一切經論，古德一切言句，即極不要緊處，亦不可

忽略看過。不可忽略者，謂當一一作面面觀，深深領會也。更須知佛

菩薩見地，豈吾輩凡夫所能望見。縱能深解，亦不過見到千萬分之一。

縱令善說，亦不過說得千萬分之一。雖窮劫說之，亦說不盡也。即如

上科，當知之義，前已說過，其中尚含多義。今無妨再說數種，以示

說不能盡。（一）當知是經不可不聞也。何以故，是人之生實信，成

功德，由於得聞是經故。且是經不可不聞。換言之，即是般若不可不

學。（二）當知信心最要也。何以故，實相之生，由於信心清淨故。

由是可知前來所說，持戒修福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之語，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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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意。質言之。欲學般若，當生實信。欲生實信，先當持戒修福也。

（三）當知轉凡成聖，不退菩提，非離相見性不可也。成就句，是明

其位登初住，超凡入聖。名為住者，是明其至此地位，菩提心方能不

退。即是信成就也。而心清淨，是明離相。生實相，是明見性。此所

以先說當知般若不可不學。何以故，不學般若，不能離相見性故。所

以又次說當知先當持戒修福。何以故，不持戒修福，便非實信故。不

實信，便不能信心清淨故。此皆學人所急應遵行。不如是行，便不能

成就，故曰當知。當知者，明其不可不知也。又推而言之。由陳讚慶

一科之義而觀。若其大心不發，此經不聞。至高只能開慧眼，成四果

羅漢。由明成就一科之義以觀，若其得聞此經，信心清淨，至低便能

生實相，成初住菩薩。此亦學人所當知者。由是言之。可見經義，實

在無窮，實在說之不盡。可見聞法必應作面面觀。即如我以種種義說

明實相。若聞者但作此是說明本性何以名為實相領會者，則非鄙人反

覆詳說之意也。且若但解得性名實相之故者，亦與聞者無大盆也。何

以言之。實相是大家主人翁的本來面目。如此真面，本來唯證方知。

然則云何得證。無他。唯有在返照上用功而已。不但聞時便當返照。

更當於清夜平旦時，對境隨緣時，依此次所說諸義，深深觀照。或單

擧一義，或融會諸義，皆可。清夜平旦者，是向自心中觀照也。對境

隨緣者，是向一切法上觀照也。果能如是，則受用無邊矣。當知佛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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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安立各種名稱者，便於人之因名會體也。而各種名稱中，實相

一名，於二邊不著空有同時，較易領會。此又長老獨擧此名為言之一

意也。鄙人復就此名開種種義而說之者，意在便於聞者返照用功時，

多得領會之方便，非但為解釋名義也。可知開種種義說之，之關係矣。

⊙最妙行門

經文曰，是實相者則是非相。說一非字，便是指示修功也，是令

學人欲見實相者，當靜心於一切皆非上領會。若領會得實相便是非相，

便領會得倘使心中少有相不相的影子，便非實相矣。故是實相者則是

非相一語，異常鋒利，不得少觸，觸著便喪失慧命。質言之，是令學

人須於一毫端上契入也。今欲諸君有下手處，再依此理，說一方便。

方便云何。即是須於未起心動念時精密觀照。苟一念起而偏於有，即

呵之曰非也。或偏於無，亦呵之曰非也。乃至念亦有無，念非有無，

皆以非字呵而遣之。此是最妙觀門。當知念頭不起則已。起則於四句

中，必有所著。今一切非之，便是離念之快刀利斧也。豈非最妙觀門。

至若出世法之六度萬行，一一如法精進修行，而曾無芥蒂於其胸中。

一一精進，不壞也，無不相也。而心中若無其事，不著也，無相也。

而一切世間法，事來即應，事過便休。雖應而能休，雖休而能應。所

謂提得起，放得下。無論世出世法，少有所偏，皆以非字遣之。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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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久體會四句皆離之義趣行去，便能做到應時便是休時，休時便能應

時。自然二邊不著，合乎中道，而相不相有無四句皆離矣。此又是最

妙行門也。經中明明曰，是故如來說明實相。便是開示學人既非之而

又說者，但明其不必壞耳。須知雖說而是假名。如來性體，仍宜離名

字言說以自證也。而離名字言說，便是離念。離念方便又莫過於向未

起心動念時觀照。一念苟起，便一切非而驅除之，豈非的示修功乎。

⊙參禪與般若

今有極要之義，必須一說者。既是遣蕩法門與圓融法門，無二無

別。何以前云必須從此經入耶。當知此二法門理雖無別，而用功則大

有利鈍。所以當從此經入者，以一切凡夫無不偏執病深，必須極力遣

蕩，而後乃能圓融也。否則偏執之凡情未去分毫，便觀圓融經論，何

能領會，那得受用。至多不過學得一二教相，作為清談之助而已。試

觀自唐以來，禪宗以外諸大德，其道德見地，最令後人欽服者，考其

得力，所在幾無一非經過禪門煅煉者。正以禪門用功，是宗般若空之

又空，極力遣蕩學人之偏執故也。故吾常謂自唐以後中國佛法端賴禪

宗者，因此。由是可知遣蕩功夫之要矣。亦即般若三空之義趣不可不

明矣。但遣蕩時，應深觀圓觀經中圓融義諦。不然，便不知何者為偏，

何者為執，何者應遣。甚或自以為是遣，其實反增偏執。此禪門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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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不談教義，而必須有嚴明師友，時時為之痛下鉗錘也。所謂痛下鉗

錘者，即是遣之又遣，所謂百尺竿頭還須更進一步是也。今既未逢嚴

明師友。只有自觀自照。精密體會經中之明二邊不取，性相圓融。或

說一空到底。乃至愈說愈深，如後半部之諸法一如，一切皆是，無聖

無凡，本來無生等等，學人當審量自已程度之所堪，由淺而深，或拈

一句，或合數句，以之觀照自心。倘自己習氣，以及起心動念，於經

中意旨，少有未合，便是偏著。便即自棒自喝，遣而去之。此用功最

妙之方，實不慧經驗之談，敢為諸君告。其他圓融經教，如喜研究，

無妨並觀，然宜以般若為主。何以故，華嚴法華等是表詮者，用彰顯

圓融之語，以明性體是也。故其辭句義味，一一皆趨圓融。即說遣蕩

之法亦寓在圓融之中。故必已有遣蕩功夫之人，即是執見已薄之人，

方能徹底領會。不然，便只知其是說圓融，而不知其是說遣蕩。所以

從此入手者，往往學之多年，而偏執之病依然。雖或依據教相，說得

圓融。而於本分上並無交涉。況執情未化，其所說者，不過表面文章。

有時看似精深，而細按之。不清不醒。或以為但是某經如此，其他則

否，仍未見其真能圓融也。而般若則是遮詮。遮詮者，用遣蕩偏執之

語，以明性體是也。故其辭句義味，一一皆趨遣蕩。雖說圓融之理，

亦寓在遣蕩之內。所以怕談般若者因此。所以不將般若列入圓教者亦

因此。由其但看文字之一面故也。即此一點，便可證明，未在般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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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功，雖學其他圓經，其見地仍是隔別，而未能圓融矣。以上所說，

般若與他種圓經立言之不同，及學之者利鈍所關之微細處，今為扶持

正法計，為人人得受用計，故不辭反覆詳晰，為諸君縷縷言之。由是

可知般若之妙矣。必當先學矣。何以故，執情遣蕩得一分，性相便圓

融得一分，遣蕩至極處，亦即圓融至極處矣。慧徹三空，便是圓融中

道，妙哉妙哉。足見般若不但是學佛的坦途，且是學佛的徑路，若不

從此門入，豈非不識途徑。此所以學佛者多，得自在者少也。凡此所

說，是一個字一滴血，皆從千辛萬苦中得來者也。皆是摳出心肝以示

人者也。而此闡義諸經文，是一個字一顆珠，透圓透圓，務當真切領

會，不可忽略。頃言中國自唐以後，佛法端賴禪宗，不可誤會是勸人

不念佛，去參禪也。蓋我之讚嘆禪宗處，乃讚嘆般若處，是勸人學般

若，非勸人參禪。要知參禪當審時機。機是機，時是時，非一事也，

所謂機者，根機也。故先當問自己能受棒喝否。根器利鈍，關係尚小。

非具有敢死隊精神，毋庸談此。又機者機緣也。故又當問遇有良師否。

參禪不能離師，師不但要明，且要辣，更要有殺活手段。三者不備，

便非良師。若其根機機緣兩皆具足，參禪甚好。苟缺其一，而言參禪，

未見其益，或反有害。此亦我之實驗談也。所謂時者，如南北朝時，

北魏南梁，無不大宏佛法，講席極盛，然不無取著文字相，故達摩東

來，乃不立文字，直指本心，正對時病。今則大都未明佛理，正當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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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讀經，藥其空疏。不立文字，今猶非宜也。故不如發起大悲大願，

修福持戒，一心念佛，親近釋迦彌陀兩位大善知識。一面依我前說，

以此經義理，觀照自心，遣其凡情。一面懇切持名，求與眾生同生淨

土，滿菩提願。現世修行，無逾此法矣。

⊙應修不瞋

當知瞋恨為修行人之大忌。世尊為欲警戒發菩提心者，無論在何

時，遇何境，修何法，皆斷斷不可生瞋。姑就忍辱以說明之耳。其就

忍辱說者，因忍辱極易生瞋，以及瞋心一生，忍行便破，此等事理，

人所易曉之故。就易曉者說以為例，俾得會通一切，此佛之微意也。

不可誤會但是忍辱不可生瞋，其他便無妨也。何謂瞋恨為修行之大忌

耶。因瞋恨正與菩提衝突故也。菩提者覺也，平等也，慈悲也。而瞋

恨之生，由於事之不如己意。便是著我。尚何平等之有。世事莫非夢

幻。如意不如意，何必認真。此而不知，尚何覺悟之有。其違反慈悲，

更不待言。故瞋心一起，菩提種子，便完全銷滅。修行人忘失菩提，

輕則懈怠廢弛，重則道心全退。縱令未退，然以瞋心行之，決不能成

正果。佛言，忘失菩提心而修諸善，魔所攝持。普賢菩薩說，菩薩過

失，莫甚於瞋心者，以前所積功德，雖多如森林，瞋火若生，一齊燒

盡。皆見華嚴經。可不懼哉。當知貪瞋癡三毒，癡為毒根。癡即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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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無明故起貪瞋。而貪瞋二毒，瞋毒之為禍尤鉅。何以故，其性

暴烈，不發則已，發則雖盡反以前所為，亦不暇顧及。故修行人當痛

戒之。佛說此經，為開眾生正智，治癡也。開經便說布施，治貪也。

而瞋猶未言，故特於此補發之。前曰行布施應無住法，今日生瞋恨由

有四相，皆所以顯明非開般若正智，藥其著相之癡，貪瞋無由可除也。

應生者，勢所必至之意。一著相，勢必生瞋。一生瞋，勢必所修盡破。

然則修行人，非學般若，令其在在處處，時時刻刻，心如虛空不可矣。

此佛說此科之本旨也。豈第忍辱應然哉。當知世間萬事，莫非對待。

因對待故，極易生起分別計較。俗眼既認一切對待者為實事。分別計

較，遂致牢不可破。此所以有貪瞋也。若能於對待中，看出消長盈虛

的道理。為之消息而通變之，以治理一切世事。不能不服其為世間聖

人。然雖能利用對待，終不能跳出對待的圍兒之外。佛法則不然。既

一切莫非對待。便於此中，看破其莫非彼此相形而有。既皆相形之事，

則是一切虛幻不實，有即非有矣。然而不無虛幻顯現，非有而有也。

故既超乎其表，而不為所拘。仍復隨順其中，而不廢其事。超乎其表，

是為不著。不如是，不能證絕對之性體。此大智也。隨順其中，是為

不壞。不如是，不能救輪迴之眾生。此大悲也。一切大乘經典，皆說

如是道理。而般若說之尤詳。金剛般若，說之尤精。學佛人能見及此

者，曰開道眼。道眼若開，急當養其道心。云何養耶。當令心如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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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然塵表。虛如空者，不住相是也。經言，施不住相，福如虛空。其

意正令離相，俾心如虛空耳。必須生空。法空，而後心空。生空者，

非謂無我人眾生也，但不著其相。法空者，非謂無法。應行之法，仍

一一如法而行，但行若無事。行施而忘其為施，行忍而忘其為忍，乃

至行六波羅蜜，忘其為六波羅蜜。曰如無事，曰忘，謂不著能行所行

之相也。是即我法雙空，並空亦空。初學固不易幾及，然不可畏難，

須時時體會此義，令其心空空洞洞，是為要著。超然塵表者，不與塵

世上一切對待之事理廝混，心中常存一擺脫之意，勿令間斷，是為要

著。當知能不廝混，乃能漸漸心空也。復於此際，提起一句萬德洪名，

一心而念。亦不分別誰是念，誰是佛。但令念即是佛，佛外無念。此

心本已命如虛空，則此即佛之念，亦復彌滿虛空。而上與十方如來，

下與法界眾生，息息相通矣。如此，謂之有念可，謂之無念可，謂之

佛即念念即佛也可，謂佛與眾生在此心也可，謂此心與佛以及眾生，

無異無相也可。更多多讀誦金剛般若波羅密，以熏習而長養之。令其

道眼日盆開，道心日盆固，是為般若淨土同修之法。此法與一真法界

相應，與實相相應，與空有不著性相圓融相應，與第一義空相應，與

心淨土淨之義亦復相應。諸君試之，當有受用處。蓋此是隨順對待之

因果法，而修絕待殊勝之因，可證絕待殊勝之果也。經中上來說無我

人四相處甚多。然皆是約正面說。即是約得益說。其約反面受害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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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有開經時所說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然是言其當

然。今日應生瞋恨，則說其所以然矣。何以故，若生瞋恨。便非菩提

心，亦即非覺，是依然迷途凡夫也。故曰即非菩薩。由此可知，欲出

迷途生淨土者，亦安可不於我法雙空，加之意哉。因無論著我相，或

著法相，少有分別計較，便是住塵生心。心有塵染，那得清淨。淨心

未能，淨土不生也。慎勿曰淨土法門，不必高談般若也。

⊙淨熏養道

由凡夫至究竟覺，其功行唯一離相而已。云何能離，依文字般若。

起觀照般若而已。世尊惟恐學人於上來所說文字般若，未能深解，則

從何觀照。故說至此處，更為融通前義，以便觀照用功耳。諸君當知，

吾輩既受持此經，必應將佛所說義趣，徹底領會，令心中了了洞明。

然後修一切法時，遇一切境時，乃能運用以歷事而練心也。尤應於行

住坐臥時，穿衣吃飯時，迎賓送客時，時時處處，常將所領會的義趣，

存養心中，優游涵詠，勿令間斷。務將經義與此心，融成一片。即此，

便是熏習，便是觀照。不必定要打坐觀照也。如此用功，便能使無明

漸減漸薄，便有增長菩提之功。遣執破我之能。且必須如此存養有素，

然後運用時，纔湊泊得上，此即前所謂養道心也。如此培養，其道眼

亦更得增明矣。此是最親切有味的修行方法，毫不費力費事，而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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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受用。再將前後文，聯成一貫，為諸君說，以便徹底領會。曰，發

無上菩提者，應令本具之自性清淨心現前。云何得現，即是此心不應

現起六塵境界，應不住塵境顯現其心，庶幾漸得清淨。由此可知，所

云清淨，非謂沉空滯寂令心不起。但應離一切相耳。離何等相。即是

不應於有分別對待的六塵境相上，住著生心。且不但應離境界相，並

應離無住生心分為二事之相，而生無所住心。何謂生無所住心。唐永

嘉大師有一頌，正好移作注解，頌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無

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第一句，生心也，有也，照心。第二句。無

所住也，空也，遮也。合而觀之，便是生無所住心，亦即是空有相即，

遮照同時。第三句，即無住而生心也，所謂即遮而照，即空而有。第

四句，即生心而無住也，所謂即照而遮，即有而空。合三四兩句觀之，

則是遮、照、空、有、無住、生心，俱不可說也。

⊙開解第一

所謂無上正等正覺者非他。即是真如本性，亦名自性清淨心是也。

因其為萬法之宗，故稱無上。因其為一切眾生所同具，故名正等。但

眾生為分別執著等妄念所障，不自覺知其性為無上正等耳。若知之而

能遣妄除障，則名正覺。初能覺時，名曰發覺初心。覺至究竟，而令

無上正等之性德全彰。無以名之，名之曰得無上正等覺耳。實則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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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具，安有所謂得耶。所以雖得而必歸無所得者，此也。而得無上正

等覺者，以眾生同體故，慈悲本願故，將親證之理體，用種種言辭，

開種種方便，巧譬曲喻。普令一切眾生皆得覺此悟此修此證此。無以

名之，名之曰無上正等覺之法耳。實則為眾生本具之性，安有所謂法

耶。明得此理，便知不應存有法想，存有得想矣。自性既名清淨，可

知其本來纖塵不染。譬如杲日晴空，有一點雲，便遮障無光矣。故欲

性光圓照。須令淨無點塵也，一切眾生本不知自性是如此清淨的。佛

既親證，教令應如是反照，應如是自覺。若不一一依教奉行，何名發

覺乎。何以故，有一法在，有一得在，依然是分別執著的老習慣，則

其本性依然在障故。故不但一切法不應住，即菩提法亦不應住者，以

此。眾生何故有分別執著之病耶。無他。由其不達一真法界，只認識

一切法之相故耳。既然是相，則相相不一。以迷於相故，遂不知不覺，

隨而分別，隨而執著耳。殊不知既名曰相，便是時時起變化的。故曰，

凡所有相，相皆虛妄，虛妄者，言其是假非真，非謂絕對沒有也。而

眾生不知是假。念念在虛妄之相上，分別執著。故名曰妄念。言其逐

於妄相而起念也。或雖知是假，仍復念念不停，使虛妄相，於心紛擾，

故名曰妄念。言其虛妄之相隨念而起也。故忘念一名，含此二義。對

治方便，亦有二種。（一）離相，如本經前半所言是也。必須徹底覺

悟，根身器界一切境相，皆是空花水月。迷著計較，徒增煩惱。並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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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戒修福，斷其染緣，除其貪瞋。如是觀行久久，情執漸薄，妄想亦

隨而漸少。何以故，所謂妄想者，莫非情執使然耳。是以離相為離念

之方便也。此一法也。（二）離念，如本經後半所言是也。蓋以無始

來習氣之深，雖知相皆虛妄，而攀緣不息，必須於動念處著力，向心

源上返觀。所有持戒修福六度萬行，彌復精進，以歷事而煉心。若打

得念頭死，則一切分別執著自無。而相之有無，更無關繫。何以故，

能不起念，一切相不離自離故。是以離念為離相之究竟也。此又一法

也。此兩種法，可並行而不悖。離相即即是離念，離念方能離相，故

曰不悖。然離相但離前一重妄念，所謂逐虛妄相而起者也。離念是離

後一重妄念，所謂妄相隨念而起者也。故須並行。並行者，非拘拘於

先離相後離念也。謂離相時兼修離念，則離相方能究竟。離念時兼修

離相，則離念更得方便，當同時並行。總之，眾生既為一切法相所迷，

從不知返照自性，安知自性是與眾生同體。又安知內而五蘊六根，外

而山河大地等一切法，皆是唯心所造。此既不知，便不知佛令一切法

不應住者，是遣其分別執著取相之病，與一切法並不相干。取相之病

若除，則內而五蘊，外而山河等一切法，便如楞嚴經所說咸是妙淨明

心淨明體。何以故，一切法皆只有相而無性。非無性也。一切法之性，

即是自性也。何以故，一真法界故，然則又何可遣耶。又何必遣耶。

此法法皆如之真實義也。所以起信論云，「此真如體無有可遣，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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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法悉皆真故。亦無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須知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即真如之異名。若住於此，仍是取相。有所取，便有所立，

雖汝將一切法相遣盡，而獨立一菩提之相，便非一切法皆如了。何以

故，有立便有廢故。本性為萬法之宗，無所不包，無所不具。立一而

廢餘，便非全性。豈是無上正等，又豈是正覺耶。此經前半，盡遣一

切法相以顯菩提者，除其取著一切法之病耳。因恐或猶取著乎菩提，

故後半部開章即復遣此。此病既遣，則性德全彰，法法皆如矣。無可

遣者矣。亦無可立者矣。行人最後之目的在此。

⊙諸法緣生

諸法緣生者，謂一切法本來無生。但由因緣聚會，假現生相耳。

此意，蓋明諸法是假相而非真性。以性乃本具，萬古常恆。非由因緣

聚會而生者也。故標題曰無性。言其但有相而無性也。當知佛書所言

性，皆指心體之性言，與俗書所謂物性性格等說，絕不相侔。而一切

法既皆為假現之相。可知一切法之當體，如幻如化，如空中花，如水

中月，絕非實物矣。故標題曰體空。此體字指當體言，猶俗語所謂本

身，非謂性體也。是故緣生之義，即顯其有相無性，當體是空耳。福

德及具足身相，顯無性義便。法施，顯體空義便。故分配言之。由是

可知，說緣生，無異說不可得。而說不可得，亦無異說緣生。何以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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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行動，亦緣生法故。所謂無明緣行是也。夫眾生處處執著，一言

執著，便有能所。就能執一面言，無非妄念。就所執一面言，便是諸

法。今告之日，汝以為有能執者耶。心行叵得。能執之意，當下即空

也。又告之曰，汝以為有所執者耶。諸法緣生。所執之法，亦復當體

是空也。如此開示，正是將眾生執見，從根本上推翻。若發覺者，通

達此理，我見可冰銷矣。何以故，我見之起，起於執實。既認妄念為

真心。又執以諸法為實有。遂致我見不能遣除。故欲遣我執，最妙觀

空。佛稱醫王，又稱空王，即謂能醫眾生執實之病耳。

⊙修時不可取著法

明得一切唯心，則知雖觀相好而不執實。其分別執著之情識遣矣。

所以念佛人雖觀見彌陀現前，極樂現前，亦不可著者，此也。何以故，

相由心作故。自性清淨心，本來無相無不相，相不相更不必置念故。

此理不可不知也。當知置念，便是分別矣。執著矣。蓋發心時，即不

可取著菩提法者，因少有所取，便著色相。便是向外馳求。便非正知

正見。便是法執我執。便與空寂之性相違。豈能見如來哉。所以令菩

薩通達無我法者，此也。否則盲修瞎練，走入邪道，欲煮沙以成飯，

永永不能達到目的。因修行是以見如來為目的故也。故應通達也。然

而遣相者，但為不可取著而已。若誤會是滅相，則又大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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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住相不滅相

行人對於扼要之修功，惟在不取相，不滅相，而以性為中樞。迨

已證得空寂性體。以熏習力故，便亦不取不滅。隨機應緣，大用無盡。

豈但相不住，性亦不住，並不住亦不住矣。而大圓鏡智之中樞自若也。

此之謂以無我人等修一切善法則得無上菩提。此之謂金剛般若波羅密。

所以傳佛心印者也。通達此理以念佛，便得理一心。必生常寂光淨土。

⊙得成於忍

平等法界，本來一切法無我。學人先當開此正知。如是知已，便

如是行。云何行耶。最初所說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此中所說所作福德

不應貪著是也。換言之，便是廣修一切法而行所無事。久久功醇，則

心若虛空。雖一切法熾然行之，不厭不倦。而相忘於無何有。是謂不

受。不受者形容其一心清淨，不染纖塵也。且自然如是，而非强制。

恆常如是。而非偶然。則悲智具足矣。定慧均等矣。分別執著之我相

我見，化除殆盡矣。至此地位，無以名之。名曰得成於忍。然此猶菩

薩境界，而非佛也。故繼此而明諸法空相，本來不生。若至於一念不

生，不生亦無則。隨順而入如來平等法界矣。聞斯要旨，當靜心思惟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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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向此中薦取

本經皆說無我。至此則說無我原無。夫無我尚無。則是無住亦無

住矣。不取亦不取矣。何以故，一切法本不生故。且亦無所謂不生。

何以故。法即非法，相即非相故。夫而後究竟無我矣。無我亦無矣。

由是可知上來所說無聖無凡。非一非異等義，乃是即聖凡而無聖凡。

正一異而無一異。忘其為不受而名不受。故雖無聖凡，而無妨成聖成

凡。雖成聖成凡，而依然無聖無凡。一異等等莫不如是。則亦無所謂

兩邊，無所謂著，無所謂中。何以故，一且不存，那有兩，更那有邊，

那有中耶。非畢竟無也。雖紛紛萬有，而有即是無也。何以故，本不

生故。是之謂如如。是之謂不動。是之謂不取。蓋生心不取，即是取

矣。生心不動，其心早動矣。生心如如，尚何如如之有耶。生心除我，

則我見我相儼然也。若不知向此中薦取。縱令辛苦勤修，終是打之遶，

添葛藤也。總之。此處所說，正是極力發揮不取於相，如如不動，至

究竟處。即是引導學人，觀照深般若處。亦即令一切眾生，得大自在

處。經文既眼光四射，面面玲瓏。聞者亦當眼光四射，面面玲瓏。未

可死在句下，隨文字轉。當凝其神，空其心，字字句句，向未動念處

體會。若沾滯一毫攀緣相，名字相，便無入處。頃所言當向此中薦取，

不辭葛藤，為重言以申明之。標題曰空相者，含有本無相，不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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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義。蓋此一大科正是說理體，。亦正是說修功。行人應先明了理體

本來無相，所以應不取相。且體既無相。故修不取者，便時時處處，

皆應觀照諸法本來無相之理體。是之謂全性起修，全修在性。然則欲

學般若無住之行，何必局定從頭修起哉。便可徑從諸法空相起修也。

故曰當向此中薦取也。當知大乘圓教，亦有漸次，亦無漸次。故禪宗

曰，直指向上。向上者，趨向本源之謂。直指者，剪去枝葉。一眼覻

定本源處，單刀直入是也。若將此語看呆，以為惟看話頭法門，可以

如是觀照而直入，念佛及修其他法門者，便不能作此觀照本源功夫。

自失善利，孰過於此。

⊙日常隨緣而不變

行人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則為非住也。若能如是了解而通達

之。則性也，相也，一切分別，一切執著，自然化除。自然無念。自

然無有罣礙顛倒。故曰，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能度一切苦。一切行

人，若領會得此科之義。應觀一切對待之相，既不能離絕待之性而別

有。而絕待之性，亦未嘗離對待之相而獨存。便當於日常一切對待之

事相上。雖無妨隨緣而行。却不可隨緣而轉。此意即是緣應了者，得

機便了，不與糾纏。緣應結者，亦無妨結，但不攀緣。果能如是二六

時中，勤勤觀照，密密勘驗。心把得定，腳立得牢。自不為相所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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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泯相入體矣。此是學人第一著功夫。便是隨順真如。便是直指向上。

所謂泯相者，泯是融義。非謂斷滅。即不著不斷是也。所謂入體者，

謂契入性體。相融便是契體。非別有體也。何以故，性體本來無相無

不相故。是之謂諸法空相。空乃第一義空。即是空而不空，不空而空。

所謂但空其相，而不壞諸法。果能如是，則任他萬相紛乘，自不為其

所動。

⊙生即無生

一切法相，皆是假名。本來即非。蓋生即無生也。此明上言不生

法相之所以然。須知所謂不生法相者，非有法相而不生。亦非畢竟無

法相。乃是一切法相，本為緣生，緣生之法，當體即空。所謂非作故

無，本性無故。既本性無，則不生亦亡。何以故，生即無生故。乃為

真不生義。若不了其有即是空，而注意於不生。則正是生。何云不生

哉。故一切發心者，當在一如皆是上，知見信解。此正降伏。此即無

住。果能知見信解如是如是。則雖法相熾然，初何嘗生。以本性不生

故。則不降伏而降伏。無住而住，住而無住，證入無相無不相之真實

性矣。又復生即無生，則亦滅即無滅矣。可見說生滅，說不生不滅，

猶是對待而說。實則即生滅不停時。本來不生不滅。不但生滅不可說，

即不生不滅亦不可說也。當悉心觀之。曰如來說者，如來是法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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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即實相。故約如來，而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以顯無相無不相之

義也。此處是明即法相而無法相。即生而無生。非以不生為不生也。

此義是明非但生之念無。並不生之念亦無。正是為一念不生寫照。為

本不生寫照。總之。千言萬語，無非為令即諸相而無相。以證生即無

生而已。

⊙除無明之妙法

圓覺經曰，「一切諸眾生，無始幻無明，皆從諸如來，圓覺心建

立。猶如虛空花，依空而有相，空花若復滅，虛空本不動。」諸如來

圓覺心，是說佛與眾生同具之本性。在眾生分上名曰如來藏者是也。

蓋此句是約聖凡共說。非單約佛邊說也。猶如虛空花，依空而有相，

喻眾生自無始來，以不覺故，依本來空寂之性，而幻成無明之相也。

由此可知無明不過本性中緣起之幻相。猶如空中之花耳。空中本無花

也。則性中本無無明也，明矣。空花若復滅，虛空本不動。喻無明若

滅，性本不動。本不動者，是言當其現有無明之時，此性原未嘗動。

當知尋常所言心動，乃無明動耳。由此更可了然但能不取於相，如如

不動之本性，當下便現之理矣。又可知取捨正由無明，而無明本是幻

相。然則不取於相，當下便如如不動者。因無有取捨。無明已遺故也。

是故學人當於不取即無住上，痛下功夫。不然，雖欲不取不可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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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覺經又云，「一切如來本起因地，皆依圓照清淨覺相，永斷無明，

方成佛道。」此與所引楞嚴經，先以直心正念真如之義相同。譬如惡

友，初因無知，誤視之為心腹。今知其惡，欲與斷交。然以關繫長久，

未能驟斷。必須先與疏遠，而後方可斷絕。此亦如是。自無始來誤認

幻識之無明，為其真心，關繫密切久矣。今既翻然大悟其非。若不即

速掉轉頭來，認準清淨自性，徑與接近。則仍是與無明混在一起矣。

故圓照覺相，便是直心正念真如。便是與真心接近。而與真心接近，

便是與無明疏遠。如是方能望其永斷也。所以要緊功夫，全在圓照二

字。何謂圓照。前念已滅，後念未生。正恁麼時，一心湛寂，了了明

明。是之謂照。圓者，非著力，非不著力，不沉不浮，恍如朗月孤圓，

是也。此際一念未起，清淨無比，徧體清涼，便是本來面目。初學未

有定力。一剎那間，後念又起。便又如是覺照。只要覺照提得起，如

天平然，此昂則彼自落，則又清淨矣。務須綿密無間，使之相繼。久

久便能入定。至於如如不動之全體，談何容易遽能圓顯。然如此用功，

便是隨順趨入也。本經此兩句，即是此義。不但應向不取上堅持，還

當向如如上覺照。要緊要緊。今更引圓覺經，證明覺照本性能除無明

之義。經曰，「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此言自性本來不生也。本來

不生，即是本來不動。生滅即指無明。意謂自性中本無無明。說有無

明，由於妄見耳。然則今知覺照清淨本性，便是正見。邪正不並立。



38

正見興，則妄見除矣。故彼經又曰，「如來因地修圓覺者，知是空花，

即無輪轉。亦無身心受彼生死。非作故無，本性無故。」生死即謂生

滅。此言自性既本不生，則亦不滅。故曰本性無。謂亦無身心受彼生

死者，以本性原無生滅之故。並非造作使無也。所以發心便應覺照本

不生之性，故曰因地修圓覺。因地，指發心修行之時，修字，即指覺

照。圓覺，指本不生之性也。如是修者，知彼一切生滅幻相，盡是空

花，有即非有故也。既如是知，則不為所轉矣。不轉，明其不動也。

故曰知是空花，即無輪轉。此兩句，與知幻即離之義同。既已知幻即

離，所以亦無身心受彼生死。則法性如如矣。如此觀之，當可了然徑

向本不生處覺照，為除無明之妙法矣。何謂本不生處即於未起念時覺

照是也。念且未起，何所謂相。更何有取。果能如是綿密無間，則於

不取自有把握。總之，一面向不動處，攝心覺照，以成就其不取復一

面於遇緣時，堅持不取，以圓滿其不動。庶於如如性體，得有入處。

⊙觀緣生法入真實性

當知如如不動，是真實性。亦即所謂不生不滅之無為法。今不令

觀無為法如如不動之真性，而令觀有為法緣生無實之幻相何也。此我

世尊深知凡之病，特為巧開方便也。此中有二要義。（一）凡夫之所

以為凡夫者，無他。背覺合塵，向外馳求耳。何如向外馳求，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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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幻相，貪著幻相耳。何故分別貪著，無他。誤認一切有為真實耳。

由是之故，愈迷愈深，不肯同頭，永被輪轉矣。故今入門初步，先須

令其深觀一切有為之法，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電，莫

非虛假。一切皆空。到底一無所得。所得，唯一苦味而已。且其苦無

窮。說亦說不出。所謂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是也。果能常作如

是觀，洞明皆空之理。庶幾不再受騙，而能死心蹋地回光返照乎。此

所以欲觀無為之真性，應先觀有為之幻相也。此第一要義，必應了知

者。（二）一切凡夫性光，早被無明隱覆。有如一輪杲日，盡被烏雲

遮蓋。光明全暗，太陽看不見了。此亦如是。妄念紛動，未曾暫停。

今欲觀之，而能觀所觀，莫非無明妄識，何能觀見本性。此與滿天黑

雲看不見日光，看來看去，無非昏擾擾相，是一個道理。故圓覺經曰，

以輪迴心，生輪迴見，入於如來大寂滅海，終不能至。輪迴者，生滅

之意。寂者，無聲。謂真如非可以言詮也。滅者，無形。謂真如非可

以相顯也。豎窮三際，橫遍十方，曰大。體備萬德，用賅萬有，曰海。

如來大寂滅海，即謂如如不動之本性也。可憐凡夫，全是生滅心，即

發心作觀，亦是生滅見。今欲以此生滅心，生滅見，觀不生滅之圓覺

性海，全然反背。故曰不能至。不能至者，言其南轅北轍也。然則修

圓覺者，欲覺照如如不動之性，豈非竟無下手處乎。我世尊大慈，今

語之曰，勿憂，有妙法在。其法云何。宜觀諸法緣生，自有入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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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意，無異曰，初不必強息妄念。雖欲息之，亦不可得也。但當向有

造作，有對待，之一切有為法上，觀察其變化無常，如同夢幻泡影露

電一樣。使此心洞明一切諸法。不過緣會時現有生起之幻相耳。實則

生即無生。從此可知，表面雖萬象森羅，而其底裡，全然烏有。時時

處處，如是觀察覺照，便有不可思議功德。何謂功德不可思議。當知

觀諸法緣生之理，若領會得一切法當體是空。便能契入諸法空相。相

空，則性自顯。何以故，有相，則諸法千差萬別。相空，則諸法一如

故，諸法一如，即是性光顯現故。性光顯現，即是無明已明故。雖無

明未必遽斷。未必遽與如如不動冥合。而智理冥合，實基於此，何以

故，妄念從此日薄故。對境遇緣，不易為其所轉故。由是言之。觀諸

法緣生，無異觀諸法空相。觀諸法空相，無異觀如如不動也。換言之。

觀生滅之有為法，如夢如幻，便不知不覺引入不生不滅之無為法矣。

功德何可思議哉。此第二要義，為吾人更應了知者。合上說兩重要義，

可見作如是觀，譬如用起重機，四兩可以提千斤，毫不吃力。輕輕巧

巧，撥雲霧而見青天，真善巧方便也。

⊙醒夢作為皆是幻

作夢之因為何。意識是也。若無此因，緣亦無從遇矣。故曰至人

無夢。蓋有道之士，妄心雖或未斷，必已能伏。故夢少也。由此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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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皆唯心所造矣。可憐凡夫，夢時固是妄心。即其所謂醒時，亦全

是妄心也。故其所謂醒，依然是夢。何以故，從來迷而未覺故。若其

已覺，決不致但知夢中之悲歡離合，得失窮通為假。而又認所謂醒時

之悲歡離合，得失窮通為真也。須知醒時之心，與夢時之心，既皆是

妄非真。所以醒時種種境遇，或由計劃而成，或出意料之外。與其入

夢之或由於日有所思，或由於神靈托兆，其理由全同也。而轉眼皆空，

了無所得，亦復毫無二致，豈非醒時即是夢時乎。故警告之曰如夢也。

乃迷戀其中，計較分別執著不捨。真癡人說夢矣。故曰眾生從來不覺

也。今日如夢，正喚其速覺耳。或曰如夢之理，說世間法，誠然不誣，

而永明壽禪師曰，大作夢中佛事。何以佛法亦可作如夢觀耶。此有四

重要義，不可不知，約凡夫言，其義有二。（一）佛法作如夢觀者，

不可執著之意也。佛法重在破我。若有執著，我何能破。故應徹底遣

之。佛法尚不可執，何況世間法。（二）學佛者為證性也。若不證性，

便不能超凡人聖。而性體空寂。故一切修功，必應歸無所得。方與空

寂之性相應。佛法作如夢觀者，令其勤修佛事，而歸於了不可得。庶

幾能所雙亡，智理冥合也。約佛菩薩言，其義亦有二。（一）佛菩薩

皆是已覺之人，其大作佛事廣度眾生而能行所無事者。視之如夢故也。

視湼槃如昨夢。所以不住湼槃。而大作佛事。視生死如昨夢。所以不

住生死，而常在定中。（二）菩薩作佛事者，自覺覺他也。至於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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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已究竟。而仍作佛事者，因無盡之眾生，尚在夢中。以同體悲故，

不自以為究竟也。故常行菩薩道，而現身於大夢未醒之眾生中，而作

佛事。所以永明曰，大作夢中佛事耳。綜上四義，可知大覺者視生死

湼槃，本無可得。故曰，生死湼槃，如同昨夢。意謂，住於生死，固

是作夢，住於湼槃，亦是作夢。必一無所住，乃為大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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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古德法要六則

⊙警 語

修禪人，定要做到一切時一切處，皆能保持真心清淨，綿密相應，

片刻而無走漏，纔能出離三界。若是操之則存，捨之則亡，到了臨命

終時，就難保中陰業識不入輪迴而受生。禪人，如果徹見本性後，能

保任得嚴密，不雜用心，於一切境緣上，毫無動念，心淨自在，此種

人，雖然報身筒在，其心已入自性淨域，超然於生死苦樂之外，值得

景仰而讚歎。若是但慕虛名，而不能親入其實際，依然逐境生心，則

前途險惡，不堪設想。事關永劫安危，故不宜不注意也。

⊙驗 心

學道之人已得真心現前時，但習氣未除，若遇熟境有時失念，故

須用功保養，有大力用，方可利生。若驗此真心時，先將平生所愛底

境，時時想在面前，如依前起憎愛心，則道心未熟。若不生憎愛心，

是道心熟也。雖然如此成熟，猶未是自然不起憎愛。又再驗心，若遇

憎愛境，特然起憎愛心令取憎愛境界，若心不起，是心無礙，如露地

白牛不傷苗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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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古德之言

玄沙禪師曰，夫古佛真宗，常隨物現，堂堂應用，處處流輝，隱

顯坦然，高低盡照。是以沙門上士，道眼惟先，契本明心，方為究竟，

森羅萬象，一體同源，廓爾無邊，誰論有滯，塵劫中事，都在目前，

時人曠隔年深，致乖常體，迷心認物，以背真宗，執有滯空。不過良

朋道友，只自於私作解，縱有商量。渾成意度。古德云，情存聖量，

猶落法塵，己見未忘，還成滲漏，不可道持齋持戒。長坐不臥，住意

觀空，凝神入定。便當去也，有甚麼交涉。西天外道，入得八萬劫定，

凝神寂靜，閉目藏睛，灰身滅智，劫數滿後，不免輪迴。蓋為道眼不

明，生死根源不破耳。故知看讀公案，大須智力，未可徒記言行，以

資談柄。五燈指月諸書，收集諸禪德，終生未澈者，亦大有人在。縱

饒坐脫立亡於彈指間，亦祇許其修行得力而已，必論見地透澈，猶有

事焉。縱有舍利無數，肉身不壞，亦只可稱法門式範，切莫被其瞞却

人天正眼也。

⊙任心自在

牛頭山忠和尚，學人問，夫入道者如何用心，答曰，一切諸法，

本自不生，今則無滅。汝但任心自在，不須制止，直見直聞，直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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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須行即行，須住則住，此即是真道。經云，緣起是道場，知如實

故。又問，今欲修道作何方便而得解脫。答曰，求佛之人不作方便，

頓了心源明見佛性，即心是佛，非妄非真故。經云，正直捨方便，但

說無上道。

⊙無作成行

諸聖以無為而得名。圓修以無作而成行。不分別諸境，是真調伏

心。了一切法空，則常在三昧中矣。

⊙離相念佛

行人平時修行，若但修般若，誠恐見理少有未圓，落於偏空而不

知。尤慮其心怯弱，或致退失而不覺。若但修念佛，不但生品不高，

且恐未能一心。何以故，不知離相，必住六塵。心有塵擾，豈能一心。

故莫若離相與求生，合而修之。念佛，生心也。離相，無所住也。此

心雖空空洞洞，却提起一句佛號，正是生無所住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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