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徹底想得通，你就見道了、破參了。給一句話你參，又是有一種作用。你對一

個蠢人(講)，他最多想來想去，想不到甚 ，便「樁眼 」麽 瞓 (打瞌睡)，如果不「樁眼

」，他就得輕安。如果對一些聰明的瞓 (講)，絕頂聰明的人，他在這處參破，找出一

條出路。又例如那些甚麼？……此外，有些禪師這樣來到參……後來宋朝，禪宗和淨

土宗合併，這個是宋朝出現，這個是念佛是誰？我們現在 (參)「誰人念佛？」，解

答！又有些給一句你參，「父母未生我之前，我是甚麼？」參！宗杲禪師發明了這東

西，這東西真是前無古人，講到這處，我們就結束它了，臨濟宗的宗風就是如此。

一般批評它的宗風，說它怎樣？說它教人時候的方法很有效率的，效率好到怎

樣？它不要你慢慢回去想，它當前找一件事講。拂主，即是那些甚麼？做戲穿百家

衣，拿著那枝有尾的掃，那枝神仙掃，叫做拂主。舊時的法師都是拿著這東西的，豎

拂，他一跟你講，豎起拂這 短的時間，你明白就明白，你不明白就要離開，豎拂說麽

明之。他豎起枝拂，講兩句，你就明白。他要看你的(根)機，要看得很清楚。豎拂之

間，很短的時間，就令到你明白。「豎拂明之」，它的特點(是)豎拂說明之，即是在

那麼短的時間，他本來拿著那枝拂，將拂豎一豎、揮一揮，那麼短的時間，他對機講

兩句話，你就明白了，這個是臨濟宗風。這是用我的凡見來猜度的，如果有些禪師，

你講給他聽，他說，「且(音車)(助語詞)，澩嫪(lao2 gao6)(亂七八糟)，禪宗的東西

都能猜得到嗎？猜便不是。」他會這樣(回應)的。不過，這樣就不能叫做學問，是

嗎？可以說它是實際體驗，不是學問，學問不是這樣的，學問一定要講得出，甚至必

要時，連公式都可以寫得出。

羅公：夠鐘喇？(時間到了嗎？)

聽眾：未。

羅公：未。

說過了，(對)臨濟宗有無問題？禪宗最奇怪就是它這個，其他(派)無這麼奇怪

的。當你知道這樣，遇到甚麼禪師，你都不用怕他，你更有把握，尤其是那些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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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你更有把握。你比他們更有把握。如果他弄錯機的時候，你(取笑他)：「原來你

冒充內行。」

第二，現在中國幾乎無，如果學曹洞宗(要)去日本。日本最流行，日本那些禪宗

大德，大部分是曹洞宗，而且保存著唐宋時代那種，尤其是保存唐代時候那種格式，

黃懺華《(佛教)各宗大意》第二輯講的。所以它在日本最流行，日本人很穩健、很穩

妥的。臨濟那種機鋒，日本人不喜歡的。你看日本人打麻將就知道了，日本人打麻將

打四圈，可以打四、五個小時，他每出一隻(牌)(都)研究，差不多都像勘一下公式，

日本人對每件事都非常穩健的。中國人聰明到極，尤其是江浙人和廣東人，他們都是

聰明，一向隨機應變，這些人最適宜(修)臨濟宗。它(曹洞宗)的教風很穩健、順著經

教、很綿密，上上機固然可以(修)，下下機肯依著它來修，都有辦法的。他們化度學

人，孜孜不倦。你不明白，他說到你明白，逐點逐點解釋到你明白。坐(禪)的時候，

你問臨濟宗，「我想打坐，要如何？」(答)「何須打坐？奪境不奪人，打坐這套都不

是辦法。」六祖有時候是這樣。它(曹洞宗)不用這套的，「你想打坐嗎？」你的姿勢

要怎樣直、頭要怎樣放、初初你要想甚麼、後來漸漸你會怎樣？你到心靜了，你要怎

樣觀想？會教你怎樣的方法，孜孜不倦，很有次序。本來六祖的禪是頓教，曹洞宗認

為，你開悟的時候，自然是頓，當你修的時候，不是頓的，是逐步來的，很有次第，

這種辦法最適宜日本人，又適宜一些北方人，好似甚麼？好似神秀，是嗎？極似神

秀，又極似牛頭禪，牛頭法融。其實這些就是禪，可能是達摩真傳，無那些出奇制

勝、行雷閃電，無這類東西，(是)平平穩穩，好像矮子上樓梯，上得一級就一級。坐

(禪)的時候，連你那條脊骨正不正，他都要度到你正，頭仰一些，都要推一下你的

頭，要坐正。如果是臨濟，根本就不理會你。我最後講這句，要「良久處明之」，那

些人批評它。好了，走吧！循序漸進，良久處，你自然有效果的。現在還有甚麼？禮

失求諸野，還可以去日本，你有機會去日本尋一下。(曹洞宗)「君臣五位」，很有名

的，而又有最多不同的解釋，初學的最難看得清楚，「君臣五位」，稍後另外一節

講。曹洞宗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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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講溈仰宗，……跟曹洞宗很相似，要慢慢逐步來的。「師資唱和」，資是指

學生，師是指老師，老師學生一問一答，你講一下、他講一下，去攝眾生，「師資唱

和」。「事理並行」，事是俗事，理是真理。俗事、真理都講的，很融和的，即是說

這一宗無甚麼特殊，現在這宗都不流行。

甲四，雲門宗。雲門宗的本寺，根本的寺在廣東省，粵北乳源縣，那間寺荒廢，

雲門宗衰落，(寺)荒廢了。有一位叫虛雲大師，他說話好似雲門宗那樣的。他走去，

李漢魂做省府主席的時候，他得到李漢魂的幫忙，重興雲門宗，乳源縣，在雲門山重

興。重興之後，後來虛雲好像在那處死。解放之後，他在那處死。雲門宗，黃懺華這

樣說它，大家說話的時候，似足雲門宗的作風。此宗的家風，簡單、極明快，「簡潔

明快，其接化不用多語饒舌」，不多說話講，不「多語饒舌」。一兩句話就點中題，

「於片言隻句之間，藏無限之旨趣」，一兩句說話之間，藏有無限、無盡之鋒芒，而

能夠相當對機的，你問他的時候，他同你談，是相當對機。虛雲就學足他，有一次，

我見到虛雲，他問我學甚麼？我說學法相宗，我問我們怎樣修業？他知道我是學法相

宗、唯識宗，很多名相，他說你把名相通通放下就可以，一句話。我問還有甚麼？放

下去、放下去，這樣(是)相當對機。

我要講，很有名的，叫做雲門三句。三句話很有名的，叫做雲門三句。怎樣雲門

三句？第一句是「涵蓋乾坤」。我引的那段是《(佛教)各宗大意》，我寫(《(佛教)各

宗》大意》裏的字，《(佛教)各宗大意》第二輯講，有名的雲門三句，第一句是「涵

蓋乾坤」，第二句是「截斷眾流」，第三句「隨波逐浪」。問題是怎樣解釋這三句，

三句是它的口訣，它不論怎樣教人都不出這三個總原則。怎樣叫做「涵蓋乾坤」呢？

乾坤即是天地，我們的一心涵蓋天地，即是……涵蓋乾坤者，即是以一心為本，涵蓋

天地、涵蓋乾坤。

第二句「截斷眾流」是甚麼？除一切見，見即是執著，所有一切名相、一切東

西，全部除去、不要。虛雲說放下，一切名相放下，原來他老人家是這一句，我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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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是(答)三句中的一句「截斷眾流」，全部放下，除一切見叫做「截斷眾

流」。甚麼叫做「隨波逐浪」呢？不外是講甚麼？順機接引，看你是甚麼根機，對機

來接引你，這是「隨波逐浪」。三句，雲門的師父用來化徒弟，就是這三句了。那些

人又怎樣解釋呢？古人解釋這三句，解釋有很多，大致是這樣。你說出自哪本書？很

難講出自哪本書，總之我總合它，將這三句解釋。古人是這樣解釋，我剛才解釋是除

一切見，「順機接引」，這樣來解釋。古人就很詳細，大概(是)這樣解釋。「本真本

空」，本真者真心，以真心來統攝一切；本空，用空理來統攝一切，「本真本空」。

「一色一味」，講甚麼都是「假的」(多餘)，不外「一色一味」。「凡有語句，無不

包羅」，所有經論這麼多東西，(用)一兩句話，叫你歸本一心，包羅一切，涵蓋。

「不待躊躇，(全該妙體)」，不同多多說話躊躇討論，一兩點講，點正個心(中心

點)，就會全體顯現。很抽象，但是人人都是這樣解釋。如是者，這樣叫做「涵蓋乾

坤」，這個是古人的解釋。所以人人就講，禪宗很容易，好似猜拳那樣，好似小朋友

猜故事那樣，這些要猜很久，不是容易的。古人怎樣解釋「截斷眾流」，他們這樣解

釋，一字不存，一個字都掃清。一字不存，「萬機頓息」，一切思想全部掃除。「言

思路絕」，言是講話，講話的路都斷了，絕是斷了。用概念來思想，思想這條路都斬

斷，一切見解全部掃清光。「諸見不存」，如是者，名為「截斷眾流」。所以有時

候，你去抱一大番希望找禪師來開解一下、解答一下，他可能坐在著，一語不發，他

有時候用這樣的方法，原來他是用這套東西。

怎樣叫「隨波逐浪」呢？「隨波逐浪」，順機應物，不用準備一個講稿，準備一

套東西，順機是左來左擋、右來右擋，順機應物。物是眾人，眾人怎樣問他，隨機回

答。「應物無心」，無預先(有)一個見解，怎樣問他，(他)順著個性來(答)覆你，「應

物無心」。「不須揀擇，方便隨宜」，這樣叫做「隨波逐浪」。那麼如何名它呢？雲

門宗就好似……不是，溈仰宗好似曹洞，要「良久處明之」，它(雲門宗)「(隨機)拈

示明之」，隨手拈一件東西，講給你聽，你就明白了，這個叫做雲門宗。

其次，甲五，法眼宗。黃懺華在《佛教各宗大意》裏面，他這樣講，一似雲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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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似雲門(宗)那麼簡明；穩當又周密，「穩密處」似曹洞(宗)；言句很平凡的，即是

不會是孤危險峻那路，說話很平凡，但是裏面很有機鋒，表面上很平凡，但裏面有機

鋒，好似棉裏有針，一團棉裏面有針。好似有一種這樣的情形，你被他接待的時候，

「有當機覿面」，你對機，他跟你一見面的時候，他點一點你，可以令到你「轉凡入

聖」，有這樣的作風。它怎樣令人明白呢？「拂子明之」，它的作風，拿著那枝拂，

跟你講一下，簡簡單單這樣講一下，掃兩下那枝拂，你就會明白，即是說禪師都歡喜

拿著那枝拂，為甚麼呢？其他很少拿拂的，禪宗就偏偏喜歡拿，你知道嗎？魏晉南北

朝的時候，清談家最歡喜拿著枝拂，禪宗多多少少受到魏晉清談家影響，所以很歡喜

拿著拂。還有一些(禪師)會拿著玉如意，魏晉清談家又歡喜拿著玉如意，所以，禪宗

亦受中國魏晉南北朝清談家的影響。禪宗完全是由印度搬過來是假的，實在很多是中

國的東西。你一會看一看它，我講完這裏了。

接著講曹洞宗「君臣五位」，一看「君臣五位」，更加知道原來它受《易經》的

影響，曹洞宗本來是很正統的禪宗，原來它受《易經》影響。所以有些人說直接是祖

師西來，一切都是(祖師西來)，就是拿著那枝拂掃來掃去，這樣已經不是祖師西來的

作風。

聽眾：那些是道教？

羅公：嗄？

聽眾：那些是道士拿著拂。

羅公：道士固然是拿，他們(禪師)亦拿。道教亦是南北朝那些人拿拂的。

如果是在西方回來，好似玄奘法師在西方回來，無拿著拂的，是禪宗法師升座的時候

拿著拂。現在要講回那個，特別來講，這個是最「 」㪐㩿 (不順暢)的。那麼講

五宗的家風就講了，五宗就講了，第二大段。

現在第三大段。五宗歷史上叫做五位，有些人稱它做「君臣五位」，有些人稱它

做「五位君臣」，其實不用的，五位這樣(就可以)。因為有多種五位。五位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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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總合來講，所謂五位是怎樣？我現在講它，「四料簡」就有名，五位又是有名

的。「四料簡」容易懂，五位最難懂，曹洞宗洞山禪師，良价禪師，他創了五位的要

訣，到他的弟子，他的弟子曹山本寂禪師。本寂禪師著作了一本小冊子，叫做《五位

顯訣》，解釋他老師所講的五位內容。那五位是怎樣呢？所謂五位，有幾種五位的，

第一種叫做「正偏五位」，這個最基本的。甚麼是「正偏五位」？你一會兒就懂了。

第二種是「君臣五位」，所以我說只要五位兩個字，不要(其他)，原來「君臣五位」

是五位裏面的一種解釋，「君臣五位」。又有所謂叫做「功勳五位」，好似封爵那

樣，有幾多？？？，又分做五級的官爵，叫做「功勳五位」等等。還有一個叫做「王

子五位」，那個不重要的，只是舉這三種五位。

「正偏五位」為基本，最重要解釋「正偏五位」。現在要解釋它，正偏是怎樣

來？般若宗，空宗講二諦，真諦、俗諦，真諦是不可說，俗諦可說。真諦是宇宙的本

體，俗諦指宇宙的現象。真諦指空，俗諦指有。佛家不出真諦、俗諦。

《易經》又怎樣呢？《易經》說八卦，八卦怎樣來呢？八卦由陰陽兩爻構成。爻

又是何解呢？爻者效也，用兩個……為何爻者是效呢？即是用兩個符號，來到模仿、

來到仿效萬事萬物。世界上萬事萬物，用兩個符號來象徵它的全部、模仿它的全部。

兩個符號，一個是陽爻、一個是陰爻。一劃的代表陽，代表世界上陽光的性質和陽光

之氣。用一個斷截代表陰，代表世界上一種陰柔的性質，和陰柔的勢力，氣即是勢

力。世界的事物雖多，它用兩個符號，一個是陽，陽光的勢力；一個是陰的勢力，兩

個符號，象徵世界上所有的東西，歸納在那裏。由兩爻產生八卦，推演出八卦。譬

如，三劃都是陽，便是乾，象徵天體，象徵世界上最強、最光那種勢力、那種性質。

三劃全部都是陰，三爻都是陰，象徵那種最陰、純陰的勢力。有些是半陰半陽，譬

如，陰多陽少，兩陰壓一陽，代表雷，一個陽光(被)遮在地底，它被陰氣壓著的時

候，陽氣不會被陰氣壓得到的，陰氣一壓著陽，陽一定爆發的，「轟」雷(響)起。這

個震卦，震為雷，乾為天、坤為地、震為雷。譬如陽氣再多些，陽多陰少呢？代表湖

澤，兌卦，兌為澤，湖澤，那個湖(是)一個淺水湖。湖水很陰柔，「劈劈啪啪」打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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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都可以的，是嗎？水很陰柔、冰冷的，但是湖水的底，含藏有無限的生機，黿鼉蛟

龍、魚鱉草木，在湖底裏面，所有萬物可以萌生，有無窮生意在裏面，表面少少陰，

但是下面重重陽，這樣之類，全部三劃陽的就變了這樣。如果兩陽壓一陰，巽為風，

巽卦。巽為風，為樹木。風「宏宏」(風大)聲，表面是陽，但是，吹到來，冷冰冰

的。外陽而內陰，好像一棵樹木，樹木很婆娑，大的樹木很婆娑，但是在下面，在地

底是烏暗暗、濕濕的，上陽下陰。總之，用一陽一陰兩個符號，一多一少，將它來…

…只有八個，你想要弄第九個(是)不可以，八個卦代表我們日常所見到的八類事物，

全部代表。人類的生活慢慢進步，八個符號不夠用，於是又把八卦重疊起來，八八就

六十四個卦，把宇宙萬物全部歸納在六十四件東西裏面，這個是易。

洞山良价，他們這些人的中國文學、中國書讀很多，中國文學很好，你不要以為

禪宗這些人不識字，如果是這樣，你就看錯了，他們這些人很有學問。拿著枝拂掃來

掃去，拿著拂，你不要以為他們裝模作樣，那些祖師很有學問。他(洞山良价)模仿這

種性質，他不用卦，用一真一俗來到代表全部，代表萬物，真與俗相配，而成五位，

五種情況。其實這個卦……雖然是《易經》，但是有本書專研究它，日本人造的，專

研究它，說它主要在《易經》的离卦裏面，將离卦合起來，這本書很詳細講。但是，

現在我們不能夠將它講，如果將那本書講，恐怕要找人開一堂課講才可以。不過，我

們知道那個來源，一方面是模仿《易經》的爻，一方面取了佛教的真諦和俗諦。他

(洞山良价)不用這些(爻)符號，他用甚麼呢？他用兩個符號，他不說出來，實際他用

兩個符號。第一個符號，第一這個叫正，這個叫做偏。世界的事物不外是一正、一

偏，除了正和偏就無，不是正就是偏，不是偏就是正，是嗎？這個代表正，這個代表

偏。正是代表宇宙的本體，無宇宙本體就不會有現象，正代表體。偏代表用，現象

界。一體一用，正為主體，叫做君。偏指附屬的作用，指臣。《易經》都以陽剛為

君，陰柔為臣。正的方面代表空，偏代表有，空無偏的，空怎會還有偏呢？有就偏

了，代表有。空是真諦，偏是俗諦。正代表理，無形的理。偏代表有形的事等等。凡

兩兩相稱，無所不包，他姑且舉一個例子，宇宙涵蓋乾坤，真的那兩個符號嗎？他講

完之後，全部用正偏、體用、君臣、有空、真俗、理事，抹去陽爻、陰爻，不談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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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陰爻，……

一陽一陰相對的配合，怎樣配合呢？將人類的……將甚麼？……我總述了它，

「君臣五位」是這樣來的。五位的作用是怎樣呢？現在我講，難道這位禪師(洞山良

价)手癢嗎？做個五位出來做甚麼呢？一定是有些作用。現在甲二，我們講它……把

上、中、下的根機，把根機分成五位，對哪一位的人，用怎樣的手段來到化他，同

時，當化人的時候，對五位的人所用的手段又不同，即是跟「四料簡」同一鼻孔出

氣，不過它叫做五位，開成這五位，用來提撕(音西)學人，提撕者即是教化，它不用

教化，提撕即是提醒你，撕者揪起你，他用這個字，看你是五位中哪一類，每一類有

每一類的手段來對付你，以五位為標準，五位的作用就是這樣。

五位有幾種，又有「正偏五位」，又有「君臣五位」，又有所謂「功勳五位」，

現在我們講它。最重要是「正偏五位」，先講「正偏五位」，「正偏五位」又怎樣

呢？一，正是體，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個個本然都可以成佛，個個都是正。但是有

正，它會偏的。偏是甚麼？正是體，偏是用。 以正為主，而正中有偏，即是怎樣？

這是一個好人，很有善根，但是他不會起用，有體無用，即是怎樣？很純良、很好，

但是他不懂得怎去修行，這樣同樣是無用的，這種 (是)「 正中偏」。本質純良，

正，具備有佛的體，但他不懂去修行，好又怎樣？他不會成佛的，這類人是正中偏。

如果那位學人不知道轉動，(人)很好的，有類人不懂轉動，修行幾十年，不懂變，是

嗎？有類人不懂變、不懂轉動，那你怎樣呢？這種正中偏的人，你要怎樣呢？你用正

中偏的手段來對他。他說這類人「不知轉動」，「孤理而缺事」，孤字何解？孤即是

單具，它只單單具有理，具有成佛之理，而缺事，而缺乏了修行成佛的事。「孤理而

缺事」，單單具備能成佛之理，但是未能夠有去成佛的事，未曾起這種造作，對著這

類人，這類正中偏的人，你就要用正中偏的手段，你怎樣？「背理就事」。背理，不

是違反，只是暫時放下所謂理。就事，在事的方面做功夫，「背理就事」。「從體起

用」，有這樣好的體，起用去修行，鞭策你，讓你去修行，用這種手段。前面指正中

偏的那類人，不知轉動，孤理而缺事，指這類人。下面指正中偏的手段，令他背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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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而就事，去發動、去修行，正中偏。這是正偏五位的第一位，這類人值得教訓，最

初級的人。那麼壞人呢？壞人無包括在內，只是講好人而已。第一種是有用之材，即

是最低級的有用之材，正中偏。第二種是偏中正。

我寫一首歌訣給你，它有一首歌，這些人的詩很好。洞山禪師有一首頌叫做「五

位頌」，頌即是偈而已，五位的偈。他講正中偏，怎樣講呢？這些偈頌很似歌。正中

偏，那類人有成佛之體，但未起成佛之用又怎樣呢？這類人是正中偏。「三更初夜月

明前」，好似三更的時候，初夜了，月將快出，在月出之前，就昏昏暗暗。「三更初

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這類人一味怕世事，他是一個好人，這些是壞的、那

些是不好的，一步都不敢行。有些人是這樣的，一些事都不敢做。明明他以為做一些

事就是錯，怎知道做事就是起用，用與體是一致的。因為他蠢，你不要怪責他，「莫

怪相逢不相識」，做事的用和體，一用一體，體用一如。但是因為他懵，相逢不相

識。你不要怪他，因為他蠢，「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好似心還

隱藏，他一向都憎嫌這些事，事相上的東西，你教他叫他這些做，他還懷有舊日的疑

問，怕這類事，「隱隱猶懷舊日嫌」，這類人叫做正中偏。

文章造得很好，詩句很好，但是難解。難不難解釋？你自己想想如何解釋，我這

樣解釋未必對。它無注解，現在是我(的)解釋，有無解錯，有否對錯，你可以糾正

我，如果你一味跟著我，無用的，是嗎？你要超越我，是嗎？解釋正中偏就是這樣。

你們聽不聽得明白？(你)將來講，尤其是講給人們聽，拿君臣五位來講，你不要學我

講那麼簡單，可以先備一下課，想一些東西來到講。這類叫做正中偏。第二種……我

有一位老師，現在還在廣州，在中山大學教書，叫做李白華，華字讀花，李白華，白

色的白，李白華。他是木村泰賢的學生，跟隨木村泰賢學習了七、八年，原始佛學和

小乘，他最討厭禪宗。有一次，他跟我聊天，(他說)「禪宗的東西討厭。」(我問)為

何？他說「只有一個趣字。」修行何需這樣？得一個「趣」字。雖然李先生講的未必

是很正確，是嗎？但是他講得一個「趣」，又是幾正確，幾「趣」，是嗎？如果小乘

或者純粹天台宗的大德，他們不歡喜這一套，這套簡直是……如果嚴格來講，犯了多

9



少綺語。講就講，何需那麼多事、彎彎曲曲那樣，弄一些文縐縐的說話。

第二種是「偏中正」，那類人是偏中正？如果學人，很「著」，這個(是)執著的

著，很「著於物象」，好似那些甚麼？學密宗的人經常執著儀軌，持著十八道，你們

的朋友金思莊那類，我講而已，現在我不是講她不好，我不是講她人格不好，我舉她

為例，讓你知道甚麼叫做著於物象。有些人是這樣的，整天要喃嘸，非這樣不可，每

日一定要念幾多千佛號，一定要叩幾多個頭，這類人是偏中正，著於物象。他起用，

已經起用，好過第一種，第一種未起用的，這種起用，但是起用就執著？？？，執著

用，最多這類人，佛教徒最多這一類，著於物象。如果學人是那類人，偏中正的人，

著於物象，每樣都要執著形式、執著動作，執著形式，「孤事而缺理」，一味偏向於

事相，而缺乏對向空理，執滯到極，其實不用，其實照禪宗講(是)不用的，連叩頭都

不用的。是嗎？

聽眾：真的(不用叩)？

羅公：如果他是甚麼(是)可以，有類人是可以的，視乎他是哪類人。

你知道有位禪師講一句甚麼話，如果有位佛在這裏，我「一棒打殺與狗子吃」，

餵狗，講一句這樣的話。 他這些是甚麼？過了頭，又是偏的。他是對那些甚麼？對

那些偏中正的人，鞭策他們。你整天拜佛，如果有佛在這處，我一棒打死(佛)用來餵

狗，是他那類人夠膽講，你隨便用它來做標準去講又不可以。即是有些道學先生經常

講禮，那些甚麼家？那些清談家，他們講甚麼？禮教不是為我們設，他們說禮教不是

為我們設，是為蠢人而設，我們不用守禮教的。稽康、阮藉那些人是這樣的，是嗎？

有類人是這樣。孤事，(即)只是單具有種種事相，而缺乏趨向空理，這類是偏中正的

人，你就要用偏中正的手段，你要令他「舍事入理」，放棄事相的執著，叫他趨向體

驗空理，使到他「攝用歸體」，把用的方面全部攝收，對向本體。

有首偈，我寫這首偈，夠不夠時間寫？是洞山禪師的，他的頌是這樣講，「失曉

老婆逢古鏡」，他不見了老婆，他現在碰到一個古鏡，在古鏡裏面才照到老婆的樣子

出來。「分明覿面別無真」，分明老婆在這處，樣子是這樣的，不會另外有個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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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找了。既然是這樣，你去認回這個老婆就好。「休更迷頭猶認影」，你不要見到

古鏡裏面老婆樣子，就(在鏡中)去找老婆，你不要埋頭對著古鏡，去認老婆的樣子，

因為老婆的樣子，因為古鏡雖然有你老婆的樣子，但是這個到底不是你老婆。你記得

樣子，你要找老婆才可以。他這處又怎樣說呢？意思即是怎樣？體和用，本體、空

理、佛性，本來跟用是一致，是嗎？你現在經常在事相裏面，搞到忘記了本體，就等

於……那個用是譬如自己，體就譬如老婆。你跟老婆本來兩個人很親切，你只是在事

相中，忘記了本體，就等於忘記了老婆一樣。但是現在你碰到佛法，「逢古鏡」，佛

法講給你知，是嗎？那你認到你老婆的樣子，就去找老婆，不要死執著那個鏡。「分

明覿面」，明明見到面，在鏡裏見到老婆的樣子，你就去找老婆，「別無真」，不會

再有個真老婆，照著這個影像去找，你就會找到真老婆。「休更迷頭猶認影」，你不

要整天對著影，你要去找老婆，要 掉鏡去找老婆。這個幾抛 (有)趣，得個趣字…… 

正是體，偏是用；正是理，偏是事。證得理，之後「來」，那麼即是過來人，證

到體之後的「正中來」……

「居尊(貴)位」，已經證得體，瞭解體。證了體之後，能夠起用，自己可以證到

真如，自己能夠趨向涅槃之路。但是，他「不居尊(貴)位」，不以自己解脫為滿足，

他要化度眾生。「無化而無(所)不化」，他知道世界如幻，人生如幻，無實眾生可

化，而他轉過身來，不向證涅槃方向走，入世「無化而無(所)不化」，本來是無化證

體，證了體之後，無所謂(眾生)，一切眾生都如幻，但是他仍然對向眾生，一方面無

化，一方面無不化，化即是教化眾生。此乃「轉身一路」，轉身，懂得轉身。轉身，

禪宗人說，最「弊」(壞)是能夠趨向涅槃，自己修行，而不懂轉身，不懂轉身那些

人，禪宗說那些是擔板漢，擔著一塊床板，擔著一塊床板只能看到這面，看不到那

面，(指)不懂轉身那類，即是轉身不動，但是他們這些 (正中來)不是，轉身轉得動

的。憨山大師，(憨山)德清大師，很有名的，他說轉身最難，證體容易，認識自己的

佛性還容易，會轉身最難，所以他說自己用根本智、空智來證真如，走這條路就容

易，你會懂得轉身最難，用後得智來教化眾生，這事最難。他說有類人已經能夠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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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證真如，他又能夠轉身。偏中正對向證真如，這些(正中來)是過來人轉身過來，

救度眾生，「向異類(中來)」，異類者各類眾生，「中來」，這類是正中來，證了體

之後，來入世的，這類人是正中來。

正中來有一首頌，它的五位頌。正中來已經認識自己的本體，對向來做世間的工

作，做教化的工作。「無中有路(隔塵埃)」，他知道一切宇宙人生如空、如幻，無中

有路，但是仍然不能夠很透徹，仍然是隔塵埃。「無中有路隔塵埃」。那麼去了，入

世，入世的時候怎樣呢？「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自(古以)來那些人

猜猜度度，到底本意何在？「但能不觸當今諱」，諱者，人人害怕的、「罩忌」(忌

憚)的。你對向世間的時候，只要能夠「不觸當今諱」，不犯你的毛病，「也勝前朝

斷舌才」，好過舊時只是求證滅、只是住在涅槃那類人。本來當今諱是當今的人怕講

的，諱者事也，怕講的。意思是你入世，只要你自己穩穩定定做下去，不要有過失，

是苦的了，是嗎？入世是苦的，因為你道行都未夠，但是好過甚麼？好過舊時的人，

經常一證到真如之後，想去涅槃。好過那些人，「也勝前朝斷舌才」。怎會叫是「斷

舌才」？斷舌是古人一種刑罰，是勾他的 、割斷條 ，古代一種刑罰的名稱。脷 脷

「斷舌才」是指甚麼呢？我們在歷史上知道，這個人 (洞山良价)是唐代末年的

人，有誰人斷舌呢？在洞山良价出世之前，斷舌的有誰人呢？以後可以找到，我找到

一個例子，如果到明朝以後，有一個方孝儒，被明成祖把舌拉出來，割舌，是嗎？但

是他(洞山良价)在明成祖出世之前，他是前朝。前朝又是誰人呢？我想來想去只有一

個，是張睢陽，張巡守睢陽，被安祿山的軍隊捉了，要他投降，他不肯投降，一直罵

(安祿山)的人，那些人拔了他整排牙齒，因為他每次一提起反賊，就咬到牙崩。(安祿

山)把他全部牙齒拔掉，不知道舌有無被割，總之他一口血，臨死還噴血出來，罵那

些反賊。那麼就會死，即是歸涅槃，死，這個不理會。只要「但能不觸當今諱」，你

好好地入世，都勝過舊時那些斷舌而死去，「也勝前朝斷舌才」，就變了這樣解釋。

這兩句話，我們只要猜猜測測，意思即是說，你入世的時候，只要穩穩定定、小小心

心，小心點，與世人為友，好過一證了果就，不是，自己一見道之後，就趕快求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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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比這類人好，「也勝前朝斷舌才」，只是這樣解釋。你們大家想一下，有沒有另

外一種解釋。

我看那些語錄，甚至到《續藏經》裏面查，到底那兩句的真義，查不到。而且

「五位君臣」，古人講，極力避講「五位君臣」，不知道是否嫌它囉嗦、不好，抑或

是它的句語難解，你看一下禪宗的書無講「五位君臣」，只是擺了幾首偈在這處，無

人去摸它，講佛教史的，連提都不提它，只是提一下有「五位君臣」，作為做度眾生

的標準，只是這樣講一句而已，無(詳)講。你看《中國佛教史》，宇井伯壽那本《中

國佛教史》連提也不提。蔣維喬那本《中國佛教史》，好似提過「君臣五位」幾個

字，「正偏五位」或者「五位君臣」這幾個字。黃懺華那本《佛教各宗大意》，將那

些偈全部列出來，他不解釋，因為為何？恐怕解釋不對，被人罵，是嗎？不解釋就不

能罵。那我們只是猜測一下，總之我可以給一些「貼士」(提示)你們去想它(偈頌)，

是甚麼呢？只要你入世的時候，「醒醒定定」(當心)、小心，比那些擔空滯寂、不入

世的那類好，雖然你的力量不是很夠，但比那些沉在寂滅裏面好，它的意思是這樣。

這種是正中來，能夠認識本體，但是他仍然異類說化眾生，即是一位禪師說，正中來

的人是來向眾生，披毛戴角，即是說甚麼？如果眾生需要以猴子之身而救度之，他要

走入去做猴子，全身(是)毛；如果眾生是要以牛這樣而化度之，他要戴角做牛來到化

眾生，即是出生入死，雖證得體而入世，不過是這樣，正中來。

第五位，不是，第四位，不同最初那些偏，這些已經(有)十足把握，能夠明心見

性那類，見性之後能化眾生那種偏，這種偏不同最初那種偏。「偏中至」，雖然是

偏，雖然他是能夠化眾生，能夠入世在世間「捐捐貢」(鑽來鑽去) ，但是他仍然歸到

本家，能夠回到他本家，那類人叫做偏中至。偏中至的偏字，那些語錄裏面引偏中

至，就說兼中至，不通的。兼者體用都可以才是兼，應該是偏中至，因為它一正、一

偏，正中偏，偏中正(是)一對，是嗎？現在是正中來，已經證到體了，是本家裏面，

出來化眾生，這種做正中來。然後，應該是偏，是嗎？是偏中至，至者回去他本家，

偏中至，應該是偏字才對，但是很多語錄寫兼中至。有很多引用它用兼中至。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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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田德能，編《佛學大辭典》的時候，他引「五位君臣」的時候，他說偏中……這個

兼中至是錯，應該是偏中至才可以。丁福保翻譯日本人織田德能《佛學大辭典》的時

候，在下面註，他寫偏字，他說有些古人誤作兼字，誤也，錯的，丁福保直接這樣

說。到黃懺華，編《佛教各宗大意》的時候，直接將兼字改作偏，都不說它錯，直接

改了它。我現在仍然用，織田德能和丁福保的，應該是偏字才對，因為它們(正中

偏，偏中正)是一對的。第一位是正字開首，第二位是偏字開首。第三位又是正字開

首，那麼第四位應該是偏開首，兼就不對了，全體大用，一切皆明，這些是佛了，

兼，所以是偏才對。

至者即是至家，回到家裏面，家指體，雖然入世，而時時可以回到他本家，偏中

至。那首……偏中至，有些解釋是這樣，這類人是大根大器，最厲害的根器。偏者是

用，在人間在用上做功夫，偏了，但是又能夠時時至家，即是雖然是做人間事，時時

能夠貼近本體的，這種叫做偏中至。事、用全契於體，在人間作事，起用，但是他所

做，用，完全與本體不相違，這些是大性大現，至少是孔子、耶穌那類，是做人間

事，而契合真理。

舉例譬如，「如人歸家未(到而)至(別業)」，好似一個人回家未到達，當他未到

達時候，人間有好事，他也做。歸家未至，「(乃)在途中為人邊事」，怎樣叫做「為

人邊事」？(即)作人間的事。他未到成佛，但他一方面趨向成佛，但一方面做人間的

事，不滯於用，雖然他在人間處起用，他不執滯於用，不會被用拖累了他，而常歸向

於體，時時歸向於體，這些是七、八地以後的菩薩。那首頌是這樣，偏中至，都未達

至，在人間起用，但是他時時不忘本家。這類人「兩刃相交(口誤，相交應是交鋒，

下同)不須避」，可以怎樣？縱橫破陣， 不會被人刀劍所傷的，一般入世間，時時能

夠修行證本體。「兩刃相交」，本體是真，人間的事是俗。去做俗事不會傷真，證真

不會害俗。真俗「兩刃相交不須避」，殺不死他。兩刃相交，十足把握的。「兩刃相

交不須避」，這些正是好手，入世做人間事，不會墮落的。「好手猶如火裏蓮」，好

似火裏面的蓮一樣，火燒不到它。「宛然自有衝天志」，這類人他們不怕的，所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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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處，變了不是完全消極。他們這類人不會說我是禪宗大師、甚麼羅漢，那樣的姿

態出現，可能會出來做宰相又說不定，做將軍又說不定，做乞丐又說不定，做甚麼都

說不定的，只要這類人不墮落。

這幾句寫得好，這樣(是)一級級，你們現在回覆上面看，第一個「正中偏」就是

甚麼？有好的根器，但是開首去修行、起用，本來的資質很豐厚，質很美，現在正開

首去修行，即是甚麼？初發菩提心，去從事修行，所修都是佛道那類，做世間的事，

他們不敢做的。修行、做好事、布施、做那些好事，他去做這些。你說叫他去競選總

統，去做大政治家，他就不要了，要去修行，他不敢做這些事。至於在社會上縱橫破

陣，更加不敢做，這類人是正中偏。

第二種，「偏中正」，修行，他仍然執著很多儀式，這樣又不對、那樣又不對。

食一條菜又怕旁邊有一塊肉沾到、跟女人說多幾句話又怕會不會犯戒，一味執著事

相。他是好人，一味執著事相，好似那些修行，整天又結印、又執滯著拜懺、喃嘸，

整天硬是個好人那樣，這類是修行，你說他不是修行嗎？是修行的，修行得很清楚，

走路都先望有沒有螞蟻，有就不要踏下去了。那種偏中正，偏中而帶正的。這類人由

一路加工修行，會趨向見道，這類人的最高處是見道，偏中正，即是由嚴謹修行，秋

毫不犯，而直趨見道。這類人是偏中正。

第三種是「正中來」，已經是見道的人，入世的，回來入世的，做世間事，化眾

生，出來化眾生，這個是正中來。偏中至(口誤)……正中來那類人時時要提心吊膽，

好事又要做，但不知道會不會墮落，這樣又怕、那樣又怕，仍然是很小心。

一到偏中至，雖然是做人間事，時時會回到本家。做人間事，拿著一個叉燒包在

吃，還可以體真如。「棟起腳」(坐下時一隻腳屈起踏在椅上)，在大排檔夾著狗肉來

吃，他的心都是證到空理，好似濟癲和尚那類人，不過你不要學，你不是這種根器，

不要學濟癲和尚，對著一煲狗肉來吃，你不要學。即是你是那類人，才學那類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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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你不是那類人，就裝那類、作那類狀，你就「弊」(壞)。即是孟子所謂湯武，湯伐

紂，弒其君，不是，湯伐桀，弒其君；武王伐紂王，又弒其君，臣弒君這種事，可不

可以呢？孟子這樣答，「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伊尹放逐人君，放

逐太甲，如果你是伊尹，你可以做；如果你不是伊尹，你變了一位篡位的賊。這類

(偏中至)是第四位，大往大來的人物，非同小可的人物，我們不要動不動，以為自己

是這類人，如果你不是那類，你又以為自己是那類，是增上慢。

第五類，由等覺菩薩與佛之間，叫做「兼中到」。到究竟位，體用兼到，所以叫

做「兼中到」。體用一齊叫做兼，體用兼到，叫做到。一切動靜、一切思維，都是很

平常自在、逍遙自在，不拘、完全不著痕跡的，兼中到。是最大的根器，幾乎等覺，

超過六祖以上，是這樣的人物。

他(洞山良价)將眾生，認為眾生的根機有這五位，及他的性格的一正、一偏，就

分成五位。這五位的眾生都可以化度，最低等正中偏都無的那些人，？？？，那些你

度不到他，縱使你度他，他都不聽你講。如果你度眾生的時候，看他的根器如何而

定。所以有些人要棒(打)、要(大)喝，有些人要說「對了、對了」(認同他)就可以，這

樣的做法。所以禪宗是甚麼？活用，全部都是活用。那些人不知道以為甚麼公案，人

家的公案是對一個來做的，你以為對自己都是這樣的，是嗎？看見那個臨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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