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偏五位中，又有所謂甚麼？功勳……我講兩種五位，正偏五位、功勳五位，還

有一個王子五位，好似王子那樣，由初初出一直到做大王，一直到繼承王位，不用

(講)它，要功勳五位已經夠了。

正偏五位完全視乎他的質、他的性格來到決定如何化度眾生。功勳五位是視乎眾

生修行到達某一個(程度)，即是這個(正偏五位)是從質方面，那個(功勳五位)是從量方

面，功勳五位是從量。

佛，等覺地位，要趨向無住涅槃，「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這個和字

讀禍。不落於空、不落於有；不偏於體、不偏於用。「誰敢和？」這一類人，誰敢跟

他拍和？舉世無多少人敢跟他拍和。「誰敢和？」照理這樣，了不得，成佛，坐在極

樂世界，或者坐在靈山會上。不是的，成了佛不是這樣的。對向成佛，不只成了佛之

後，不能這樣，十地菩薩，第十地菩薩好似彌勒那樣，都是「周身唔得閒」(很忙

碌)。彌勒都沒有空閒入定證真如，最後一生補處，不證真如的，要整天做世間事。

所謂「人人盡欲出常流」，當你做到「兼中到」的時候，你就會發覺人人都想向上

攀，個個都想成佛。未曾到這個境地，人人就向上攀。到了「兼中到」境地的時候，

就是要成佛。成了佛，你以為坐在靈山會上就可以？「折合還歸炭裏坐」，折字者，

折字和子字，雙聲，同音通正，「折(音子)合還歸炭裏(坐)」，走回來炭那裏，炭是

最熱，最苦。你這類人有資格走回火坑裏坐，到這個時候，你不要以為出了常流，坐

在靈山處，時時金光閃閃成佛。到了這時候，「折合還歸炭裏坐」，走回來做眾生的

良師益友。不過你就不怕苦，別人怕苦而已，無住涅槃。

有一位學者，王國維，有一首詩，「終古眾生無度日」，眾生無盡，那些眾生經

常在生死輪迴處打轉，你成了佛，你(是)世尊了，你成了佛，你折合甚麼？再走回來

塵囂裏面，在那處(到)老為止，這兩句詩寫得好。王國維，你看那首詩，在《紅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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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裏面有這一首詩。寫這樣的詩，是嗎？但是結果他不夠勇氣面對現實，他自

殺，跳下北海處淹死的。王國維詩中有這兩句，「終古眾生無度日，世尊只合老塵

囂」。

正在修行的「正中偏」這類人，動不動歡喜這樣的，尤其是「偏中正」，「正中

偏」的人最多這樣，世界苦，真的苦，樣樣都苦，快些念佛，去極樂世界處，找一朵

蓮花坐一下還好。我無謂(留此)，世界那麼可怕，人又這樣。這些是「正中偏」那類

(人)，是「正中偏」和「偏中正」之間。如果「兼中到」，「折合還歸炭裏坐」，還

是要回來跟眾生一起，好似王國維那樣，「世尊只合老塵囂」。孔子說：「鳥獸不可

與同群。」佛對眾生講，孔子就對人類講。「鳥獸不可與同群」，鳥獸無文化，無語

言，你教化牠們都教不來的，難道我歸隱，走去跟鳥獸為群。「吾非斯人之徒」，斯

人即是人類，我不是跟人類在一起，與即是相處。我不是與人類相處，誰與(即)是跟

哪類人相處？跟避世的神仙相處嗎？當時孔子周遊列國，去到楚國，被一位隱者取笑

他，看他營營役役，周遊列國，「單打」(含沙射影地批評)他，孔子說：「鳥獸不可

與同群。」難道我隱逸，與鳥獸同群嗎？我不能，我不忍心離開人類社會，跟鳥獸一

起。「吾非斯人之徒與」，與即是相處，我不跟人類相處，誰與？跟誰相處？跟鳥獸

相處嗎？跟你們那班隱者一起嗎？我做不到這樣。後面還有兩句的，「天下有道，丘

不與易也」。如果天下、世界大同，我都學習你這樣，躲起來去隱逸，「費事」(懶

得)理會這個世界，就是天下無道，我要出來。「兼中到」，中國古代孔子真是這類

人物來的，耶穌、孔子都是這類人。

正偏五位之後，要寫這個。(正偏五位)把眾生橫看的，令眾生分做……將可度

的、能夠受教化的眾生分成五類。現在就變成甚麼？不是橫，是縱，縱分者指它甚

麼？修行的功力來到講，他(洞山良价)用功勳，指修行的功力。第一位，最初的，初

發心的人，學者初認識體中所具之用，自己認識體，體者自性，認識自己自性中，能

夠有成佛的用，能夠有度眾生的用。認識了之後，他發心，從有為法上修行，修行不

能是無為法，無為法是無可(能)修，我們的修行是有為法來的，修行本身是有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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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為法你怎樣修？無為法無處不在，你取一個無為法來修，不可以的，你只是修有為

法，在有為法處修，修到純熟，頓然就體會、證悟到無為法而已。記住，修行不是在

無為法修行。有些人說：「我修無為法。」無為法無可(能)修的，修有為法，你自然

會體驗無為法。熊十力講這兩句話，相當正確的，(他說)「極有為。」盡量在有為法

中之善者，有為指善的有為法，你盡量在善的有為法上修行，自然就會見到無為。

「盡人事」，人間的事做到純正到極、做到足，乃合天德，你自然就證得體。人事是

用，天德是體。人事是有漏，善的有漏，天德是無漏。盡在有漏處做，在善的有漏處

做，自然引出無漏。功勳五位初發心的，資糧道。這樣很長的，中間分階段，由初發

心至到資糧道一個無量劫，如果是唯識宗(義理)的時候，差不多一個無量劫。

第二位，修行到差不多，真真正正修行，知道修行能夠證到體，正確認知到事中

所具之理，理是本體，事者修行的事。認識是正確地認識，在修行的事相上是自然具

有本體，於是重用歸體。在修行的用來到證入本體，就是趣證真如。它是「君臣五

位」之中的臣位，君位是本有的，本來是佛，現在修行而已。他先做臣，朝見君王。

臣是指用，君是指體，配合見道附近，這種是「偏中正」。

第三，不貪寂滅，能夠證真如，知道有真如可證，他不貪戀真如，入世。學者到

了這處，能夠於理上修事，不捨真如的理，而在事相上做人間之事。這類人不貪寂

滅，不會貪空滯寂。這類人最適合做內聖外王的事業，大乘是要這樣的，禪宗都主張

人內聖外王，無主張要躲在茅蓬的。躲在茅蓬是給「正中偏」的人去做而已，是嗎？

「正中偏」、「偏中正」那些人做的。一到「正中來」要出去怎樣？做醫生、做大文

學家、做大政治家，要(做)這類。內聖外王，外有王者的事業，不貪寂滅。這個時候

等於甚麼？「君視臣」，君出來見臣一樣，君出來見臣，受臣的朝覲，君視臣。配合

甚 ？見道之後，一直到七地之前，由初地見道，初地見道之後，一直到二地、三麽

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修行都要有功用，不能無功用，八地以上就不需功用。

「正中來」是將它來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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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眾志了？？？，到了這個階段，就能夠用它甚麼？無功用之心，修而

不吃力的，即是修而不修，不修而修那類，這類是很難講，用全契於體，所起的用完

全和體相契合，即是臣向君，配合八地至十地無功用修道(位)。那些人判斷六祖是這

類人。「臣向君」是一位。

你讀到這處，你就知道，學禪宗，(聽人說)不用讀書的，不用怎樣的。不讀書？

讀少些？讀那些字已經難，甚麼都要學的，尤其是這個時候，不學都不(會)懂的。

那就到第五位，這階段，一方面受甚麼？印度小乘俱舍宗和大乘唯識宗五位的影

響，但一方面又受中國孔夫子的「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孔子的質很好，他十五歲就

立志向學。「三十而立」，到三十歲能夠堅確不拔。「四十而不惑」，四十歲對於道

無所疑惑。「五十而知天命」，自由自在。孔子多一位，「六十而耳順」，知天命和

耳順，都是一個階段，是第四位。「七十而從心所欲」。「兼中到」一方面是受佛家

的影響，一方面他讀透中國書，你看他寫那五位種，讀少些書都寫不到。他讀透儒家

的書，又讀熟很多佛經，洞山良价這類人不得了，不是一個嘻嘻哈哈普通和尚。後代

的法師之中，無多少個學到他。憨山大師跟他比較，都還有一些(不及)。憨山尚且如

此，近代更加不能比較，跟洞山良价不能比較，這個是真真正正過來人，洞山良价這

類。所以他能夠做一代的宗師，不是憑空「呱呱叫」那樣得來的。他那個五位君臣，

我們講了曹洞宗的五位君臣。

第四，夠鐘未？(下課時間到了？)我們講這些都是唐末的事，如是者，這幾派一

直流傳，洞山良价都是唐代末年，一直到宋代的時候，分途發展而成五家七宗，初初

是五家七宗，漸漸地只剩兩派，(其他)全部衰落，剩下兩大派對立，一派是曹洞宗，

一派是臨濟宗，兩派對立。曹洞宗仍然是用很穩當的修法，主張甚麼？默照禪，日後

我講默照禪，著重坐禪，曹洞宗。另外一派，臨濟宗，注重機鋒，就怎樣？修行一種

看話頭。臨濟宗看話頭，曹洞宗的默照禪。現在日本人修禪宗是這路，默照禪這路。

中國人的禪宗，金山坐禪、參學，學臨濟宗那套，用機鋒、棒喝。他們修的是用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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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用看頭話參禪，給一句話你參。兩派之中，在日本人的心裏，當然認為默照禪是

最穩當，很少「撞板」(碰壁)，但是看頭禪(有機會)「撞板」，看了幾十年，都不知

道看了個甚麼出來。

「狗子還有佛性也無？」，你參！參破便可以了。你整天參、經常記著「狗子還

有佛性也無？」行住坐臥，一直想著，當你坐著的時候，就想「狗子還有佛性也

無？」這樣參。有些人會愈參愈悶，參參 發神經都說不定。或者不用「狗子還有佛吓

性也無？」他叫你「參那個無字！」甚麼叫做無？為何事會有個無？無又怎樣？你

參！有些參甚麼？「念佛是誰？」你參！有些人參「父母未生之前你是甚麼？」你

參！因為完全用這些機鋒，所謂機鋒者，給你件公案來到想，給你件案，即是設個

case給你，讓你想，解答這件案。所謂機鋒，即是公案。機即是機械、機器，鋒是

鋒利，劍鋒利。機鋒即是公案，公案是參頭話這類東西。

公案不只是參頭話，它更會示現種種奇奇怪怪的，忽然間，用一把扇子拍兩拍；

忽然間，南泉和趙州那件故事。一間寺裏面，中間是佛殿，左面一堆宿舍，右面一堆

宿舍，叫做東聚、西聚。東聚的人養一隻貓，不知道西聚養貓，還是東聚養貓。(貓)

走了過去西聚，西聚的人霸佔了那隻貓，東聚的人走去聲討(西聚)，(說)拿了他們的

貓，便「嘈喧巴閉」(吵鬧)，那位老師是南泉，南泉見到這兩班人嘈吵，吵甚麼呢？

原來那班人在爭貓。那時候，剛好趙州來到，(南泉說)「趙州禪師，你來到看一下，

怎樣解決它？」 不是，南泉法師見到他們兩邊爭，剛好趙州來到，南泉見到他們

兩邊爭，於是拿一把刀，用刀殺死那隻貓。這件(公案)是南泉殺貓，不是趙州殺，是

南泉殺。南泉殺貓，趙州來到，(問)「你這樣搞，是在做甚麼？」(南泉答)「他們兩

邊在爭一隻貓，我便殺了牠，如何？」趙州脫下鞋子，將鞋放在頭頂便離開了。你說

為何呢？這就是公案，這件案的過程就是這樣。你做福爾摩斯搞掂(想通)這件案，你

就見道。你做福爾摩斯，這件公案，我自問鈍機搞不來。你們想想，你們各位聰明的

想一想這件案。但是你參得到，都無人替你印證「正確了、對了」，還有一件事，參

到都不可以的，參到是不是(正確)呢？我問法師，有位融熙法師，你們認不認識？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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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法師叫做湯雪筠，晚年出家，叫做融熙法師。融熙法師走去問虛雲老和尚，南泉殺

貓、趙州放鞋子在頭頂，這件案又如何呢？老師父最聰明，笑而不答。融熙法師說

的，他(虛雲法師)「卡卡」聲笑，他不答，不知道他是不明白不答，抑或是他認為融

熙法師，你不明白的，那麼不如笑一下，莫名其妙之類。

所謂兩大宗風，一是曹洞宗，知見穩健，另一邊臨濟宗是機鋒峻烈。那些人

說？？？慈母那樣，兩個宗風好似簷蓬那樣。曹洞和臨濟兩宗的宗風，已經是不同

了，是嗎？到了宋代，更加厲害了。在宋代的時候，曹洞和臨濟對立得很厲害，曹洞

宗的宏智正覺，是曹洞宗的。臨濟宗的，臨濟宗大慧禪師，叫做宗杲，大慧宗杲，兩

位對立得很厲害。宏智正覺主張默照禪，默即是不作聲，靜坐打坐，觀照，默照禪。

大慧宗杲，是看話頭。找一句無甚麼意義的說話讓你參，參到你無味到極，但是他要

你無味也要參，參到你愈無味愈妙，參到愈無味到極的時候，你不要放棄，一於繼續

參，無味都繼續參，漸漸地，你會發現到怎樣？用我們的意識、理論處理，處理不來

的，就放下意識，即是不用意識推理的作用，求直覺的觀照，那時候就會豁然開朗、

開悟。故意用話頭，你不要以為話頭有甚麼道理，他故意找一些參不來的讓你參。這

個是看話頭或參話頭。

現在我們先講宏智禪師，默照禪，現在日本很流行默照禪。他有一篇，有兩篇

(文章)，很有名的。默照禪者，是宏智正覺禪師造了兩篇文章，一篇是〈 照銘〉，黙

一篇叫做〈坐禪箴(音針)〉，讀緘才可以。兩篇文章很有名。(下面)節錄他那篇〈默

照銘〉來看看，你看看他所謂默照禪。他教，我們講，消化了，「嘔」(吐)出來而

已。你直接看他怎樣說，看一看正覺禪師怎樣講〈默照銘〉。

後代扶乩的乩文，很多是模仿〈默照銘〉的，你試一下看扶乩乩文，用疊句，前

面句的尾兩個字，後面句疊著，你去看乩文便知道。他模仿乩文，還是乩文模仿他

呢？很難講。不過以這麼大名氣的宗杲，斷斷不會去模仿乩文，可能乩手去模仿他，

或者降乩的鬼神模仿他亦不定。？？？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你去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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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買到。解釋得很淺白，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他將詩的品類，完全用四字

句來到寫。你看看它，懂不懂得解釋？默照，我們看看默照的來源，默照兩個字完全

是取佛家的止觀。默便是止，照便是觀，即默即照，「默照理圓」，止觀雙運，是

嗎？即止即觀。它不過是甚麼？將佛家止觀來中國化，讓中國的文人接受了它，都不

知道是佛家的東西。

你看看它(〈默照銘〉)，「默默無(口誤，無應為忘，下同)言」，坐著不作聲，

「默默無言，昭昭現前」，但是很明了的，對現前的清清楚楚。對當前一念很清楚。 

「鑒時廓爾，體處靈然」，鑒字是動詞，觀察的意思，體是體驗，又是動詞。當你用

智慧觀察的時候，廓爾，爾字即是甚麼地，現在白話文的甚麼地，好似英文 ly尾的

副詞字尾。廓爾那樣，廓爾是一片虛空，廣大無邊無際那樣，叫做廓爾。當我們觀察

的時候，覺得我的心量好似無邊無際，廓爾廣大那樣。「體處靈然」，當用我們的智

慧去體驗，(是)非常之靈明，不是昏昏沉沉的，「體處靈然」。好了，那麼疊了，簡

直好似疊句。本來這些疊句，是禪宗模仿古詩，古詩很多是這樣的。曹子建〈贈白馬

王彪〉詩，都是疊句，下一段疊上面尾兩個字，這些是慣用疊句。「靈然獨照，照中

還妙」，體驗之處是靈然，「靈然獨照，照中還妙」，就不用解釋了，這兩句好似唱

戲過板，是嗎？那麼境界是怎樣？當它默照的時候，當它照的時候，那個境界，他用

幾句來描述境界簡直好似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來到描寫詩的境界一樣。當我

們默照的時候，照到甚麼？我未看到之前已經是這樣，看到又好似矇矇矓矓，矇矇矓

矓又更美。明明很清楚，又不是完全清楚，矇矇矓矓。你說它矇，又不是完全矇，又

看到的那種情形，那他用甚麼來到描寫境界呢？坐禪的時候，即是未到成佛是這樣

的，未到大徹大悟就是這樣的，即是我們今日所謂甚麼？霧裡看花那樣。是嗎？霧裡

看花。更加好似……你說它矇查查，又不是矇查查，你說它是很清楚的花，它又不

是。你看他這樣描寫，默照的時候，將近到家的時候，有這樣的情形。

「露月星河」，月本來很亮的，但是有霧、有露的時候，天氣潮濕的時候，月亮

就會矇一些，露月，有星河，「露月星河」，河上有星，星星閃耀。「露月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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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好似上面那星河，星河是矇矇矓矓的，星河。又好像「雪松雲嶠」，好似雪中松那

樣，松是一整棵，它帶一些雪，松樹的線條又看不清楚，但是明顯有枝幹，好似雪中

松，好似雲中嶠，嶠那些山嶺，整個 出去的高山，而帶有雲好似雪中松、雲中嶠那颷

樣。他總結它了，怎樣「露月星河，雪松雲嶠」？「晦而彌明」，晦是矇查查那樣，

暗，但是你說它矇嗎？怎料到它很明，彌者甚也，你以為它晦，甚明，「晦而彌明，

隱而愈顯」，這句不用解釋，即是晦而彌明。又好似甚麼呢？「鶴夢煙寒」，一點俗

氣都無，好似一隻鶴蹲著發夢，鶴是四處飛，郁動的，牠不是，很安靜地，好似鶴蹲

著發夢一樣，鶴夢。又好似煙寒那樣，一個靜止的境、很安靜的境。鶴夢，有一隻鶴

發夢，不動的，若果飛是活動的，(但)那隻鶴蹲著不動的。有煙，煙寒到凝結在天空

裏。「水含秋遠」，秋字指秋天，好似水含有秋天一樣。秋天的天氣反映在水裏面，

一個遠天反映在水裏，「水含秋遠」。文學真的很好，這些文章、文字，現在的乩文

學它一樣，怎學得到？我見乩文見得多，未曾見過比得上這 好的字句。現在那些詩麽

畫裏面批評那些詩，說那些禪師的文章造得那麼好，很聰明、絕頂聰明。這處是一段

了，講默照的時候，將到家，未到家的時候的現象會這樣，似暗又滲明，你說明，他

又說不是。很靜止那樣，很美麗、很靜止，即是說證到，好似朱光潛，講美學的朱光

潛，講《無言之美》那種境界，這處一段。

好了，進一步，「浩劫空空，相與雷同」，在時間上，好似空空浩劫那樣，與我

的心量一樣，「相與雷同」。我跟它一樣，「妙存默處，功忘照中」，我不作聲，坐

在這處，自有妙境，「妙存默處」，存在一個默處，「功忘照中」，當我們修觀察的

時候，本來很吃力的，用我們的智慧很吃力地去觀，如果你用邏輯去推理，有前提、

有斷案，他不是的，好似很自然，他用功力，在觀照之中，忘了功力，好似很自然地

不用功力，功忘於照中。中間略了它。「默唯至言」，這樣一段，進一步就有這樣的

境界。下面了，一直進展。講默照禪的進展，再進展又怎樣呢？「默唯至言，照唯普

應」，難不難解釋？你不要以為默是坐在這處不作聲，默是講說話講到極為止，自然

講到盡，默是講到盡。莊子那套〈齊物論〉，不彈琴，琴音是最齊全。一彈，琴音就

會缺了。譬如你彈 do、re、mi、fa、so，你全部不彈的時候，七個音都齊全。你彈

8



do的時候，其他六個不見了，一個顯，就不見了六個，不彈琴的時候，琴音是最齊

全，彈就會虧，唯有不講的時候，全部說話都出了，應講的全部在此。講就反為不

妙，所以默是講說話講到盡。至者，極也、盡也。默是至。「照唯普應」，你不要以

為他照，不作聲在觀察，他照的時候，能夠普遍與各種事理相應。照是相應，照是靜

在這處，它(的)相應是動，即是亦動亦靜是為相應。普遍的，與事理相應的。

下面又再疊上文，又用應字。「應不墮功，言不涉聽」，照是相應，雖相應，不

需要用功力，不墮在功力之中，毫不吃力，自然到極，即是在默照時，一直進展，很

自然的。雖然它是與事理相應，不需要墮落、不需要用功，不需要加功。「言不涉

聽」，你不作聲是甚麼也講盡，雖然他講盡一切，不需要用耳去聽，不用聽，「言不

涉聽」，即是一層層的境界，到了後來又怎樣呢？「萬象森羅，放光說法」……「溪

聲盡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是嗎？蘇東坡(〈贈東林總長老〉)，即是說一看

下去一遍，那個甚麼？萬紫……朱熹的詩(〈春日〉)，「萬紫千紅總是春」，到了這

個境界，雖然萬紫千紅，無不有妙意在這處。「萬象森羅」，普通一個人(面對)萬象

森羅，心會亂，他不只心不會亂，好似萬象在說佛法。「彼彼證明，各各問答」，好

似萬象在此，山和河，你替我證明，我替你證明；你替我印證，我替你印證；好似你

問我答，我問你答，這種境界，總之都是妙諦，踢到一個石頭都是妙諦，那時候無甚

麼是不妙的。萬象、山河大地等，動靜飛簷等萬象，互相問答、互相印證、互相證

明，一問一答，互相證明，都恰恰相應，不會離譜，都是合理。

「照中失默」，下面那行，如果你「照中失默」，當你只是用觀而無止，就會怎

樣呢？能照而不能默，「便見侵凌」，就有一些缺點、缺憾，所以默中又要照，照的

時候要默，要同時。「證明問答，恰恰相應(口誤，應是相應恰恰)」。如果「默中失

照」，只有默而不照，「渾成剩法」，剩法即是多餘的、剩餘的。渾即完全，渾字是

詞章家用的，渾者完全，渾字即是外江人(說)「完全的」，渾即是完全，「渾成剩

法」。所以再進一步要怎樣？即默即照，「默照理圓」，同時默，同時照。這時候，

境界好似怎樣？好似「蓮開夢覺」，好似蓮開花，又好似夢醒那樣。最後的境界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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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開好似悟，有所了悟，好似蓮開、好似夢覺。那時候會怎樣呢？「百川赴海，千

峰向岳」，好似整百條小河流，全部 歸大海，好似整千個山峰向著東嶽泰山朝拜，滙

朝拜東嶽泰山的神氣。那時候好似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到大徹大悟的時候，就是這樣

的境界。即是由開首坐禪，是嗎？一直講到大徹大悟的境界，一層層，這首(〈默照

銘〉)真的很好，你有空將它來讀一下，來體會一下，可以洗淨你的心。如果你普普

通通這樣讀，不體會它的意味，好似讖語、扶乩乩文，發現這些跟乩文不能比較。乩

文模仿它的形式，但是模仿不到它的意思。他教人默照是這樣，他都不用方法，他不

會好似天台宗那些祖師，(教人)你要怎樣數息，怎樣制心，不會的。 全部好似文學、

美學，他把真和美打成一片。他的優勝就在此，這些真的是禪宗獨有，境界很美的。

這個就是有名的〈默照銘〉。

還有，它(是)警惕你，警惕人的說話，即是格言，教人坐禪的格言。……意思。

兩篇併在一起讀，依著它來修默照禪就可以，不用很多話頭的。「祖祖機要」，不

是，「佛佛要機」，個個佛說法都是對機、趁機來到說法。要者約也，要約是同機相

應，「祖祖機要」將它們來調換而已，佛佛祖祖都一樣，那麼又怎樣呢？即是不外是

這樣，佛佛祖祖都是這樣。「不觸事而知，不對緣而照」，佛佛祖祖都在默照，「不

觸事而知」，不接觸具體的事物，事是具體的事物，例如 、屋，有形有像的。那些枱

叫做有形有像的事物。「不觸事而知」，不用與有形有像的事物接觸而知，確是在你

觀照的時候，坐在這處甚麼都見到，但是他又是有境界。「不觸事而知，不對緣而

照」，緣者所緣的境，不用對著所緣的境，它自然就可以照的。禪宗，在禪裏面的境

界，當然不會有東西擺在面前。如果你能夠「不觸事而知，其知自微」，微字當作微

妙解釋，無一些具體事物讓你接觸而有所知，你自自然然能夠知，其知自然就微妙，

亦無形無像，「其知自微」。如果你能夠「不對緣而照，其照自玅」，玅亦是微的解

釋，微妙，這些叫做修辭上互養格(互文格)，這邊用一個字，那邊用一個字，將兩個

字拆開，「其照自玅」。如果你能夠做到這種境界，「其知自微，曾無分別之思」，

曾者乃也，你能夠知無具體的事物，但是你是昭昭明明那樣知，「不觸事而知」，你

自然無分別之思，不會起分別這些是善，那些是惡，無相對的事讓你起分別、起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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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無分別之思。如果你能夠「不對緣而照」，又做到「其照自玅」，怎樣呢？如果

你能夠做到「其照自玅」，「曾無毫忽之兆」，一毫一忽那麼多兆，兆即是端倪，一

點端倪都無的，空空靈靈的兆。兆者朕兆，即是端倪，無端倪可尋，好似甚麼？羚羊

掛角，無跡可尋，不是無羚羊，不過無跡可尋而已。羚羊掛角，懂不懂得解釋？羚羊

很「鬼馬」(機靈古怪)的，牠晚上睡覺時，怕被人捉，牠會走去樹裏，羚羊一對角很

堅硬的，牠爬上樹處，將角掛在樹枝，這樣來到睡覺。人在牠下面行經過，都不知道

上面有一隻羚羊，無跡可尋，無腳跡可尋的，把對角掛在樹上。現在的人說他寫文章

寫得妙，便批評這首詩、這篇文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如果你能夠做到「曾無分別

之思」，「其知無偶而奇」，你的知就無偶，偶即是一對。奇者獨立、一個的，那偶

者指甚麼？偶者相對，奇是絕對。知好似是絕對性，不用相對的觀念來表示得到，無

偶而奇。如果你做到「曾無毫忽之兆，其照無取而了」，你那種觀照，無一件東西被

你所取，但是你這種觀照是了了然的。那麼無照而了，便是見道。無取而了，無所

取，而又明明了了，無分別智起，無相分的，無取而了。

你能夠做到這樣，你會怎樣？又不是完全無的，「水清澈底兮，魚行遲遲」，水

就清到極，一無所有那樣，但你不要以為無，水下面有魚，魚很自然地、慢慢地游，

即是你不要以為空框框無東西，有東西的。很好！這兩句寫得很好！「水清澈底兮，

魚行遲遲」，兮字即是現在國語的啊，水清澈底啊，魚行遲遲。如果你能夠無毫忽之

端倪，你就變甚麼？「空闊莫涯兮」，一片長空，闊到極，涯者邊際，無邊無際。如

果你這樣空闊，莫字當無字解釋，空闊無涯兮，「鳥飛杳杳」，真的亦無跡可尋，好

似雀鳥飛過便無痕跡。「鳥飛杳杳」，鳥不是無，是嗎？鳥是有，但是鳥飛過時候，

無一條痕跡，虛空中，無鳥的痕跡。人生能夠做到這樣，見到道之後，要入世就入

世，要出世就出世，要做人就做人，即是好似很自由自在的境界，這個是見道後的境

界。即是由你初坐禪，一直講到見道後的境界，一直講下去。禪宗的事情的確是……

你說它……我本來很反對禪宗那種修行的方法，但讀起上來，真的不忍釋手。那麼他

是不是做到這樣呢？不得而知，但是他講得真好。聽不聽得明白？又不是有，有無之

間那種境界。你修觀，修到差不多，一切痕跡都撇清的時候，都是一樣的境界，你修

甚麼宗都是一樣，即是當你能夠擺脫了名言的時候，就是這樣，哪一宗都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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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話頭了，看話頭……這個人很危險，會精神病，不善用之會有精神病，曾經有

人得了精神病，參話頭參到得精神病。默照禪是最穩當、無危險、最好的。參話頭要

有一句無意義(話頭)，參都參不來，參得來，不是好話頭。例如，父母未生我以前，

我是甚麼？一種(話頭)。又例如甚麼？念佛是誰？第二種。或者用甚麼？狗子也還有

佛性也無？一直參，參破那個無字。或者用這句……不一……一又歸何處？之類，即

是用說話解答不來的，專門找這樣的說話讓你參，多數是用古人的語句，亦有不用古

人的語句，自己造一句給你。這樣令學人，不在意識思維穿鑿，叫你不要用你的意識

思維穿鑿，怎樣穿鑿？你勉強好似鑿東西那樣，是嗎？不要穿鑿。穿鑿即是附會。不

要用意識去附會，你要直接解釋它，找到它最正確的答案。找不到的，肯定找不到

的，其實就令到你語既無意，我這句是加下去。穿鑿也鑿不出來，這句說話根本無從

解答的，他教你不要用意識來穿鑿，其實它是故意讓你穿鑿，穿來穿去，穿不來，鑿

來鑿去，鑿不出。叫你靜靜地參究一回，你不要理會那麼多，你回去禪房裏面參吧！

再問他：「參不來，參多久？」(答)「參十年、參二十年、參一輩子，參好它！」你

說是不是會得精神病？叫你參一輩子。你問他：「參不來怎麼辦，師父？」(答)「繼

續參，自然可以的。」是這樣的。他說他(繼續)參的時候，因此而大發疑情。自己都

搞不來，確是想不來，我已經想了十年，無的，無答案的，到底怎樣呢？為甚麼會這

樣呢？那時候就放棄這套，不再參。迴光反照，為甚麼我會參這件事呢？就會疑情，

為甚麼我會這樣做？為甚麼師父要我這樣參？因此就大發疑情。

所以有些人現在參禪，參了幾十年，他胡亂說話，「我在參禪時，忽然間疑情大

起。」我聽過一個人對我這樣講，我就問他：「你怎樣疑情大起？」我看他實在「烏

淋淋」(糊裡糊塗)，他又說自己……現在這個人還在，有一個辦公室在中環。這個人

又說疑情大起，我知道他「烏淋淋」。所以禪宗就「弊」(壞)在這，一知半解，他自

己參一下又說疑情大起。我問他：「現在你見道了嗎？已經疑情大起！」他又不好意

思答我說見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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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都參不來，漸漸地，說不定一年之後、五年之後、十年之後、一個月之後、兩

日之後，結果引起你疑情大起，那時候，你的疑情是怎樣？「這套理論都不是的！」

另找出路，「力求透脫」，透者穿過，脫者擺脫。這件「搵笨」(騙人)的，我要打破

它，「力求透脫」。你想透脫又透不來，你問師父，師父答：「你一於照參，不變

的，自己參吧。」經過一番無味的咀嚼後，師父叫你照參，無味咀嚼，好似他怎樣

講？他有這樣的講法，大慧宗杲這樣說，猶如「咬鐵丸(相似)」，取一個鐵丸、鐵

彈，去咀嚼鐵彈，咀嚼鐵沙、鐵丸，你一於咀嚼，用牙出力咀嚼，不要放下，一直咀

嚼，你自然就會得了。咀嚼鐵丸。他說經過一番，這個一番者，是多少年都說不定。

所以不好脾氣，會真的不(繼續)做。參禪參到這樣，就說不參好過參，會離開的。不

離開的人，漸漸地會得神經病。漸漸地，經過一番無味咀嚼後，變了「迴光就己」，

迴光反照，我不想那件事，回想我的心為何會這樣？「迴光就己，返境觀心」，不要

那個境，不想那件事。觀自己的心，「返境觀心」。其實你教人，(他)搞不來，叫他

返境觀心便好。他不是，他要讓你(繼續參)。他又說怎樣？「忽然(把)一切妄想雜念

照破」，原來搞來搞去，是因為我有妄念，原來我(有)一套妄念，我在想固然是妄，

總之我全部都是妄，放下全部妄念，全部照破。那時候，「叻地一聲」，「 」嘞

(laak6)一聲，讀「 」、「叻」都可以，「 」這樣一聲。月溪法師，你們有沒有嘞 嘞

找過他？他最歡喜講「啪(paak3) 」一聲，其實是這個「叻地一聲」，月溪法師加嘞

一個「啪」字，「啪 」一聲。他說「啪 」一聲就照破漆桶，漆桶是妄念，他講嘞 嘞

「啪 」一聲，你們聽到他「啪 」，真的會以為他見道，他在這處取來的，是嗎？嘞 嘞

「叻地一聲，洞見父母未生前面目」，父母未生前的面目，便是佛性。所謂看話頭就

是這樣。

所以我主張，如果你參禪，默照禪好了，修幾多，得幾多。我下一次會寫雍正皇

帝《御選語錄》，講看話頭，講得不錯。我講了(看話頭)，我抄多少資料給你，寫雍

正皇帝《御選語錄》的幾行給你們。雍正皇帝以為自己無所不知、無所不曉，又說自

己是菩薩化身。黃懺華(《佛教各宗大意》)引了他，關於參話頭，雍正聚集一班全國

禪宗的長老、禪宗的精英，把所有禪宗的語錄，來到選精華。如果你是研究禪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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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這本值得參考。參話頭講得最正統、最透徹，你相不相信一個陰險、刻毒的雍正

皇帝，他自己以為見性，以為自己乘願再來。如果照小說家講，他在死的時候，頭都

無。「達摩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以此慧燈」，用直指人心的慧燈，來到「續

佛慧命」。「到者裏」，他又不用「這裏」兩個字，他要用文言文，用「者」，他不

用「這」，裏面的「裏」，「者裏」即這裏。一到者裏，即是參話頭，參到破的時

候，「到者裏，唯證乃知」，講不出的，「非可測」即是你用意識去測，測不到。那

個境界是怎樣呢？「見聞覺知，一點難容」，不可見、不可聞、不可覺、不可知，一

點也難容。如果你想用一下「才辨聰明」，「絲毫無涉」，與你的才辨聰明無涉，幾

聰明的人都無用。如果他是一個很蠢的人，他一破參，他一樣證得。那麼如何修呢？

修到境界就是如此，如何修呢？「但將一句無義味話」，無義味即是無意味。一句無

意味的說話，「似銀山鐵壁看去」，好似看銀山、看鐵壁一樣，甚麼都看不到，你堅

持著一於看。「一時不了閱一歲」，經歷一年。「一歲不了閱一紀」，三十年為一

紀，你即管修。「拼卻今生來生」，拼命今生、來生，都拼了命，「與之抵對」，跟

那種無意味、跟那種苦悶，與它對敵，抵對便是對敵。「久之久之，一時參破」，那

時候參破便「萬有皆空」。當你「萬有皆空」時候，「併此無義味話亦了不可得」，

連這句(話頭)都空了。那時候又怎樣？「樹頭果熟」，只要風一吹，它自然墮地，不

需你加造作。一墮地的時候，那時候的境界「五花八裂」，那時候是「叻地無聲」，

「叻」地應該是一聲，「叻」一聲，他這樣的講法，「叻地無聲，自然無著落處」，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毫無著處，自然能夠在無著落處，而知有著落在，無著落之

中，有著落在。無著落處是根本智，有著落處是後得智。這個是最正統，當時康熙

(口誤，應是雍正)皇帝，一班全國大德，你以為雍正皇帝自己一個人造的嗎？那班人

是全國的大德選出的，選了他們之後，不知道是否他自己造序？抑或是找人替他造？

如果替他造，應該是高手替他造，不會找一個低手造。看話頭講，是嗎？B，A。默

照禪、看話頭。

講開悟，甚 叫開悟？即是「叻地一聲」時，是怎樣的呢？是開悟的問題。第一麽

是初關，又叫做本參，第二叫做重關，第三是末後關。如果是最上乘的人，亦可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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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三關的。雖然有三關，最上乘的人直透三關。三關又如何呢？又是取雍正《御選語

錄》這篇，這篇是最精采。所謂三關……不是不好，容易明白。但是你寫它出來，就

(要)有根有據。如果你將來講一下哲學史，恰好講到那處，或者你演講，講到那處，

只是講是不可以，要拿證據(出)來。最低限度，當時雍正皇帝聚集那班人選，雍正皇

帝自己認為了不起，他都認可，那班被選的人，戰戰兢兢，他們要顧著頭，要很小心

的。他的《御選語錄》很可靠，這本書很精要，那篇總序最講究。(即使)不是他造，

亦經他鑑定，亦經全國那班長老看過，看得很清楚，萬無一失，然後才用。你一看完

……現在禪宗的人經常講初關、破參，重關又怎樣呢？末後關又叫牢關，牢關又怎

樣？猜猜度度，他們又不肯去讀書，讀書又不懂解釋。現在你就清清楚楚，有一個尺

度給你，哪一階段，破初關是怎樣？破重關是怎樣？破了重關，破第三關又怎樣？第

三關都破就成佛，成佛又怎樣。禪宗破參的歷程最簡明。

你看看它(總序)，「如來正法眼藏，教外別傳」，即是涅槃妙心，即是祖師禪。

拈花微笑，傳這件事。它說教外別傳「實有透三關之理」，即是到的時候，它認為是

透三關。怎樣叫做透三關呢？「有志於道之人」，譬如你是修道的人，發心去修行，

去參禪、學法，這類人又要怎樣呢？「則須勤參力究，由一而三」，逐關去(破)的，

「步步皆有著落」，步步都有規矩準繩，不是亂來，有很多人認為禪宗「求其」(隨

便)，不是的，步步都有著落。修得一步，有一步的效果，「步步皆有著落」，很有

規矩準繩。「非可顢頇函胡」，不可以顢頇，顢頇者即是甚麼？籠籠統統，顢頇即是

函胡而已，函胡即是現在的含糊，現在不寫白話文，含著的含，米字旁一個胡椒粉的

胡。不到你籠籠統統、含含糊糊來到「自欺欺人」。實在當時一定是有很多禪宗的

人，籠籠統統亂講，現在就多，現在香港更多。如果我講得客氣一點，「起碼」(至

少)過半數，有些修幾十年禪宗的人，連這些書未讀過也有。我知道未讀過。「非可

顢頇函胡，自欺欺人」。

以下逐關講了。「夫學人初登解脫之門」，怎樣叫做初登解脫之門？無漏智初

起，即是見道，無漏智初起，見道了。解脫之門，一定是無漏智，有漏智怎樣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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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即是唯識宗的初地，登初地。「乍釋業繫之苦」，那個時候，三塗惡道永遠無他

的份。乍釋業，乍即是突然，突然到這境地，過去被惡業所束縛，現在解脫了。無漏

智起，雖然仍然是生死輪迴，但是不會在惡道裏沉淪。這處又是唯識宗的東西，即是

他這套可以用唯識宗來到證明。它又怎樣呢？根本智起……下面就講，「覺山河大地

十分虛空」，無所有那樣，即是大地平沉、虛空粉碎，「山河大地十分虛空」。「並

皆消殞」，那時候一時無相，根本智出現，真見道便出現。「不為(從)上古錐舌頭之

所瞞」，不會被古人那張嘴，舌頭好似個錐，講到你「頭擰擰」(不明白)，我自己體

驗到，也不需別人講，那些人多嘴而已，那些注疏家講來講去。錐是最鋒利，不會被

你們似錐的舌頭騙到我。那時候，原來虛空，山河大地只是一片虛空而已。連釋迦老

祖那些經，來到這時候都無用，是嗎？讀「錐」、「椎」又可以，舌頭好似錐那樣鋒

利，那班人只得一張嘴，是嗎？不被你暪騙得到。「識得現在七尺之軀，不過地水火

風」，在那時候，他知道我是空。七尺之軀都是地水火風，以上是根本智，「並皆消

殞」，這個是根本智。

下面是後得智。我不讓你暪騙，剛才我見過，「識得現在七尺之軀，不過地水火

風」，雖然仍然有七尺之軀，不過是因緣假合、五蘊假合，地水火風那堆東西假合而

已。這個後得智，是嗎？這篇文章好就好在這樣。那時候，「自然徹底清淨，不掛一

絲」，煩惱束縛都看空，煩惱都不能搞到他。如果能夠做到這「田地」(狀況)，根本

智和後得智都起，「直情」(一定)是初地，「是則名為初步破參」，參破了。那時候

叫做初步破參，「前後際斷者」，這個剎那就是這樣，萬古攝入這個剎那，這個剎那

包含過去、現在、未來三際，無所謂時間，超過時間。「初步破參」，直讀下去的，

「初步破參前後際(斷者)」，前際是過去的無量時間，後際是以後無窮的時候。「前

後際斷(者)」，一念是兼攝前後，這叫做破初關，恰恰就等於唯識宗的入初地。

下面講重關。重關就難搞，十地中的哪一地呢？七地以前，即是初地以後，證得

初地之後到七地止，初地升了之後，二、三、四、五、六、七地，破本參後，這段時

間長的，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很長的時間。「乃知」……他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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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後，要修後得智，見道的時候，一切皆空，不能夠空就了，要修後得智、入世、

要做內聖外王的大事業。「破本參後」，不是說一切空。「(乃知)山者山，河者

河」，雖然山是空，宛然有山，河是空，宛然有河。知道它們是幻，幻不是等於無。

「大地者大地，十方虛空者」，宛然是十方虛空。「地水火風者」，亦宛然地水火

風，「乃至無明者」，真的宛然有無明。幻的都是有。「煩惱者」，宛然有煩惱，

「煩惱者煩惱，色聲香味觸法者」，居然有色聲香味觸法。世人所謂色聲香味觸法，

初初我們見到空，現在後得智一回看，居然又有色聲香味觸法。「盡是本分，皆是菩

提」，全部都是我自己，那時候怎樣？自性能生萬法，自性本具足一切法，都是我自

己。皆是自己本分內事。整個山河大地都不離自性，自性即是菩提，「皆是菩提」。

「無一物非我身」，無一樣不是我自己，離欲是我，人間亦是我。「無一物是我

己」，一方面無一樣不是自己，但一方面，他自己亦是空，無一物是我，兩方面，我

己。那時候，「境智融通」，境是我們所觀的境，智是我們能觀的智，大家相應。

「色空無礙」，色宛然是色，但是色是空、無礙，「色空無礙」。那時候，「獲大自

在，常住不動」。留意這處，他要吃力修的，這階段不能夠任運。無漏智起了，但是

無漏智起，要勤修加工，無漏智起才這樣，你一放過就不可以。只要你肯加工，能夠

「常住不動」。「是則名為透重關」，透過重關了。又「名為大死大活者」，即是古

人所謂大往大來，你們這些人怕死，叫做小死小活，他們不是，叫做大死大活。死來

的大死，活來的大活，與眾不同。這段是透重關。以初地見道之後起，一直到第七

地，要怎樣？要加工修，無漏智就出現。一出現的時候，他能夠控制得住，大死大

活，這個叫做重關。它很有標準。透過重關之後，就不用吃力，自然而然，拿著一個

叉燒包食，都是在入大定。去舞廳跳舞時，無漏智都可以現前。所以濟癲和尚，在夾

狗肉食，他都是在入大定。那時候，透了重關之後，「家舍即在途中」，你在修的途

中，便是你本家。不需要走很遠(才)是本家。你在行路的時候，你的家舍便在那處，

即是不用吃力。無漏智任運而轉的，「(家舍即)在途中」。「途中不離家舍」，雖然

在食狗肉，但是不離證道。真與俗合一，根本智和後得智合起來，八地以上是這樣

的。七地以前，根本智起的時候，後得智不起；後得智起的時候，根本智就停。一到

第八地以後，根本智和後得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空的智和有的智一而二、二而一

的。「明頭也合，暗頭也合」，「明頭也合」是真諦，「暗頭也合」是俗諦，真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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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寂即是照」，當你寂止的時候，同時你的智慧照了。「照即是寂」，當你的智

慧起用的時候，同時就是寂靜，無時不在定中。「行斯住斯(體斯用斯)」……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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