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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清事物的本質—談兒子
289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靈山禪林寺藏經樓興建資金勸募啟事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2年6月～8月）
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四念處
專欄

我在今年三月有五個週六日的全天，在高雄市宏

法寺演講「安寧療護生存美學」系列課程，總共二十

個主題演講三十小時。其中一堂講到末期病人的疼痛

控制，一般都說生小孩的產痛是最痛的「十分」，可

是生產的痛苦有代價，因為可以換來一個白白胖胖的

兒子。

忽然靈感一來，讓我想起已經很久沒在演講當中

講的話：你以為生下來的是一個「白白胖胖的兒子」

，其實他真正的名字是：「無窮無盡的煩惱」；外表

看起來是個「白白胖胖的兒子」，其實他內在的本質

就是個「無窮無盡的煩惱」啊！

陪他走路上學是怕他路上出狀況，送進教室又擔

心他在學校被欺負或受傷，學校健康檢查通知體重過

重，只好限制他的飲食怕他變成小胖，下學期除了過

重又加上視力不良，去驗光卻驗出有散光，煩惱他從

小學一年級就變成四眼田雞，他睡覺打呼太大聲，因

此我半夜醒來要確定熟睡的兒子還有在呼吸…。

我以前常說：「生兒子怕他變成陳進興（當殺人

兇手去加害別人），生女兒怕她變成白曉燕（變成受

害者冤枉慘死）。」同事都說我未免想太多了。但是

有人說：「兒女是債，有討債有還債，無債不來。」

因此我以前都很自豪自己是：「無債一身輕」。

沒想到後來有了兒子，沒辦法知道他是來討債

或是還債的，我演講時總是半開玩笑的說：「通常來

還債的小孩比較早死，因為他欠你的很快還完就解脫

■ 許禮安

本文作者許禮安醫師，係畢業於高雄醫學院醫學

系、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社會科學碩

士，目前擔任高雄市張啟華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

長，並任職於衛生署屏東醫院家醫科兼任主治醫

師，以及擔任台灣安寧照顧協會及台灣安寧緩和醫

學學會理事，華杏出版社《安寧緩和療護》作者兼

召集人，積極從事各種方式推動「臨終關懷」及「

生死教育」，有興趣之讀者，可洽該基金會網站

http://www.zhangqihua.com.tw/查詢）

了；討債子通常比較長命，因為你欠他的多到這輩子

還不完！」

我照顧過許多罹患癌症末期的病童，家長都說

這個生病的小孩是家裡最聽話、最懂事、最聰明、最

體貼，聽多了、久了之後，我都希望我兒子不要太乖

巧、懂事、聽話、體貼，因為這樣好像很快就會被老

天爺收回去。

有位和我同年紀的心理學教授中年得子，陪妻子

去做產前超音波檢查，聽到醫生說是兒子，就欣喜若

狂，很多人知道了都恭喜他「一舉得男」，我不會像

一般人這樣恭喜他，卻是直接潑他兩盆冷水。

我說：「老師，我們當醫生的都知道，以前我們

覺得：要生下來是兒子，才是個兒子，因為產前檢查

可能看錯或不小心看走眼；但是現在我覺得：生下來

是兒子，也不保證他長大以後還會是個兒子！」

都已經是什麼年代了，生下來是兒子，暫時是個

兒子沒錯啦，等到他長大想要去變性，或是成為同性

戀要出櫃，你能拿他怎麼樣嗎？只要他開心就好，反

正那是他自己的人生啊！大人的腦袋沒有想清楚，眼

睛沒有看清楚真相，將來只會自尋煩惱啊！

話說我兒子滿月時理光頭，隔好久都長不出頭

髮，用行話說叫做：「現出家相」。我就跟我媽開玩

笑：「媽咪，你的金孫將來長大可能會出家！」這是

為了幫她打心理的預防針。我媽聽到這句話先是愣了

一下，然後有點無奈的說：「啊無，出家嘛好啦（台

語）。」就是不然退而求其次只好勉強接受的意思。

我老婆倒是有私下跟兒子講說：「阿公阿嬤還在的時

候，暫時不可以出家，之後就隨便你了。」

我和老婆在我兒子還在娘胎的時候就講好：等他

長到八歲就要讓他去打工（當童工），因為我自己從

國小放學就在夜市幫忙，老婆則是從小就打工長大。

我說要讓小孩知道賺錢的辛苦，以免萬一他將來長大

不幸去當官，至少不會像現在的政府官員，老是被說

「不知民間疾苦」！

最近聽到一個故事：有位煩惱的佛教徒媽媽，跑

去問她的師父：「師父啊，我的兒子功課很糟糕該怎

麼辦啦？」師父說：「身體健康就好。」信徒說：「

可是我兒子身體也沒有很好呢？」師父答：「有乖就

好。」信徒又問：「可是我兒子也沒乖，整天就只會

調皮搗蛋？」師父最後只好回答：「有就好！」

你知道這句「有就好」是什麼意思嗎？就是說：

「有命就好」，「還活著就好啦！」很多家長因為要

求功課，最後把孩子逼到發瘋、逼到去自殺，有的讀

到醫學系去跳樓，有的讀到研究所才發作精神分裂

症，父母到這時候才後悔，早知如此，當初應該珍惜

「有就好」！

歡迎參加台北靈山講堂舉辦的「禪坐健身
班」教學！!!

透過禪坐，您可以更接近自己、更認識自己；知道如何

運用智慧來抒解生活的壓力以及解決生命所遭遇的問題；而配

合氣功的教學，使您學會如何舒通筋脈，健全體魄，達到動靜

皆宜，生活充滿喜悅與自在的人生。

一、時間：2013年7月4日(四)起

　　每週四晚上7：00~9：00（為期二個月）

二、地點：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二十一號三樓 

三、內容：佛教禪坐與氣功健身教學。

四、報名地點：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二十一號七樓  

五、電話：2361-3015、6    

六、注意事項：報名請攜帶相片兩張。

289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本寺創辦人上淨下行上人，畢生重大志業之一，

為將漢文大藏經翻譯成越文大藏經，承上人宏大願力

及十方善信殊勝助緣，目前翻譯印經事業已近圓滿，

越文佛經及著作陸續出版。茲為安置倡印之越文佛

經，而興建藏經樓，以利流通。

勸募辦法
（一）募款以二百單位為募款目標。
（二）靈山禪林寺擬於興建藏經樓募款目標達成後，啟
　　　建梁皇寶懺法會，為功德主祈福消災
（三）藏經樓興建後廣泛使用於藏書、講經、僧寮等…
　　　利益眾生。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2年6月～8月）

目次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
地點

活動內容
報名時間
及電話

001
優婆塞經講
座

每月第一、三個
星期日上午
09:00至11:00

台北
講堂

敦請行新法師主講「
優婆塞戒經講錄」（
太虛大師著）

1. 即日起報名
2. 報名電話：
  0223613016
3. 報名地點：  
台北市忠孝西
路一段21號七
樓

002
端午社區關
懷

2013.6.1 (六) 石碇
探訪石碇地區獨居老
人及貧苦感恩戶

003
禪坐健身班
第289期開
課

2013.7.4 (四)
台北
講堂

禪坐及靈山氣功

004
觀音菩薩成
道紀念法會

2013.7.25 (四)
台北
講堂

005
青少年4Q
快樂成長營

2013.7.27(六)～
7.28(日)

台北
講堂

招收暑假後升國一、
二、三年級的青少年

006
兒童4Q快
樂夏令營

2013.8.3(六)～
8.4(日)

台北
講堂

招收暑假後升四、
五、六年級的學童

007
盂蘭盆報孝
法會

2013.8.18 (日)
靈山禪
林寺

恭誦地藏經、法師開
示、放大蒙山

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名　稱 主　講　人 時　間

梁皇寶懺法會 行河法師 主持 週二 晚上07：30～09：00

梁皇寶懺法會 行河法師 主持 週四 上午09：30～上午12：00

禪坐健身班 張文菘老師 主持 週四 晚上07：30～9：00

藥師經法會 每月第二週日 週日 上午09：00～13：00

禪林出坡 每月第四週日 週日 上午09：00～

優婆塞戒經講座 行新法師
每月第一與第三個星期日上午

9：00至11：00

地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7樓（捷運 台北車站3號或7號出口）
電話：（02）2361-3015～6

名　稱 主　講　人 時　間

藥師寶懺共修 行河法師 主持 每週 週四晚上07：～09：30

法華經法會 行河法師 主持
（每週第三週。週六、日）

早上8：30～下午6：00
週日下午　甘露施食

地址：台中市進化路575號16樓之1（國產大樓）
電話：（04）3702-1688～9

台
北
講
堂

台
中
講
堂

．專題論述／ 中國禪宗

專題論述

中國禪宗

本文作者王開府老師，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

教授，學術研究專長為：佛學、禪學、中國哲學（

儒家、宋明理學、中國哲學史、倫理學）、思考方

法、國文課綱、國語文教學、思考教學、心智圖教

學、閱讀教學、寫作教學等。

頭。恰似入京朝聖主，祇到潼關便(即)休。」

語譯如下：

 洞山問僧：「你叫什麼名字？」僧說：「名某某。」
洞山說：「誰是你的主人？」僧說：「現在應答的就

是。」洞山說：「苦呀！苦呀！現在的人都是如此，

只認得在驢前馬後討生活的，當作自己。佛法沈沒，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賓中尚且分不出主，如何能分辨

出主中之主？」僧便問：「怎樣才是主中之主？」洞

山說：「你自己說吧！」僧說：「我能說的是賓中之

主，怎樣才是主中之主？」洞山說：「這麼說起來容

易，持續不斷就太難了。」於是洞山說了一首頌：「

唉呀！看看現在一般學道的人，在千頭萬緒中尋找入

門處。正像想進京朝見天子，只走到潼關就停住不繼

續走了。」

依洞山之意，在現實生活中能分辨賓與主，發現自

己是主體 (主人)，已經不容易。何況要超越賓主關係，
進一步證得主中之主呢？

再看第二則，這一則不見於《洞山錄》，乃見於《

慧印本》，如下文：

	 師始具威儀禮拜(龍山和尚)，便問：「如何是主中

賓？」山曰：「青山覆白雲。」師曰：「如何是主中

主？」山曰：「長年不出戶。」師曰：「主賓相去幾

何？」山曰：「長江水上波。」師曰：「賓主相見有

何言說？」山曰：「清風拂白月。」師辭退。

這段對話中，洞山問了龍山和尚四個問題，龍山以

詩句作答。洞山先問：「怎樣才是「主中賓」？」龍山

說：「如青山被白雲所覆蓋。」凡夫被事物覆蓋了，看

不到本心自性。洞山問：「怎樣才是『主中主』？」龍

山說：「很長的時間不出門。」本心自性常自在，不受

外在事物影響。洞山問：「主賓相距多少？」龍山說：

「如長江水與水上波的距離。」本心自性與事物回互相

涉，沒有距離。洞山問：「賓主相見時有何話說？」龍

山說：「如清風吹拂明月，無話可說。」本心自性與事

物相涉無間，回互且不回互，不用言說。

九、五位
洞山作〈五位君臣頌〉描述修行證果的次第。原文

如下：

	 師作〈五位君臣頌〉云：

	 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

懷舊日嫌。

	 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別無真，休更迷

頭猶認影。

	 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

朝斷舌才。

	 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

有冲天志。

	 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

歸炭裏坐。

語譯如下：

 正中有偏，如半夜三更明月顯露之前。在黑暗中難怪
相逢卻不相識，隱隱約約還有過去的習氣在。

	 偏中顯正，如晚起的老婦對著使用多年的鏡子。分明

看到自己的面目不假，還認得鏡中的影像，不再疑

惑。

	 來到正位，由虛無之路來到清淨，不染世俗，正而無

偏。祇要不觸及那無上的神聖名諱，能在無語中證

悟，也強過前代因言獲罪、自斷其舌的才子。

	 正偏兼顯，如兩刃交鋒不須迴避。身手巧妙，猶如火

中的蓮花，顯然自有沖天的志向。

	 正偏圓成，不落有無兩邊，無人能比。人人都想脫俗

入聖，倒不如回到如火宅的世間，世出世入，圓融無

礙。

洞山「五位君臣」之義，係由「正」「偏」、「

君」「臣」、「暗」「明」、「無」「有」之回互交

參，展現修行證果的次第。「正」「君」「暗」「無」

象徵本心自性之本體 (理)；「偏」「臣」「明」「有」 
象徵本體在世間的顯用 (事)。現再對五段頌文分段詮釋
如次：

 (一) 正中偏：凡夫位，本體隱沒在事象之中，無法
  辨識。

 (二) 偏中正：修行位，修行者在事象中辨識出真正本
  體，無所疑惑，成就「般若德」。

 (三) 正中來：悟道位，修行者體證本體空理，無言無
  慮，清淨無染，有正無偏，屬自覺，成就「法身

  德」。這是前節論「主賓」時所提到的「主中

  主」。

 (四) 兼中至：度眾位，本體展現事用，理事無礙，志
  在度眾，屬覺他。

 (五) 兼中到：圓成位，理事不二，事事無礙，覺行圓
  滿，成就「解脫德」。

十、功
「功」字洞山常用，如洞山說：「步步玄者，即是

功到。」按「功到」即「成功」。這是說：腳下一步步

玄妙，就是成功了。另有一段談「功」的對話如下：

	 疎山到，值師早參。出問：「未有之言，請師示誨！

」師云：「不諾，無人肯。」疎山云：「還可功也

無？」師云：「爾即今還功得麼？」疎山云：「功不

得，即無諱處。」

語譯如下：

 疎山到訪，正遇洞山在清早開示。疎山走向前發問：
「我有一句沒說的話，請老師指教。」洞山說：「不

能答應，因為沒有人肯說出來。」疎山說：「還能有

功用嗎？」洞山說：「你現在還有功用可得嗎？」疎

山說：「無功用可得，就沒有什麼好忌諱的了。」

此段對話正是兩人互相印證「無可言說」的，就是

「無功可得」的「無功之功」；既然「無功可得」，說

與不說，都不必忌諱了。「無功之功」四字見於他們兩

人的另一段對話：

	 一日師上堂云：「欲知此事，直須如枯木生花，方與

他合。」疎山問：「一切處不乖時如何？」師云：「

闍黎！此是功勳邊事。幸有無功之功，子何不問？」

疎山云：「無功之功，豈不是那邊人？」師云：「大

有人笑子恁麼問。」疎山云：「恁麼則迢然去也。」

師云：「迢然，非迢然、非不迢然。」疎山云：「如

何是迢然？」師云：「喚作那邊人，即不得。」疎山

云：「如何是非迢然？」師云：「無辨處。」

語譯如下：

 有一天洞山上法堂開示：「想知道這事，只要像枯木
開花，才與它相合。」疎山問：「在任何地方都與它

無所違背，是怎麼回事？」洞山說：「此是就功用所

得來說。還好有『沒有功用的功用』，你為何不問這

個？」疎山問：「沒有功用的功用，豈不是就那邊人

來說？」洞山說：「你這麼問，一定很多人會笑你。

」疎山說：「這樣的話我就遙遠的離去了。」洞山

說：「遙遠，不是遙遠，也不是不遙遠。」疎山問：

「怎樣才是遙遠？」洞山說：「稱作『那邊人』就不

可以。」疎山問：「怎樣才算不遙遠？」洞山說：「

在沒有分別的地方。」

在這段對話中，洞山要疎山打破一切分別，如開

花不開花的分別，有功用無功用的分別，有功勳無功勳

的分別，遙遠不遙遠的分別。沒有分別的地方，就可以

證知當下「此事」(本心自性) 原來具足，不作一切分別
想。以下一段把「功」與「無功」說得更詳細：

	 師上堂云：「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

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僧問：「如

何是向？」師云：「喫飯時作麼生？」云：「如何是

奉？」師云：「背時作麼生？」云：「如何是功？」

師云：「放下钁頭時作麼生？」云：「如何是共功？

」師云：「不得色。」云：「如何是功功？」師云：

「不共。」

語譯如下： 

 洞山上法堂開示：「修行已有趨向時是什麼樣？專
心奉行時是什麼樣？見道證真時是什麼樣？真道與

世法交參時是什麼樣？真道持續遍在時是什麼樣？」

僧問：「什麼是『向』？」洞山說：「吃飯時是什麼

樣？」(一心向飯食，指修行時方向逐漸明確，是「

正中偏」。)	 問：「什麼是『奉』？」洞山說：「背

道而馳時是什麼樣？」(「奉」就沒有「背」，指修

行時已不背離正確的方向。洞山〈寶鏡三昧〉末尾提

及的「臣奉於君……不奉非輔」的「奉」，正是說此

處的「奉」，是「臣奉君」「賓中主」之義，同於「

偏中正」)	 問：「什麼是『功』？」洞山說：「放下

鋤頭時是什麼樣？」(放下「向」「奉」的操作，修

行已見道證真，是「正中來」。)	 問：「什麼是『共

功』？」洞山說：「沒有獨立的色相可得。」(色即

是空，體必與用不離，真道必與世法交參同在，是「

兼中至」。)	 問：「什麼是『功功』？」洞山說：「

沒有『共』。」(空色不二、體用不二、理事不二。

祇有「功」的持續不已、無所不在，無所謂「共」，

超越了「共」的層次，是「兼中到」。既然「功」遍

一切而無外，就無獨特的「功」的相狀可言，所以「

功功」也是「無功之功」。)

在前段對話之後，洞山接著作了一首頌如下，正好

也可分為五段，每段四句：

	 乃示頌云：

	 聖主由來法帝堯，御人以禮曲龍腰。有時鬧市頭邊

過，到處文明賀聖朝。淨洗濃粧為阿誰，子規聲裏勸

人歸。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峰深處啼。枯木花開

劫外春，倒騎玉象趁麒麟。而今高隱千峰外，月皎風

清好日辰。眾生諸佛不相侵，山自高兮水自深。萬別

千差明底事，鷓鴣啼處百花新。頭角纔生已不堪，擬

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南詢五十三。

分五段語譯如下 ：

 (一)	聖明的主上向來都效法古代的天子帝堯，以禮教
	 	 治理人民，自己也對人民謙卑的彎下腰。有時也

	 	 在鬧市街頭經過，到處呈現文明的景象，祝賀這

	 	 聖明的朝代。(這是「正中偏」，「主中賓」，「	

	 理在事中」，「向」。)

	 (二)	洗淨再濃妝，到底是為了誰呀？子規的啼聲勸人

	 	 歸去。百花都已落盡，子規仍不停啼叫，進一步

	 	 朝向雜亂的山峰深處啼叫。(這是「偏中正」，

	 	 「賓中主」，「事依於理」，「奉」。)

	 (三)	枯木開花在漫長時間外的春天，倒騎玉彫的象去

	 	 追麒麟。如今高高的隱居在千峰之外，在月明風

	 	 清的好時辰。(這是「正中來」，「主中主」，

	 	 「理在事外」，「功」。不在時空之中，超越一

	 	 切分別、對待，有主無賓，當下自足。)

	 (四)	諸佛與眾生本不相犯，山自然高、水自然深。世

	 	 間千差萬別，表明了什麼？正是鷓鴣啼叫的地

	 	 方，有滿開的新花呀！(這是「兼中至」，「理

	 	 事相即」，「共功」。)

	 (五)	剛長出頭角就受不了苦，用心求佛真羞愧。在長

	 	 遠的空劫期間，沒有人認得你；還肯學善財童

	 	 子，向南方參訪五十三位善知識嗎？(這是「兼

	 	 中到」，「理事不二」，「功功」。修道已證空

	 	 成佛，不必求佛，何況求人、拜訪善知識呢？)

	 	

十一、結語
洞山將圓寂時，曾示弟子一頌，並再次叮嚀如下：

	 師示頌云：「學者恒沙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

得忘形泯蹤跡，努力殷勤空裏步。」乃命剃髮，澡身

披衣，聲鐘辭眾，儼然坐化。時大眾號慟，移晷不

止。師忽開目，謂眾云：「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真修

行。勞生惜死，哀悲何益？」

洞山在頌文中開示說：「學修行的人如恆河沙數

那麼多，卻無一個人證悟，錯在一味追尋他人所說的言

語。如果想要放下形體、消除遺跡，就要努力懇切勤勉

的走空寂的證悟之路。」最後洞山告訴徒眾：「出家人

心不攀附事物，才是真實修行。辛勞生活又痛惜死亡，

悲哀有何幫助？」洞山所謂的「空裏步」「心不附物」

，與他平生指點修行的「鳥道」「玄路」一致。前文

在討論洞山的「玄路」時，就曾引用他說的一段話：「

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無間斷，始得相應。

直須努力，莫閑過日。」這段話與洞山圓寂前所叮嚀的

話，若合符節，始終如一。

以上對洞山禪法教學的內容與次第，作了大致的解

說。願以此洞山教學之要，與讀者共勉，不妥之處尚請

指教。

洞山良价禪師開悟後的禪法教學
■ 王開府

（ 下）

（上接第三版）

靈山禪林寺藏經樓  興建資金勸募  啟事

靈山禪林寺 新北市石碇區永定里大溪墘109號
連絡人：釋清根 0933-138-619  
            釋清藏 0933-46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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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路接人
洞山提出接引學生修道證悟有三種方法「鳥道」

「玄路」「展手」，見下文(見慧印本，瑞州本《洞山
錄》缺首句)：

	 師示眾曰：「我有三路接人：鳥道、玄路、展手。」

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

師曰：「不逢一人。」云：「如何行？」師曰：「直

須足下無私去。」云：「祇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

面目否？」師曰：「闍黎因甚顛倒？」云：「甚麼

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甚麼卻認奴

作郎？」云：「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

道。」

語譯如下：

	 洞山對學生們說：「我有三路接引人：鳥道、玄路、

展手。」學生問：「老師平常教學生行『鳥道』，不

明白怎麼樣的是鳥道？」洞山說：「遇不到任何人就

是。」問：「要怎麼走呢？」洞山說：「祇要腳下不

穿鞋去。」(或本「私」作「絲」，指麻鞋。)	問：「

祇是像走鳥道，莫非就是本來面目嗎？」洞山說：「

你為什麼面目顛倒？」問：「學生什麼地方顛倒呢？

」洞山說：「如果不顛倒，為什麼把奴才當作主人

呢？」問：「怎樣才是本來面目呢？」洞山說：「不

走鳥道。」

以上這段對話中，洞山雖然提到「三路」，但他

的教學重點卻集中在「鳥道」。或許因為「鳥道」是「

三路」的第一路，也可視為基本工夫。「鳥道」是遇不

到任何人，行者祇能面對自己。或者指出「鳥道」是無

人之道，行者在此不可有《金剛經》所說的「我相、

人相、眾生相、壽者相」。走鳥道不可以穿鞋，意味不

要模仿別人走路。學生把「走鳥道」推想就是「本來面

目」。洞山反問他為什麼面目顛倒？學生弄不清楚他有

什麼地方顛倒？洞山指出光是「走鳥道」並不是「本來

面目」，人自己就有「本來面目」，不是「走鳥道」才

有。不知道自己有「本來面目」，才想要靠「走鳥道」

去找「本來面目」。自己本來是「主人」，卻把自己當

作工具 (奴才)，想靠「走鳥道」去發現「自己」(主人)
。學生不懂，再問：「怎樣才是本來面目？」也就是

說：要如何發現「本來面目」？洞山說「不走鳥道」才

知道「本來面目」。

人一旦把修行當作一種外在工夫，就無法知道真正

的自己。知道「自己」是「主人」(本來面目)，不作他
求，不必採取任何工夫向外去找「本來面目」，找「主

人」。「鳥道」作為第一路或基本工夫，其實就是無工

夫的工夫。所以總結為「不行鳥道」。

發現第一路「鳥道」是「不行鳥道」，其他二路

「玄路」和「展手」也可以依此類推：「玄路」是「不

行玄路」，「展手」是「不行展手」。「本來面目」原

具，即此便是工夫，不必另作工夫，「鳥道」「玄路」

「展手」都應作如是觀。

第二路「玄路」，「玄」字在《洞山錄》另有些資

料，如以下語錄：

	 道全問師：「如何是出離之要？」師云。：「闍黎足

下烟生。」全當下契悟，更不他遊。雲居進語云：「

終不敢孤負和尚，足下烟生。」師云：「步步玄者，

即是功到。」

語譯如下：

 「道全禪師問洞山說：『如何是捨離的要領？』洞山

說：『你腳下冒烟。』道全當下就領悟了，不再往訪

其他禪師。雲居接著問說：『終究不敢辜負老師的教

誨：腳下冒烟。』洞山說：『腳下一步步玄妙，就是

成功了。』」洞山指出捨離的要領，就在當下感到三

界如火宅，緣起性空。每個當下都如此，就徹底捨離

了。這就是玄妙之路。另外有一段類似的對話：

	 上堂：「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麼？」眾無對。又云：

「若不體此意，何超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

步無處所。常無間斷，始得相應。直須努力，莫閑過

日。」

語譯如下：

	 「洞山升堂說法時問：『你們還有不報四重恩（父母

恩、君主恩、三寶思、眾生恩），不度三界眾生的

嗎：』大家都無言以對。洞山又說：『如果不能體會

這種法義，如何脫離一切苦惱？必須心心相續都不與

物觸合，步步向前都不在任何地方停留。永遠不間

斷，才能與法相應。必須一直努力，不要悠閒過日

子。』」修行解脫之道，就是不要攀緣一切事物，時

時不觸物、步步無處所，才會成功 (即前段所說的「
步步玄者，即是功到」)，這就是鳥道與玄路。再看
以下一則：

	 僧問：「如何是玄中又玄？」師云：「如死人舌。」

 僧人問：「什麼是玄中又玄？」洞山說：「就像那死
人的舌頭。」

修行人走的是步步玄、玄之又玄的玄路，對此玄

路，修行人無話可說、無言以對，舌頭就像死人的舌

頭。

慧印本錄有洞山的〈玄中銘〉，有序有銘。現摘錄

部分序文及銘文，並語譯如下：

〈玄中銘〉序文：

	 ……虛玄不犯，迴互傍參。寄鳥道而寥空，以玄路而

該括。……儻或用而無功，寂而虛照。事理雙明，體

用無滯。玄中之旨，其有斯焉。

語譯如下：

 ……虛玄無相之本體，不與諸法抵觸、衝突。諸法彼
此回互，傍參交涉。修行時寄托於無人的鳥道，進入

寥廓空寂之中；走上玄妙之路而含蓋一切。……或者

妙用而不以為功，虛寂卻能映照；理事兩面彰明，體

用無所滯礙。玄旨妙義，都在此中。

〈玄中銘〉銘文：

	 ……舉足下足，鳥道無殊。坐臥經行，莫非玄

路。……

語譯如下：

 ……提腳又落足，鳥道之行並無不同；坐臥或經行，
沒有不是玄路。……

以上〈玄中銘〉的序與銘文，都顯示鳥道空寂，虛

玄不犯；玄路雙明，回互傍參。玄路以回互而雙明，這

就是「步步玄」「玄中又玄」。這樣的思惟令人想起中

國哲學中老子對「道」的詮釋。老子《道德經》第一章

就對「道」釋義如下：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

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

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

玄，眾妙之門。

語譯如下：

 「道」如果可以說，就不是永恆的道；如果可以指

名，就不是永恆的名。勉強用「無」來指名天地的初

始；用「有」來指名萬物的創生。因此常用「無」來

觀察「道」的美妙；用「有」來觀察「道」的運行。

「無」與「有」都由「道」而來，卻有不同的名。二

者相異卻本同，稱之為「玄」。「玄」「玄」相續，

是一切美妙的開始。

老子之學後來在魏晉發展成玄學，再被唐代的禪宗

借用來說修行的「偏正回互」的「鳥道」「玄路」，可

謂有跡可尋。

第三路「展手」一詞，在佛經中大多指「布施」，

如《大莊嚴論經．卷第二》云：「能展手施者，此手名

嚴勝。」《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七》云：「又

能展手施、恒常施、愛樂施、廣大施、分布施，具壽汝

有此福，必生天上。」洞山第三路「展手」，應指「布

施度人」或「法布施」之義。「展手」是在「鳥道」的

空寂、「玄路」的回互之後，以「展手」慈悲度人。「

鳥道」「玄路」是自受用，自度之法；「展手」是他受

用，度他之法。自覺覺他，覺行圓滿。

八、主賓
〈寶鏡三昧〉末尾就已提到「主中主」，這一段全

文是：「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

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

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依其文義是指

修行開悟時，可以見到一切法回互交涉的美妙關係。開

悟時可以聽到木人無聲之歌；可以看到石女不動之舞。

開悟者超越了情識與思慮，在偏正回互中，偏回歸於

正，如臣奉於君、子順於父。開悟者行所無事，人不見

其行 (潛行)；即體即用，人不見其用 (密用)；雖有無上
智慧，卻似愚昧、粗魯。在偏正回互相續中，開悟者證

入本性主體，這是絕對的主體。也就是說：主體自為主

體，非與客體 (賓) 相對而為主體；是超越一般主體的
主體，所以是「主中主」。

再看另一段語錄：

	 北院通到參。師上堂云：「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

見。」通出眾云：「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師云：

「猶是第二見。」通便掀倒禪床。師云：「老兄作麼

生？」通云：「待某甲舌頭爛，即向和尚道。」通

後辭師，擬入嶺。師云：「善為。飛猿嶺峻，好看。

」通良久。師召通闍黎，通應諾。師云：「何不入嶺

去？」通因有省，不入嶺。

語譯如下：

 北院通禪師到訪參見。洞山上法堂開示說：「當下堅
定的斷除主人公，不陷入相對的第二義。」通禪師從

人群中走出說：「要知道有一個人是獨自無人作伴。

」洞山說：「這還是相對的第二義。」通禪師就掀翻

禪座。洞山說：「老兄怎麼啦？」通說：「等我舌頭

爛了，就跟和尚說。」通禪師後來向洞山辭別，打算

進入飛猿嶺。洞山說：「好自為之。飛猿嶺峻美，好

看呀！」通禪師許久不語。洞山召喚通禪師，通禪師

作聲回應。洞山說：「你為什麼還不去飛猿嶺呀？」

通禪師因而有所省思，決定不去飛猿嶺。

這段對話中，洞山開示大眾要斷除自己身為「主

人公」的知見。因為一旦有主賓二分的念頭，就落入「

分別見」(第二見、第二義)。通禪師還是堅持有不與人
作伴的獨立者。可是有獨立者，就相對有非獨立者，不

免還是「分別見」。通禪師不接受洞山的論斷，把禪座

翻倒了，自己卻無言以對。後來通禪師想進入飛猿嶺

參悟。洞山說飛猿嶺峻美，很好看。通禪師不知道如何

回應，卻因此有所反省。他或許也省悟到：想找一個峻

嶺好修行，其實也還是陷入「分別見」，所以決定不去

了。

另有一段語錄，也有類似的禪意，請見以下文：

	 僧問：「寒暑到來，如何回避？」師云：「何不向無

寒暑處去？」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師云：「寒

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

這段話中提問的僧人還是有「寒暑」的分別見。洞

山指點他去無寒暑處，也就是要打破他的寒暑分別見。

就客觀來說是有寒暑的分別，對這種分別產生執著，就

是無謂的煩惱。所以洞山指點僧人說，一旦堅持寒暑的

分別，寒時會煩惱，熱時也會煩惱。煩惱並非來自客觀

的寒暑，而是來自主觀的「迴避」寒暑之「分別見」(
分別執著)。《洞山錄》在此段後有一些後人評語，其
中引上封才禪師云：「洞山一句，可謂主賓交參，正偏

涉入。諸人如今向甚處迴避？無事上山行一轉，借問諸

人會也無？」這裡點明「寒暑」如何迴避？祇要主賓交

參、正偏涉入，不執著分別，心中事事無礙，上山走一

圈，又何須迴避？

有關「主中主」的語錄又有兩則，首先見下則：

	 師問僧：「名什麼？」僧云：「某甲。」師曰：「阿

那箇是闍黎主人公？」僧云：「見秖對次。」師曰：

「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只是認得驢前馬後

底，將為自己。佛法平沈，此之是也。賓中主尚未

分，如何辨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

」師曰：「闍黎自道取。」云：「某甲道得，即是賓

中主。〔雲居代曰：「某甲道得，不是賓中主。」〕

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麼道即易，相續大難。

」師遂示頌曰：「嗟見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

洞山良价禪師開悟後的禪法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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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行上人
開示錄 「佛教倫理」專輯 第四課 佛教重視倫理（下）之6 ■ 釋淨行

甲、前言

乙、本論

二、佛法的方便適應

（一）人天乘即道德實踐

3.行善為主的人、天乘

同時也是佛教入門的初階，初入佛門之人，必受五

戒，再以此為基礎建立解脫的修行。佛法固然是以智

慧解脫為第一要義，缺乏慧學的布施、持戒與禪定，

不能算是圓滿的修學（註十三），只不過不重視人世

合理的布施、持戒等正行，急求受用，卻難保不引起

無謂的誤會。早年太虛大師倡導「人生佛教」，就極

力將佛法的重心置於人乘，即是為此。

大師認為「依聲聞行果是要被詬為消極逃世的，

依天乘行果是要被謗為迷信神權的」（「我怎樣判攝

一切佛法』 ）。因此，大師所欲建設者，是由人而菩

薩而佛的人生佛教，是要「依著人乘正法，先修成完

善的人格，保持人乘的業報」（同上），使相續不失

人身，作為進修的基礎。

所謂修成「完善的人格」者，自是不脫離世間

的道德。事實上，要保持人身已然甚難，成就完善的

人格更是儒家聖賢氣象。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

佛弟子不必好高騖遠，腳踏實地，步步高陞，方是正

道。大師主張的人生佛教，就是「注重人生因果業

報，繼善成性，達佛之極果」（「人生佛教與層創進

化論」），一掃世俗佛法厭世忽略人生的批評。大師

詩偈云：「仰止唯佛陀，完就在人格，人圓佛即成，

是名真現實。」（「滿四十八說偈回向外祖母張周氏

母呂張氏獲增安樂」）佛教徒對於人生的積極態度，

由此可見一斑。

【本課未完待續】

附註

註十一：禪定中所享受的安樂，絕非世間五欲之樂可

比，而且定境愈深，定樂愈勝。唯此事完全取信於自

身親歷，迥非思辨及語言文字可以證實。因此這裏只

能引經中經驗之談而談，如跋陀羅尊者之形容定樂，

是「處處潤澤，處處敷悅，舉身充滿，無不滿處」

（「雜阿含經」卷十七），即周身上下，無不感到柔

軟、舒適與安逸。佛陀語優陀夷，禪定之樂勝過五欲

之樂，解脫之樂又勝過禪定之樂，一層勝過一層（見

同上）。

註十二：所謂依戒修定，依定發慧，即因持戒行善，

不生罪惡感而心安理得，為善長樂，無憂無悔，易

得正定，在定中方便於深刻的思索而成就智慧。如「

中阿含經」卷十「何義經」云：「因持戒便得不悔，

因不悔便得歡悅，因歡悅便得喜，因喜便得止，因止

便得樂，因樂便得定。因定便得見如實、知如真，因

見如實、知如真便得厭，因厭便得無欲，因無欲便得

解脫。」又所謂藉定輔戒者，即在調伏私欲後，意念

端正，不思為非作歹，易於持戒。如「中阿含經」卷

三「思經」言及修四無量定者：「心與慈俱，無結、

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

世間成就遊。彼作是念，我本此心少不善修，我今此

心無量善修。多聞聖弟子，其心如是無量善修，若本

因惡知識為放逸行，作不善業，彼不能將去，不能穢

污，不復相隨。」

 修習禪定而貪著其境界，不思出離，即成了解脫的障

礙；因為貪的意念、希冀享受的意念畢竟未除，依舊

是因愛而執取追求，自不外乎無明。必須連同貪著禪

定境界之念一併捨盡，才能與如實智慧相應。如「中

阿含經」卷四十二「分別六界經」所言，縱然修習至

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還

是有為，無常，定力一退，還是受苦，捨棄禪定功

德，無所為無所思，才能成就「第一正慧」，才是解

脫。

註十三：佛法不共世間的特色，在於斷除苦根的智慧，

持戒及禪定，多少與世間的宗教、哲學所主張的善行

及修持一致，至於依定引發神通，更是普遍的效果，

並非佛教專利。所以在「增一阿含經」卷卅八中佛

說：「戒律之法者，世俗常數；三昧成就者，亦是世

俗常數；神足飛行者，亦是世俗常數；智慧成就者，

此是第一之義。」

布施、持戒、禪定，三者相較，以功德勝劣來

說，布施不如持戒，持戒又不如禪定（參見「增一阿

含經」卷十九『 等趣四諦品』）禪定功深，死後可生

色界乃至無色界諸天，不僅享受遠勝世俗五欲之樂的

定樂（註十一），壽命亦極長久，可謂福報大矣。

然而，連同欲界天在內，諸天一味享福，卻不

思佛法，反而障礙修行，生長壽天，更被視為學佛八

難之一（參見「中阿含經」卷廿九「八難經」）；再

者，在現實生活中專於禪定，容易引人傾向內心的精

神世界，養成不問世事的態度，甚而落入外道以生天

為解脫的味定。佛法之取用禪定，是依戒修定，依定

發慧，自然也可以藉定輔戒，以修定為方便不以得定

為目的（註十二）。因此，在不貪著禪定功德的前提

下，持戒，便成了人、天乘最為緊要、必不可缺的行

持。

戒，在人、天乘中，主要指的是五戒以及一次

受持一日一夜的八關齋戒。這其中特別是五戒，一旦

受戒，即是終生受持，不可毀犯，須落實在日常生活

的言行當中。此外，佛典多在五戒的基礎上，提昇其

道德意義、深化其道德層面，又標舉出十項德目，是

為十善業。持五戒行十善，就是人天乘的主要修行之

道。所以，所謂佛法的人、天乘，畢竟還是回歸到世

間合理自他關係的實踐，即道德的實踐。此與神教的

事神求福，事神生天，大異其趣（參見「中阿含經」

卷三「伽彌尼經」）。

（二）人生佛教的觀點

律己的修養，就是解脫私欲的第一步；不侵害他

人的生存權（不殺），財產權（不盜）等，也就是自

己的私欲雖然尚未淨化，但也能夠諒解並且接受他人

亦有私欲，這其中也涵藏了自他平等、尊重他的慈悲

精神。所以五戒十善，不僅是來世得生善道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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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28日（星期四）上午九時五十分至十
二時三十分，淨行上人在台北靈山講堂，為十八
位青年學子舉行佛教皈依法會，內容包括三皈依
儀軌、三皈依意義的開示以及傳燈等，會後淨行上
人並與新受三皈依的佛弟子們及張文菘老師照相留
影。（圖一～圖七）：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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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3月功德錄(續）

因版面有限，未能刊載功德錄下期待續

■ 王開府

（下）

（下接第四版）

102年4月功德錄

﹝救濟﹞
1,000元 胡玉欣

﹝放生﹞

3,000元
朱惠卿、高崧碩、
高文璽

500元 蕭素娟

200元 廖五梅

100元 陳清江

﹝譯經﹞
100,000元 黃素慎

60,000元
江 瑞祥、江黃靜
花、王玟力

30,000元 江可可

15,000元 朱明緯

10,000元 周淑真王傳樹閤家

9,000元 張能聰、林文峰

7,330元 張文菘

5,000元 釋禪舟

4,000元 黃素蓉

3,000元
劉惠齡、胡玉欣、
朱惠卿、高崧碩、
高文璽

2,500元 郝政道

2,000元 沈榮欣

1,100元
OSCAR、余玲玫、
余淑貞

1,000元

許文忠、李高青崴
黃彥智、黃祺雯、
黃胤中、黃素娥、
李錫勳、王珍莉、
楊碧惠、賴柏嘉

900元 馮文慧、馮明雄

700元

陳月英、馮柏元、
馮建文、馮俊維、
馮宥傑、馮敬柔、
林靜華、辛穎琪、
馮明常、馮寶子

600元
聖慈生機股份有限
公司

500元

盧愛華、洪可應、
張玟琪、蕭素娟、
黃麗淑、孫台興、
黃淑鎂、孫如欣、
孫沛文

400元
王黃鳳、李桂蜜、
周李寶玉

300元
鄭立專、林歆惠、
李虹慧

200元

呂詹好、呂玉茹、
薛昀軒、呂怡瑩、
黃騰輝、陳燕美、
黃俊凱、李冉來、
李佳紘、李岱瑾、
李宜臻、林佑聲、
張婉筠、蘇琳雅、
蘇毅恩、吳映儀、
賴蓓瑩、彭品瑄、
姚樹宏、簡淑婷、
簡榮慶、簡淑華、
柯棠中、柯馨媛、
柯惟媛、黃佳怡、
陳聰明、林阿抱、
蔡博任、柯茂全、
林素珍、林世偉、
許麗霜、林品儒、
林庭瑜、許雪、
李榮森、李偉翔、
李冠廷、李宜馨、
許來傳、許卓碧
雲、王馨苹

100元

陳德生、程瑜、
陳澍樂、邱紹隆、
邱奕修、邱裕綸、
陳德慧、陳清江、
香包狗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譯經-台中講堂﹞
1,000元 陳麗華閤家

﹝其他專款-美國光明燈﹞
10,000元 朱明緯、游祥梓

﹝其他專款-美國光明燈燈座﹞
2,000元 潘陳錦秀

1,000元 潘芳靜

500元

邱紹隆、陳德慧、
陳德生、程瑜、
潘芳弘、潘奕彰、
藍美枝、葉彥麟、
葉庭含、葉宥彤、
潘怡

400元
黃騰輝、呂怡瑩、
呂玉茹、呂詹好、
薛昀軒

﹝隨喜﹞
2,000元 許昌吉

1,000元 藍章華、藍黃雪貞

500元 丁權福

300元
王玲玲、杜宣庭、
何燕娟、何燕蓓、
何志勤、賴武村

250元 程省璁、陳錦京

200元

陳信進、林淑真、
李江清、王張玉雲
杜清源閤家、吳玉
蘭、羅彩霞、劉上
猷、許凌華、洪丁
全、方世瑩、鄧晉
陽、鄧韻華

100元

楊治華、黃素月、
陳和順、關家薇、
陳楊素英、陳昱安
陳昱君、關林好、
陳綉枝、林崙政、
邱清和、方淑蘭、
陳淑玲、吳朝富、
洪仙蓉、陳信璁、
黃漢慈、黃秀美

20元 傅兆瀛

15元 陳月美

﹝隨喜-講堂﹞
500元 吳銘

﹝隨喜-歲末聚餐﹞
1,200元 陳越鳳

1,000元
范民揚、張文瀛、
陳錦治

台北靈山講堂
皈依法會

圖四

圖五

﹝禪林建設﹞
5,000元 陳傳男、陳仕舫

2,000元 蔡欽終、陳美賢

1,000元 呂忠信、趙釗鐶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禪林建設-上人寮房﹞
3,000元 陳楷捷

﹝禪林建設-藏經樓﹞

50,000元

王月勤、馮介邦、
馮廣志、馮健芝、
盧愛華、盧愛英、
盧復國、張榮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