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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禪宗認識禪宗認識禪宗認識禪宗    
壹、禪宗與禪─ 

一、禪宗又名佛心宗，亦云心宗，以心傳心，傳佛心印故，雪峰禪師云：

「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惟分別之所能到，此即是禪(禪

宗之禪)」。古德亦云：「一切修行在使自悟其無念時之本來面目而已，

故曰歸宗」。此中「無念之本地風光，非斷滅之無念，而是離著有著

空之寂而常用，用而常寂，不染萬境，體用一如，定慧一體之常住真

心」。 

二、禪： 

(一)禪之一字是禪那簡稱，可說是一種修定心的學問、方法與境界，漢

譯靜慮、思惟修、棄惡、功德叢林。 

1.靜慮：即置心一處(止)，寂靜審慮，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觀)，

成就定慧等持(請參考寶鏡法師所釋，智者大師所著之「修習止

觀坐禪法要講述」)。 

2.思惟修：思惟正理而修習，其修習目的及思惟之理，則各有異，

有大乘小乘及世間禪等，如小乘禪法之大安般守意經，四念住

觀。大乘禪之華嚴六相十玄、法界三觀、天台一心三觀、淨土十

六觀等。 

3.棄惡：捨棄一切惡法，遠離一切煩惱如呵五欲、棄五蓋，乃至斷

見思惑、塵沙惑、無明惑等諸煩惱。 

4.功德叢林：以修學禪定能開顯自性智慧神通妙用等諸功德。 

(二)禪修證入境界之層次差別： 

1.世間禪：如四禪、八定，未出三界生死煩惱等皆屬之。 

2.出世間禪：如斷見思二惑之二乘及權教菩薩所証。 

3.出世間上上禪：即實教菩薩與十方如來所証之如來禪，即自性本

具之首楞嚴大定。「首楞」譯一切事竟，嚴譯堅固。謂一切事竟

而得一堅固的理體。 

(三)中國禪宗以前之禪，是依教修觀的禪，而禪宗則是直下會取本地風

光之如來禪。 

(四)禪宗之「禪」 － 禪宗之「禪」字，譯義皆同，然解釋不同。 

1.靜慮：定慧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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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思惟修：一接觸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該怎麼運作。 

3.棄惡：轉一切法成無上菩提。 

4.功德叢林：自性法爾如是，即體即用，體用一如。 

禪宗之禪，其體為涅槃妙心，亦即是明心見性，見性成佛之如來上

上禪(如來禪)。 

所謂如來禪是指頓悟本心，元無煩惱，本自清淨，具足一切法，毫

無欠缺，與佛平等無二，不假外修，此為達摩祖師所傳之禪，故達

摩祖師云：「明心見性之謂禪」。 

貳、禪宗的起源── 

此記載於「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經文記載：佛在靈山，大梵天王

請佛說法，以金色波羅花獻佛，佛拈花示眾，直示佛性，大眾根淺未識，

迦葉領旨微笑。佛言：「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不立文字，

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乃至多子塔前，分座令坐，以袈裟圍之，告

迦葉曰：「吾有正法眼藏，密付予汝，付汝衣法，汝當守護」，故迦葉尊

者為禪宗初祖。迦葉尊者傳二祖阿難尊者，依次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摩尊

者，西來中國傳授心法而有了東土的禪宗。 

參、中國禪宗的由來及發展── 

一、佛教於東漢明帝(西元 67 年)傳入中國，其後經魏晉宋齊梁陳六代之譯

傳，至隋唐而成熟，且中國化，由譯傳之佛學，一變而為論註之佛學，

各抒所見而開宗、立派、參綜合併而得大乘八宗小乘二宗。 

性、相、台、賢由講解而起信，由教理而起行，是為佛「學」的主幹，

禪、淨、律、密是行法，是為佛「法」的主幹。隋唐時代二者俱全，

有學有行，是為中國大乘佛教的全盛時代。 

二、禪宗在中國始於梁武帝時達摩祖師西來，真正的弘傳，可說始於六祖

惠能大師於曹溪開堂說法，時約唐高宗鳳儀二年(西元 677年)以迄宋末

(西元 1276 年)為時約五百餘年，「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亦可

說是禪宗的黃金時期。 

三、在達摩祖師西來以前，我國自東漢恆帝建和二年(西元 148年)就有小乘

之禪學的翻譯。如安士高所譯之「大安般守意經」，教以把心安住一

處，攝心不亂。「禪定方便次第」教導調身、調息、調飲食、調睡眠、

調心之方法；而後經三國、西晉、東晉至南北朝約四百年間，不斷有

梵僧來華傳譯禪經，漸漸由小乘禪法演進成大乘禪法。而當時印度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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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教入侵，大乘佛法日漸衰微，達摩祖師依其師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

者指示，見東方大乘氣象成熟，故泛海東來，傳授心法，而成中國禪

宗初祖。 

四、菩提達摩為南印度香至王之第三王子，原名菩提多羅，遇二十七祖般

若多羅尊者付法後，把「多羅」二字更名為達摩，以避師名。菩提達

摩，漢譯「覺法」。當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遊化至香至國時，國

王奉為上賓，非常禮遇，並以國寶之摩尼寶珠供養尊者，般若多羅尊

者以寶珠試其三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第一及第二王子

皆云：「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熟能受之」，唯第

三子云：「此是世寶，未足為上，於諸法中，法寶為上；此是世光，

未足為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不足為上，於諸明中．心

明為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以智光來辨於此，寶不自寶，珠

不自珠」，祖知是法器，後付之予法。師得法後，復問祖曰：「我即

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祖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

南天，待吾滅後 67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祖滅後六十

餘年，師見東方有大乘氣象，遂於我國南北朝時代，從南印度泛海東

來，經今日之馬六甲、暹羅、柬埔塞等沿海，備極辛苦，經三年時間，

於梁武帝普通七年，亦有說普通元年，約西元 520年(有爭議)，始達中

國之南海，即今廣州海岸，於當年九月二十一日廣州刺史蕭昂迎接祖

師，並奏聞梁武帝，武帝於同年十一月一日迎至金陵(今之南京)，問祖

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有何功德？」祖曰：「實無功德」，

帝曰：「為何實無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

不於世求」，帝又問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諦？」祖曰：「廓然無

聖」，帝曰：「對朕者誰？」祖答曰：「不識」，帝不悟，祖見話不

投機，遂渡江至魏，於後魏孝明帝正元元年，至河南登封縣西北嵩山

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等待機緣，時稱壁觀婆羅門。世俗亦有一說：

因祖師終日坐禪，故所傳之法，取名為禪宗(此非正說)。後遇慧可，斷

臂求法，而後傳法於慧可。達摩祖師將傳法時，乃命門人曰：「時將

至矣！汝等蓋各言所得乎？」，時門人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

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

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我肉」，

道育曰：「四大本空，六塵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

「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

乃顧慧可而告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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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娑，以為法信，各有所表，宜

可知矣」。達摩祖師付法後，於梁武帝大通二年(西元 528年)示寂，葬

於熊耳山，葬後三年，魏使宋雲從西域返魏，遇師於蔥嶺，見手攜隻

履，宋雲問師何往，師曰：「西天去」，宋雲歸，奏其事，帝令啟墳，

唯見空棺，一隻草履存焉。 

五、故西土二十八祖，達摩祖師為中國禪宗初祖，初祖傳法二祖慧可大師(河

南虎牢人，原名神光，俗姓姬)。二祖傳三祖僧璨大師(江蘇徐州人，俗

姓無可考)。三祖傳四祖道信(湖北人，俗姓司馬，十四歲禮師，服勤九

年，披剃受具)。四祖傳五祖弘忍大師(原栽松道人，入周氏女胎轉世，

於孩童時在黃梅縣域遇四祖問曰：「子何姓」，答云：「姓即有，非

常姓」，師問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師曰：「汝無姓

耶？」答曰：「性空故無」，師知其甚深因緣，向周氏女乞兒，收為

弟子)。五祖傳六祖惠能大師(本籍河北省范陽縣人，於唐貞觀 12 年，

西元 638年生於廣東省新興縣，俗姓盧)。六祖慧能大師以後只傳心傳，

不傳衣法(得法嗣者 43 人)如達摩祖師授偈意，衣不合傳，偈曰：「吾

本來兹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六、自六祖大師以後，其後世弟子，依各人修行的方式不同，發展為五宗

二派，五宗為臨濟宗、溈仰宗、曹洞宗、雲門宗、法眼宗，二派為黃

龍派、楊岐派。因二派出於臨濟宗，後又歸入臨濟宗，故今人皆云五

宗，少言五宗二派。 

五宗宗風──接引要路 

臨濟宗 － 戰機鋒論親疎為旨，嚴峻激烈。 

溈仰宗 － 明作用論親疎為旨，溫文儒雅。 

曹洞宗 － 究心地論親疎為旨，親切綿密。 

雲門宗 － 擇言句論親疎為旨，出奇言句。 

法眼宗 － 先利濟論親疎為旨，因材施教。 

五宗接人契入本性之門徑方法，雖然不同，但掃除情識，徹證心源則

無二也。後溈仰宗滅於唐朝末年，法眼宗流入高麗，今惟臨濟宗、曹

洞、雲門存，而以臨濟宗為盛。 

七、中國禪宗從達摩祖師至道信大師皆是單傳續佛慧命，至弘忍大師以後

而有南慧能、北神秀之南北二宗，後北宗日漸消萎，而六祖惠能大師

心法之傳承則發揚光大，正合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之旨意，見傳

承系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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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祖 六祖慧能  道璿 行表 日本最澄(或云:最澄傳「牛頭」「北」兩系的禪) 

弘忍 北宗神秀 普寂 惟政 志真 

   智洗 

   慧安 破竈墮 俊極 

    道亮 

   靈山大顛 三平義忠 

   興國振朗 侍郎韓愈 

   大川和尚  (曹洞宗) 

六 青 石 招提慧朗 雲巖曇成 洞山良价 大光居誨 白雲善藏 

    道吾圓智 石霜慶諸 慧空存德 谷山有緣 

祖 原 頭 藥山惟儼 刺史李翱 漸源仲興 九峰道虔 伏龍一世 

    藥山高沙彌  張拙秀才 

慧 行 希  華亭德誠 夾山善會 洛浦元安 青峰傳楚 

   潭州華林 

能 思 遷 京兆尸利 

   法門佛陀   巖頭全豁 羅山道閑 

   天皇道悟 龍潭崇信 德山宣鑒 雪峯義存 雲門文偃（雲門宗） 

       鼓山神晏 

       太原孚上座 

       保福從展 

       安國弘瑫 

   丹霞天然 丹霞義安 清平令遵 三角開山令珪 龍華靈照 

    翠微無學 投子開山大同  長慶慧稜 （法眼宗） 

       玄沙師備 羅漢桂琛 法眼文益 

   華嚴智藏 黃州齊安 

   歸宗智常 刺史李渤 

   魯祖寶雲 高安大愚 末山尼了然 

   興善惟寬 長沙景岑 雪竇開山常通 

   大珠慧海 陸亘大夫 嚴陽善信 

   南泉普願 趙州從諗 光孝慧覺 長慶道巘 

   鵝湖大義  國清院奉 

   五洩靈默 新羅迦智 

六 南 馬 大梅法常 天龍 俱胝 竪指頭童子 

    徑山鑑宗 

祖 嶽 祖 塩官齊安 宣宗皇帝 

    關南道常 關南道悟 

慧 懷 道 佛光如滿 白居易 

   西堂智藏 虔州處微 烏石靈觀 

能 讓 一 盤山寶積 鎮州普化 睦州陳尊宿 刺史陳操 

   汾州無業  千頃楚南 

    黃檗希運 相國裴休 

   百丈懷海 溈山靈祐(溈仰宗) 羅漢宗徹 

    大慈寰中 臨濟義玄(臨濟宗) 靈樹如敏 

    長慶大安  文殊圓明 

      靈雲志勤 

   章敬懷暉 龜山智真 石霜性空  大隨法真 

      崇福慧日 

      國歡文矩 

   龎蘊居士   壽山師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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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如來禪與祖師禪 

一、達摩祖師西來，尚以四部楞伽經印心，以印證所證為如來禪(如來上上

禪)，及至中唐以後，盛行以棒喝機鋒、坐禪等不立文字，直指人心、

見性成佛、直下承擔之禪法來接引眾生。故仰山慧寂禪師乃另立祖師

禪之名，以一念返照、契會本心，不立文字，直下會取，見性成佛道

之圓頓法門，為達摩祖師所傳之心印。而把如來禪視為教內之禪，故

太虛大師解為如來禪是落功勛漸次的，祖師禪是一念返照，頓悟本性

的。古德有云:如來禪是證悟佛性本體，祖師禪是發揮佛性妙用的。 

二、舉公案說明：智閑(香嚴和尚)參潙山禪師，溈山問云:「不問平生學解，

如何是汝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智閑茫然莫答，泣辭潙山而去，

過南陽香嚴寺，乃獨居參究。一日鋤地擲瓦，擊竹作聲，廓然省悟，

乃作一偈，寄呈潙山，偈云:「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

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

祖見了，告仰山曰:「智閑徹悟也」。仰山言「尚待試過」。仰山乃謂

曰:「師弟，近日見處如何？」。答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

貧，去年貧無立錐之地，今年錐也無」。仰山乃謂曰：「師弟雖會如

來禪，祖師禪尚未夢見在」。智閑續答一偈曰:「我有一機，瞬目似伊，

若還不識，問取沙彌」。仰山聽後，方首肯道:「且喜師弟會得祖師禪」。 

伍、參禪悟道之方便：看話禪與默照禪 

禪宗極盛於中國唐朝及北宋，依其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無上妙法，

實令許多根熟眾生得大受益，及至後來眾生根機漸微，故此直指人心，教

外別傳之圓頓妙法，漸流為口頭禪之文字遊戲，談道者多，證道者漸少矣!

故於南宋時代，臨濟宗門下之大慧宗杲禪師，倡導藉古禪德公案法則，來

契入心性徹悟之機，以此當作坐禪，故有參話頭之盛行，而當時曹洞宗之

宏智正覺禪師則主張以「坐空塵慮」來默然靜照，冗冗坐定，不必求其大

悟，唯以無所得、無所悟的態度來坐禪，此名「默照禪」。默指「沉默」，

專心坐禪；「照」即以「慧」來鑑照原本清淨之靈知心性，而自有水到渠

成，証入實相之時。而當時此兩宗，互相批評，大慧宗杲禪師貶稱「默照

禪」為「默照邪禪」、「枯木死灰禪」。而宏智正覺禪師則作「默照銘」

一文，提出「默照禪」是使慧的作用，活潑，能自然照徹心性之源底，乃

佛祖正傳之真禪。文中並譏諷大慧宗杲禪師之禪法，僅是拘泥於公案之「看

話禪」而已。實則二宗各有其長，看話禪主開悟，以公案為主；默照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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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寂，以寂照無知為本，此皆隨各人之根性而各得其利，若肯認真參究，

皆有水落石出之時。 

陸、今日禪宗之修學法要 

禪宗在今日末法時期，由於知識爆炸，傳播事業的發達，物欲橫流，

以及人心的墮落，二障加深，可說是眾生慧淺障深。故時下禪宗行人實非

空(般若教理)、有(事上持戒六度)同開、頓(頓悟)、漸(漸修)兼具不可。故末

學主張一面以六祖壇經、金剛經、心經、圓覺經、八識規矩頌、大乘起信

論、楞嚴經、楞伽經，藉教悟宗，以契本心，並參學禪宗公案語錄以為助

緣。同時一面以斷惡修善，懺悔業障，省查心念並積極行事六度、增長福

慧的資糧。並配合靜中修坐禪，置心一處，動中依教理修止觀，攝心不亂，

日用平常生活起居，依止戒律(五戒、十善、八正道)以漸修。如此空、有、

頓、漸全開，方有徹悟心源，照見本地風光之一日；絕不可以少為足，以

慧解而誤為實證，而流於狂慧之邪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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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宗宗風接引要路五宗宗風接引要路五宗宗風接引要路五宗宗風接引要路    

一一一一、、、、臨濟宗臨濟宗臨濟宗臨濟宗：：：：戰機鋒戰機鋒戰機鋒戰機鋒，，，，論親疏論親疏論親疏論親疏。。。。((((嚴峻激烈嚴峻激烈嚴峻激烈嚴峻激烈))))。。。。日僧東嶺日僧東嶺日僧東嶺日僧東嶺圓圓圓圓慈撰慈撰慈撰慈撰，，，，五家參禪要路門五家參禪要路門五家參禪要路門五家參禪要路門    

(一)機鋒，又作禪機，機指契合真理之關鍵，機宜；鋒指活用禪機之敏銳狀態。

意謂師家或禪僧與他人對機，或接化學人時，常以寄意深刻，無跡可尋，乃

至非邏輯性之言語，來表現一己之境界或考驗對方。 

(二)親疏：表體、用；理、事；主、賓等。 

(三)臨濟宗為臨濟義玄禪師所創，其接引之手法熱烈辛辣，凡有所問，直以一掌、

擒住、托開、喝破等辛辣之手段，令掃除情見，徹悟心源，常以四喝、四料

簡、四照用、四賓主、三玄三要等臨濟手法接引學人。 

(四)舉臨濟宗風公案：師上堂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諸人面門

出入，初心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下禪床，把

住云：「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便歸

丈室。 

(五)臨濟四喝：臨濟義玄禪師以喝接引徒眾之四種方法。 

1.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此為發大機之喝，於學人繫著知見情解，拘於名

相、言句時下之，其時有若寶劍截物一般。 

2.有時一喝如跼地獅子，此為大機大用之一喝，於學人為測度師家，來呈小

機小見時震威一喝，如獅子哮吼時，野干腦裂。 

3.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此為師家為勘驗學人之修行，或學人測試師家時所

用，為勘驗之喝。 

4.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此即向上之一喝，雖不入前三喝之中，卻能將前三

喝收攝在其中。 

(六)四料簡：為臨濟義玄所施設，即能夠應機應時，與奪隨興、殺活自在的教導

學人之四種簡別法，此是針對悟境程度(對我法二執之態度)不同之參學者，

進行說教之方式。 

1.奪人不奪境：即奪主觀而僅存客觀於萬法之外，不承認自己以破除對人我

見之執，接中下根器。 

2.奪境不奪人：即奪客觀而僅存主觀，以世間映現在一己心中，破除對法執

為實有，接中上根器。 

3.人境俱奪：即否定主客觀之見，兼破我執與法執，接上上根器。 

4.人境俱不奪：即肯定主客觀各各之存在，全體起用，接出格人。 

(七)四照用：此同於四料簡，破除參禪者對我法之執。照：指對客體之認識。用：

指對主體之認識；此係根據參禪者，對主客體之不同認識，所採取不同之教

授方法，旨在破除主體、客體為實有之事實之執。 

1.先照後用：針對法執重者，先破除以客體執為實有之觀點。如師家先向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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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者提出問題，然後據其應答情或棒或喝。 

2.先用後照：針對我執重者，先破除以主體為實有之觀點。如遇僧來，師便

打、便喝，然後問僧：「汝道是什麼意旨」。 

3.照用同時：針對我法二執均重者，同時破除之。如在棒或喝中看對方如何

承擔，或在師喝，僧亦喝中，邊打邊問。 

4.照用不同時：對於我法二執，均已破除者，即可應機接物，或照或用，不

拘一格。 

(八)四賓主：乃通過師生(或賓主)之問答方法來衡量雙方悟境之深淺，旨在以四

料簡提示禪機，即指導學人時(或賓主相見)，師家(或主)與學人(或賓)之關

係有四種： 

1.賓看主：即學人透知師家之機略。 

2.主看賓：即師家能透知學人之內心。 

3.主看主：即具有禪機禪緣者相見。 

4.賓看賓：即不具眼目之兩者相見。 

(九)三玄三要：其目的乃教人須會得言句中權實照用之功能，因臨濟並未明言道

出三玄與三要之內容，後之習禪者於此三玄三要各作解釋，而一般之闡述為： 

1.三玄： 

(1)句中玄：指不涉及分別情識之實語，即不拘泥於言語而能悟其玄奧。 

(2)體中玄：指言句全無修飾，乃依據所有事物之真相與道理而表現之語句。 

(3)玄中玄：又作「用中玄」，指離於一切相待之論理與語句等桎梏之玄妙

句。 

2.三要：依人天眼目卷一所載，汾陽善昭禪師之說。 

(1)第一要為言語中，無分別造作。 

(2)第二要為千聖直入玄奧。 

(3)第三要為言語道斷。 

(十)臨濟三句：此為臨濟義玄禪師接引人之三種方法。（三玄三要） 

1.看取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 

此第一「句中玄」，這只是初悟，執著習氣猶在，故此時自救不了，但在

悟後，只要不放逸，綿密保任做功夫，即能了斷，故就做工夫上進的次序

分為三要： 

(1)初要：初悟時脫離諸相，識的本真是為「句中玄」初要。 

(2)中要：即識本真，習氣猶在，即當綿密保護，不可稍懈。 

(3)上要：以我保我，則有相像光影，思欲離之，但功力不夠，猶不能忘，此

時任你保護嚴密，但有相而不能忘，故臨濟公云「自救不了」。 

2.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 

此第二句「意中玄」指妙理難思議，玄妙至無可言說，即使如無著菩薩的

善問，也無能措詞。「漚和」乃水中之泡，和合而成塊也，任你百千萬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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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言說問答之漚塊，怎能負擔起，截斷眾流的大機大用。其義為任你百千

問答，不如一切放下，截斷眾流，端坐證無為，此就功夫進度上也分三要。 

(1)初要：接「句中玄」上要，因保任功夫綿密，能離卻想像光影，然猶有「離」

在意中。 

(2)中要：功夫更加綿密，忘卻「離」字，遂入無為正位，身心輕安受用無比，

由返照而寂照，一無事道人而已。 

(3)上要：此時無所謂功夫，無功之功，其功甚大，即無為也渾化無迹，無所

謂無為矣！此時不求神通而神通自現，到此位已明兩玄六要，可以

教化人天，故臨濟公云：「此句存得，可以為人天師」。 

3.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 

此第三句「體中玄」之三要是指身、口、意三要，此三要乃印開心地。「朱

點」窄，指發百千萬陀羅尼，建立化門，起度生之妙用，身則外現威儀，口

則隨機說法，意則悲智雙運。以此為印「開發心地」，廣大無邊，凡一切料

簡，與奪，權實，照用，賓主，不必擬議，而自然歷歷分明，此也分成三要： 

(1)初要：功夫妙到極處，則轉為返淡，此淡乃功夫妙到盡極處，返而為淡，

無法可得，也無法可修。 

(2)中要：自性法爾如是，行住坐臥，動靜酬對往來，歷歷孤明，總無絲毫接

續斷滅影響之相。 

(3)上要：圓滿菩提歸無所得，凡聖不二，真妄一如，真成一位無修無証者。 

二二二二、、、、潙仰宗潙仰宗潙仰宗潙仰宗：：：：明作用明作用明作用明作用，，，，論親疏論親疏論親疏論親疏。。。。((((溫文儒雅溫文儒雅溫文儒雅溫文儒雅))))    

(一)宗門以現前之作用，乃即體的作用，能徹見此作用即是見性，亦即認識佛性。

本宗為潙山靈祐禪師所創，其接引教化學人的手法，將主觀與客觀世界分為

三種生，即想生，相生，流注生，並一一加以否定，來接化學人徹見體之真

實作用。想生指主觀思惟，謂所有能思之心皆為雜亂之塵垢，必須遠離方能

解脫。相生指所緣的境界即客觀世界，亦予以否定。流注生指乃謂主觀與客

觀世界，變化無常，微細流注，從無間斷，若能直視而伏斷之，則能証得圓

明之智，而達自在之境，其修行理論上承馬祖道一、百丈懷海「理事如如」

之旨，認為萬物，有情皆具佛性，人若明心見性即可成佛。本宗禪風為方圓

默契，接機多用明似爭奪，而實默契之交談。攝化的方式，以叮嚀懇切為要，

恰如慈母對赤子一般，可謂苦口婆心，常以九十六種圓相接引後學，此等皆

視學人根基而方便示教。 

(二)舉潙仰宗風公案：潙山摘茶次，謂仰山曰：「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

仰撼茶樹，潙曰：「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山曰：「未審和尚如何?」溈良

久，仰山曰：「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潙山曰：「放子三十棒」，仰山曰：

「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潙山曰：「放子三十棒」，從此公案中可知；

本宗接引之禪風是婆心中帶峻嚴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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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曹洞宗曹洞宗曹洞宗曹洞宗：：：：究心地究心地究心地究心地，，，，論親疏論親疏論親疏論親疏。。。。((((親切綿密親切綿密親切綿密親切綿密))))    

(一)心地是指達摩祖師所傳之無上禪心。本宗為洞山良价禪師所創，其宗風在於

深究心地，且其家風綿密，不胡亂洩露機鋒。言行相應大闡佛陀一音，廣弘

經論宗旨，橫抽正智之寶劍，伐諸見之稠林，該通妙法底源(心地)，雖權開

五位，三滲漏、三路等法，能接三根之機宜，卻忌多說，以所謂不言實行為

主。以坐禪辦道，勤開向上一路，以探究學人心地為接機之法，即所謂「曹

洞用敲唱」，師家應學人之敲而唱之，其間不容毫髮。教義上承希遷和尚之「即

事而真」，意謂個別事物(事)顯現世界本體(真，即理，乃指佛性)，理事互回

(相應互涉)進而擴充為君臣五位，從理事、體用關係上說明事理不二、體用

無礙的道理，勸勵學人，行解相應。不行臨濟德山之棒喝，而著實穩密的垂

教，為本宗之家風。 

(二)舉曹洞宗風公案：師(洞山良价禪師)問僧：「世間何物最苦？」僧云：「地獄

最苦」師曰：「不然」僧云：「師意云何?」師曰：「在此衣線下，不明大事，

是名最苦。」洞山提示生死之根本問題，未能解決最苦，謂人眩惑於目前之

事物而不究真實(心地)。 

(三)洞山「五位」(正偏五位)。 

此為洞山良价禪師接引學人所設立之權宜方法，即依偏正回互之理，開示正

中偏、偏中正、正中來、偏中至、兼中到等五位。其中所謂「正」為兩儀中

之陰，即意味靜、體、空、理、平等、絕對、本覺、真如等。「偏」則為陽，

意謂動、用、色、事、差別、相對、不覺、生滅等。即說偏正回互而生正中

偏等五位之別，以顯示法之德用自在，此乃開悟過程之五階段。 

1.正中偏：背理執事，從體起用，此一階段之証悟，乃以現象界為主，唯其

所見之現象界，已被認為絕對我之境界。 

2.偏中正：捨事入理，攝用歸體，此一階段不再強烈呈現分別見解，現象界

之一切逐漸隱退。 

3.正中來：空界本來無一物，此階段已不再感覺身心世界之存在，二者皆泯

滅無餘，即本體已達無念之境，應萬象之差別，變現出沒自在之

妙用。 

4.偏中至：色界原有萬象形，體用並至，此階段從現象界差別之妙用，體悟

現象與本體之冥合，而達於無念無想之境。 

5.兼中到：冥應眾緣，不墮諸有，體用俱泯，此即圓滿總收正、偏、來、至，

達到無礙自在之境。 

(四)功勳五位： 

洞山良价禪師又別作「功勳五位」之說，即向、奉、功、共功、功功，以此

五位揭示學人修鍊功夫之階次，即自最初之「歸向」其次之「承奉」乃至最

後得不共之「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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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向： 

趣向之意，然必先知有。不先知有，則無所趣向，且於日常動靜之間，不可

須臾忘卻。 

2.奉： 

承奉之意，於向之後，接之以奉，如人奉事長上，必先歸敬而後承奉，若背

(貪合外塵，背本份之事)則不能奉。 

3.功： 

由前「向」「奉」之功，至此頓忘，得契入正位。 

4.共功： 

諸法並興故稱共，前位「功」是而諸法俱穩，此位則「一色」消盡，諸法俱

現，一色也不可復得。 

5.功功： 

此功較前位之功為深，故稱「功功」由前位之有共，此位則不共，非特法不

可得，非法亦不可得，理事混然，並無隱藏之機，乃佛道之極致。 

(五)君臣五位： 

此是曹山本寂承洞山五位之說，藉君臣相對之誼而說明五位之旨訣來闡述修

証功夫之五個階次。 

1.君： 

指本來無一物之空界，為正位，相當於正偏五位中之正中來，功勳五位中之

「功」。 

2.臣： 

指萬象有形之色界為偏位，相當於正偏五位之偏中至，功勳五位中之「共

功」。 

3.臣向君： 

指捨事入理，相當於向上還滅之偏中正，功勳五位中之「奉」，此偏中正將

差別之事相，歸於無差別平等界之正位。 

4.君視臣： 

指背理執事之意，相當於向下緣起之「正中偏」，功勳五位中之「向」位。 

5.君臣道合： 

君臣道合，則天下太平，指冥應眾緣而不墮諸有之意，相當於正偏五位之「兼

中到」功勳五位之「功功」即動靜合一，事理不二，非正非偏之究竟大覺。 

(六)王子五位： 

此為石霜慶諸，亦以洞山五位說為基礎，以王子之出生、素質、根基，及其

種種修行努力，所表現之德而說明五種修行階段之差異。 

1.誕生王子： 

正宗皇太子，指能頓入一色，全不借功勳，相當於君臣五位之「君」位，正

偏五位之「正中來」，比喻本覺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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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朝生王子： 

遮生之子，苦學力行，身處外朝，居於臣位輔佐其君，以外王之王種姓，故

亦稱王子，相當於君臣五位中之「臣」位，正偏五位中之「偏中至」，比喻

漸漸修學，悉當成佛之義。 

3.末生王子： 

指天子之末子，雖久經功勳而得就君位，然遠謝一切，專事內紹，相當於君

臣五位中之「臣向君」，正偏五位中之「偏中正」，比喻用漸次功夫以入於一

色。 

4.化生王子： 

指旁分帝化轉位就功之子，稟承父命居於臣位，能輔王化，相當於君臣五位

中之「君視臣」，正偏五位中之「正中偏」，比喻菩薩化他度生之位。 

5.內生王子： 

指生於內宮，克紹君位，與父王之體無異，相當於君臣五位中之「君臣道合」，

正偏五位中之「兼中到」，比喻理智一如，本來成佛之玄奧。 

(七)三滲漏： 

此是洞山禪師將修行人所易陷入之弊害，歸納為三種，以茲辨明修行之真偽。 

1.見滲漏： 

猶有我見之意，執著於知的對象，而不見真實，即滯著先入。 

2.情滲漏： 

猶存情識之意，取捨分別，乃含有彼此對立之思維方式，即住著己見。 

3.語滲漏： 

滯礙於語句，不知文字僅為了了悟真理之方便，徒然用心於文字、語言之解

明，即拘泥文字。 

(八)洞山三路： 

此是洞山禪師為接引學人，截斷學人諸見而設之三種手段： 

1.鳥道：鳥飛空中，其跡不存，取無蹤跡，斷消息，往來空寂處之意。 

2.玄路：幽玄微妙之路，取離言語文字之意。 

3.展手：與垂手同義，不止向上一路，更係為人度生之化他門，前二者屬自

受用門，後者屬他受用門。 

(九)曹洞宗「四賓主」之說： 

臨濟宗，曹洞宗二家各立四賓主之說，然其義各有不同。臨濟宗以四賓主，

以提示禪機。依此師家令學人自覺邪正，趣向真正之道。曹洞宗則以「主」

為正。體，理之意，「賓」為偏，用，事之意，對參學者示教之方法，其說明

如下： 

1.主中賓： 

謂體中之用，即從本體之中，引發出作用。譬如大臣奉帝王之命，出而行事，

(奪人不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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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賓中主： 

用中之體，謂寓存於各種作用中之本體，譬如帝王潛居於鬧市之中，(奪境

不奪人)。 

3.主中主： 

謂體中之體，即法理中未涉及作用，或未顯現為作用之本體，譬如帝王深居

王宮之中，其權能雖存，然未發令動員臣民之作為(人境兩俱奪)。 

4.賓中賓： 

謂用中之用，即作用與本體，相互乖離，而不與本體相應，譬如化外之民，

無主之客。(人境俱不奪)。 

四四四四、、、、雲門宗雲門宗雲門宗雲門宗：：：：擇言句擇言句擇言句擇言句，，，，論親疏論親疏論親疏論親疏。。。。((((出奇言句出奇言句出奇言句出奇言句))))    

(一)擇言句，接化學人不用多語饒舌，於片言隻句之間，藏無限之旨趣，無盡的

鋒芒，應學人之機，使直下轉迷開悟之活手段。 

(二)本宗為雲門文偃禪師所創。文偃初參睦州道明，道明之宗風峭峻，不容擬議，

後謁雪峰義存，得法嗣，雪峰之宗風溫密,可探玄奧。雲門得此二風，更自發

揮獨妙之宗旨，故機辨險絶，語句簡要，如電光石火，而每有千鈞之重，主

張不涉方便，直示諸法源底，與曹洞宗家風大不相同。 

(三)本宗宗風即所謂「函蓋截流」，取截斷眾流，師徒函蓋相合之意，故雲門宗有

奔流突止之氣概，本宗接化學人有其特別之處，有雲門八要，雲門三句之說。 

(四)舉雲門宗風公案：有僧問雲門禪師：「如何是道」？師答：「去」！僧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答：「門前有讀書人」。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

「遊山玩水」。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答：「餬餅」。    

(五)雲門八要： 

1.玄：指師家接化玄妙，非言語思量所能測知。 

2.從：指從學人之根機力量以接化之。 

3.真要：謂立足於佛道，以拈示宗旨。 

4.奪：指接化學人之時，絲毫不容學人擬議，以截斷其煩惱性。 

5.或：指雲門宗之師家，不受言語之拘束，能自由自在的活用言語，以接化

學人。 

6.過：指接化之方式嚴峻，不許學人轉身廻避。 

7.喪：指令學人脫離二種謬見(1)不能鑑照自己清淨之本性。(佛性)。(2)執

著己見。 

8.出：指採取自由接化之方式，給予學人，濶然自在之契悟機會。 

(六)雲門三句： 

雲門禪師示眾云：「函蓋乾坤，目機銖兩(意謂人之機敏、伶俐，一見即可分

銖兩之細微)，不涉萬緣。作麼生承當。」眾無對，雲門自言：「一鏃破三關」，

後德山圓明密禪師將此上語分離為三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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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函蓋乾坤：中諦，周遍含容。(函蓋乾坤)。 

2.目機銖兩：假諦，理事無碍。(隨波逐浪)。 

3.不涉萬緣：空諦，真空絶相。(截斷眾流)。 

(七)巴陵三句： 

雲門之法嗣，巴陵顥鑒亦有巴陵三句之說：僧問巴陵：「如何是提婆宗?」(提

婆即禪宗西土十四祖龍樹菩薩)，陵曰：「銀盌裏盛雪」，問曰：「如何是吹毛

劍」，陵曰：「珊瑚枝枝撐著月」，問曰：「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陵曰：「雞寒

上樹，鴨寒下水」。雲門聞此語印可云：「他日老僧忌辰，只舉此三轉語供養

老僧足矣！」因為此三句契合於本宗之禪意也。 

五五五五、、、、法眼宗法眼宗法眼宗法眼宗：：：：先利濟先利濟先利濟先利濟，，，，論親疏論親疏論親疏論親疏。。。。((((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因材施教))))    

(一)先利濟，指隨順學人根機，懇切提撕，接化自在。 

提撕：宗門師家，誘導學人，令開佛知見。 

(二)本宗為法眼清涼文益禪師所創，其接引學人之手法，以平易之言句，緩緩施以

應病與藥之手法，漸至成熟時，方與直截之施設，箭鋒相拄，句意合機，掃除

情解，令轉凡入聖，故人天眼目謂此宗「箭鋒相拄，句意合機，始則行行如也，

終則激發，漸服人心，削除情節，調機順物，斥滯磨昏。」法眼禪師崇奉華嚴

六相義，以示學人。作有六相義頌及三界唯心頌，理極忘情頌，並說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以融宗教，並以四種機法接引學人，亦名「法眼四機」。 

(三)舉法眼宗風公案： 

慧超問法眼禪師：「如何是佛」？師云：「汝是慧超」。慧超言下大悟。又一日，

師陞座，有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師云：「是曹源一滴水」。(箭鋒相

拄)，其僧惘然而退，而德韶禪師聞之大悟，後出世承嗣師。 

(四)法眼四機：法眼宗指導學人所用之四種機法。 

1.箭鋒相拄： 

謂師家之接化針對學人上、中、下等各種根機，而彎弓投矢，機鋒相當，接

化與領受之雙方，緊密相契，無有間隙。 

2.泯絕有無： 

謂令學人超越，有與無二元對立之分別見解，而不令執著於父母未生以前之

自己。 

3.就身拈出： 

謂佛性真如，原本即顯現於世間各種千差萬別之現象中，師家遂藉此種具顯

於人人眼前之現成佛性，信手拈來，一一皆可隨緣點化。 

4.隨流得妙： 

謂師家依學人根器，靈巧運用接化之機法，而令學人體得佛性之殊妙。 

(五)華嚴六相義：總、別、同、異、成、壞，此六相義，舉一齊收，一一法上，有

此六義，經中為初地菩薩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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