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嚴五教的思維模式 S 簡 A】： 

佛陀說法圖：願在佛陀座下，聽經聞法。 

 

【問題意識（審問）】 

一、 佛法博大精深、八萬四千法門，一部大藏經，當如何以簡易的原則與方法契入？ 

二、 佛法的教理與修行，當如何密切配合之？ 

前言 

昔人有「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三藏十二部經」亦然。佛法千經、萬論，可說是

經緯萬端，若要研究其中義理，常有入海算沙、望洋興嘆。天下之理雖多，但就易學

言，不外「變異」（千變萬化，八萬四千法門）、「簡易」（道理：五教思惟）與「不易」

（原則：一法印：實相；三法印：無常、無我、涅槃）。佛法就不易言，不出「三法

印」與「一實相印」的道理，其簡單的原理，可從如來藏思想入手；它以「中道觀」

為佛法的核心思想，掌握了如來藏思想即掌握了佛法之精髓了。對於佛法而言，可謂

綱舉目張。所謂「一篇之內端緒（頭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磅薄必有主峰（主旨）

（謂山勢雄偉，有千巖萬壑之觀，但必有其來龍去脈及其主峰所在）、龍袞九章（天

子禮服，上繡龍紋。因袍上繡龍形圖案，頗為富麗堂皇而繁複，故以九章名。）但挈

一領（抓住要領）。否則首尾衡決（文章首尾不相照應）、陳義蕪雜，（表達與敘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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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涵雜亂無章）滋足戒也！…明茲數者，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造

次，本有匆忙、倉促、隨便之意，此指無論如何下筆，都合乎法度）…兼營乎本末，

斟酌乎繁簡，（兼營乎本末：謂文章之本末先後次序，具有條理。繁簡得宜：所謂遠

山輕描，近樹濃抹是也。）此自昔志士之所為畢生矻矻（努力不懈），而吾輩所當勉

焉者也。（一輩子都有往此方向努力）」（曾國藩〈復陳太守寶箴書〉） 

【實相外道不能雜、天魔不能破】 

【實相外道不能破】 

《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8：「唯是一實相，實相故言常寂滅相即大涅槃，但用一印也。

此大小印印半滿經，外道不能雜，天魔不能破。如世文符得印可信。當知，諸經畢定

須得實相之印，乃得名為了義大乘也。」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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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8：「釋論云：諸小乘經，若有無常、無我、涅槃三印印之。即

是佛說，修之得道；無三法印即是魔說。大乘經但有一法印，謂諸法實相名了義經能

得大道。若無實相印是魔所說。」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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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佛法的思想俱根據於「實相印」：「實相：無相（性空）、無不相（相有）」的

「中道觀」：試就般若言，有「共般若：淺」及「不共般若：深F

3

F」之不同。前者乃係

三乘共有者，後者則只屬菩薩乘所獨有者。換言之：「小乘教」是後四教（始、終、

頓、圓）之根基，就「般若」而言，屬「共般若」：講「我空」（人我空），但不談「法

空」（法我空）。後四教思想，則談「法空」（包括「人空」）思想。但同為法空思想，

也有其淺深次第的差異性。 

佛教經論甚夥，雖亦各成體系，但也可歸納成一套模式加以解碼。漢傳佛教自來有天

台宗：藏、通、別、圓「四教」（聲聞教一，大乘教三）的思想，華嚴宗以小、始、

終、頓、圓所謂「五教」（聲聞教一，大乘教四）之模式，以解釋整個佛法（包括一

切經典）。本論題擬從兩方面來解釋佛法：    

其一、從整個佛法的教理來分析（或解碼）。 

其二、每部經或論，也都可以借著一套模式，加以分析之。 

譬如：今就「實相」座標法來作一個定位。（詳後） 

 

由華嚴「五教」思維中，可知它統合了整個佛教體系及經典，可謂體大思精，綱舉而

目張，非常俱有意義。茲再簡化其「思維方式」如下： 

五

教 

思維方式 喻（包含經論） 

「四種緣起F

4

F」 

                                                       

1 (CBETA, T33, no. 1716, p. 779, c22-26) 
2 (CBETA, T33, no. 1716, p. 779, c10-14) 
3 《心經》：「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密多時」。 
4
 為華嚴宗所歸納之四種緣起思想。華嚴宗之教理係以「緣起」為主，而於所判立五教之中，除頓教外，

分別各說一緣起，即：於小乘教說「業感緣起」，於大乘始教說「賴耶緣起」，於大乘終教說「如來藏

緣起」，於圓教說「法界緣起」。而唯獨頓教則是離言絕相，不更涉教相之教，故無緣起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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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教 

只言「六識」、我空，不說法空。空理。 如：《阿含經》F

5

F--「業感緣起F

6

F」

始

教 

(一).真、妄為二：真歸真；妄歸妄。「理

法界」與「事法界」各有所偏。 

(二).真：「理法界」--性空--不生滅法：「空

始教」--【破】 

妄：「事法界」--緣起--生滅法：「相始教」

--【立】 

「真」：月體（天心之月）：如《中

觀》、《般若經》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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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第二月（月影、水月） 

如：唯識經論：《瑜伽師地論》、

《唯識三十論》、《百法明門論》

---「賴耶緣起」 

終

教 

「理事無礙」： 

妄不離真：真妄非二。（妄之本體為真）

---【立破同時】 

第二月（水月）出於第一月。如：

《起信論》F

8

F、《楞嚴經》、《楞伽

經》--「如來藏緣起」 

頓

教 

「理法界」： 

(一).教：離妄即真；煩惱即菩提。 

(二).宗：離言絕慮，當下即是。--- 

【非立非破、即立即破】 

本無第二月之可言，何有真、妄

之別--當下即真。 

如：《維摩詰經》、《圓覺經》 

圓 「事事無礙法界」： 月印萬川F

11

F：川川之水月(一切)，

                                                       

5《遺教三經》l即《遺教經》、《四十二章經》、《八大人覺經》的合稱。為我國最早翻譯之佛教經典。 

1.《八大人覺經》：觀察體悟八種大人（菩薩）覺察人生之道。八覺乃指世間無常覺、多欲為苦覺、心

無厭足覺、懈怠墮落覺、愚癡生死覺、貧苦多怨覺、五欲過患覺、生死熾然苦惱無量覺。闡釋覺

世間無常、覺多欲、覺心不足、覺懈怠、覺愚癡、覺貧怨、覺欲過患、覺生死。 

2.《佛說四十二章經》，闡示出家學道之要義，其說理方式平易簡明，為佛教之入門書。四十二章經：

全經共有四十二章，故名。每章內容簡短扼要。經中簡要說明早期佛教之基本教義，重點在說明

沙門之證果、善惡諸業、遠離諸欲（名聲、財色）、人命無常、舉難勸修、行道在心等諸義，闡示

出家學道之要義，其說理方式，平易簡明，為佛教之入門書。據《出三藏記集》，道安所撰綜理眾

經目錄中無本經，故本經恐係東晉時代於我國纂集而成。 

3.《佛遺教經》，內容敘述釋尊在入涅槃前最後垂教之事蹟，教誡比丘謂佛入滅後，當持戒，制心（五

根），離嗔恚、憍慢等，勉人不放逸，精進、禪定、智慧、法身常在等。--此三經乃佛之遺教，最後

垂範，字字珠璣，言簡意賅，一洗諸經之晦澀難懂。 
6 「業感緣起」：謂惑、業、苦三道輾轉輪迴而因果相續。蓋「惑」、「業」為病因，「苦」為生死之果報；

無明為過去世之「惑」（因），行為其「業」；識、名色、六入、觸、受，為現代世之「苦」（果）；愛、

取，為代世之「惑」（因），有為其業；而生、老死，為未來世之苦（果）。如此惑、業、苦三者輾轉，

互為因果，故稱「業感緣起」。所謂三世因果、十二因緣觀即由此而來。 
7 般若經典有：小品般若、大品般若、摩訶般若、金剛般若等，茲所選者，如：《心經》、《金剛經》、《六

祖壇經》、《楞嚴經》等。 
8 法藏《大乘起信論義記》卷 1：「第二隨教辨宗者：現今東流一切經論，通大小乘。宗途有四：一隨

相法執宗：即小乘諸部是也。二真空無相宗：即般若等經，中觀等論所說是也。三唯識法相宗：即

解深密等經，瑜伽等論所說是也。四如來藏緣起宗：即楞伽密嚴等經，起信、寶性等論所說是也。

此四之中，初則隨事執相說。二則會事顯理說。三則依理起事差別說。四則理事融通無礙說。以此

宗中許如來藏隨緣成阿賴耶識，此則理徹於事也，亦許依他緣起無性同如，此則事徹於理也。又此

四宗：初則小乘諸師所立。二則龍樹提婆所立。三是無著世親所立。四是馬鳴堅慧所立。然此四宗

亦無前後時限差別，於諸經論亦有交參之處，宜可准知。今此論宗意當第四門也。」(CBETA, T44, no. 

1846, p. 243, b22-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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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一).真、妄皆離：妄依真立，倘若無妄，

真亦不存。F

9

 

(二). 「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二).妄（月影）與妄（月影）皆如如（天

心之月）─妄之與真，俱屬不生不滅（月

影本虛妄，亦屬不生滅）---【超乎立破

之外】（法爾本然）F

10

 

本即天心之月(一)。 

或月影重重，俱不相礙。 

「同教一乘」：《法華經》 

「別教一乘」：《華嚴經》 

實

相 

無相（性：不生不滅、真）、無不相（相：

生滅、妄）二者同時依存--妄相所以存

在，乃因不生滅「性」而有虛妄「相」F

12

鏡（性：不生滅：真）現月影（相：

生滅：妄）：今試從「相」（生滅）

中，逆轉而回，則見其「性」（不

生滅）---「法界緣起」 

「五教」就其思維邏輯上言，試加以分析之： 

1. 「始教」的「二分思維」：真、妄與性、相對立--「理法界」與「事法界」不同--

「始教」思維。               

2. 「終教」的「二而不二的思維」：真妄不二，妄中有真；性相不二--「理事無礙」。 

**（1）性空唯名系F

13

F（即「法性空慧F

14

F」：「般若學」系）--華嚴五教之「空始教」（2）

虛妄唯識系（即「法相唯識」：「唯識系F

15

F」）--五教之「相始教」（3）「真常唯心系」

（即「法界圓覺」：「如來藏系F

16

F」）---五教之「終教」 

3. 「頓教」： 

（1）.教：「超越二邊的思維」：當下「離妄即真」，直契直如。 

（2）.宗：「超越語言、文字與思維」：直入「理法界」， 

4. 圓F

17

F：真妄俱絕，如「妄真同二妄」、能所俱絕；相與相無有差異--「事事無礙」 

「事事無礙法界」：「月印萬川」：教「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建立在「理事無礙」

上，一法為緣起而空性，法法屬俱屬緣起而性空，蓋以法法皆為緣起而性空。A=0，

B=0，C=0，故 A=B=C 

「一」：1.為「單一命題」：舉凡一沙、一花、一草、一人、一剎那、一界、一佛、一

佛化土（無論大小廣狹，時空等『相』）；2.又可謂「一」為「一實相（『性』空）」。 

                                                                                                                                                                       

9《楞嚴經》云：「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猶非『真』、『非真』（真與非真二者俱非：前一「非」字

貫「真」與「非真」二者），云何見所見。」即是真與非真，能見與所見；二者俱絕。又如〈永嘉證

道歌〉：「不除妄想，不求真」真、妄俱離也。又如：《永嘉證道歌》云：「不除妄想，不求真。」不

離兩邊，是圓教義。 
10 諸法本來就是如此。 
11〈永嘉證道歌〉：「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還共如來合。」 
12 六祖慧能聞《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云何開悟？蓋以「無所住」，故不著生滅相；「而

生其心者」，不生滅心本自具足，不曾喪失故。 
13 印順法師說三系說。 
14

 太虛大師三系說。 
15

 賴耶緣起說。 
16

 如來藏緣起說。 
17

 法界緣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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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切」為「全稱命題」：如宇宙全體、恆河沙世界、一切眾生、無量劫數、

一切法界、一切諸佛菩薩、一切諸佛化土。 

簡言之，即「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聯云F

18

F： 

 ~十方界，界十方，十方界外有十方，十方十方十十方；（空間無限，無盡緣起） 

  佛如來，如來佛，如來佛內有如來，如來如來如如來！（佛佛道同，一佛出世，萬

佛擁護）又： 

~~一山一山又一山，一山雄視一切山；一界一界復一界，一界含攝恆沙界。 

  一法一法又一法，一法融容無量法；一佛一佛又一佛，一佛圓照法界佛。~~ 

---如：《楞嚴經》的內容，大抵可借此「四種思維方式」研究、解析之，亦可說是此經

一目瞭然的「解碼」方式，亦可通於一切經論。 

總之，從二分思維---二而不二---一即二----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如來藏與唯識思維比較】 

（一）、有關「眼見」思維之異： 

1.《中論》謂：「見若未見時 則不名為見。」與前印老《講記》評《楞嚴經》如來藏

思想所云：「你一定要執著眼見能見，那就應常見，無論開眼、閉眼，光中、暗中，

有境、無境、一切時、一切處，都能見。」而楞嚴經認為無論見明、見暗都叫能「見」，

其理未嘗不符。而印老結之以：「事實上並不如此」，當是一大誤解。 

2.又印老《講記》說：「在『見』、『未見』色的時候，『不名為見』，這就是眾緣和合而

有見了。」然《楞嚴經》如來藏中的「見性」是無生滅的，即見性是不變的，故非待

「眾緣和合」而能見。 

3.印老又批評《楞嚴經》說：「要說『見能見』，怎麼能合理呢？」所以說『是事則不

然』（自註云：《楞嚴經》主張眼根的見性常在，開眼見色，閉眼見暗，與中觀見地不

合。）」在前文「顯見離見」明明經文上說：「見猶離見，見不能及。云何復說因緣自

然，及和合相。」《楞嚴經》卷 5說：「真性有為空，緣生故如幻；無為無起滅，不實

如空花。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猶非真非真，云何見所見？」F

19

F就是離開因緣、

自然（不待因緣而能見），及和合相。故所謂：「與中觀見地不合」顯然是極大的誤會。

而其所自註：「《楞嚴經》主張眼根的見性常在，開眼見色，閉眼見暗，與中觀見地不

合。」如來藏性（包括見性），既能隨明見明，隨暗而見暗，則是「緣起」義，但如

來藏性又屬無生滅，無生滅即「性空」義。二者固同時存在也。此與《中觀》思想：

「緣起性空」義，究有何違背呢？ 

5.故知《楞嚴經》主張眼根的見性常在，謂如來藏性中見性的無生滅也。經文中有「常

住真心」語，亦是同樣的意思。固非一般「常見」之「常」也，即所謂「依義不依

語」是也。《楞嚴經》卷 4：「阿難！汝今欲令見聞覺知遠契如來常樂我淨，應當先擇

                                                       

18
 康熙皇帝，嘗見「四方橋」即口占一對子，讓諸皇子及皇孫對之。曰：「四方橋，橋四方，四方橋上 

  有四方，四方四方四四方。」皇子們咸三緘豈口。皇孫某曰：「萬歲爺，爺萬歲，萬歲爺前呼萬歲，  

  萬歲萬歲萬萬歲！」此皇孫即後來的乾隆皇。 
19 (CBETA, T19, no. 945, p. 124, c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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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生根本，依不生滅圓湛性成，以湛旋其虛妄滅生，[復]伏還元覺得元明覺，無生滅

性為因地心，然後圓成果地修證。」F

20

 

 (如涅槃經以「常樂我淨」為涅槃四德。故不可以一「常」字，而概謂之為常見，)F

21

 

（二）、有關依正二報之異： 

《楞嚴經》：十番顯見：「顯見不失」： 

《楞嚴經》卷 2：「汝身、汝心（相—妄），皆是妙明真精妙心（性—真）中物。云何

汝等遺失妙明心寶明妙性，認悟（真）中迷（妄）。……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

地（器界--妄），咸是妙明真心（真）中物。」 

《楞嚴經》卷 2： 

阿難與諸大眾瞪矒瞻佛目[睛]精不瞬，不知身心顛倒所在。佛興慈悲哀愍阿難及

諸大眾，發海潮音遍告同會：「諸善男子！我常說言：『色（五根、六塵）心（六

識、八識）諸緣及心所使（五十一心所）諸所緣法（根、塵、識所緣諸法，包括

一切有為法），唯心所現。』汝身汝心皆是妙明真精妙心中所現物，云何汝等遺

失本妙圓妙明心寶明妙性，認悟中迷晦昧為空，空晦暗中結暗為色，色雜妄想想

相為身，聚緣內搖趣外奔逸，昏擾擾相以為心性。一迷為心，決定惑為色身之內，

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唯

認一浮漚體（水上浮泡），目為全潮窮盡瀛渤（大海）。汝等即是迷中倍人，如我

垂手等無差別，如來說為可憐愍者。」F

22

F──「終教」說。試比較此說與唯識中

說，迥然相異。試以圖示之如下： 

《成唯識論》卷 2：  

阿賴耶識因緣力故自體生時。內變為種及有根身。外變為器（界）。即以所變為自所

緣。行相仗之而得起故。F

23

 

                                                       

20
 (CBETA, T19, no. 945, p. 122, b24-28) 

21 《大般涅槃經》中亦有常、樂、 。此中之「常」亦非常見之常。《大般涅槃經》卷

2〈1 常樂我淨，出世亦有常樂我淨。世間法者有字無義，出世間者有字有義。何       

以故？世間之法，有四顛倒故不知義。所以者何？有想顛倒，心倒、見倒。以三倒故，世間之人。樂

中見苦，常見無常，我見無我，淨見不淨，是名顛倒。以顛倒故，世間知字而不知義。何等為義？無

我者名為生死，我者名為如來，無常者聲聞緣覺，常者如來法身，苦者一切外道，樂者即是涅槃。不

淨者即有為法，淨者諸佛菩薩所有正法，是名不顛倒，以不倒故知字知義。若欲遠離四顛倒者，應知

如是常樂我淨。」(CBETA, T12, no. 374, p. 377, c3-14) 

我、淨為涅槃四德

 壽命品〉：「世間亦有

阿賴耶識（相） 

妙明真心（真） 

種子 

根身（色身） 

器界（山河虛空大地）── 外變為器界（虛空大地）

內變為種子、有根身 

色身（根身） 

山河虛空大地（器界） 

22 (CBETA, T19, no. 945, p. 110, c19-p. 111, a2) 

 
23

 (CBETA, T31, no. 1585, p. 10, a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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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賴耶識所變根身、器界，為「相（妄）」，而真心所現色身及山河虛空大地為「真心

（性）」。此即「識心（妄心）」與「妙明真心」之不同，亦即「賴耶緣起」與「如來

藏緣起」之不同點。──以今語言之，是宇宙觀（山河大地器界）及其本體論（前者，

性相二分，後者性相一如）的差異。 

（三）、唯識：八識次第轉；如來藏：一根圓通，根根圓通： 

                （意識） （末那） （阿賴耶） 

        五俱意識  --- 1--  第六識   第七識   第八識 

        不俱意識  ---                             

                                        五識所緣 

                                                

                                                           色聲香味觸 

                       眼                                 

        前    ----   耳       識       意       心          --器界 

        五 --       鼻                                      ----種子 

        識          舌               (意根)                 --根身 

              ----   身                                   

                                                           眼耳鼻舌身   

                (如枝、葉)  (如樹幹)  (如樹根)  (如土壤)              

                                      五識所依 

                    外       內   

                                          --五識所緣 

「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圓。」（五八六七果因轉）因地先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

則第七識（第七識為第六識的根）為「平等性智」，（第七識不執取第八識）則第八識

為「大圓鏡智」，第五識「成所作智。」 

《楞嚴經》卷 4：「令汝但於一門深入，入一無妄，彼六知根一時清淨。」F

24

 

《楞嚴經》卷 4：「隨拔一根脫[黏]粘內伏，伏歸元真發本明耀；耀性發明，諸餘五粘

應拔圓脫，不由前塵所起知見，明不循根寄根明發，由是六根互相為用。」F

25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 4：「以諸眾生從無始來，循諸色

聲逐念流轉，曾不開悟性淨妙常，不循所常逐諸生滅，由是生生雜染流轉；若棄生滅

守於真常，常光現前，[3]塵根識心應時銷落，想相為塵、識情為垢二俱遠離，則汝法

眼應時清明，云何不成無上知覺？」F

26

 

【莊子的圓教思維】： 

《莊子》〈知北遊〉： 

                                                       

24 (CBETA, T19, no. 945, p. 123, a13-14) 
25 (CBETA, T19, no. 945, p. 123, b26-29) 
26 (CBETA, T19, no. 945, p. 124, a29-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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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者，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

「期（指名所在）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有情）」。曰：「何其下邪？」

曰「在稊稗（無情而有生機）。」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壁（並生機

也無）。」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穢惡不堪）…每下愈況，汝唯

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此以每下益況來比喻：道是無

乎不在的；沒有貴賤之分，一律平等，即使賤如屎溺，亦無不有道之存在。換

言之，充滿宇宙內，無非道也。 

**《景德傳燈錄》卷 14： 

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

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理事無礙：真空不礙妙有；緣起不礙性空）」問：如何

是禪？師曰：「碌塼（磚）！」又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此與莊子

道在瓦壁竟有何異乎？--- 

《景德傳燈錄》卷 11：「香嚴智閑禪師厭俗辭親觀方慕道。依溈山（靈）祐和尚知

其法器，欲激發智光。一日謂之曰：「吾不問汝平生學解及經卷冊子上記得者，汝

未出胞胎未辨東西時，本分事試道一句來！」師懵然無對，沈吟久之，進數語陳其

所解。祐皆不許。師曰：「却請和尚為說。」祐曰：「吾說得是吾之見解，於汝眼目

何有益乎？」師遂歸堂，遍檢所集諸方語句，無一言可將酬對。乃自歎曰：「畫餅

不可充飢。」於是盡焚之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

遂泣辭溈山而去。抵南陽覩忠國師遺迹，遂憩止焉。一日因山中芟除草木，以瓦礫

擊竹作聲。俄失笑間廓然[省]惺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溈山。贊云：「和尚大悲，

恩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却，何有今日事也。」仍述一偈云：  

一擊忘所知（不能以知知之）F

27

F，更不假修治（無為而為）；動容揚古路（動容

間發揚古人之路），不墮悄然機（不墮在悄然無形中）。處處無[蹤]踪迹（無蹤

迹可尋），聲色外威儀（見在色聲威儀之外）；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此乃

上上根機者）」F

28

F-- 

禪門用語，如：什麼是佛法？「乾屎橛」（便後擦拭的小竹木片）。「麻三斤」、「德山

棒」、「臨濟喝」、「趙州茶」、「雲門餅」等是以無情物為商標，認知實相之本質。---

「情與無情同圓種智」「法性與佛性無二無別。」 

元‧清遠述《圓覺經疏鈔隨文要解》卷 9：「圓融不礙行布（部份），行布不礙圓融。

良由圓融不礙行布，故萬法歷然。有情無情差別非一，行布不礙圓融，故法性與佛性

融通。諸佛、眾生，情（有情世間）、器（器世間）交徹。苟執圓融而失行布，顢頇

（不明事理，糊裡糊塗、孟浪、霸道）佛性，儱侗（ 含糊籠統、不明確）真如，執行

布而失圓融，著事（差別事相）乖宗，迷謬真理，不達六相圓融之旨（總別、同異、

成壞）。」 

 

                                                       

27 參見頁 11，註 28 
28 (CBETA, T51, no. 2076, p. 283, c27-p. 284, 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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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阿彌陀經》卷 1：「極樂國土，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皆是四寶周

匝圍繞，（初、欄網行樹妙：法性五塵說法）是故彼國名曰極樂。 

「又舍利弗！極樂國土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

金、銀、琉璃、頗梨合成。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琉璃、[玻瓈]頗梨、[硨磲]車�、

赤珠、[碼碯]馬瑙而嚴飾之。池中蓮花，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

白色白光，微妙香潔。（二、池閣蓮華妙：依報宣妙法）舍利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

功德莊嚴。 

「又舍利弗！彼佛國土，（三、花、樂伸供妙：五塵說法）常作天樂（聲塵），黃金為

地（色塵），晝夜六時（順俗：無間時間）天雨曼陀羅華（色、香二塵：天然自性）。

其[土]國眾生，常以清旦，各以衣裓盛眾妙華，供養他方十萬億佛；（自性淨華供養

自性之法界）即以食時，還到本國，飯食經行（味塵）（自性不來不去而示來去）。舍

利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復次舍利弗！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

共命之鳥。是諸眾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

分如是等法。其土眾生聞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四、化情說法：有情說

法）舍利弗！汝勿謂：『此鳥實是罪報所生。』所以者何？彼佛國土無三惡[道]趣。

舍利弗！其佛國土尚無三惡道之名，何況有實？是諸眾鳥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

變化所作。舍利弗！（五、風樹協韻妙：有情、無情皆唯心現）彼佛國土，微風吹動，

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聞是音者皆自然生念佛、念法、

念僧之心。舍利弗！其佛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莊子‧齊物論》：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

而萬物與我為一。」（超越大小之界限）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

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齧缺問（道之缺）乎王倪（道之端）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我們能認知相同

嗎？）」曰：「吾惡（何）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

（我如何能知什麼是知？什麼是不知）」「然則物無知邪？（萬物無從認知）」曰：

「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

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濕寢則腰疾偏死（半身不遂），

鰍（泥鰍）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

麋鹿食薦（美草），蝍蛆（蜈蚣）甘（美味）帶（蛇），鴟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

猿猵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鰍與魚游。（物以類聚作配耦）毛嬙、西施人之所美

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奔跑逃逸），（古之美女，禽獸則

不然）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

能知其辯！」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火不能爇），河漢冱而不能寒（水不能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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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雷破山而不能傷（雷霆不能傷）、飄風振海而不能驚（風海不能驚）。若然者，

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與天地合一），死生無變於己（無所變化，

生死不影響），而況利害之端乎！」 

*《莊子‧秋水》：----道無貴賤之別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

「以道觀之，物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

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萬物莫不小。知天

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睹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

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旡而旡之，則萬物莫不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旡，

則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

萬物莫不非。…梁麗（屋棟）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

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抓）蚤（跳蚤）、察毫末

（秋毫之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

夫；當其時，順其俗，謂之義徒。 

如何界定貴賤、大小之差異？自有功用之眼光視之，萬物莫不有用；自無功用之眼光

視之，萬物莫非無用之物。所以物固無貴賤，大小、有用、無用等之分別。蓋善惡、

是非等均隨時移事異而有所不同，不可執為定見以自我限囿。故必須先打破固有之成

見，才能超越相對之觀念。 

---老子所謂「名可名非常名」者。佛法所謂「緣起性空」者，謂諸法無自性：是非、

善惡、成敗、黑白、福禍、壽夭、貧賤：有無、來去、生滅、一異、有為無為等，俱

無一成不變之自性，可以拘泥。 

《莊子‧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

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捨於故人之家。故

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

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

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

之間。材與不材之間，（擇乎中道而處，沒有一定：無自性）。…物物而不物於物，

（役使外物，卻不被外物所役使）則胡（何）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

也。若夫萬物之情（世俗的實情），人倫之傳（傳習），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

廉（銳利）則挫（挫折），尊（尊貴）則議（被嗤議），有（有名、有財）為則虧

（虧名、虧利），賢（賢能）則謀（算計，遭忌而被謀害），不肖則欺，胡可得而

必乎哉！（一切無常）悲夫！弟子志（記住）之，其唯道德之鄉（境地）乎！」  

 

*【達理明權】：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取舍，吾終將奈何？」北海若曰：「以

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反覆相尋，貴或變賤，賤或成貴）。旡拘而（爾）

志與道大蹇（違逆）。何少何多？是謂謝施（更易變化）。何為乎？何不為乎？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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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將自化。」何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

理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爇。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

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迫—接近）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

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

蹢躅（進退）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反乎道之精要，而語極至：運用道之極至。）

就佛法言，「緣起性空（無自性）」初意謂：一切事要，恰到好處，如理如法，是

謂「中庸之道」；若能達致「性空不礙緣起」則是菩薩層的事「無事於心，無心

於事。」六度萬行，以至普賢「十大願」，行行相容，願願融通，則是「圓教」

之思維法了。 

由上所言，在相對待的世界中，處世為人則當如何去加以取捨？（蓋取捨均屬相對）

如何能超越相對？---則在達理而明權，察乎安危所在、寧於禍福之際、謹於去就之

分。如是則物莫能害。（在不以物害己原則下，並非不加取捨，而要在取捨得其當耳

--達理明權。）總在順乎天理之自然，不以人為害之。通觀全文：莊子雖以為知是有

限的、相對的，甚至無知的。但若能善加運用天理之當然，亦能在相對中（非在相對

外找—否則仍在相對中），找到不易的真理—道。----佛法有所謂「權智」 

【陶朱公事】 

范蠡 

又名陶朱公，早年居楚時，以經商致富，後代許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稱之財神。

是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經濟學家。出身貧寒，聰敏睿智、胸藏韜略，學富五車，

上曉天文、下識地理，滿腹經綸，文韜武略，無所不精。 

佐越王勾踐定計滅吳後與西施泛五湖而去，事見《越絕書》《吳越春秋》。 

隱退 

范蠡認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所謂「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勾踐

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難與處安。以勸文種，文種不聽而被禍。致產數千

萬。齊人致相印，因感嘆的說：「居家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久受尊

名，不祥。」於是，歸相印，散盡家財給知友鄉黨。 

後致資累巨萬，遂自號陶朱公，後世尊陶朱公為財神，乃中國商人之鼻祖。世人譽之：

「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千金之子不死於市之例：中男因殺人，囚於楚；陶朱公派少子去救，長男爭往反致中

男被殺。俱不出其預先之所料。《史記越世家》載其事云：「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

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捨）者也。

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節儉成家故有不捨）。至如少弟者，生而見

我富，乘堅驅良（乘上等車驅良馬）逐狡兔（富貴生活環境中長大），豈知財所從來，

故輕棄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

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依理，節儉持家興家

之主，揮金如土，敗家之子，今乃相反；是知事之成敗要在於「達理明權」，豈苟然

（非隨意可得）哉？ 

史記評曰：「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於陶，故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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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陶朱公陶。」 

姚祖恩《史記菁華錄卷三》〈越世家〉評曰：「范蠡既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久

受尊名不祥』，而終不肯一邱一壑，逸老以終。…避名而別成名，..豈真才有餘，終

難靜息？（蓋非真安於隱居者也）」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8〈十忍品 24〉：「不壞世間，非不壞世間；不[趣]起世間

趣，不離世間趣；…非世間，非離世間；不行菩薩行，而不捨大願；非實，非虛。所

行真實，究竟一切如來正法，能辦一切世間諸事，亦不隨順世間流轉，亦不受持正法

流轉。」F

29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0〈佛不思議法品 28〉：「一切諸佛悉知一切法無知無見、非

一非異、非相非無相、非莊嚴非不莊嚴，一切諸法皆無自性、不生不滅，而於所有無

所有法中，亦不壞世間法相，一切智人見人示現勝妙智慧，自在廣說一切諸法，而於

如如亦不永滅，是為一切諸佛巧妙方便；一切諸佛能於一時皆悉分別知一切時，不捨

離生平等正法，一切時中皆所不攝」F

30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十定品 27〉：「佛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住此妙光廣

大三昧，不壞世[界]間安立之相，不滅世間諸法自性；不住世界內，不住世界外；於

諸世界無所分別，亦不壞於世界之相；觀一切法一相無相，亦不壞於諸法自性；住真

如性，恒不捨離。」F

31

F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7〈十地品 26〉：「此菩薩（六地）得如是三昧智力，以大方

便，雖示現生死，而恒住涅槃；雖眷屬圍遶，而常樂遠離；雖以願力三界受生，而不

為世法所染；雖常寂滅，以方便力而還熾然，雖然不燒；雖隨順佛智，而示入聲聞、

辟支佛地；雖得佛境界藏，而示住魔境界；雖超魔道，而現行魔法；雖示同外道行，

而不捨佛法；雖示隨順一切世間，而常行一切出世間法；所有一切莊嚴之事。」F

32

F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 1：「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正見名出世，邪見是世間，邪正盡打却，菩提性宛然。此頌是頓教，亦名大法船， 

 迷聞經累劫，悟則剎那間。」F

33

 

宋‧曇秀輯《人天寶鑑》卷 1：「（宋）孝宗皇帝詔徑山主僧寶印於選德殿。 上曰：『三

教聖人本同者箇道理。』印奏曰：『譬如虛空，東西南北初無二也。』 上曰：『但聖

人所立門戶各別爾，孔子以中庸設教。』印曰：『非中庸之教，何以安立世間。』故

華嚴云：『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法華云：『治世語言，資生產業，皆與實相

不相違背。F

34

F』 上曰：『今之士夫學孔氏者，多只攻文字，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

                                                       

29 (CBETA, T09, no. 278, p. 581, c4-10) 
30 (CBETA, T09, no. 278, p. 594, c11-18) 
31 (CBETA, T10, no. 279, p. 214, a12-17) 
32 (CBETA, T10, no. 279, p. 197, c1-9) 
33 (CBETA, T48, no. 2008, p. 351, c9-14) 
34 《妙法蓮華經》卷 6〈法師功德品 19〉：「諸所說法，隨其義趣，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若說俗間經書、

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三千大千世界六趣眾生，心之所行、心所動作、心所戲論，皆悉

知之。雖未得無漏智慧，而其意根、清淨如此。是人有所思惟、籌量、言說，皆是佛法，無不真實，

亦是先佛經中所說。」(CBETA, T09, no. 262, p. 50, a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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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心。唯釋迦、老子不以文字教人，但直指心源，開示眾生各令悟入；此為殊勝。』

印曰：『非獨今之學者不見夫子之道，當時十哲，如顏子號為具體（具體而微，。盡

其平生力量，只道得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著。而夫子

分明八字，打開與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

三子者是丘也。』以此而觀。夫子未嘗回避諸弟子，而諸弟子自蹉過也！昔張商英丞

相云：『唯吾學佛，然後能知儒。』 上曰：『朕意亦謂如此。』 上又問曰：『莊、

老何如人？』印云：『只作得佛門中小乘聲聞人，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

化火焚身，入無為界。正如莊子所謂：形固可使槁木，心固可如死灰。F

35

F』於是稱旨。

F

36

 

 

【一色一香無非中道】--天台宗的圓教思想 

 一色一香雖為微細之物，即具中道實相之本體。天台立空假中之三觀而照一切諸

法。《止觀一上》：「繫緣法界，一念法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己界及佛界，眾生

界亦然。」 

天臺宗之教義：指一一諸法之當體即三千，圓具之實相。諸法之外，無須另求中道。

即色、聲、香、味、觸、法六塵皆是中道。此處暫舉色香二種為例。天臺宗有「一念

三千」之說。「三千」指一切法。天臺宗以為法界諸法，隨舉一法，圓具法法三千，

而法法盡是圓融三諦。不論是色法抑或心法，或妄或真，一律本具三千之法而絲毫無

缺減。如華嚴所說「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心、佛、眾生三法，統為法性本

具之用，沒有差別。其本體皆為法性，而有緣起之用。其質礙者謂之色；於法性迷者

謂之眾生，悟者謂之佛。此即「一色一香無非中道」之至理。 

 

 ***【實相的哲學座標思維模式】： 

「實相」：謂宇宙人生之真象，蓋指諸有為法之本相為不生不滅之空性，名實相。一

切萬法真實不虛之體相，即真實之理、不變之理、真如、法性、佛性等。故凡本體、

實體、真相、本性、如如、實性、實際、真性、真心、涅槃、無為、無相、法身、法

                                                       

35
 《莊子‧齊物論》：「南郭子綦隱機而坐，仰天而噓（嘆），荅焉似喪其耦（以肉體為耦）。顏成子游

（其弟子）立侍乎前，曰：『何居（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機（憑

几而坐）者，非昔之隱機者也。』子綦曰：『偃（顏成子名），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真我、

精神的）喪我（形骸的假我），汝知之乎？』/ 

明‧憨山《莊子內七篇註》：「齊物論必以喪我為第一義。」「齊物之論，須是以大覺真人出世忘我、

忘人，以真知、真悟了無人我之分，相忘於大道，…了無人我是非之相，此齊物論大旨也。篇中立

言以忘我為第一，若不執我見、我是，必須了悟自己本有之真宰，脫卻肉質之假我，則自然渾融於

大道之鄉，此乃齊物之功夫。…人多了一我見，而以機心為主宰，…若忘機之言，則無可無不可，

何有彼此之是非哉？此立言之本旨也。」 
36

 (CBETA, X87, no. 1612, p. 14, c13-p. 15, a7 // Z 2B:21, p. 62, d10-p. 63, a10 // R148, p. 124, b10-p. 125, 

a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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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等，皆為實相之異名。《楞嚴經》卷 4：「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說言，因地覺心

欲求常住，要與果位名目相應。世尊！如果位中，菩提、涅槃、真如、佛性、菴摩羅

識、空如來藏、大圓鏡智，是七種名稱謂雖別，清淨圓滿體性堅凝，如金剛王常住不

壞；」F

37
 

    實相本是超越一切語言、文字的不思議境界。世俗不知一切現象沒有實體，均屬

假相，而不斷的加以執取。殊不知一切世俗的緣起法本屬性空之本質。所謂「真（性

空）俗（緣起、世間相）不二」者，唯有即世俗相（生滅相）中，了澈「凡所有相皆

是虛妄」，不加執取，即能擺脫世俗之知見，而達實相的境界。簡言之，即「應無所

住而生其心。」即能時時刻刻顯示諸法常住不變之真實相狀，故稱實相。此係佛陀覺

悟之內容，澈悟法爾本然之真實。/ 

 

《列子‧仲尼》：  

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     

求之，弗當矣。（體悟道而用視覺、聽覺、形象、智慧去求得，那是不恰當的。）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六合：上下四方，即宇宙），…唯默（靜默

虛靈中）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如鏡之鑒物）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

能也。 

《列子‧說苻》：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繼承相馬）者乎？」 

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外相）。天下之馬，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

絕塵弭轍（絕塵：腳不沾塵。弭，消除，停止。弭轍，沒有足跡。轍，此指蹄印。形

容馬奔跑之快，幾不見形跡而尋）。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低一層），不可

告以天下之馬（高一層）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一同挑擔打柴的人。纆，繩索，

用於捆物。擔纆，挑擔子運送貨物。菜，通采。薪菜，打柴草。）有九方皋（人名，

複姓），此其于馬非臣之下也，請見（謁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

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什麼樣的馬）」對曰：「牝（雌馬）

而黃。」使人往取之，牡（公馬）而驪（黑色）。穆公不說（悅），召伯樂而謂之曰：

“敗矣（壞事了）！子所使求馬者，色物（外色、樣子）、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

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歎息）曰：「一至於此乎！（就是難到如此呀）是乃其所

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千萬人不得其一之故）。若皋之所觀，天機（不可見靈機）也。

得其精（精髓）而忘其粗（粗跡），在其內（神在內）而忘其外（形在外）。見其所見，

不見其所不見（見到所該見的，不見其不該見到的）；視其所視，而遺（失）其所不

視。若皋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真懂相馬者）」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列子 說符》：「秦穆公使九方皋求馬，三月而反。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

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悅），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

相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若皋之所觀

                                                       

37 (CBETA, T19, no. 945, p. 123, c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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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

而遺其所不視。若皋之相馬者，乃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無形、無

象，要在得其神也。此所以謂之「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也。」 

《易‧繫辭》：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

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研究探討事物深微奧妙之道）也。唯深也，

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楊定一《真原醫》謂「意識轉換」：「而這種境界是須經由深度的禪定才能達到的。」

「這個世界的日常一切，都是一種動態展現，片刻都脫離不了動態。…沒有動態，這

個熟知的世界就會分崩離析。…在這個意識轉換的過程中，讓我們跳出世界時空觀

念，不再為時空所限，而這樣覺性的持續，不僅消融了自我，也消融了一切，..終與

宇宙本體合為一體。」「實相本體是不能追求得到的，也不可能理解到的。…一旦述

諸文字將失其真意。」「實相本體無所不在，無論事物大小、籠統細微、粗糙精緻，

真理都在其中。…在實相本體之中，本自圓成，當每一刻都生活在此實相本體之中，

我們就能學會坦然地接受生命，因為完全的領受生命，我們的每一刻，方能處於這圓

滿的實相悟境之中。」F

38
 

 

故《法華經》佛陀在開、示、悟、入佛陀的知見，即是實相的內容。大乘佛理雖宗派

有所不同，但絕不違離實相之原則，不過如禪宗曰「本來面目」、「明心見性」；唯識

宗曰：「真如無為」、「大圓鏡智」。淨土宗名：「常寂光淨土」、「是心作佛」、「是心是

佛」、華嚴宗所謂「一真法界」等皆是。 

《景德傳燈錄》卷 1：「釋迦牟尼佛…告弟子摩訶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

相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言： 

 法本法無法  無法法亦法 

 今付無法時  法法何曾法」F

39
 

「實相」本無相，亦無非相；何得便言？今但取其名相，亦何可竟廢？故以實相之義

而加詮釋之。而小、始、終、頓、圓。雖名從「華嚴宗」「五教」而來。「小教」乃以

「我空」立名，屬三乘之「共般若」。其後為大乘教理，兼俱我、法二空觀，獨屬大

乘之「不共般若」。而「始教」者，有「相始教」（依「相宗(唯識)」經論，如解深密

經、唯識三十頌等）、「終始教」（「性宗」經論，如中論、諸般若經等）之別，也各有

其經典依據。但今但取其二分思維，「終教」(如來藏經論，如楞伽經、楞嚴經、起信

論等)為二而不二。今將《般若心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義，屬色空不二思維。《中

論》卷 4〈觀四諦品 24〉：「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無（『空』）；亦為是『假』名，亦

是『中』道」F

40
F天台所謂「即空即假即中」，亦屬「中道」義，都是般若思想的核心要

                                                       

38 《真原醫‧43意識轉換》天下雜誌  2012 頁 286-287 
39 (CBETA, T51, no. 2076, p. 205, b26-c2) 
40 (CBETA, T30, no. 1564, p. 33, b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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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金剛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 1：「是實相者（立：假名），則是非相（破），

是故如來說名實相（中道）。」F

41
F《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 1：「所言一切法者（立），

即非一切法（破），是故名一切法。（中道）」F

42
F故都屬二而不二之思維模式。換言之，

即將「五教」中之「空始教」的般若思想，與「終教」思想，同列於不二思想中。前

三者：小、始、終，乃屬次第的「教下」思想。至於「頓教」：乃跳脫「教理」的思

維，直契本體的「實相（理法界）」，故非語言、文字、思維所及；故獨謂之「頓」教，

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F

43
F」是也。  

 

**【問題意識】---所謂「現實世界」？能被知（真知？抑妄知）否？--- 

「能知與所知」之關係？吾人「能知」者，與無限的「所知」（知識）相比，是＞（大

於），＜（小於）或 ﹦？ 

俗話說：「眼見為信 Seeing is Believing」，信乎？--你相信五官所顯現的現實世界嗎？換

言之，現實世界（包括科學進步到如今所知、所見）就是我們所見的一切嗎？ 

《莊子‧齊物論》：「庸鉅知吾所謂知（知覺、知識、智力）之，非不知邪？庸鉅知吾

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莊子‧逍遙遊》：「瞽者旡以與乎文章（青赤之色彩）之觀，聾者旡以與乎鐘鼓之聲。

豈唯形骸有聾盲，夫知亦有之。」 

《莊子‧養生主》：「吾生也有涯（邊際），而知也旡涯，以有涯隨（追求、追隨）旡

涯，殆矣（困殆，末世窮年不能盡）！」 

牛頓臨終前，面對仰慕他智慧和稱頌他偉大科學成就的人，卻謙虛地說：「我的工作

和神的偉大創造相比，我只是一個在海邊拾取小石和貝殼的小孩子。真理浩瀚如海

洋，遠非我們所能盡窺。」 

吾人所知者，與無限的知識相比，是大於符號小於符號＞及＜或﹦。其關係為不過是

∞（無限大）/0（一無所知）與無限大∞/N（個、十、百、千、萬…）之關係，乃係  ≅  （數

學全等符號）  

《莊子‧秋水》：「可以言論（言語議論）者，物（事物）之粗（外表粗相）也；可以

意致（會意、心意傳達）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不可說），意之所不察至者

（不可思議），不期精粗焉（精與粗二者都達不到）。」 

《莊子‧齊物論》：「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其大夢也。而愚者自

以為覺，竊竊（察察然）然知之。---丘（孔子）也與女（汝），皆夢也；予謂女（汝）

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問題意識：佛法之形上學與世俗的形上學，是否相同？】 

一、佛法的形上學：「理（性空）事（緣起）無礙」。正如《中觀‧四諦品》：「以有空             

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成。」空有不二。老子「有生於無」有、

                                                       

41 (CBETA, T08, no. 235, p. 750, b3) 
42 (CBETA, T08, no. 235, p. 751, b2-3) 恍兮惚兮，其中有 
43《永嘉證道歌》卷 1：「爭似無為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CBETA, T48, no. 2014, p. 396, a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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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為二。且佛法之「空性」乃遍十法界（十方無盡的世界），老子之「無（無為）」只

限於此土「宇宙觀」（世界觀）所知之現實世界，乃佛法之謂「小世界」F

44

F。「道法自

然」亦在此虛空界中，就唯識言，不過是「極迴色」，屬色法。仍不外唯識所現。非

比佛法所謂「三有（欲界有、色界有、無色界有）」，老、莊、儒者所謂「無」，乃跳

脫不出「三有」之外。 

二、佛法則為之「空」，乃以空為先決條件。而世俗的「形上學」（the first Principles），

如屬一元論（太極、梵為萬物之始）、二元論（心、物二元）、多元論（四大所成）、

唯物論、唯心論（孟子「盡心知性以知天」 陸象山：「吾人即宇宙，宇宙即吾人」）、

心物合一論等。----「同而不同」（同者在思考原則，不同者在內蘊本質。） 

【實相座標與經論的五教思維】---分合之際：先二後一，二即一，一即一

切，一切即一。 

一法印 實 相   無 相（體）    無不相（相、用） 

實相異名 真如、法界、法

性、法住、實際 

不生不滅：無為法 生滅：有為法 

三諦圓融 中諦       真諦     俗諦 

三觀  中觀       空觀     假觀 

喻一 如鏡顯相： 

（鏡面與鏡相共

存）  

鏡之體(面)：本無一物 鏡中相(影像)： 

喻二    金器F

45

  金質本無相 一切金器：如佛

像、金釧、金鐲等

一切金器。 

喻三 虛空：虛空之名 虛空（無相） 萬象顯現（無不

相） 

學理思維 體用一如（依體

起用，依本而末） 

 「體」 ：本 

 

「相」、「用」 

佛性 佛具三身 

（三位一體） 

法身：如月體（不生不

滅） 

報身（相）：如月

光 

化身（用）：如水

月 

（虛妄生滅） 

                                                       

44 即便是「三千大千世界」（十億日月），以至「二十重華藏世界」（極樂世界離娑婆世界同在十三層中，

其中距離十萬億佛土）俱不出唯心所現。所謂「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十方法界，重重無盡。 
45「以金作器，器器皆金。」竊嘗補之於後曰：「心生萬法，法法唯心。」金器，如：佛像、花瓶、金

碗、金釧、金環、金戒指等，無非是金。若離一利金器之相，則見金之本質。相不離性，性亦不離

相；若見諸相（金器）非相，則見如來（金質：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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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   中觀     性空 

 

    緣起 

      空       色 

凡夫：執色「不空」  

《心經》  色即是空（中

道） 

外道： 受分段生死苦 

1.執色外之空（頑空）

 2.執滅色之空（斷滅空）

二乘：滅色為空（偏空

F

46
F：屬「偏真涅槃」）故

以「空不異色」破之。

（「不異」者，漸義） 

斷分段生死，受變

易生死苦。 

菩薩（權）：「色不異空，

空不異色。」（色、空未

盡泯） 

 

菩薩（實）：「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即是」

者，是圓） 

斷變易生死苦。 

真如、法性 性相圓融 性       相 

《起信論》F

47
 1.三大 1.體大 一、相大及用大 

2.一心 2.心真如門：「離言真如」 二、心生滅門：「依

言真如」 3.三細相 3.從「無明業相」：一念

不覺始 三、六粗相繼之 

《壇經》 （一）、真如 1.念之「體」：定。 1.念之「用」：慧。 

定慧一體 （二）、寂照同時 2.「定是慧體」--（「無

知」：如明鏡） 

2.「慧是定之用」

--（「無不知」：如

鏡現影）F

49

 

 

3.「無相者，於相而離相」

(即相不著相F

48

F) 3.「無念者，於念

                                                       

46 偏空與斷滅空之異。「斷滅空」：空為不存在（non-being）者，「偏空」：有一個空（無為法）存在。 
47《起信論》「立義（要義，綱也）分」：一、法：「所言『法』者，謂眾生心（湯次了榮《新釋》謂：「以

眾生的一心為大乘之體也」）。是『心』則攝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二、義者有三：一者體大：

謂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減故；二者相大：謂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三者用大：謂能生一切世間

善因果故。 
48 凡夫「即相而著相」，二乘「離相不著相街，菩薩則是「即相離相」，是三者之不同也。 
49《肇論》卷 1：「人虛其心而實其照，終日知而未嘗知也。故能默耀韜光虛心玄鑒，閉智塞聰而獨覺

冥冥者矣。然則智有窮幽之鑒而無知焉，神有應會之用而無慮焉。神無慮，故能獨王於世表；智無

知，故能玄照於事外。智雖事外，未始無事；神雖世表，終日域中。所以俯仰順化應接無窮，無幽

不察而無照功。斯則無知之所知，聖神之所會也。然其為物也，實而不有、虛而不無。存而不可論

者，其唯聖智乎。何者？欲言其有，無狀無名；欲言其無，聖以之靈。聖以之靈，故虛不失照；無

狀無名，故照不失虛。照不失虛，故混而不渝；虛不失照，故動以接麁。是以聖智之用，未始暫廢；

求之形相，未暫可得。」(CBETA, T45, no. 1858, p. 153, a29-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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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寂而常照」--

「即定（靜）之慧

（動）」：「即體即用」--

「本體即功夫」 

而無念」(即念而

離) 

（二）、「照而常

寂」--「即慧（靜）

之定（用）」：「即

用即體」：「功夫即

本體」 

1. 故如來說名

實相（中） 

《金剛經》 1.即是非相（破名相） 1.是實相者（立名

相） 2.即非一切法（破） 

2. 故名一切法

（中） 

3.生心（無生而生：住而

無住 

2.所言一切法者

（立） 

3.與 4.省其名 4.不應取非法 3.不住色聲香味

觸法 

4.不應取法 

1. 不生滅 1. 生滅 《楞嚴

經》：如來藏 

真如、真妄不二 

2. 真心 2. 妄心 

 

三如來藏F

50
 空不空如來藏   空如來藏   不空如來藏 

                                                       

50
 覆藏義、含攝義、出生義 [出自唐代圭峰HU宗密UH的《HU圓覺經UH略疏》，括空如來藏、不空如來藏、空不空                

如來藏所謂常住真心性淨明體。 如來者。即理性如來也。因中說果。故名如來。藏者。含藏之義。謂  含

藏一切善惡法也。的指其體。即第八識。名如來藏也。(第八識者。藏識也。) 

（一）、「隱覆藏」義：謂諸眾生本有真如法身之理。在第八識中。為無明煩惱之所隱覆而不能見。故

名覆藏。 

（二）、「含攝」義：謂第八識為染淨之所依止。以能含藏一切善惡種子。故名含攝藏。 

（三）、「出生」義：謂第八為染淨之本。遇緣熏習。則能出生世間出世間有情無情等法。故名出生藏。 

又出自明代HU憨山大師UH的《HU楞嚴經UH懸鏡》。所謂「常住真心性淨明體」，即一真法界如來藏心也。先示此

體為所觀之境。要依此體啟大智用故。然此藏心具有三意。一空如來藏。二不空如來藏。三空不空如

來藏。 

（一）、「空如來藏」者：謂此藏性其體本空一法叵得。如HU摩尼珠UH其體空淨了無色相。雖有隨方之色色

不離珠。以即珠故。真心本淨了絕妄緣。雖有隨緣之妄妄不離真。以即真故。名曰真空。故為觀者先

示真心以為觀體。能觀此體名真空觀。(經名HU奢摩他UH亦名體真止)此從經首阿難啟請世尊許說曰有三摩提

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起。一往七征八辯。始則決擇真妄。且雲妄不

是真。以明五蘊身心不有世界本空。破我法二執以顯本覺真如。以至三科七大會歸藏性。然後真妄和

融。方顯妄即是真。從淺洎深大段總顯空如來藏理(從初卷啟請至第三卷終)。 

  二不空如來藏者。謂此藏體雖空。具有恆沙稱性功德。包含融攝纖悉不遺。如摩尼珠其體雖淨。

具有圓照之用。而能隨方現一切色。色即是珠。以珠現故。藏性雖空。而能隨緣顯現十界依正之相。

相即是性。以性起故。名不真空。故為觀者示此藏性以為觀體。能觀此體名不空觀。(經名三摩亦名方

便隨緣止)此從富那執相難性。三種相續。深窮生起之由。委明循業發現之義。總顯不空之體(始從四卷

初。至本卷故發真如妙覺明性。有半卷經文。計一千五百餘言)。 

  三空不空如來藏。謂此藏性其體清淨能應能現。如摩尼珠其體淨圓。淨故非色以即珠故。圓故能

應非不色以即色故。非色非珠。而此藏性其體淨圓。淨故非相以即性故。圓故能現非不相以即相故。

非相非性。名空不空。非相故空。非性故不空。非即非離。平等如如。名曰中道。故為觀者示此藏性

以為觀體。能觀此體名中道觀(經名禪那。亦名離二邊分別止。亦名等持。此從四卷中。而如來藏非心

等起。至即HU常樂我淨UH等。文有二章。幾三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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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

宗」： 

理事無礙 理法界 事法界 

四法界觀：

（含「事事

無礙法界」） 

「天台

宗」： 

總、別（中）：一

切種智：即空、

即假、即中。F

51
F：

三觀同具）：（二

空）：破「無明惑」

屬「佛果位」 

總相：從假入空：一切

智（證入『空』）—我空，

得「慧眼」）：破「見思

惑」（出分段生死）屬「羅

漢果位」 

別相：從空入假：

道種智（依體起用

--『假』）緣起）：（法

空：得「法眼」）：

破「塵沙惑」（出

變異生死）屬「菩

薩果位」 

佛智：三智

一心（三

觀、三智、

三惑、三果） 

體真止F

52
 三止 息兩邊分別止  方便隨緣止 

三觀 中道第一義諦觀 從假入空觀  從空入假觀 

《大般涅槃

經》涅槃四

德 

常、樂、我、淨  苦、空、無常、無我：

「無為四倒」（二乘） 

常、樂、我、淨：

「有為四倒」（凡

夫） 

                                                                                                                                                                       

 
51 此屬天台的圓教思維。天台有「一念三千」：十法界各具十界，成百界，百界各具十如是，為千界，

又各具五陰、眾生及世間，總成一念的三千。亦即一即一切的法界觀。十如是者：天臺宗認為一切

法，皆是真如實相。故謂十法界中的每一界，皆具有： 

1.如是相：外顯的形相，即十界依正大小妍醜等眾生相。 

2.如是性：內具的特性，眾相各有性分，不可改移。如地、水、火、風具堅、濕、煖、動之性， 

3.如是體：萬物具有的體質。如水性叟動不居，因物賦形。 

4.如是力：由體產生的勢力、能力。如火能飯供食，水能煮開供飲用。 

5.如是作：眾相各有造作，如善惡業。 

6.如是因：眾相生起各有主因，身口意所種之因。 

7.如是緣：眾相生起皆仗令因生果的助緣。 

8.如是果：由緣催生的果實。 

9.如是報：由因招致的報應，桃滿樹妍醜不同。 

10.如是本末究竟：此為前九句之總結，有本有末，有始有終，一切萬法，法法皆具十如，沒有一法

例外。 

此三千者舉世間、出世間，一切諸法包括殆盡，莫不當一現前一念所攝，此一念心，即天台所謂不

思議境，以無法不具故，若能返觀一念者，而能觀之心當體即空即假即中。所謂之境當體即真即俗

即中，而佛地可階矣。 
52《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卷 1：「一者、修止，自有三種：一者、繫緣守境止，所謂繫心鼻端臍間等處，

令心不散故。經云：「繫心不放逸。亦如猿著鎖。」二者、制心止，所謂隨心所起即便制之，不令

馳散。故經云：「此五根者，心為其主；是故汝等，當好制心。」此二種皆是事相，不須分別。三

者、體真止，所謂隨心所念一切諸法，悉知從因緣生，無有自性，則心不取。若心不取，則妄念心

息，故名為止。」(CBETA, T46, no. 1915, p. 467, a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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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秘藏F

53
 法身德     般若德     解脫德 

三因佛性F

54
 正因佛性（中諦）  了因佛性（真諦） 緣因佛性（假諦） 

二智F

55
 權智F

56
F（俗智、如

量智、後得智、有

分別智） 

實智（真智、如理智、

根本智、無分別智） 

 

 

智者大師之思想，係承傳初、二祖，將諸佛典融會，而以中觀「空、假、中」、智論

「三智一心」與法華經，予以體系化、次第化，而自成一格。並兼採南三北七等南北

                                                       

53「三德」：涅槃經所說大涅槃所具之三德： 

  一、法身德：為佛之本體，以常住不滅之法性為身者。 

  二、般若德：般若譯曰智慧，法相如實覺了者。 

  三、解脫德：遠離一切之繫縛，而得大自在者。 

  此三者各有常樂我淨之四德，故名三德。 

  而此三德，不一不異，不縱不橫。人人具足，這是自性本具的德能。常人現在迷失了，但只是暫    

了。倘真能夠把妄想分別執著放下，它就現前。《華嚴經》屬圓教，初住菩薩就證得了，證得三德

祕藏就超越十法界。別教要初地菩薩，圓教初住菩薩。這三德祕藏在哪裡？  
54

 三因佛性：出自《涅槃經》及《金光明經玄義》 

正謂中正，了謂照了，緣謂助緣。緣資了，了顯正，正起勝緣。亦是正發於了，了導於緣，緣嚴於

正。正起勝緣，相由既然非橫義也，一心頓具非縱義也，此妙因能剋妙果，俱名因者其義在茲。此

三佛性，又為空假中之三諦。了因為空諦，緣因為假諦，正因為中諦也。 

一、正因佛性，正謂中正，謂中必雙照三諦具足， 名正因佛性。（中正者，離於邊邪也。雙照者，

照空照假也。空謂蕩一切相，即是真諦；假謂立一切法，即是俗諦。非空非假，即是中諦。故云三

諦具足。） 

二、了因佛性，了謂照了。照了真如之理之智慧也，依之成就般若之果德，故名了因佛性。謂由前

正因發此照了之智，智與理相應，故名了因佛性。 

三、緣因佛性，緣助了因，開發正因之一切善根功德也。依之成就解脫之德，故名緣因佛性，/緣即

緣助，謂一切功德善根資助了因，開發正因之性，故名緣因佛性。 三 佛性：謂真性平等，猶如虛空。

於諸凡聖，無所限 礙，故名佛性。 
55

 開佛智為二種：曰如理智，如量智。曰根本智，後得智。曰真智，俗智。曰實智，權智。曰一切智，

一切種智。要之為事理一雙相對，諸義相通，然華嚴宗多通用如理如量，法相宗通用根本後得，天

台宗通用權智實智之目。 

【二智】   

 1.如理智和如量智。如理智又名根本智、無分別智、真智、正體智和實智等，是佛菩薩親証真如契於

諸法實相的真智；如量智又名後得智、分別智、俗智和權智等，即佛菩薩說法度生分別事相的智。 

2.根本智和後得智。境智無異，不起分別，名根本智；分別一切差別之相，慧照分明，名後得智。 

 3.真智和俗智。真智是根本智的別名，亦即照了真諦理性的智；俗智是後得智的別名，亦即照了俗

諦事相的智。  

  4.實智和權智。實智是真性之中的真實智慧；權智又名方便智，即相機說法的方便智慧。 

  5.一切智和一切種智。一切智是聲聞緣覺的智，能夠明白一切法真空的道理；一切種智是佛的智，能

夠通達一切諸法的實相。聲聞緣覺只有一切智，佛則二智皆有。 
56

 一、《論語‧子罕》：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通

經達權，權衡其輕重）」---「權變」為最高原則。機變、權謀，曹操、胡林翼權變。用心之正， 

  二、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明達事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通

權達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傷害自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水火

寒暑不能為害：百毒不侵），禽獸弗能賊(賊害)。非謂其薄(迫近、觸犯)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

禍福(安危禍福俱能安寧無虞)，謹於去就(出處進退辭受)，莫之能害也。蹢䠱而屈伸(隨進隨退、

隨屈隨伸，進退應機適時而發)，反要而語極。(反乎道妙，分毫不失，恰到好處，達到極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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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以來諸判教方式，將佛陀一代時教之方法與內容，而有「五時八教」之說。 

《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9：「即空即假即中，即空，故名一切智；即假，故名道種智；

即中，故一切種智。三智一心中得名大般若。」F

57
F《摩訶止觀》卷 3：「佛智照空，如

二乘所見，名一切智。佛智照假，如菩薩所見，名道種智。佛智照空假中皆見實相；

名一切種智。故言三智一心中得。」F

58
 

 

三惑 二障 二執 三觀 三智 三果 

見思惑 煩惱障 我執--分段生死 空觀 一切智 羅漢果、緣覺果（慧眼） 

塵沙惑 假觀 道種智 菩薩（法眼） 所知障 法執--變易生死

無明惑 中觀 一切種智 佛果（佛眼） 

 

《靈峰蕅益大師宗論》卷 4：「有名異實同者，如台宗謂之一心三觀，賢首謂之一真法

界，相宗謂之勝義唯識，禪宗謂之向上一著，未始少異也。」F

59
 

《天如惟則禪師語錄》卷 3：「即文字之謂教，離文字之謂禪。禪非外教而禪。教非外

禪而教，教乃有文字之禪，禪乃無文字之教。曰禪曰教名異實同。蓋同一治心之善權

方便耳。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亦如醫方萬品，為病

證萬差而設。苟去其病，則溫涼虗實之劑何所施焉。彼未達方便之理者，乃各私其所

宗。教則以記持誦習，依文解義為尚；禪則以拍盲枯坐不涉義路為高。各執一是，彼

此相非。苟非徹悟自心，親見佛祖善權之意者，其是非何自而息哉。」F

60
 

**【實相座標圖】 

0：是 X.Y 與 P. Q 之交匯點。它是零，零是什麼都沒有的 0，但如果沒有了零，則什麼

都不可能有了。故 X.Y 與 P. Q等，代表數字中任何一個數字，都是以零為基本而成的。

故曰：「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成。」的道理。而 X.Y 與 P. 

Q等比喻一切數字，也代表著萬事萬物。都是從零出發而成的---無論量重量、長寬高

等物質，小至一花、一葉，大至一座山，一個大千世界等。它們都是條件的產物：時

間、空間、壓力、速度、溫度等因緣而生的。 

 

                                 (X)緣起 

                        A                   B 

                                      

                                                    

 

                                         

                                                       

57 (CBETA, T33, no. 1716, p. 789, c18-20) 
58

 (CBETA, T46, no. 1911, p. 26, b10-13) 
59 (CBETA, J36, no. B348, p. 332, b19-21) 
60

 (CBETA, X70, no. 1403, p. 780, a21-b5 // Z 2:27, p. 428, c15-d5 // R122, p. 856, a15-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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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緣起(P)            性空(O)                 (Q)緣起 

                                              

 

 

                     C                  D 

                                            

                                 (Y)緣起 

 

一、X.Y 與 P. Q 表現象界的任何事物，舉凡事物，必屬「緣起法」。 

二、XY軸與 P Q 二軸交叉：縱橫兩座標處之(O)，表性空。（0 為所有物質、事物與數

字的基礎點） 

三、P O：表緣起本質為性空（由假入空；「攝事入理」）OP：表性空不礙緣起(由空入

假：「理攬事成」)  

四、P O； O P 雙向同時交錯而行表緣起與性空同時交融 ←→：「理事無礙法界」 

五、X.Y.P.Q.A..B.C.D諸點，均表現象界各種物相，為諸緣起法；因諸緣起法概屬性空，

故緣起與緣起之間，自互不相礙---是為「事事無礙法界」 

.**天台三惑、三觀、三諦、三果、二死、四土 

         地獄—上品十惡心     

界內     畜生—中品十惡心    三惡道 

         餓鬼—下品十惡心                 

六凡     修羅—下品十善心              六道 (見思未盡，受三界分段生死)  

          人 –中品十善心    三善道   

          天 –上品十善心    

        聲聞—四諦-- (斷見思、具一切智)          (尚有塵沙、無明二惑受界外變 

界外    緣覺 —十二因緣（更斷見思習）             三乘 --  變易生死) 

四聖    菩薩—六度萬行（斷塵沙惑、具道種智）           

         佛 --證一種切智（斷無明惑 ）-- 一佛乘      (三惑盡淨、二死永亡) 

 

【中論】 

《中論》卷 4〈觀四諦品 24〉：「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無；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F

61
 

《中論》卷 4〈觀四諦品 24〉：「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成。」

F

62
 

《中論》卷 4〈觀四諦品 24〉：「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一以世俗諦，二第一義諦。

                                                       

61 (CBETA, T30, no. 1564, p. 33, b12-14) 
62 (CBETA, T30, no. 1564, p. 33, a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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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人不能知，分別於二諦；則於深佛法，不知真實義」F

63
 

《中論》卷 4〈觀四諦品 24〉：「離有無二邊，故名為中道；是法無性，故不得言有。

亦無空故，不得言無。若法有性相。則不待眾緣而有。」F

64
 

 

**【心經】 

「色不異空」：凡夫著色，故以空破之--由緣起趨向偏空 –屬小乘聖者所修。 

「空不異色」：二乘著空，故以色(緣起)破之--從空出假(緣起)--屬大乘權教菩薩所修--- 

(以上二者：色空二者對立) 。 

「色即是空」：先攝妄相歸真空之體。次依體起用「從空入假」：為「權教菩薩」所修。 

再次，「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緣起(生滅法)不礙性空(不生滅法) ；性空不礙緣起—

體用一如--「實教菩薩」所修--從凡夫趨真如。緣起與性空圓融無礙；隨緣不變，不變

隨緣---雙向無礙。--「性相融通」一法如此，法法如此—即事事無障礙境界。即可通

於「圓教」的思維了。 

 

**【心經與中觀之會通】 

《心經》：「色（緣起）不異空（性空），空不異色；色（緣起）即是空（性空），空（性

空）即是色（緣起）。」 

《中論》卷 4〈觀四諦品 24〉：「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無（空）」（從緣起而性空--「體」）；

亦為是假名（依性空義，不破壞假名--「依體起用」），亦是中道義。（緣起與性空不二

--即空即假即中）」---「色空不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由空義故緣起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成。（若無

空義，不得緣起）」---「空即是色」---其義當如下之思維方式： 

           緣起→性空       性空→緣起 

           緣起→←性空   

「色即是空」：返妄歸真—從凡夫返歸佛界（小乘聖者）；「空即是色」：依體起用—從

佛界再返回凡夫界（大乘聖者）。此時可達：「色（緣起）即是空（性空），空（性空）

即是色（緣起）。」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緣起        性空---雙向無障礙； 

隨緣        不變----雙向無礙；理（性空）       緣起----亦無障礙 

-------一法無障礙----法法無障礙-----事事無障礙。 

 

「天台宗」四教： 

1.藏教：「空（偏空）」，2.3.通教：「空」可通於「假」；3.先空→次假→次中（次第三觀：

別教）；4.即空﹦即假﹦即中（一心三觀：圓教） 

                                                       

63 (CBETA, T30, no. 1564, p. 32, c16-19) 
64

 (CBETA, T30, no. 1564, p. 33, b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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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起信論》卷 1：「為欲令眾生，除疑捨邪執，起大乘正信，佛種不斷故。」F

65

F《大

乘起信論》卷 1：「若如來滅後，或有眾生能以自力廣聞而取解者；或有眾生亦以自力

少聞而多解者；或有眾生無自[智]心力因於廣論而得解者；[亦]自有眾生復以廣論文多

為煩，心樂總持少文而攝多義能取解者。如是此論，為欲總攝如來廣大深法無邊義故，

應說此論。」F

66

 

 

《大乘起信論》卷 1：「摩訶衍（大乘）者，總說有二種。云何為二？一者、法，二者、

義。所言『法』者，謂眾生心F

67

F，是心則攝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依於此心顯示摩

訶衍義。何以故？是心真如相，即示摩訶衍體故；是心生滅因緣相，能示摩訶衍自體

相用故。所言義者，則有三種。云何為三？一者、體大，謂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減故。

二者、相大，謂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三者、用大，能生一切世間、出世間善因

果故。一切諸佛本所乘故，一切菩薩皆乘此法到如來地故。已說立義分。次說解釋分。」

F

68

F   

「顯示正義者，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云何為二？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生滅門。

是二種門，皆各總攝一切法。此義云何？以是二門不相離故。（以下為「離言真如」）

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

別，若離[心]妄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

離心緣相（本體、形上者也），畢竟平等、無有變異、不可破壞。唯是一心故名真如，

以一切言說假名無實，但隨妄念不可得故。言真如者，亦無有相。謂言說之極因言遣

言，此真如體無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無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當知一

切法不可說、不可念故，名為真如。」F

69

F   

（以下為「依言真如」）「《大乘起信論》卷 1：「真如者，依言說分別有二種義。云何

為二？一者、如實空，以能究竟顯實故。二者、如實不空，以有自體，具足無漏性功

德故F

70

F。所言空者，從本 [以]已來一切染法不相應故，謂離一切法差別之相，以無虛

妄心念故。當知真如自性，非有相、非無相、非非有相、非非無相、非有無俱相，非

一相、非異相、非非一相、非非異相、非一異俱相。乃至總說，依一切眾生以有妄心

念念分別，皆不相應故說為空，若離妄心實無可空故。所言不空者，已顯法體空無妄

                                                       

65 (CBETA, T32, no. 1666, p. 575, b16-17) 
66 (CBETA, T32, no. 1666, p. 575, c11-17) 陸機〈文賦〉：「佇（久立）中區（宇宙之中）以玄覽（深刻 觀

察萬物），頤情志（逍遙頤養、怡悅心情與志意）於典墳（三墳、五典：三皇五帝的方古籍）。」「收視

返聽（收攝視聽，靜默以察識之；不見不聞為見聞之端。定靜安慮乃能得之），耽思（深思熟慮）傍訊

（傍求博採）。」「傾群言（各種言論思想：經史百家之說）之瀝液（精華），漱六藝（六經）之芳潤（含

英咀華）。」「籠（總統概括）天地於宇內（天地宇宙無所不含），挫（役使、收拾）萬物於筆端。（謂

筆端所至，形容摹擬宇宙萬物之情狀，無所遁形）」 
67 日人湯次了榮《新釋》謂：「以眾生的一心為大乘之體也。」 
68 (CBETA, T32, no. 1666, p. 575, c20-p. 576, a2) 
69

 (CBETA, T32, no. 1666, p. 576, a4-18) 
70

 所謂「無一物處無盡藏，有花有月有樓台。」「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惟江上之清

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專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蘇

軾〈赤壁賦〉）「鏡裏乾坤」「茶裏乾坤」「袖裏乾坤大，壺中日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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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F

71

F，即是真心常恒不變淨法滿足，故名不空，亦無有相可取，以離念境界唯證相應

故。」F

72

 

諸法本來：離言說相（不可說）、離名字相（假名）、離心緣相（離心念）、畢竟平等

（一切法平等）、無有變異（常住不變）、不可破壞（無可壞）。---真如無可遣、無可之

立。---一切法皆同「如」（法爾『如』是：如如不動：法性本體：本不生滅故） 

「言說之極，因言（依言真如）遣言（離言真如）」 

《大乘起信論》卷 1：「心生滅者，依如來藏（「體」：「宇宙開發的第一因」--形上依據）

故有生滅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為阿[黎]梨耶識。（「相」：「宇

宙開發的第二因」）」F

73

F（「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陸機〈文賦〉」 

 

《大乘起信論》卷 1：「此識有二種義，能攝一切法、生一切法。云何為二？一者、覺

義，二者、不覺義。所言覺義者，謂心體離念。離念相者，等虛空界無所不遍，法界

一相即是如來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說名本覺。何以故？本覺（先天，屬「性德」：「體」）

義者，對始覺（後天，屬「修德」：「用」）義說，以始覺者即同本覺。始覺義者，依

本覺故而有不覺，依不覺故說有始覺。又以覺心源故名究竟覺，不覺心源故非究竟覺。

（「本覺」是「在纏真如」，「究竟覺」屬「出纏真如」）」F

74

F---「覺」等虛空，即是法身，

「本覺」與「不覺」非有二，在纏與出纏亦非有二。均係二而不二的「終教」思維。  

《大乘起信論》卷 1：「依不覺故生三種相，與彼不覺相應不離。云何為三？一者、無

明業相（「體」）：以依不覺故心動（無波起浪），說名為業；覺則不動。動則有苦（有

生滅故），果不離因故。二者、能見相（「能」）：以依動故能見；不動則無見。三者、

境界相（「所」）：以依能見故境界妄現；離見則無境界。（以上「三細」，以下「六粗」）

/以有境界緣故，復生六種相。云何為六？一者、智相：依於境界，心起分別愛與不愛

故。二者相續相：依於智故生其苦樂，覺心起念相應不斷故。三者、執取相：依於相

續緣念境界，住持苦樂，心起著故。四者、計名字相：依於妄執，分別假名言相故。

五者、起業相：依於名字，尋名取著，造種種業故。六者、業繫苦相：以依業受果不

自在故。當知無明能生一切染法，以一切染法皆是不覺相故。」F

75

F（所謂「一念不覺

生三細，境界為緣長六粗。」--即能、所對立，以至繼長+ing增甚的過程） 

 

                                  真如---體 

                     法：眾生心 

二、立義分—大乘                  生滅—體相用 

                          大(約法) 

義 

                                                       

71
 皓月迥出雲層表，玲瓏畢現騰光輝。 

72
 (CBETA, T32, no. 1666, p. 576, a24-b7) 

73
 (CBETA, T32, no. 1666, p. 576, b7-9) 一般唯識宗則以阿賴耶為「宇宙開發的第一因 

74 (CBETA, T32, no. 1666, p. 576, b10-18) 
75 (CBETA, T32, no. 1666, p. 577, a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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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約喻) 

 

                離言真如（頓教） 

心真如門 

                依言真如（終教）：空、不空 

 

       真如門：總攝一切法（法界大總持門） 

心                                      二門不相離 

       生滅門：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 

 

       如來藏（體：宇宙開發第一因）：生滅心所依 

心 

       阿黎耶識（相：宙宇開發第二因）：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 

 

【生滅相狀】：三細、六粗 

         業相：自體分（自體） 

三細相   見相：見分（主觀 S）   阿黎耶識（第八識） 

         境界相：相分(客觀 O) 

 

*第七末那識，屬「能執」，黎耶識，屬「所執」，舉黎耶識，即含末那識於其中。 

          前四：智、相續、執取、計名---惑    

六粗-----   起「業」相—------------------------業      分別事識(第六識) 

          業繫「苦」相-------------------------苦   

 

三細：無明業相、見相、境界相---------------------------阿賴耶識 

  賢首        初二：智相、相續相：細惑（法執）  ------ 

六粗  次二：執取相、計名字相：粗惑（我執）     意識 

              後二：起業相、業繫苦相------------------------ 

                  

              粗中粗----計名字相、執取相------凡夫境界 

         粗   粗中細-----相續相、智相       菩薩 

生滅相        細中粗------境界相、能見相    境界 

         細   細中細---無明業相------------------佛陀境界 

 

**【壇經】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 1：「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啟祖言：『何

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在聖不增，在凡不

減）；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性空不礙緣起：「以有空義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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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法得成。」）。』祖知悟本性，謂惠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

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

『汝為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F

76

F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 1：「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

師師密付本心」F

77

F ---「圓頓教思維」 

《壇經》卷 1：「定慧第四 

師示眾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大眾！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

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

定慧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空有定

慧，定慧不等。內外一如，定慧即等。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

闇。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 

師示眾云：「善知識！一行三昧F

78

F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淨名》F

79

F

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諂曲，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

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著。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常坐不動，

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善知識！道須通

流，何以却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為自縛。若言常坐不動是，只如

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

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顛。如此者眾，如是相教，故知大錯。」F

80

F  

《壇經》卷 1：「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若得解脫，

即是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即遍一

切處（無不相），亦不著一切處（無相）。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六根門頭--「定（體）」)，

於六塵(染---無不相)中無染無雜(淨—無相--「慧」（用）)，來去自由，通用無滯(染淨

無二)，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著空相），當令念絕，即

是法縛，即名邊見（著於空無之謬見--「斷滅」）。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

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F

81

 

《壇經》卷 1：「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

是念之體(定：性空)，念即是真如之用(慧：緣起) （合二句l體用一如—即定之慧）。

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即

                                                       

76 (CBETA, T48, no. 2008, p. 349, a17-25) 
77 (CBETA, T48, no. 2008, p. 349, a29-b2) 
78 一行三昧，出於《文殊師利所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一行，就是行住坐臥，任何的狀況，都保持實

相的、智慧的心。「三昧」，又稱「正定」；乃有智慧的定，為真正解脫的定，不同凡、外之有執之定。

又作一三昧、真如三昧、一相三昧、一相莊嚴三摩地。一行三昧又分為二，即： (一)事之一行三昧，

即一心念佛之H念佛三昧H。係心一佛，專稱名字；隨佛方所，端身正向，能於一佛念念相續，即是念

中，能見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二）理之一行三昧，乃定心觀法界平等一相之三昧。乃定心觀法

界平等一相之三昧。入此三昧，則知一切諸佛法身與眾生身為平等無二、無差別相，故於行住坐臥

等一切處，能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直成淨土。 
79

 即《維摩詰經》 
80 (CBETA, T48, no. 2008, p. 352, c12-p. 353, a7) 
81 (CBETA, T48, no. 2008, p. 351, a25-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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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善知識！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六根門頭：「定」），不染萬境(在生

滅境中不染：不著生滅即是不生滅：「慧」)，而真性常自在。故經（《維摩詰經》）云：

『能善分別諸法相(緣起：權智)，於第一義而不動（性空：實智）(合以上二句同時俱

存)。』」F

82

 

《景德傳燈錄》卷 3：「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答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

答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答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答

曰。今見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答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

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答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為我

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

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

作精魂」F

83

F足見禪門乃善用六根門頭之妙用，正從「如來藏」思想而來。而《楞嚴經》

《壇經》與般若思想彼此互通可知！ 

《壇經》卷 1：「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開悟頓教，不[執]能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

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凡夫：「即相著相」；二乘：「離相不著相」；菩薩：「即相離

相」），即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

與般若經本無差別。」 

「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

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

其人中有愚有智，愚為小人，智為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說法。愚人忽然

悟解心開，即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故知萬法

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

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

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

自觀心，自見本性。」F

84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 1：「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

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者，於相

而離相(即相不著相，非離相不著相：「定慧等持」)。無念者，於念而無念(即念而離，

非離念而念：「定慧等持」)。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

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

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善知識！

外離一切相，名為無相。能離於相，即法體清淨。此是以無相為體。善知識！於諸境

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

却，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是為大錯。學道者思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誤

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為宗。」F

85

 

                                                       

82 (CBETA, T48, no. 2008, p. 353, a29-b6) 
83 (CBETA, T51, no. 2076, p. 218, b10-22) 
84 (CBETA, T48, no. 2008, p. 350, c28-p. 351, a16) 
85 (CBETA, T48, no. 2008, p. 353, a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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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無生方便門》（古逸經）卷 1：「於此法身說名本覺，覺心初起心無初相，遠離

微細念了見心性。性常住名究竟，是法身。問：是沒是報身佛？知六根本不動覺性頓

圓光明遍照（相），是報身佛。是沒是法身佛，為因中修戒定慧，破得身中無明重疊

厚障，成就智慧大光明，是法身佛。是沒是化身佛，猶心離念境塵清淨。知見無礙，

圓應十方，是化身佛（用）。體用分明：離念名『體』。見聞覺知是『用』。寂而常用，

用而常寂；即用即寂，離相名寂；寂照照寂。寂照者，因性起相；照寂者，攝相歸性。

舒則彌淪法界。卷則總在於毛端。….啟無為達『實相』。」F

86

F--- 此法身解脫體用、動

靜之不二門，超越對待、差別之絕待境界。寂者，寂靜之意；照者，鑑照之用，佛智

之本體為空寂，但同時具觀照之作用。是故坐禪之當體，具有止觀、寂照之功。 

**【金剛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 1：「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

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F

8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 1：「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

住心。若心有住（著於『有』），則為非住（著於『空』，一有所著（著有著空，同係

一著），即是不清淨，即於實相不合）。」F

8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 1：「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

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

見種種色。」F

89

 

**江味農居士《金剛經講義》釋之云： 

「蓋指示千言萬語，言不應住相者，無非欲令見性（本性、實相）耳。清淨，即無相

之意。（*以下分析原由）凡夫著相，因之障性（道障本不生滅者）。今欲見性，相何

可著。蓋凡夫著相，故不清淨，所以障性也。今欲見性，故應清淨其心，故應離相也。」

「經不但云：『不應住色，不應住聲香味觸法』，而其下綴有『生心』二字者，正指示

學人欲不住相，應在起心動念時，微密用功。如是，乃為切實。…今欲不為色聲香味

觸法起心動念」F

90

F「但應『心不住相』」，並非斷滅其相，故曰：『是名』，是名者，名

正言順，不能廢其事也。…心未嘗息，便是『生其心』也。…雖曰：『生心』，實則『生

而無生』也。…應無所住，『不應取法』也；而生其心，『不應取非法』也。」「不取

法，『空』也；不取非法，『有』也。無所住而生心，是明空不離有，生清淨心，是明

空在有中，空不離有，猶言『色不異空，空不異色。』不離不異漸合矣。然而空還是

空，有還是有，是猶一而二也（*似一非一，如相似值）。若空在有中顯現，則『色即

是空，空即是色（*二本是一，水乳交融，或如一滴水回歸大海）』。空有相即，則二

而一矣。此之謂空有同時，必能如是，方稱為兩邊不著。…今則空有俱空，一且不存，

                                                       

86 (CBETA, T85, no. 2834, p. 1274, a27-b11) 
87 (CBETA, T08, no。 235, p. 749, c20-23) 
88 (CBETA, T08, no. 235, p. 750, b22-24) 
89 (CBETA, T08, no. 235, p. 750, b28-c3) 
90《金剛經講義卷三》臺灣印經處 1957 年  頁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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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於何有？無礙自在，是真清淨矣。不應取法兩句之真實義（*純係「圓教」模式），

至此闡發深透；故曰點睛也。他如無法相，亦無非法相，即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非

法非非法，即是空有俱空之清淨心，亦即無為法，空有俱空，則心行處滅，言語道斷，

故曰不可取、不可說。」「此科是是上來諸義的點睛結穴，睛既點，則全身俱活。穴

既結，則萬脈朝宗。然後千言萬語，一一皆有個著落。…總而言之，明得無所住而生

心之真實義，則所生者，乃任運而生。所謂『無住』者，無妨隨緣而住，隨緣而住者，

無心於住，雖住而實無所住也；任運而生者，法爾現前，曰：生而實無所生也。果能

如是，則法法都顯無住真心。物物莫非般若實相。正古德所謂塵塵是寶，處處逢渠也。

所以我須菩提，前於世尊著衣乞人食行坐往還時，薦得無住的妙諦，即於大眾從座而

起，頂禮讚嘆曰：『希有世尊，善護念，善護囑，而請發問大心者，應云何住，云何

降服其心？我世尊即逗其機而印許之曰：應如汝所說之善護、付囑者，如是而住，如

是而降也。以下復詳哉言之，譬如千巖萬壑，蜿蜒迤邐，直至此處而結之曰『應如是

生清淨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應生清淨心』者，所謂『應如是住』也；『應無

所住而生其心』者，所謂『降服其心』也。得此中一個如是點醒，然後開口總示所說

兩個如是，纔有個著落。即是上面兩個如是，得這一個如是，其義乃更親切，更透徹。

謂之遙相呼應，尚隔一層，直是融成一味矣。所以此科兩行餘文，是從經至此的一個

大結穴，如堪輿家然，千山萬水，處處提龍。若不出個正穴來，難免在旁枝上著腳，

不得要領。…學佛亦然，…教義幽深，必應得其綱要所在，而此段乃前來所說諸義之

綱要也。/應於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上，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

如是解，無論修何法，行住坐臥，不離這個，庶於無住之旨，纔有個入處，而自性清

淨心纔能漸漸露出些消息來所修之法，亦可望有個成就之期也。千萬千萬！又此段既

是上來諸義之綱要，解得此綱要，以行布施等法，頭頭是。」F

91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 1：「須是實相者，則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F

92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猶如蓮華不著水，亦如

日月不住空。」F

93

F---鳥飛空而不住空，如魚游水而不滯於水。「菩薩行事如鳥翔空，愈

行愈遠愈無痕。」 

《菜根譚》：「雲去而本覺之月現，塵拂而真如之鏡明。」「風過而竹不留聲，雁度寒

潭無留影。」「竹影掃階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水流任急境常靜，花落雖頻意

自閒。事來心始現，事去心隨空。」 

【十八空】空或空性是諸法空性義，為非真實性。空性是內在而言，外在的顯示，即

為空相。 

《大品般若經》有十八空之說：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第一義空，有為

空、無為空，畢竟空，無始空，散空，性空，自相空，諸法空，不可得空，無法空、

有法空、無法有法空。 

1.內空：內法名眼、耳、鼻、舌、身、意（六根）。 

                                                       

91 同前註頁 15-17 
92 (CBETA, T08, no. 235, p. 750, b3) 
93 (CBETA, T10, no. 293, p. 847, 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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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空：色、聲、香、味、觸、法。（六塵） 

3.內外空：內外十二入。（六根與六塵） 

4.空空：一切法空，是空亦空，非常非滅故。空空者，以空破內空、外空、內外空，

破是三空故，名為空空。 

5.大空：東、西、南、方四維、上、下。（空間） 

6.第一義空： 第一義名涅槃。第一義，名諸法實相，不破不壞故，是諸法實相亦空，

何以故？  

7.有為空：有為法名欲界、色界、無色界。有為空：名因緣和合生，所謂五蘊、十二

入、十八界等。 

8.無為空：無為法，名無因緣，不生、不滅，如虛空。有為法相空，不生、不滅、無

所有故。復次、離有為，則無無為。有為法實相，即是無為。若不作則不

滅，是名無為法如實相。於有為法、無為法不取相，是為無為法。  

9.畢竟空：畢竟名諸法畢竟不可得。畢竟空者，以有為空、無為空破諸法，令無有遺

餘，是名畢竟空。內空、外空、內外空、十方空、第一義空、有為空、無

為空，更無有餘不空法，是名畢竟空。 

10.無始空：就生死言：若先生後死，則不從死故生，生亦無死；若先死後有生，則無

因無緣，亦不生而有死；以是故，一切法，則無有始。如今生從前世因緣

有，前世復從前世有，如是展轉，無有眾生始；法亦如是。（時間）  

11.散空：散空者，散名別離相，如諸法和合故有；如車以輻（輪中直木：三十輻共一

轂）、輞（車輪外匡）、轅（駕車兩側直木）、轂（車之軸心）、轄（車鍵）

眾合為車，若離散各在一處，則失車名；五蘊和合因緣故，名為人，若別

離五眾，人不可得。 

12.性空：一切法性，若有為法性，若無為法性。性空者，諸法性常空，假業相續故，

似若不空，譬如水性自冷，假火故熱，止火停久，水則還冷；諸法性亦如是，

未生時空無所有，如水性常冷；諸法眾緣和合故有，如水得火成熱；眾緣若少

若無，則無有法，如火滅湯冷。一切有為法，皆從因緣生，從因緣生，則是作

法；若不從因緣和合，則是無法，如是一切諸法，性不可得故，名為性空。 

13.自相空：一切法，有二種相，總相、別相，同相、異相，俱空。 

14.一切法（諸法）空：蘊、處、界離能所等。 

15.不可得空：諸因緣中，求法不可得，如五指外，拳不可得故。「無智亦無得。」 

16.無法空：無法，名法已滅，是滅無故，名無法空。 

17.有法空者：諸法因緣和合生故，無有法，有法無故，名有法空。 

18.無法有法空：取無法、有法相不可得，是為無法有法空。 

復次、十八空中，初三空，破一切法，後三空，亦破一切法。有法空，破一切法生時

住時；無法空，破一切法滅時；無法有法空，生滅一時俱破。 

復次、有人言：過去、未來法空，是名無法空；現在及無為法空，是名有法空，何以

故？過去法滅失，變異歸無，未來法因緣未和合，未生未有，未出未起，以是故名無

法；觀知現在法及無為法，現有是名有法；是二俱空故，名為無法有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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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有人言：無為法，無生住滅，是名無法；有為法，生住滅，是名有法；如是等

空，名為無法有法空。 

《大品般若經》在廣說十八空後略說為四空：法法相空，無法無法相空，自法自法相

空，他法他法相空。 

「斷滅空」、「沉空」、「惡取空」 

1.「斷滅空」：凡夫、外道所說的空。謂一切萬法終歸消滅，「一無所有」。這是凡夫、

外道對佛法的「空」的誤解。 

2.「惡取空」：以不動為空。說一切法不生不滅（靜止不動），空無所有；以其說不契

實義，不知即空無性之理，即是惡取空。否定真俗二諦，是為惡取空。 

3.「沉空滯寂」：小乘之空 

原是大乘對小乘的一種批評，本為禪林用語。從無常門發，厭離心深，而悲願不足，

偏好禪定，容易沉滯空寂境相，貪著小乘而迷性不返，沉滯其內，跳不出來，為自了

漢的思維。所證之涅槃名「偏真涅槃」。// 

 

《首楞嚴經》卷 4：「如果位中，菩提、涅槃、真如、佛性、菴摩羅識、空如來藏、

大圓鏡智，是七種名稱謂雖別，清淨圓滿體性堅凝，如金剛王常住不壞；若此見聽離

於暗明、動靜、通塞，畢竟無體，猶如念心離於前塵本無所有，云何將此畢竟斷滅以

為修因，」F

94
 

《靈峰蕅益大師宗論》卷 4：「有名異實同者，如台宗謂之一心三觀，賢首謂之一真法

界，相宗謂之勝義唯識，禪宗謂之向上一著，未始少異也。」F

95
 

《天如惟則禪師語錄》卷 3：「即文字之謂教，離文字之謂禪。禪非外教而禪。教非外

禪而教，教乃有文字之禪，禪乃無文字之教。曰禪曰教名異實同。蓋同一治心之善權

方便耳。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亦如醫方萬品，為病

證萬差而設。苟去其病，則溫涼虗實之劑何所施焉。彼未達方便之理者，乃各私其所

宗。教則以記持誦習，依文解義為尚；禪則以拍盲枯坐不涉義路為高。各執一是，彼

此相非。苟非徹悟自心，親見佛祖善權之意者，其是非何自而息哉。」F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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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ETA, T19, no. 945, p. 123, c14-19) 

95 (CBETA, J36, no. B348, p. 332, b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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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ETA, X70, no. 1403, p. 780, a21-b5 // Z 2:27, p. 428, c15-d5 // R122, p. 856, a15-b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