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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修專欄】：「南傳北傳禪觀的心要」（一）
(Meditation Column)： The Central Essence of Theravada and Mahayana
Meditation ＆ Insight
南傳、北傳禪觀的心要：
鳩摩羅什法師所譯《思惟略要法》
The Central Essence of Theravada and
Mahayana
Meditation & Insight:
"The Brief Strategy of Visualization"
translated by Kumarajiva Master
主講者（Lecturer）：
釋心宏（Ven. Shinhong Shih）
時間（Time）： 15-16 ＆
23-24/06/2004
地點（Place）：新加坡
（Singapore）、Apollo Centre
主辦單位：新加坡法鼓山佛學圖書館
（Dharma Drum Library Singapore Pte
Ltd）
協辦單位：
淨土梵音（Pure Land Marketing）
桑耶精舍法務組整理
http://www.sbaweb.org/dist/book.php?
class=104

2004 年 6 月新加坡、法鼓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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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精進。所以，我很感謝今天有這
個因緣，來跟大家介紹南傳北傳的
禪觀。

◎講記的內容：
【甲一、前言（分四）】

主題介紹：請看講義封面第一頁，
英文打的「The Central Essence of
Theravada

and

諸位法師、諸位蓮友：大家晚安！

Mahayana

Meditation

&

首先謝謝新加坡「法鼓山圖書館」

「 Theravada」是指南傳佛教或翻

Insight」，

邀請我來介紹「南北禪觀的心要」。 （翻譯）成上部座佛教，Mahayana
我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為大家介 是指北傳佛教或大乘佛法。另外，
紹禪觀，今天所要介紹的主題，請

現在大家都知道，全世界有南傳、

各位先看講義的封面：鳩摩羅什

北 傳、藏 傳 ( 稱 為 金 剛 乘 )（英

大師所翻譯的《思惟略要法》。我

Vajrayana Buddhism ）。藏傳佛教也

個人多年來學習大乘佛法，也好樂

有很詳細的止觀系列，這次我也會

淨土法門，也學習南北傳的教義。

提一點，但我沒辦法為各位做詳細
介紹。也因為各位是老參，也是常
年學習禪法的同修，所以內容會比
大型演講更深一點，來說明我們的
心「根、塵、識」，在面對境界時，
怎麼修止觀。所以請大家把心靜下
來注意聽。演講時間從七點卅分到
九點卅分，基本上先講到九點，共
一個半小時，接下來半小時有問題
的可舉手問，問題最好先寫在紙條

新加坡、佛教文物展、僧眾托鉢繞佛三匝

上，有些問題我會立刻回答，有些

很多人以為我只念阿彌陀佛，當然

問題在後面的講座會講到，所以希

我念「阿彌陀佛」，可是我也自己

望大家耐心的用心聽。

修「止觀」。

在這裏講「Meditation& Insight」，

所以應該是說，這麼多年來，我首

當我們講「Meditation」時，事實上

新加坡、大悲中心、觀世音菩薩

淨道論》，或大乘的《瑜珈師地論》
或《大智度論》，《菩提道次第廣
論》，裏面都會有同樣辯論的問
題： 先修止，還是先修觀？或是先
修觀，才修止？還是止、觀是不是
可以同時修？這個問題非常好，對
一般根性的人來說，大部份是先修
止，然後修觀。
因為我們凡夫心，是非常散亂的。
凡夫心分兩類：一個是散亂，一個
是昏沈。舉個例子來說：當你早上
起來，不管你在家或出家，你早上
刷牙，你照鏡子，你有沒有想過，
你看清楚你這時候的念頭是什
麼？所以修止觀，修禪法，第一個
要訓練你當下的念頭，是什麼？在

次在公開場合演講「止觀」的主題。 只有止，我們用英文「Meditation」
因此， 我非常的用心， 準備了很

並 不 完 整，應 該 是「Meditation&

久，講義有幾十頁，我也準備了很

Insight」，「Insight」就

多幻燈片、與大家分享。我知道很

「Vispayana」是指「止」跟「觀」。

多蓮友，尤其是法鼓山的信徒，在

在不同的經論裏，就有不同的辯

聖嚴師父的引導下，在禪觀上都勇

論。比方說在南傳、巴利三藏的《清

是

指

新加坡、法鼓山圖書館蓮友聆聽法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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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堂裏，法師常
會告訴你，眼觀
鼻，鼻觀心。你
在參加短期出家、或是在僧團裏修
禪法時，要是你念頭一跑掉，香燈
師就會拿香板打過去。為什麼？因
為你忘失了正念。所以修禪法或修
止觀，第一個主要訓練是常常要靜
下來想： 我現在的念頭是什麼？
或者是看著自己的念頭，它有很多
方法，所以在這裡講「Strategy」表
示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早上起來，
我們去工作：可能很不幸的被老
闆罵了一頓，「today is a bad day」，
所以你的心就起伏了；待會兒吃

【乙一、佛陀三乘禪觀的異
同：（分三）】
【丙一、南傳佛教的教法】
所以，禪觀第一個要訓練的，就是
你的念頭、你的心。你的念頭現在
是做什麼？南傳禪觀、北傳禪觀，
基本上都有重疊，最根本的是以四
念處「身、受、心、法」，「觀身
不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
無我」。
我想這個大家都很清楚。愈前面的
愈粗，觀身不淨，「身」是很粗重
的，來在這裡聽禪觀的都需要磨

新加坡、佛教文物展、佛陀領眾托鉢

接下來「身、受、心、法」，「心」
是什麼？待會兒我們會講。「法」
就更深，假如以部派佛教來講，它
把山河大地分為七十五法，而認為
法是真實的，就因為執著法是真實
的。所以，龍樹菩薩要破斥它。
對於教法，我們要有無有窮盡的心

飯時，講了很多話，也無意中造了

去學習，這樣「身、受、心、法」

很多口業；下午很熱，就進入睡眠

才能讓你的心安住，這是南傳佛教

三昧；回到家要照顧自己的小孩，

整個教法的教義，當然擴展起來，

或做自己的家事累了一天。

可以成為四聖諦及十二因緣。

寂天菩薩在《入菩薩行論》中
嘲笑： 沒有菩提心的人 (指在家

【丙二、北傳佛教的教法】

居士)，工作耗掉了體力，晚上又碰

北傳佛教也是以「四念處」、「四

到了老婆，老公已經耗盡精力，就
躺平在那裡了。想看看！我們的生
命是不是也如此呢？

練，硬要盤坐，腳也會不舒服，會
麻、會痛，所以身是很粗重的。接
下來比較細的就是「受」，感受的
受。譬如：夏天你喝了一杯冷的冰
果汁，感受是很美的； 人家給你鼓
勵（you touch my mind），感受是
很舒服的。可是感受的當中，往往
會加入我們的意識跟心念，還有我
們個人的判斷。有時候感受不一定
是對的，感受必須要透過禪觀，看
清楚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然後

印度‧瓦拉那西‧
創古寺金剛智慧大學

去調整它、和修正它。

聖諦」、「十二因緣」，但是它有
一個很大的差別。第一個：加入廣
大的菩薩願力，法鼓山的體系，在
聖嚴師父的引導下大家都願意發
心受菩薩戒，行菩薩道，這是非常
好的。換句話說，你發了廣大的菩
提心，那時候你的心量，就不是只
有面對自己。
南傳佛教只是對自己的「身、受、
心、法」，所以下手處都是在我們
的身。譬如：「禪坐」就坐在那個
地方就好了，所以南傳佛教，你會
覺得很實用。譬如說：不單在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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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在台灣現在

無窮，盡虛空，遍法界的一切佛國

有「十日禪」、

土的眾生，都是我的所緣境。這就

有「帕奧禪師」、 是南傳佛教，比不上大乘的地方。
「葛印卡禪師」，都非常非常的風

所以在座的各位蓮友，你可以學南

行。基本上我都非常讚歎，因為那

傳教法，這是佛的教法，但是對於

也是正法之一。但，現在有個問題， 大乘佛法，應該更有信心，努力的
假如你的修行，所關注的對象叫

去學習。

「所 緣 境」，所 緣 境，梵 文 叫

因為大乘佛法：第一、心是廣大無

（alambhana）、英文叫（ perceived

邊的、第二、 所緣境廣大無邊、第
三、大乘佛法還有很重要的般若空
觀，是小乘比不上的。雖然小乘在

師佛、阿彌陀佛和無量無邊的淨佛

《阿含經》裏有講空，可是大乘講

國土。這裡的淨佛國土是廣義的，

的空更深，假如你去讀《大智度論》 不單單指西方極樂世界，任何一尊

五台山、修行者

有十八空、有七空，這是小乘比不

佛都會成就一個淨土。大乘佛法的

上的。所以北傳的禪觀，會加三個

所緣境，是以佛菩薩的經名、咒語，

比較重要的條件：第一、廣大的慈

還有淨佛國土為所緣境。

悲心。第二、般若空慧。第三、無

接 下 來 金 剛 乘 的 禪 觀 (Vajrayana

有窮盡的願行。換句話說，我們不

meditation)是以什麼為主呢？以上

只自己打坐，讓自己身心清淨，還

師、本尊、護法為主。上師是你的

要幫助無量無邊的眾生，進入無上

(spiritual teacher) 本尊，譬如求四臂

成佛的道路。這個後面我還會再詳

觀音，我知道新加坡人非常有善

細講，所以學禪的人，第一個要發

根，舉行過兩次的恭誦億遍六字大

菩提心，這是很重要的。

明咒，你的本尊就是四臂觀音。接
下來還有護法，有不同的護法，最

object of meditation ），是你的理想，
是你所緣的，是你的對象。這叫所
謂「緣境」，這個我會常常提。
禪觀第一個要清楚，所緣境是什
麼？在大乘佛法，因為要發廣大的
菩提心，發四弘誓願：眾生無邊誓
願度。第二、所緣境不單單只有對
自己，從周邊你喜歡和不喜歡的
人，有緣跟沒有緣的人，不但是新
加坡的眾生，甚至是地球上的眾
生，乃是銀河系無量無邊的眾生，

【丙三、藏傳（金剛乘）佛教

有名的就是瑪哈嘎啦（觀世音的忿

的教法】
剛才說南傳佛教的所緣境，是自己
的身體，「身、受、心、法」。那
北傳佛教的所緣境是什麼？一佛
名、一菩薩名、大乘經典、一個經
文、一個咒語都是所緣境。所以你
會發覺我們北傳佛教的同修，都非
常喜歡文殊菩薩、觀音菩薩、地藏
菩薩、彌勒菩薩、釋迦牟尼佛、藥

五台山、修行者(大禮拜)

乃至像華嚴經講：虛空有盡，我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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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各位介紹藏傳佛教的止觀，它

非常好樂的，這是非常好的。

有很深的教法，以南傳、和北傳為

我不知道各位佛教徒有沒有想過

基礎而發展出更高的禪定。

（包括在家、出家的師父）「法門

【乙二、禪觀的心要的簡介

無量誓願學」，不管你修哪一門佛

（分三）】

法，譬如你現在專拜觀世音菩薩，

現在請看我編的講義前言，南傳北
傳禪觀的心要，《大正藏》第十五
冊，編號 617。《大正藏》每部經，
都有經碼，鳩摩羅什大師所翻譯的

專拜地藏菩薩，每個菩薩都有廣大
願力。你有沒有想過自己修的法門
是絕對很殊勝的，我們剛說過人的
生命和體力有限。禪觀想要幫助我

《思惟略要法》一卷。這一卷，非
常精簡，它介紹十個禪觀。它所介
紹的內容，請翻開第三頁十個禪
日本、高野山

觀，就是這十個，（第三頁 22 行）
禪觀的次第：

怒相）。 所以金剛的「所緣境」是
上師、本尊、護法。其實西藏的大
圓滿、大手印，也是以南傳、北傳
為基礎，最後才進入金剛乘。
金剛乘告訴你什麼？它告訴你：
你就是「佛」、你的身體就是整個
宇宙、你的身體就是壇城。這個教
法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常比喻它
就像佛教的博士班一樣，將來如有
因緣，再來祈請講法的話，我也可

第一觀：四無量觀法（慈、悲、喜、
捨四無量心）
第二觀：不淨觀
第三觀：白骨觀
第四觀：是觀佛三昧
第五觀：生身觀，生身是指色身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第六觀：法身觀
第七觀：十方諸佛觀
第八觀：觀阿彌陀佛又叫無量壽
佛觀
第九觀：諸法實相觀

日本、京都、東寺、僧人

第十觀：法華三昧觀
這次所有的講座，就是要介紹這十
種觀法。翻回第一頁，在鳩摩羅什
所介紹的禪觀，我要特別介紹一
下，在沒講前言之前，我要先講兩
個重點：第一、 佛教歷史的發展、
第二、禪宗的心法傳承。再講前言，
在座的蓮友，幾乎有一半對禪法是
日本、高野山

們解決兩個煩惱： 一是散亂，一是
昏沉。你在工作時是散亂心，等到
回家時覺得很累昏沉。可是禪觀要
對治你的煩惱，你修任何一法，都
是要讓你的心能對治散亂與昏沉。
縱使念佛的人，你要很認真的念
佛，有沒有讓你的心達到一心不亂
和意不顛倒呢？ 我發現很多蓮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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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佛時，雖然嘴

是觀音法門，你知道觀音法門跟整

巴 念 阿 彌 陀

個大乘法門有什麼關係呢？我覺

佛….….老 實 說

得北傳的佛教徒（華人佛教徒）很

他的心一樣顛倒，心一樣散亂，這

多都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連有些

個要去好好的反省。這不是說淨土

出家師父也太忙了，也沒有去思惟

宗不好，而是說要去省思： 你修任

過。我們修禪是很好的，但你有沒

何一個法門，是為了要對治你的散

有想過，佛教在歷史上，不管教義

亂心和昏沉心。的的確確，專和精

怎麼講，就是六個字「聞、思、修」，

是非常好的。在《華嚴經》裡曾經

「修」什麼？修「戒、定、慧」。

說過：《華嚴經》大家知道，一地、 這六個字一直是所有南傳、北傳、
二地、三地菩薩......。一地（初地到

藏傳，共同修行的方法。

日本、奈良、唐招提寺
開山堂內、等身幹漆夾貯、鑑真坐像

十一地菩薩）、初地菩薩以前的凡
夫要愈專精，愈容易得定。所以你

【丙一、佛教歷史的發展】

故鄉)，再傳到中國。後來在第八世

會發現，很多法師苦口婆心，告訴

現在，第一個，我要跟各位分享報

紀的時候，佛教徒從印度越過喜馬

你要專精、這是對的。為什麼？因

拉雅山，進入西藏，佛教傳到西藏

為我們的生命有限，你假如常常換

叫藏傳佛教。很多佛教徒，不論在

法門的話，你的心不容易得定。可

家、出家，都不太關心佛教歷史的

是登了地以上的菩薩（初地菩薩）

發展，我覺得這是有點不圓滿的地

可以見一百個世界，震動一百個國

方。

土，他的神通可以遊一百個佛國

《金剛經》有一段話「應如是知、

土，可遇到一百尊佛為他放光說

如是見、如是信解，而不生法相」。

法。二地就是千。三地就是萬。愈

佛法講緣起性空，對法的智慧要看

來愈大，為什麼愈來愈大？ 因為他

清楚，你知道修這個法門，與其他

的所緣境廣大無邊的時候，他的功

新加坡、佛牙寺寺頂

法 門 之 間 是 什 麼 關 係？ 你 不 能

德力就愈大。

告的是：佛教在一、二世紀從印度

說： 我這個法門最好，其他法門都

所以在這裡你要知道，就算你修的

傳到中亞，再傳到罽賓國，再傳到

不好。 這樣叫做謗法。如果以《金

中國。大乘佛法，大概是東漢末年

剛經》勝義諦來說，就是「人見、

傳到唐朝，當時非常的興盛。佛教

我見、眾生見、壽者見」。假如是

在一、二世紀之前，傳到斯里蘭卡

釋迦牟尼在世時，一定會訶斥你

跟泰國，這叫南傳佛教。泰國佛教， 「stupid student」，我講經都有經文
現在也非常興盛。南傳佛教很重 根據。所以你要想「如實知，如實

印度、菩堤迦耶修行者

視：持戒、禪定、學巴利經藏。

見，如實信解」，了解一切的教法，

同樣的，在大乘佛法，從印度傳到

當然你可以專修，假如你跟觀音菩

中亞（中亞是現在的喀什米爾）一

薩、跟準提神咒非常有緣，你弘揚、

帶，(罽賓國，就是鳩摩羅什大師的

修學，很好！但是第一、為了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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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舉一個例子：善導大師，他十

傳裏面，從東漢到唐朝開悟和證果

六妙觀就修成了。所以哪有淨土人

的人非常多。先在六祖慧能大師座

不修禪的呢？不修禪觀是後代的

下，一生開悟的人，就有四十三人

法師才說的。慧遠大師也修《般舟

之多。

三昧》，他是修「大乘的禪觀」，

我先講佛教的歷史，最後再做在很

在定中見佛的。天台宗智者大師，

真誠的建議。佛教在唐朝時，達到

大家都知道他「教觀雙美」，他怎

登峰造極，接下來呢？就開始衰敗

麼會說止觀不好呢？所以，在當時

了。宋、元、明大家都知道，當時

的每一個禪師，大小乘禪觀都很通

中國有三武之禍，三個皇帝都信道

達。第三、他們要學佛教的摩訶般

教，而摧滅佛教。當時每個朝代都

若波羅蜜，因當時的因緣和合，當

是兵荒馬亂，只要一改朝換代，都

鳩摩羅什大師在西元三、四世紀到

辱殺功臣。所以中國人殺業很重，

廣大無量的眾生。第二、為了讓佛

中國來時，他弘揚的是龍樹的《中

中國人再不吃素，不弘揚菩薩戒的

陀整個的教法住世，你要對整個教

觀學》。鳩摩羅什大師他在中國，

話，中國人接受佛法的障礙就會更

法都了解。所以弘揚佛法，利益眾

大量的翻譯很多很多的經典如《法

多。在宋、元、明時期，在明朝到

印度‧菩提迦耶‧
菩賢祈願法會

生。功德是很殊勝。但是你謗法的

明末，有了不起的四大祖師：蓮

話，罪過也很大。

池、藕益、憨山、紫柏，他們四個

所以，你要想想，佛教傳到東漢，

都是博通經論的，就以蓮池大師來

唐朝之間，中國人當時崇尚儒家跟

說：「早年參禪，晚年也讀《華嚴》，

道家，儒家是講修、身、齊家、治

最後歸修淨土。」。可是現在有個

國、平天下，所以當時的中國「人

問題，他因為有禪和《華嚴》的基

天乘」已經非常圓滿，沒有學佛法

礎，所以「念佛」很容易證一心不

之前，每個道士都煉丹，都修止觀，

亂。我們現代的人卻誤解，只念佛，

所以他們對「人天乘」的教法也了
解一點點。

五台山、轉經輪

既不學禪也肯不學《華嚴》，所以
當然證不了一心不亂。很多東西，

因此，中國在人乘與天乘很好的時

華經》、廣大的菩薩道、
《金剛經》、 佛弟子要如實的去反省： 我們到

期，是從東漢、魏晉到唐朝時，這

《阿彌陀經》。大家現在讀的課誦

一段時間中國人關心的是什麼？

本，是念誰的課本？就是念鳩摩羅

第一、廣大的菩薩道，《華嚴經》、 什大師的。佛法在唐朝時很興盛，
《法華經》傳到中國時，大家都非

傳到日本和韓國，接下來唐朝以

常歡喜，因為這是中國文化所沒有

後，因為中國人已有人乘與天乘的

的。第二、大、小乘的禪觀也是很

基礎，再加上以下三個的薰習：第

重要的，當它傳到中國，當時的任

一個：廣大的菩薩道、第二個：大

何一個宗派，不管修淨土、修禪、

小乘的禪觀、第三個：般若波羅

修天台、修念佛的人，統統都修止

蜜。所以，你會發現在中國的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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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缺什麼呢？

人翻譯經典，從東漢一直翻到南宋

《大
到了宋、元、明， 就結束了，從此就不再譯經了，
時中國佛教實

正藏》也就拍板定案了。對不對？

在是「家家觀世音，戶戶阿彌佗

中國人也一直很滿足。可是後來因

佛」，中國人與佛法的緣很深，中

為兵荒馬亂，僧團，教界教制，種

國人很不喜歡嚕唆的，中國人喜歡

種都不圓滿。所以到了清朝的時

簡單，儒家就講「吾道一語以貫

候，清末民初，中國八宗的祖師都

之」，人家問孔子，孔子答： 「吾

出世了，我一一念給你們聽，如唯

道一語以貫之，
「忠恕」二字而已」， 識宗的太虛大師，律宗的弘一大
說完孔子就走了。所以中國人會發
現，到了唐朝以後，有偉大的鳩摩
羅什大師；和以後的玄奘大師。玄
奘大師用一生的生命到西天去取
新加坡、佛教文物展、佛陀苦行相

經，把唯識宗的經典翻譯到中國。
他的弟子窺基大師，就創立了唯識

這個中間當然還有一位菩提流支、

宗，但是過了二、三代就停了，斷

一位真諦三藏。我的用意是讓大家

掉了，為什麼？因為中國人不喜歡

知道，中國歷代的祖師都用生命去

嚕唆，很可惜！

求法，可是翻來的經藏，很可惜的

幸好所有中觀和唯識的教法，很幸

我們都放在藏經閣養蟲子啦！我

運的被保存在藏傳佛教裡。中國人

覺得我們做佛弟子應該感很慚愧

很自負，也很興盛八宗，所以中國

才對。
所以我要給大家在前言的第一個
尼泊爾、滿願大佛塔前

建議是：我們要補充自己人天乘

師，教下研究經文的圓瑛法師，淨

的基礎。因此為什麼很多法師會弘

土宗的印光大師等。可是，老實說

揚淨業三福，就是這個原因。

佛法已經從唐朝一直降，那時候已

釋迦牟尼佛、西藏佛教禪觀

降到谷底了。所以所有諸佛菩薩都

【丙二、禪宗的心法傳承】

化現了，因為如果他們再不出世的

在東漢到唐朝，念《法華經》、《華

話，佛法在中國是會滅亡的。

嚴經》都能廣大的實踐。可是我常

中國有三個偉大的譯經家，第一個

遇到很多蓮友跟我說：「師父，華

鳩摩羅什大師（弘揚中觀學）、第

嚴、法華很好，可是博大精深，我

二個玄奘大師（弘揚唯識）， 從玄

煩惱來時好像都用不上。」我說：

奘大師以後，後面還有一個很了不

「對啦！因為你沒有基礎啊！」什

起的義淨三藏（也弘揚了很多金剛

麼是基礎？四念處，禪觀是你的基

乘的教法）中觀、唯識他也弘揚。

礎，第二你應該要有廣大的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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鳩摩羅什大師

每位高僧他證悟很高，因為他人乘

就知道。可是另外，你看到有一類

的基礎很圓滿。第二、他大小乘禪

的經典，佛會說什麼： 一念頓超越

觀的基礎也很好，所以他念佛能得

三地，三大阿僧祇劫，都在你一念

念佛三昧，念咒時觀音菩薩能現

心當中，這裡講的是勝義諦。

身。比方說法藏法師他修聖十一面

等你真正開悟的時候，過去、現在、

觀音，他念聖十一面觀音，千手觀

未來，就在現前一念真心當中，禪

音就現前了，他可以在禪定當中，

定要追求，開悟的就是這個真心。

就直接問觀世音菩薩。可是我們現

所以佛經它講的，有不同次第，你

在就沒這個能力，我們要去反省，

要有無有窮盡的願心去學習，不可

原因在哪裡？所以念佛，可以念到

得少為足，縱使你學一門法門，對

念佛三昧，念咒語，可以念到本尊

其它法門也應非常尊重，這是很重

現前，你修禪觀， 就能夠在初觀、 要的第一個重點。
二觀開悟的，這是我們大家都應該

心、還要發菩提心、要有廣大悲心、

【丙三、禪宗的演變】

要有般若空慧、還要有無有窮盡的

現在講禪宗的演變，大家都喜歡禪

願行。在《菩賢行願品》有講「念

法，東漢到魏晉南北朝，大家都喜

念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

歡修禪觀，修的禪觀是什麼呢？就

厭。」這就是大乘的禪觀，行住坐

是鳩摩羅什大師介紹的十個禪

臥當中都在禪定中。所以聽好這句

觀！假如有因緣，你去絲綢之路朝

話：「禪觀是佛教生命的核心」，

聖，或去敦煌、去雲崗石窟。現在

再講一遍「禪觀是佛教生命的核

去大陸朝聖都很方便，從觀光的觀

心」。但是光學禪觀，你要開悟並
不容易，還要再修學每一個三世諸

淨土宗、初祖慧遠大師

點來說，這是佛教影響人類文明的
寶藏。但是你們都忽略了一點，當

佛一定必修的般若波羅蜜。

去努力追求達到的目標。

所以，我會給大家建議，佛弟子應

第二個、要鼓勵大家： 學習佛法，

該反省，從歷史的演變中，可以看

要有無有窮盡的願心，成佛不是那

到一個問題，我們對於做人也要努

麼容易，當然有人會跟我說：「師

力。所以，為什麼太虛大師會提倡

父那是要有時間的，成佛要三大阿

人間佛教？ 因為他看到很多人，嘴

僧祇劫，要無量無邊阿僧祇劫。」

巴念阿彌陀佛，但做一個人，都做

這是勉勵你要有無有窮盡的願心，

不好啊！他覺得佛教已經被矯枉

這裡講的是世俗諦。你有過去心、

過正了。為什麼很多法師會提倡人

現在心、未來心， 的三心分別，時

間佛教，因為我們忽略了「人為

間和空間，還是對你很重要的。所

本」。

以佛要用無量無邊的生命，來度眾

回到歷史，從東漢到唐朝，為什麼

生，行六度萬行，大家看《本生經》

時為什麼要建這麼大的石窟阿！

禪宗、六祖惠能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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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建在山區，

修學《大智度論》、《中論》和《百

給人家禮拜的

論》還有《摩訶般若波羅密經》。

嗎？當 然 可 能

當時淨土宗第一代祖師，廬山東林

做法會、 或閉關、 或修三、七、二

念佛堂，慧遠大師，也常常與鳩摩

十一天的《法華三昧懺》啊！ 可是

羅什大師通信。所以他有一封信很

為什麼石窟都建在郊區呢？我很

好，請你們寫下來，在《大正藏》

想講，石窟就是禪窟，是為修禪法

叫《大乘大義章》，知道的人非常

而用的。所以，當佛法從印度一路
印度、蓮花寺

傳到中亞罽賓國，從東漢到唐朝，
這一段時間，你不能只讀經論，光

觀的道理給他解釋。

靠經論是不夠的，因為兵荒馬亂，

另外，一個跟《大正藏》有關的叫

很多經論都燒掉了，所以禪窟裡保

《般舟三昧經》，很多人講淨土三

存了很多很多的禪法。所以要你去

經、淨土五經，當然很好，其實淨

朝聖時，你要想： 古人如何在禪窟

土有無量無邊的經典，中國人不要

裡修行。

再「得少為足」了！中國人不要只

那時大小乘的禪法，在達摩祖師還

喜歡精簡，這樣正法會很容易滅

沒來中國之前，當時的鳩摩羅時大

的。你修這法門當然可以，但修其

師，一般都認為他是譯經家、翻譯

它法門，修《普賢十大願》隨喜功

家。他很了不起，第一： 他除了是

德啊！所以《般舟三昧經》是很重

七佛譯經師；第二：事實上，他大

要。我要插播一下，在《法滅盡經》

小乘禪觀都非常通達；第三：他

裡面說：「正法，像法，末法」。
末法時代，依眾生的業力，第一部
會滅的經是什麼？《楞嚴經》。多
年前，宣化上人全世界弘揚此經，
新加坡、佛牙寺、曼德勒式立佛

大家修《楞嚴經》。《楞嚴經》非
常好，寺廟有修《楞嚴經》、咒，

少，為什麼？因為都在藏經閣裡養

佛法非常興盛。現在很多人，已經

蚊蟲了，佛陀教育基金會曾印過一

不念《楞嚴經》了，因為蠻難的，

次，我鼓勵他們再印，將來有因緣， 又是古文，還有你也要懂唯識！所

新加坡、雙林寺

也

我發願講這部經。在信中你可以看

以最後只好就闔起來， 念阿彌陀

到鳩摩羅什大師本身證「般舟三

佛就好了。第二部會滅掉的經是

昧」，慧遠大師知道，鳩摩羅什大

《般舟三昧經》，《般舟三昧經》

師定中見過阿彌陀佛。所以慧遠大

是告訴你，淨土宗是非常重要的。

師問他：「我在定中見的佛，是真

所以我為什麼在中華佛學所研究

是假？」，他就用《大智度論》空

所（聖嚴法師的）的畢業論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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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般 舟 三 昧

時候讀到這一段《法滅盡經》時，

經》。我自己跟

我眼淚都流下來。我發願弘揚《般

阿彌陀佛很有

舟三昧經》，當然這個會有障礙，

緣，但是我看到很多佛教徒(教內、

我會求佛菩薩加持，只要我有一口

教外)都批評淨土宗。我覺得本來

氣在，我會讓真正完整的教法、正

阿彌陀佛應該不是這樣子的，真正

法讓它住世，佛弟子應該要有這個
願心。

念佛的人應該是修《般若經》，才
容易證「般舟三昧」，證「念佛三

印度、鹿野苑

好，那我們回來看禪宗，禪宗在達

昧」，這要等將來以後有因緣再說。 把我這輩子讀的經論，以及實修跟

摩祖師還沒來到中國之前，事實上

突然有點法喜充滿，但心臟不太

參訪老和尚的經驗，講念佛怎麼證

中國各教的禪師，都修這十個禪

好，時間很短，要講的佛法太多，

「般舟三昧」或「念佛三昧」跟大

法。注意下面的文字有一點深，因

無量無邊，釋迦牟尼佛不是講嗎？

家報告分享一點點心得。譬如你定

為是古漢文，沒關係我會白話翻譯

縱使我出無量舌、無量劫，讚歎無

中見佛時，你怎麼判斷這佛是真是

給大家，然後用現代話解釋。所以

量的《華嚴法》門，窮未來際，都

假？ 如果你不學習經論你又如何

看不懂不要有挫折，因為它是古漢

講不完的，那就講多少，算多少了。 判斷啊！是不是？ 所以這個問題， 文（classical Chinese）。我知道新
所以第一部《楞嚴經》滅，第二部

你可以想一想，定中見佛，如何判

加 坡 現 在 的 蓮 友 很 多（young

經是《般舟三昧經》，為什麼？因

斷佛的真假。在南傳裏面有不同解

generation）是連華文都不太懂的。

為在《般舟三昧經》裏面說：「念

釋；北傳裏面也有不同解釋；藏

對不起！我有一個很特別的感受，

佛要證念佛三昧的人，要先學摩訶

傳也有淨土法門，也有「破瓦法」， 希望你們不要介意，我每次來新加

般若波羅蜜」，這個問題我先留一

也有「遷識法」，他們也有一套他

個議題給你們想，後面《觀佛三昧》 們的系統。
我會詳細介紹。我會真的很真誠的

坡講經，每次當我念一段經文，然
後，我看年輕人的臉上就顯現很多

所以，在所有的經論裏，第一部滅

的「Question mark？（問 號 或 疑

的是《楞嚴經》，第二部滅的是《般

惑）」。對了，因為我念的是古文，

舟三昧經》，我要真誠的說： 佛弟

所以要花很多時間，把它翻成白

子大家都弘揚淨土五經，跟淨土三

話，然後又要講故事，才不會讓你

經，非常非常的好，我自己全部都
讀過，可是如果有侷限的話，像地
藏法門只有地藏三經嗎？錯了！
地藏有無量無邊的經典，觀音只有
三經嗎？錯了！觀音有無量無邊
的經典，而你們為什麼取一，而捨
無量呢？因為你取一，而捨無量，
因此你生生世世的心就有能所，能
所就是二心，這就是你為什麼證不
新加坡、雙林寺

到一心不亂的一個問題。所以我那

尼泊爾、舊皇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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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瞌睡，所以當

壽者相」，可是在文字背後的

法師是蠻辛苦

義理，是很深很深的。我發現

的。

很多佛教徒是讀《金剛經》，

好！禪宗傳到中國，達摩祖師他一

誦《金剛經》，拜《金剛寶懺》，

葦渡江。大家都知道禪宗一祖傳給

可是不研究《金剛經》，也不

二祖，二祖慧可斷臂求法的故事對

看《金剛經》的註解，更不會

不對？ 結果，達摩祖師傳給他《楞

去研究《金剛經》怎麼修空、

伽經》，《楞伽經》是印心的。印

假、中三觀，是不是呢？自己

心是說：當你開悟時有二個方法，

開了悟跟沒開悟也不知道

一、 問你的善知識，二、 依佛經， 啊！對不對，你自己開悟也不

泰式佛相

然後看看你證入的境界，是否跟佛

曉得，還要去找別人印心，所以佛

所說的無二無別。可是二祖，到三

教徒應該更深一層去努力。

是完整的金剛般若波羅蜜。

祖，到四祖，他弘揚的是《摩訶般

你要知道，我剛有講一個重點，在

所以，這樣的因緣，台灣的蓮友祈

若波羅蜜經》，到了六祖時，六祖

早期禪宗達摩祖師到中國傳法之

請我講《金剛經破空論》，先作一

是聞什麼開悟的？《金剛經》。大

後，慢慢的經過宋、元、明以後，

下廣告，告訴各位好消息，大悲中

家知道《金剛經》是非常殊勝的，

兵荒馬亂，很多人就會執著一句

心（17-21）最後一天弘法，我發願

對不對？所以中國《金剛經》因此

話，禪宗不立文字，教外別傳。聽

供養二千套 MP3。我講了一年的

一炮而紅，中國每個寺廟都拜《金

好！不立文字，是不執著文字，沒

《金剛經破空論》，有一百頁，我

剛經》，初一、十五都有《金剛》

有教你不讀文字，你去看《大正

也非常歡喜般若波羅密是非常殊

法會，拜《金剛寶懺》。非常好，

藏》、禪宗、八宗的語錄裡面，哪

勝的，蕅益大師不僅是淨土宗的祖

可是現在有個問題，因為現在大家

個宗的語錄最多？禪宗的語錄最

師，他還是大徹大悟的祖師，他對

都讀《金剛經》，《金剛經》文字

多。所以，有時候我覺得佛教徒，

般若波羅密體會非常深。所以一般

並不深，「人相、我相、眾生相、

理解是不太完整的，你不是正確的

人是：《金剛經》每天早上念一念，

正知正見。我們有時候傳播

「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的佛法，似是而非，或是斷

合了掌，面對人我是非時，則是人

章取義。不立文字，是說以

見、我見、眾生見、壽者見，四見

《金剛經》來講，有文字般

都俱足。是不是我們沒有真正看自

若、有觀照般若、有實相般

己的念頭？這點，我覺得我們佛教

若，我是每天讀《金剛經》 徒要深刻反省。我們花了這麼多時
修禪法，但我不執著這個文 間，你為什麼不去 shopping 呢？你

尼泊爾、倫比尼園中菩提樹

字就是實相。第二層文字你

為什麼不去看電影呢？你為什麼

要在內心裏觀照，你的所緣

要來學習佛法？你目的是要讓你

境，取觀照般若，調伏你的

的心離若得樂，你目的是要讓心從

心。接下來，證入實相般若， 煩惱中得到解脫啊！是不是呢？
連心都了不可得，這樣子才 所以，宋、元、明以後的禪宗，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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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參話頭，坐

禪，參念佛是誰？可是我告訴各

在禪堂裏面問，

位，我真的很認真去讀過禪宗語

念 佛 是 誰？你

錄，和早期禪經。簡單的講，進入

為什麼拖著這死屍跑來跑去啊！

禪堂首先要懺悔，其次要發願，然

當然這是很好的方法，但我覺得這

後要念《金剛經》或念《般若經》，

有點像棵樹，裏面只摘一片葉子，

最後才修止觀，止觀完了以後再回

它沒有根，你暫時只能得到輕安。

向，才是完整的禪法次第。再講一

這個問題，我跟近代一位很了不

遍，第一個進入佛堂要先懺悔與發

起，已經往生的玅境老和尚討論

願，第二個要誦《般若經》或《金

過。 參禪，參話頭，乃至像聖嚴師

剛經》，第三個修止觀，第四個要
回向，這個才是完整的教法。當然

父介紹的默照禪，都是很殊勝的。
但是我要真誠告訴你，整體的禪法

光中化佛無數億

這個細節，我會在講義第二頁後面

是非常殊勝、博大精深的。佛弟

時候，是拉風車，他專門修不淨

禪定生起的因緣，會詳細講。所以，

子！法門無量是因為眾生的心無

觀；有一個是賣棺材，在墳墓塚邊

我很高興來供養大家，禪法是佛教

量。所以我們也要認真學習禪法的

工作的，他專修數息觀，出家以後

的 核 心，應 該 講 禪 觀 英 文 叫

道次第，否則你很難調伏你的心，

修得很辛苦、很辛苦。有一天跟佛

「Meditation Insight」，這樣子比較

貪、瞋、癡、慢、疑，不同的煩惱

陀說，「佛陀對不起！我們二個得

完整，「止」跟「觀」，「奢摩他」

升起的時候，有不同的方法對治。

不到法樂，想還俗了。」，因為是

跟「毘婆舍那」這是中文的翻譯，

舉一個例子：佛在世時，出家眾中

舍利弗跟目犍連教他的，佛陀笑一

而且修禪宗的人，也要發廣大無上

有二個弟子，一個修「不淨觀」，

笑說：「為什麼呢？」，他說：「佛

的菩提心。

一個修「數息觀」。有一個在家的

陀我們兩個，一個修數息觀，一個

各位！聽過一個故事罷？好像是

修 不 淨 觀，兩 個 都 得 不 到 法 樂

「馬祖道一」(是誰？我忘記了)，對

啊！」。佛陀就入甚深的禪定一看， 不對？ 他對著徒弟說： 「你在那
他說：「你們二個方法對調罷！」。 邊坐著幹什麼啊？ 」，他在徒弟面
因為拉風車的那個人，大家都知道

前磨磚頭，徒弟覺得很奇怪，「為

拉風車，一推一拉，佛說：「你適

什麼師父一直在我面前磨磚頭

合修數息觀」；那在墳墓旁邊天天

啊？」。他說：「師父你怎麼一直

看屍體的，「你適合修不淨觀」。
結果二個人，好好照佛的方法，三
天以後二個都證阿羅漢果，他們很
感念佛陀。不過，這也說明了一件
事，佛有一切種智，佛的教法是究
竟圓滿的，所以契機很重要。
那同樣的，我們的禪法有很多，到
日本、高野山

了宋、元、明以後，只剩下一個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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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磨磚頭，做什

喜功德心，對於整體的禪法了解很

麼？」，師 父

重要。一般人都修數息觀。數息觀

說：「我要把磚

是非常好的，數出數入，數入數出，

頭磨成鏡子啊！」，徒弟就笑一

我想在坐的法鼓山蓮友，我就不用

笑：「磚頭怎麼可能變鏡子」，師

重複了，你們都是老參。我講不同

父說：「磚頭不可能磨成鏡子，那

的心得，你從一數到數十，反過來

你 坐 在 那 邊 就 能 成 佛 嗎？起 來

建議你，從十、九、八、七……這

吧！去行菩薩道。」。這個故事不

樣數，這樣比較難，比較能攝受你

是叫你不要打坐，聽好，不要理解

的妄念。一數到十，反過來，十數

錯誤，不是一昧只執著無相、無念

到一，再一數到十，你如果是數息

作者：玅境長老 / 出版社：佛陀教育基

的止。坐在那邊，你只修無相無念

配著呼吸，若是心散亂跑掉了，再

金會 / 出版日期： 2004 年

法門，請問山河大地的石頭，不是

重回來數。

3. 止觀大意
【待續.....】

生生世世都無念嗎？可是，石頭不

日本、京都、建仁寺

作者：玅境長老 / 出版社：沒有註明 / 出
版日期：沒有註明

是佛啊！所以他的師父要喝斥他。

【進一步閱讀】:

你只修止，沒有發廣大的菩提心，

◎南傳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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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一切諸願海 (馬祖海邊)

The Joy of Living Unlocking the
Secret and Science of Happiness

你也不修觀，也不學經論。起來
吧！你的福德資糧還不夠，所以就

作者：詠給．明就仁波切/著，艾瑞克．
史旺森/執筆 / 譯者：江翰雯、德噶翻譯小

叫他到禪堂做事。禪宗很多公案是

組 / 出版社：橡實文化 / 出版日期：

針對不同的根性，針對他的毛病，

2008 年

喝斥他的心。

◎北傳佛教

所以我很真誠的希望，透過這次的

1. 常行一直心－

講座，供養大家比較完整的禪法。

大智度論的故事之 2

聽到的時候，也不要生煩惱心，

作者：鳩摩羅什/芳川 / 出版社：圓明 /

想： 這個我又不修，那個對我會不

出版日期： 2007 年

會產生煩惱？ 你要對一切法生隨

2. 我空觀與法空觀

日本、京都、嵯峨野、大覺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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