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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一法师禅七开示 
 

 

十二月初八日 
 

  释迦牟尼未成佛时，称为悉达多太子，出了家后，先后跟两位仙人学非非想定及无所有定，知非即

舍，舍了之后，又跟外道学苦行、日食一麻一麦，六年后还未悟道，知非即舍。太子那时年三十岁，跑

到菩提树下，发了一个大愿：若不悟道，誓不起此座。便在金刚座上结跏跌坐，如是一日到七日，第七

日天快亮时，东方有一颗明星，太子一望便悟道，所谓夜睹明星，成等正觉，悟了之后便见道，什么是

道？佛云：「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皆因妄想执著，不能自证，若除妄想执著，则无

师智，自然智，一切智现前，与佛无异无别。」 

 

  太子成佛后，先说阿含经、方等经、般若经，最后说法华涅盘经，度无量众生悟道，是属于「教」，

即教人之意，最后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属于「宗」，不名为教。我们今天参禅是属于宗，不属于教，

教与宗有些不同，什么叫做教呢？教是对机说法，你有什么毛病便下什么药，众生有种种病，如来有种

种药，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病，故如来说八万四千法，所以有三藏十二部，这是属于教：宗则不同，宗

就是明心见性，要明白这个心，见到佛性，这样便成佛，不需要断八万四千尘劳烦恼，断八万四千尘劳

烦恼叫八万四千波罗蜜法门，属于教，宗只有一个，万变不离宗，能明心见性就是，所以宗很简单，但

简单或不简单都是对待妄想，所以在宗门下教人看话头，话头一看下去便有功用，这个功用就是离了妄

想，故看话头第一个条件是离妄想，离贪镇痴种种的妄想，看话头的时候，又能离种种执著，所谓执著

者就是我执、法执及空执，话头都能空去三种执：看话头时没有我执，有我执，话头便看不到，第二无

法执，不许你执一法，一执话头也看不到，第三亦不许你有空执，若落了空执，话头也看不到，故话头

能破执著。话头又能离妄想：打妄想便不见了这句话，不见了头，打妄想「头」就不能见，见到了头便

是无妄想，头者就是妄想之头，妄想之头是无妄想，看这个头的时候，一切妄想便息灭，妄想教我们作

业，所谓贪镇痴，谄曲嫉忌，人我是非，这些全都是妄想。 

 

  为什么会有妄想呢？人人有八个识：前五识、第六识、第七识及第八识：第六意识就是种种妄想，

所以金刚经云：「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人无余涅盘而灭度之。」这

就是妄想，是第六意识，人人都有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最欢喜打妄想，日间为想，夜间为梦，见色生心

便取舍憎爱打种种的妄想，由妄想而作业。 

 

  执著不是第六意识，是第七识?恒审思量我相随，就是执著，执著有我、执著法、执著空，便称为我

执、法执、空执。金刚经云：「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是第七识执著。若除妄想，第六识便

转识成智，称为妙观察智，若果用功能把执著破除，第七识便转过来，称为平等性智，所谓「五八六七

果因转」，五识及八识成佛时转，六识的妄想，七识的执著，是修因时转，所以看话头有两种作用：第

一息灭妄想，第二破除执著，破除了我执及法执便是「顿忘人法解真空」，那时便见性，见性便平等，

所以破执称为平等性智：若无妄想，妄想度尽，便能知一切法，观一切机，故称妙观察智。 

 

  看话头时，向一念未生以前看一切话之头，看一切念之头，看一切法之头，全副精神看下去，照顾

话头，妄想便远离，执亦远离，妄想执著远离，第六七识便转过来，那时便是如来一切智、一切种智、

无师智、自然智，自然现前，便见到如来智慧德相，见到如来智慧德相俗称明心见性，与佛相齐，故禅

宗看话头的法门是无上之法，是以今日腊月八日是释迦牟尼佛悟道之日，因此今日起七打禅七，释迦牟

尼佛七日便悟道，我们若能跟佛而学，勇猛精进，一心不乱，万缘放下，七日亦可以悟道啊！ 

 

 

十二月初十 

 

  各位善知识，佛法千生难遇，祖道万劫难逢，在这个娑婆国土之人，出无佛世名为佛，出有佛世名

为祖，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已成了佛，释迦佛以前迦叶佛已灭度，将来有弥勒佛出世，释迦牟尼佛修

行时无佛，故出无佛世名为佛，释迦佛修行，历代祖师亦修行，历代祖师修行亦悟道，但历代祖师悟道

时出有佛世?释迦佛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未法一万年：虽然修行悟道，出有佛世名为祖，祖与佛

没有什么差别，佛则因圆果满，修因已圆，证果亦满名为佛，祖师修因已圆，因即明心见性已圆，但果

未满－三身、四智、五眼、六通、授记作佛等未满，所以名之为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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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的确万幸，能够遇到这个成佛之法，亦能遇到佛祖之道，佛祖之道是佛因，成佛之法是佛

果，佛果是佛：佛因是祖，所以我们很有福气，所谓佛法千生难遇，祖道万劫难逢，虽然是逢到，不能

入宝山空手而回，既入宝山，空手而回等于零，人到宝山一定要取宝，我们入什么宝山呢？入佛法之宝，

祖道之宝，我们要取，取即修也，说食不饱，闻法不修等于零，修行如何修呢，每一个众生的组织，简

单的来说是色心和合，色是四大之色，心是我们灵觉之心，和合而成，或谓由五阴：色、受、想、行、

识和合而成，详细而说是由八个识而成，人人都有眼识，能够见色，有耳识，能够闻音声，有鼻识，能

辩香，有舌识，能□味，有身识，能觉触，有意识，能分别是非好歹，又有第七识，念念执著，俗称传

送识，我们所作一切善恶业等均由它送入第八阿赖耶识，又名藏识，第八阿赖耶识的种子多得很，不单

是今世的种子，无始劫以来所有善恶种子均由第八阿赖耶识藏起来，不单是生死的种子，六道轮回的种

子，又有声闻缘觉，佛菩萨的种子亦在其中。各位，你们诵妙法莲华经，那你想不成佛也不可能：「一

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若闻如是法，皆已成佛道。」所以诵了妙法莲华经，就在八识田中有成佛

之种子，勤力的则快成，懈怠的则慢慢才成，我们今天跑到礼堂来坐香，万缘放下，一念不生，静到极

则明心见性，你已下了祖师的种子，你若想来世不作祖师也不可能，因八识田中有了祖师的种子，第八

识是播藏，一切有漏及无漏的种子、世间及出世间的种子都藏在阿赖耶识里，你看我们初念大悲咒，念

熟了，便是藏在阿赖耶识里，以后日日都识念，譬喻有些人背楞严咒，背熟了，不是藏在脑内，是藏在

阿赖耶识里，阿赖耶识有楞严咒的种子，就能把咒一字不漏的念出来，我们今天修行以何为本钱？就是

以这八个识为本钱，眼见色亦可以用功，耳闻声亦可以用功，第六识分别思量亦可以用功，第七识更好，

恒审思量，第六识思量有间断，第七识思量则无有间断，思量到悟道为止，第七识古人称为「志」，有

志事竟成，这是第七识，不是第六识，第六识很脆弱，第七识则可以令你所作事办。 

 

  各位，我们参禅亦复如是，八个识用那一个识去参呢，就是用第七识去参，恒审思量，古人说：念

兹在兹，绵绵密密，相续无间。普贤行愿品里说：「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语意业，无有疲厌。」这

个就是第七识，所以六祖菩萨在坛经中说得很清楚：「报诸学道人，努力须用意，莫于大乘门，却执生

死智。」智即分别智，在大乘佛法不是靠一个讲字，一定要修，所以莫执生死智;生，我亦知道，死，

我亦知道，善恶我也知道，君子小人我也知道，这个是生死智，是第六识，分别好丑富贵，亦是第六识

生死智。「报诸学道人，努力须用意」，这个意就是第七识，什么是意呢？我们吃饭时，见到沙粒便会

拣掉去，饭粒便吞下肚去，见到合自己胃口的饭菜便夹来吃，不合自己脾胃的便不要，修行亦复如是， 

要找出自己的意，用这个意去修行，什么是意，现在举一个譬喻：若有人问你，「有意无意？」「有

意！」这话怎说？在你未出声答以前已经有了这个意，有意无意是意中的事，不是口中说的：又如有人

问你有意朝普陀山否，你说有意，纵使你从未表明想去朝普陀山，但当人家一问你有意否，你即答有意，

有意是未讲话以前那个心，这个就是意，默然允可也，人家问你喜欢否，你点头，这个也是意，未讲话

以前那个心就是意，未开口以前那个心也是意，这个意是很长久的，「有意久矣」。意不是现在的，若

人有意朝普陀山，可能十年前已有这个意在，十年后这个意还未间断，若人明白这个意，就懂得用功，

若想学祖师的道，想明心，就不要用分别心去分别种种的名相，这是生死智，未分别以前那个心名之为 

意，参禅全凭用意去参，不是用念佛是谁，这个是生死智，要用无分别心去用功，不念而念，不是有念

而念，不念而念，打成一片，念念如是，念念都是这句?谁？不是文字上谁，是意识的谁，谁？谁？在

心内继续无间断的打成一片，这就是努力须用意。 

 

  这个意字最难讲，中庸有几句话：「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和之道就

是中庸，喜怒哀乐就是第六意识，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未发以前是什么？未发以前，不是第六识，

是第七识，今日用这个功，不是喜怒哀乐已发那个功，是喜怒哀乐未发以前的中和之道，中即不偏，和

即和平，中和就是打成一片的气份，保持这个气份，不要那个喜怒哀乐，若用第七识修行，便很容易打

成一片，前念后念，念念一如，前念是净，后念是净，念念是净，净便打成一片，以第七识用功，古德

称之为疑情，亦即是打成一片，第六识不会打成一片，第六识生生灭灭，妄想彼起此生，那里可以打成

一片，如大海波涛，千涛万浪，这就是第六识的境界，第七识如水平如镜。 

 

  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疑情，只知道参禅要起疑情，起疑情就是打成一片，打成一片后就没有第六意

识，一念万年，万年一念，没有第六意识，就没有时间性，打成一片是一个气份，只有自己才知道，不

单参禅可以打成一片，持戒方可以打成一片，持戒之人，戒律现前，如影随形，行住坐卧，出入往还，

举止威仪好得很，因有戒与其打成一片，定也可以打成一片，所谓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

不单定可以打成一片，慈悲心也可以打成一片，若慈悲心打成一片，这人慈祥和气，所以用功打成一片

后，行与坐无有差别，行如是，坐如是，寤寐一如，欲想打成一片，一定要用第七识，不可以用第六分

别意识，以第六意识用功，话头很粗，念佛是谁?好像有，顷间便不见了。用功而话头不见了，便会生 

烦恼，还是舍离第六识，用第七识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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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第七识用功，提又不是提，很微细，但要留意那个「看」字，念谁则看谁，念无则看无，无字不

会生灭，念念无，无生灭心便现前：前念心是无，后一念心是无，念念无，「无」心相续，便打成一片，

「谁」字亦复如是，第一念是谁，第二念是谁，念念是谁，谁字无相，谁字无生灭，便打成一片，所以

虚云老和尚说法，的确妙不可言，他老人家「看」话头，用个「看」字，他老人家提醒我们－看！我在

南华寺听老和尚讲开示云：「初发心的多提，老参师傅多看。」这个看字，就是万法一如，若人跑到山

顶看香港，香港乱七八糟，但于你眼无碍，万物一如嘛，所以用功，欲想功用成片，用第七识，下手用

功，用看字，一看便看下去，看到无我无人，无生无减，无此无彼?好好用功啊！ 

 

 

十二月十二日 

 

  各位善知识，十力薄伽梵，一路涅盘门，十方即东南西北，四维上下，薄伽梵是焚语，是佛的特别

名称，十方薄伽梵即十方佛，十方佛成佛时都是一样，没有两条路，名一路涅盘门，涅盘是焚语，我们

人人违背涅盘，所以有生死，焚语涅盘，此云不生不灭，一切法从来不生，有无明才生，一切法从来不

灭，有无明则见灭，违背涅盘，故有生死，释迦佛想人人证大般涅盘，最后才讲涅盘经，证大般涅盘便

有涅盘之乐，涅盘有四德：常、乐、我、净，入了涅盘便常住世间，不会有生灭，不像我们现在朝生暮

死，生老病死就是违背涅盘，涅盘是常住。常净?涅盘是清净，不会有染污，现在做人很苦，周身染污，

口水鼻涕，大小便利，又有汗垢，不得清净，死时更不清净：生虫，发臭，入涅盘门永远得清净，此谓

清净之乐。我?什么是我，我们现在没有我，我想肥不能令肥，我想瘦不能令瘦，肥与瘦自己不得作主，

皆由没有我，若肥有我可令我肥，瘦有我可令我瘦，好像手臂一伸一屈皆由自己作主，一切肥瘦、高矮、

贫富、苦乐、为男为女，通通没有一个我，我是以自在为义，未能得大自在故没有我，惟涅盘有我， 

「我为法王，于法自在」，看释迦佛度众生多自在，娑婆世界有百亿四天下，可以一身现百亿释迦，一

即是多，一多自在，此名为我：还有乐?世间的乐，靠不住，今晚乐，明天便消失，今朝乐，晚上亦消

失，饮酒乐，过了三寸喉头便没有乐，见面是乐，离别便苦，所谓花无常好，月无常圆，青春不常驻，

转眼间使成老态龙锺，不要说人家不欣赏你，就是自己也讨厌自已，违背了涅盘，便没有常净我乐，释

迦佛及历代祖师均入涅盘门。 

 

  「十方薄伽梵，一路涅盘门」，此两句来自楞严经，既然十方诸佛一路涅盘门，现在我们换一个名

称?十方众生一路涅盘门，我们是众生，也可以入涅盘门，如何入呢？涅盘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个

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的心，心是非圆非方，非长非短，非青黄赤白，非过去未来，非外亦非内，此心赤

洒洒，净裸裸，无形无相而能现一切相，无法而成就一切法，所以我们的心就是涅盘，故我们要看心，

离心无佛，即心是佛，但心有两条门，所谓「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惟心造」，

既然一切惟心所造，动静都是惟心造，动也是心，假若我们看动的心，便是陀罗尼，有些人念大悲咒，

念到成熟，念到圆满，念到相应，便得大悲陀罗尼，这是属于心的动相，楞严咒的陀罗尼、往生咒 

的陀罗尼、六字真言等，这些都是心的动相，若能看心的动相而得陀罗尼，便能明白自己的心；心的静

相就是寂灭相，所谓坐寂灭道场，成等正觉，若问佛是在什么地方成佛，就是在寂灭道场成等正觉，寂

灭者是心的形状，是心的静相，所以历代祖师观到心的寂灭相便开悟，开悟后继续用功，观到圆满便悟

道，名之为祖，名之为佛，祖即是心，是自己的寂灭心，寂灭心人人均有，什么是寂灭心呢，你行路时，

这个心没有行，食饭时这个心不食，讲话时这个心不出声，听的时候这个心不听，人有生老病死，此心

无生老病死，人有人我是非，此心无人我是非，有古今现在，此心无古今现在，这便是心的寂灭相，若

能观到，便入涅盘门，现在我们是用静功，打静七，不是打动七，静七就是观心寂灭的静相，心的静相

就是禅，禅即是静也。 

 

  无著禅师又称文喜禅师，是南方人，跑到北方五台山参文殊菩萨，他在金刚崛遇到文殊菩萨，文殊

问他从何方来，他说从南方来，文殊说：「你从南方，可有带来好的念佛珠？」文喜便从身上拿出念佛

珠，文殊曰：「这不是你的。」「这是我的！」「若是你的，焉能从南方来，若是你的，亦可以从上方

成下方来，不可以单从南方来。」文喜无言。文殊又问：「南方佛法如何？」「南方佛法，出家的多，

持戒的少。」「南方一个丛林住多小出家人？」「五百或二百。」文喜反问曰：「北方佛法又如何？」

「北方佛法，龙蛇混杂，凡圣交参。」「北方有多小出家人？」「前三三，后三三。」文喜不领会文殊

说法的要旨，临别时，文喜问：「末法众生，业障深重，善根微薄，以什么法门能得见心性？」文殊说

偈曰：「若人静坐一须臾，胜造恒沙七宝塔，宝塔毕竟化为尘，一念静心成正觉。」 

 

  你看，一念静心见到心的静相，见到心的清净相，离心无佛，即心即佛，便成正觉，所以一念静心

成正觉。那又要静到如何境界呢？「若人静坐一须臾」，现在大家在纪念堂静坐，双跏趺或单跏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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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调气，气和心则平，观心的平相，清净相，无妄想，无烦恼，不昏沈，是心的静相，若能观到心的静

相，一个妄想也无，但不是昏沈，便是心的知相，如其本相，心本来的相名如其本相，见到心的如相，

心的静相时，静相就是佛，所以一念静心成正觉，那么这个功不是很简单吗？纵然简单，但是一须臾是

不容易，什么是一须臾，一日之中有三十个须臾，一须臾有四十八分钟，故静坐多是四十五分钟，若静

坐四十五分钟无妄想，无昏沈，不掉举，那么心的平相便现出来，见到心的静相，心就是佛，故谓若人 

静坐一须臾，胜造恒沙七宝塔，这是无为的功，无为是无起灭，假若你起恒河沙的七宝塔，这是有为法，

不得长久，宝塔毕竟化为尘，所起这些宝塔是有为法，有生有灭，经过恒河沙劫，这些宝塔便化为尘，

一念静心则无古无今，无此无彼，立地成佛，所以胜造恒沙七宝塔。 

 

  人人都有心，若能全副精神去观，初初观的时候是观不到，那就向观不到的地方继续观落去，慢慢

的，清净心观不到，妄想心却观了出来，你不要理它，放下，只要不相续便可以，不怕念起，只怕觉迟，

妄想心一起，只要不相续便会灭，若继续打妄想，妄想不会灭，打得久便会随妄想去作业，那么生死便

无有了期，所以妄想来由它来，好此别人骂我一声，我不回骂他，对方便不会再骂，好像燃著了的人，

若不加油，火便自灭，故看心时妄想来不用怕，只要有方便，不相续，如相续心不断，便有过失，若相

续心断，便没有过，所以妄想来不用怕，但妄想去了，昏沈又来，加发梦、睡眠、打呼，这都是昏沈，

昏沈来时，胡里胡涂，如空中有云雾一样，见不到月亮，是故昏沈属于无明，妄想属于掉举，这两样都

是魔，妄想令我们做生死的业，昏沈亦令我们作生死业，作螺蛳蚌壳类，螺蛳昏沈最大，不睡则已，一

睡一千年，一万年，故海底的螺蚌捞土来全身都是青苔。看心时不要打妄想，不要昏沈，昏沈来的时候，

不防提起本参话头来参一下?到底念佛是谁？这样昏沈便不见了，妄想来的时候亦不防提起本参话头来

参一下?谁念阿弥陀佛呢？妄想听到你这么提便走了，提便是正念，妄想是邪念，正念一来，邪念便马

上冰消瓦解，既无妄想，亦无昏沈，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寂照不异，便入涅盘门，日子久了便会悟道，

最紧要有一个长远心。 

 

  昔日南京有一位俞道婆卖油磁，它的师父是琅琊禅师，有一天她问禅师：「弟子卖油磁，可不可以

修行？」「可以。」「请师父开示怎样修？」禅师日：「看临济老人说的无位真人。」从此她便一心看

无位真人?这个无位真人不在眼识，眼识是有为，不在耳识，鼻舌身意等识，这六个识都是有为的，全

都不是，亦不是第七识恒审思量，恒审思量亦是有为，亦不是第八阿赖耶识，第八识集诸种子起诸现行

也是有为，那么这个无位真人在何处呢？于是在三年中不断的看下去，离了五识，六识不起现行，把七

识我执转了过来，便豁然大悟，她的悟是触景而悟，一天她卖油磁时听到乞丐唱莲花落：「若非柳毅传

书信，焉能得到洞庭湖。」她便悟了过来，跑到禅师处，禅师一见，知道她悟了道，便问她：「何谓无

位真人，道一句来！」答：「有一无位真人，三头六臂怒目镇，一掌华山分两路，万年流水不知春。」 

 

  各位，要有长远心，什么也不要求，只求涅盘门，什么也不要观，观自己的清净心，什么也不动，

要用静功，一天三十个须臾，看能生多少个须臾，若人静坐一须臾，胜造恒沙七宝塔，宝塔毕竟化为尘，

一念，静心成正觉?参！ 

 

 

十二月十四日 

 

  各位善知识，打禅七的目的是求悟道，功成熟了，这个道就悟，为什么要求道呢？别的不求，不求

做大官，不求作大富翁呢？做大官不能了生死，做大富翁亦不能出苦海，惟有求道不但度自己出苦海，

亦可以度人出苦海，得道以后，自己了生死，亦能助人了生死，所以要求道。 

 

    道要求，何以说悟呢？昔迷今悟，若昔日不迷，今日不说悟，比方一个小乞儿，一岁两岁迷失了

父亲，故做乞儿，根本就不知有父亲，亦不知父亲是大富翁，故流落异乡作乞儿，多么苦，虽然他本人

在迷，作父亲的没有迷，父亲知道有儿子，经过种种的教训，经过种种提示，后来这个儿子豁然悟了过

来，原来我的父亲是个大富翁，我现在觉悟过来，跑到父亲的怀抱，继承家业；我们亦复如是，迷的时

候是工商仕农，悟的时候就是佛子，跑到佛的怀抱，继承佛的家业，这便是悟，故云昔迷今悟。 

 

  迷是在什么时候迷呢？一念就迷，好像晚上发梦，一念就入梦境，不是慢慢地入梦，一下子就入梦

境，离开这个世界，入另外一个世界，是梦的世界，不要说我们一念迷人了梦境，离开这个世界，就是

庄子也有一次迷失了这个现实世界，跑入梦的世界中做了蝴蝶，在花间丛中翩翩而飞，快乐非常?这是

个梦蝴蝶的世界，不是人的世界，他在一刹那中从人的世界迷失跑入蝴蝶的世界，后来他醒来，蝴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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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不见了，庄子世界又现前，到底庄子发梦作蝴蝶，抑或蝴蝶发梦为庄子呢？他自已分不清楚，故古人

有诗云：庄生梦醒迷蝴蝶。因此，我们迷是一念迷。 

 

  各位呀！万法亦然，有些事情一下子错，是一刹那间错，错即迷也，如人返家门，钥匙不见了，不

知道在什么地方失去。一念迷就不知道，迷即不觉、不知道，若知道就不称为迷，知道就是悟，若知道

在什么地方失去便可立即拾回来，但是迷起来就完全不觉，这就是迷;如人行路，为什么会忽然跌一交，

他跌的时候不知道，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跌，这便是迷。众生在迷，迷了什么，迷了这个道，所以落生

死，俄而作人、俄而生天、做鬼、做神、做畜生、乃致入地狱，六道轮回，生生死死，无有了期，都是

我们不想去求道，求道便悟道，悟道便不受生死轮回，最低限度也可以作阿罗汉，或作辟支佛、或作菩

萨，最后成等正觉作佛。 

 

  求道就是想悟，迷了道便要悟道，道在何处？志公禅师云：「大道只在目前，虽在目前难睹。」人

人都当面错过，为什么呢？各位要明白，是你迷失了道，道没有迷失了你，道是在你眼前，道还是跟著

你跑，你跑到天堂，道跟你到天堂，你跑到地狱，道便跟你入地狱，今世迷，来世更迷，若不修行，做

一次人，多一次习气，做一百世人，多一百世的习气，若不修行，历劫轮回，烦恼增多。看我们其中一

位祖师沩山老人，他出家后跑到天台山国清寺受戒，天台山有两位仁者，一位是寒山，一位是拾得，寒

山拾得不外驰求，他们未曾迷，两人见沩山来受戒，一个从东门出，一个从西门出，寒山作老虎叫，伪

山愕一愕，拾得问：是什么？他再愕一愕，寒山云：不必问了，灵山一别，做了三世国王，前世事全都 

迷失了。你看，沩山做了三世国王便迷失了，点也点不醒，所以莫谓轮回好，做人有做人的习气，做鬼

有鬼的习气，做牛有牛的习气，做猪有猪的习气，狗有狗的习气，猴子有猴子的习气，因此我们有幸闻

到佛法，应赶快修行，早日要悟，不要等来世又来世，使习气积厚，从前古人没有今人这么多习气，今

人的习气要看电视，要听收音机，他们不知道老和尚二十年还是那件衲衣，烂了就补，那里有那么多习

气，一年几次的时装，不就是多了个妄想，古人坐禅论香，一寸香坐完后就行香，行一寸香后又坐，现

在则不同，看时钟，人人都有个手表，则人人都多了个习气，久不久就看表，又不是多了个妄想，于是

习气又多了，修行就更难，寒山说沩山老人做了三世国王便迷失了自己的本性，何况我们无始劫以来轮 

回生死呢，若明白了道，了生脱死，生死奈汝不何。 

 

  然则道是怎样求呢？今日纪念堂打禅七，名是参禅，实是学道，道是不二法门，你看纪念堂门前的

那副对联：南宗不二法门，粤东第一宝刹。不二法门如何求呢？亦不是生死，亦不是涅盘，超出世间以

外，名之为不二法门，古来祖师非常聪明，处处指示我们不二法门，大慧杲禅师是圆悟勤的法子，他的

道场三十多人悟道，他在礼堂内不是拿香板，是拿竹蔑，边行边对大众讲：唤作竹蔑则触，不唤作竹蔑

则背。你看，不唤作竹蔑则背，它本来就是竹蔑，若不称它为竹蔑则遗背了它，故不唤作竹蔑则背，但

竹蔑它不可以自称是竹蔑，若自已称自己为竹蔑，好比一个君子，自己不称自己为君子，若自称君子，

便是触，是□慢，所以竹蔑不可以自称自为竹蔑，故唤作竹蔑则触：我们不是恶人，是善人，也不能自 

称是善人，就是金刚经内也说：须陀洹不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阿罗汉亦不作是念谓自己得阿罗汉果，

释迦佛在燃灯佛前受记作佛，亦不作是念谓燃灯佛授记我作佛，这便是触。「唤作竹蔑则触，不唤作竹

蔑则背，去此二途，道一句来！」这就是道，当时有些人因此一问而悟道，这便是不二法门。 

 

  现在我再解释明白：不唤作竹蔑则背，各位可能都懂，唤作竹蔑则触，恐怕有些难明之处，虚云老

和尚有一日食普茶，他说「古人食茶又食花生，今日常住请大众食花生，古人步步无生，念念在道，食

花生怎可称为道呢？假如你食花生，知道花生的味好食，你是个凡夫?那个人不知道花生好食，假如你

食花生不知道花生好味，你是个木头，若你食花生时，离花生的香味，亦离不知花生的香味，去此二途，

你道一句来！」这便是佛法，花生的香味人人知道，这便是触，花生的实相非香非不香，不能说它香亦

不能说它不香，说香与不香，便落了二边，不见中道，不见实相，所以老和尚说若离二边，便能知道花

生的本际，花生的实相，这便是不二法门。 

 

  各位，我们求道叫不二法门，不二就是不一，不可以说不二就是一，例如虚空与法身不二，不是离

了虚空以外有法身，又不是离了法身以外有虚空，故虚空与法身不二，现在不防再解释清楚：有人说虚

空含法身?不对，虚空含法身即虚空以外有个法身，法身在虚空之内，这样便是二，这是迷人所说，若

是悟人则不同：虚空不作虚空解?虚空就是法身。法身不作法身解?法身就是虚空。所以虚空与法身不

二，不是两个，亦不是一个，为何不是一个呢？我们现在未见法身，既未见法身，虚空未坏，所以不能

称为一，见法身时，虚空亦不会增加，所以亦不能称为二，若说一，那未见法身时，虚空便没有了，见

法身时难道虚空又增加了吗？切不可这样说，故虚空与法身不一不二，不一不二是中道实相，不二法门， 



6 
 

我们的佛性亦复如是，与我们不二，我们去到香港，跟我们到香港，去到美国，跟我们到美国，入地狱，

陪我们入地狱，上天堂，陪我们上天堂，但佛性与我们又不是一，我们在地狱受苦，佛性不受苦，我们

在天堂享五欲之乐，佛性不享受，我们受生死轮回，佛性不受生死轮回，佛性与我们不一不二，这便叫

作不二法门。 

 

  现在禅宗祖庭秋晚，我们是未法的儿孙，对不起历代祖师，为什么呢？佛法传到我们这辈子便断了，

便是对不起历代祖师，从前还有虚云老和尚，来果老和尚，冶开老和尚，八指头陀，应慈法师，都是参

禅悟道的，现在又有多少个参禅悟道呢？没有，既然没有，禅宗一法传到我们便末了，我们是大罪人，

我初出家时，已知道来果和尚悟道，虚云和尚悟道，冶开和尚我未见过，他也是悟道，上海有应慈法师

讲华严经，讲得非常好，他也是悟了道，那时还有一辈人悟道，现在他们都作古了，如今想找一个有手

眼的人也不容易见到，所以我们现在要发心，道未曾离开我们，道步步不离我们，所以傅大士云：「夜

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起坐镇相随，语默同居止，纤毫不相离，如身影相似，欲识佛住处，只这语声

是。」欲识佛住处?阿弥陀佛！ 

 

 

十二月十五日(解七) 

 

    各位善知识，禅宗一法是心地法门，不可离开心地以外用功，所以六祖坛经云：「心地含诸种，

普雨悉皆萌，顿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我们的心地含一切善种：慈悲喜舍戒定慧六波罗蜜都具足，

虽然如是，若不闻佛法便不会萌芽，所谓普两者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法，历代祖师说的法，都是落雨一样，

我们闻到佛法，戒定慧慈悲喜舍六波罗蜜的种子就萌芽，善根成熟，就会开悟，开悟称为顿悟，不是慢

慢地悟，一刹那间即悟，一悟一切悟，顿悟者一切都悟，即心就是佛，自己是佛，一切人都是佛，山河

大地都是佛，情与无情同圆种智，故谓顿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 

 

  然则用功应如何下手呢？六祖菩萨很慈悲，在坛经内讲得很清楚：前念后念及今念，念念不被骄诳

染，这个心便清净，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这个心便清净，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嫉

忌染，这个心便清净，所以我们不可以离开这个心用功，这便是心地法门，在心地中必定有前念，前念

不可以被烦恼染，前念灭去，便有今念，今念不可以被烦恼染污，今念灭去后念又来，后念亦不可以被

烦恼染污，念念心要看得清楚，念念心要离开尘劳烦恼，念念心便清净，这便是过念关，一念是一个关，

善亦一个关，恶亦一个关，凡亦关，圣亦关，念念都是关，假如一念恶打不破便不能跳过恶道关，一念

善看不通，不能登天堂，过关即登天堂，所以念念要过关，一念放不下便不能过关，一念打不破，一念

不能空，亦不能过关，念念过关，念念不被骄诳嫉忌染，那么这个心便清净，故古人云：「静坐一[骨

＋尧]炉香，一卷金刚经，兀然忘然。」心地内无我人众生寿者相，心地清净，离了四相便名诸佛，所

以修行用功不可离心地：在心地内用功，魔王奈你不可，别人不能打岔你，如果用功不在心地内，便怨

破人打岔，若在自己心地内用功，谁人能打你的岔，是你自己的心地嘛，故六祖菩萨很慈悲，最后用一

首偈告诫我们：「兀兀不修善，腾腾不造恶，寂寂断见闻，荡荡心无著。」你看，他老人家临入涅盘时

说了这首喝，如如不动称为兀兀，好像须弥山便是兀兀，须弥山四宝所成，何用再修善呢？心若兀兀便

是善，不必再去修善，腾腾者，正气也，正气必定上升，正气不会横流，人欲则横流，故腾腾者即正气，

如饭熟，饭气上升便是腾腾，正念现前，一正百邪灭，那里还有恶，百万四千尘劳烦恼都不会起，故所

以腾腾不造恶：寂寂断见闻，寂寂者，空也，六祖时常教人内以空离空，外以相离相，若以相离相，六

尘清净，以空离空不著空，六根便清净，外离六尘，六尘不染污，内六根空，六根空即六根清净，六尘

空则六尘清净，迥脱根尘，灵光独耀，你的无量光便现出来，故六祖要我们外空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一

定要空，内空六根，不要执著我有眼，有耳鼻舌身意等，时常记著心经内说的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耳

鼻舌身意，六根一空六尘空，六尘空六根亦空，六根六尘同时空，不分先后，六根与六尘顿时空，根尘

一空，灵光便独耀，自己的心光，佛光，无量光便会现出来，这便是寂寂断见闻：一切法空了，不与万

法为侣，在禅宗来说，不与万法为侣是什么人，就是荡荡心无著，在教下来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

荡荡心无著，此心一切不住，一切不住便住自己的本位，眼耳鼻舌身意亦住自己的本位，六尘(色声香

味触法)住自己的本位，虚空住自己的本位，山河大地住山河大地的本位，所谓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

住，这便是无住真心?荡荡心无著。 

 

  六祖坛经讲的是心地法门，我们学禅宗一定要从心地上用功，心地只有你自己无别人，别人不能进

入你的心地，一切魔王也不能到你的心地，你的心地是光明心地，魔王一来便被烧掉，最要紧就是惺惺

寂寂，在自己心地内用功，念佛要在自己心地上念佛，布施要在自己心地上布施，诵经要在自己心地上

诵经，参禅要在自己心地上参禅，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尘劳染，念念清净，故修行一定要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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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念的关，过到最后一关呢，便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是五个关)，度一切苦厄，所以心地法门

是禅宗的特别法门，又称为正法眼藏：各位来这里坐禅，虽然七日时间很短，但是一粒灵丹，转凡成圣，

大家种下菩提种子，在心地内用功，在心地内成佛，在心地内度众生，除了心地法门，更无有一法门 

可以令我们转凡入圣。 

 

    各位，时间无多，前途无量，要自己努力，恭祝各位解七以后，都不离开这个心地，时常观照自

己的心地，念念清净啊！ 

 

    各位菩萨，前途珍重啊！维那师父打引馨开静。 

 

 

解七法语 

 

    古人修行皆有见地：赵州茶、云门饼、杨歧三脚驴子弄蹄行、黄龙三关、五祖水牛过窗棂，皆是

奇特耳，今日纪念堂很平淡，如何是纪念平淡呢？ 

 

    风从花底过 水向石面流 

    一片西来意 荡荡遍神州 

 

    解！ 

 

********************************************************************** 

【录自：香港大学佛学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