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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聖嚴法師的禪法可謂是當代臺灣最具影響力的法門之

一。他分別繼承了臨濟宗的話頭禪與曹洞宗的默照禪，同時

也教授這兩種禪法。這兩種禪法對他而言，不但是他個人

修行上的利器，也是他接引眾生重要的法門。但吾人若回顧

歷史可以發現臨濟宗的大慧宗杲曾抨擊默照一派為「默照邪

禪」，而曹洞宗的宏智正覺也認為修行「不要作道理，咬言

句，胡棒亂喝」，宗杲與正覺在修持方法上各有堅持，那麼

聖嚴法師說他自己同時繼承了兩派的修行法，究竟如何繼

承？是各行其是的繼承？還是以一為主以一為從的繼承，抑

或是調和二者，從中提煉出一種新的禪法？

曹洞宗的宏智正覺通常是利用「拈古頌古」、「回

互」、「偏正五位」等方式，來教導學生參究古則意蘊。他

的修行法門主要為「默照」，要求學習者徹底的「休歇」

「揩磨」，他認為只有「歇得盡、修得穩」才可能見性。所

謂的「休歇」是萬事拋下，什麼都不作。但「揩磨」卻是如

金針引玉線般的「細細行將去，密密其中來」，利用綿密的

工夫徹底的刮垢除塵，這二者間有無矛盾？聖嚴法師如何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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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休歇」與「揩磨」間的背反？

大慧宗杲卻認為「四料簡」、「偏正五位」、「功勳五

位」等，這些都只是方便法門，最直接、最徹底的方法是

「參話頭」，這種方法完全避免分析或理解，直接將修行者

引入一個「意識不行、思想不到、絕分別、沒理路處，驀然

噴地一下，自然明心見性」之處。

宏智正覺的「休歇」主張萬緣放下、萬念皆休，始得見

佛性；而大慧宗杲則認為必須恆切努力，抱著話頭不放，甚至

要鑽進疑團中，在那密不透風中，緊咬話頭不放，方才能夠明

心見性。由此觀之，這的確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修行法門。

若仔細的觀察聖嚴法師對話頭禪與默照禪的繼承，我們

可以發現，不論是對主張萬念休歇的默照禪或緊咬話頭不

放的話頭禪，聖嚴法師都認為開悟的過程應該都具備「收

心」、「集中心」、「統一心」與「無心」四個階段，在默

照禪中，聖嚴法師直接將休歇萬念的過程，分為「收心」、

「攝心」、「安心」與「無心」四階段；而話頭禪中「念話

頭」的過程，屬於「收心」的階段，「問話頭」則為「集中

心」的階段，至於「參話頭」則屬於「統一心」到「無心」

的階段，最後的「看話頭」則是對「無心」的保任。

將禪修的方法以「四心」來說明的方式既不是傳統的默

照禪，也不是話頭禪，而是聖嚴法師親證這兩種禪法之後自

己的體悟。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採用默照或話頭的方法上，聖

嚴法師是繼承了宏智正覺與大慧宗杲二人；但在親證的過程

中，歷代祖師都有他們個別的開悟經驗，這是無法依樣畫葫

蘆的，聖嚴法師便以他親身的經驗，化為清楚的四心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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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悟的歷程。

聖嚴法師對默照禪的繼承在於徹底的掌握「默」與

「照」的精神，卻不採用「拈古頌古」、「回互」、「偏正

五位」等方式，他將宏智的「休歇」詳細的分為「收心攝

心、集中心、統一心、無心」等四個過程。同樣的，他對話

頭禪的繼承也不在「四料簡」、「偏正五位」、「功勳五

位」等，而是將大慧宗杲的參話頭分為「念話頭、問話頭、

參話頭、看話頭」等四部分。將此與宗杲原本的「緊緊咬住

一個話頭」、「製造疑情」、「參破疑情」三部分加以比

較，可以得知聖嚴法師將宗杲「緊咬住一個話頭」的階段視

為「念話頭」的部分，而將「製造疑情」的階段，細分為較

淺的生起疑情的「問話頭」階段和較深的生起疑團的「參

話頭」階段外，還添增了參破話頭後的保任階段─「看話

頭」，使得修行者能夠保持在明心見性的光景中。

若將聖嚴法師提煉過的默照禪與話頭禪對照來看，可以

發現修行者在「念話頭」的階段尚未產生疑情，他只是利用

「話頭」來集中紛然雜陳的念頭，相當於默照禪「收心」的

階段；到了「問話頭」時，雖然偶有妄念出現，但由於疑情

已經產生，所以心已經可以集中於一處了，這就相當於默照

禪的「攝心」階段；到了「參話頭」時，修行者以能綿綿密

密、一句接一句，如泉水湧出般的參問，遺忘了身體或環境

的存在，這就進入「集中心」的階段，等到全人進入了一個

大疑團當中後，就已進入「統一心」了；最後的「看話頭」

則是打開悶葫蘆之後的保任階段。修行者雖然已到達明心見

性的階段，但由於習氣未斷，所以仍須時時提撕，方能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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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悟的狀態，此即相當於默照禪「無心」的階段。

關鍵詞： 聖嚴法師，大慧宗杲，天童正覺，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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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聖嚴法師的禪法可謂是當代臺灣最具影響力的法門之

一。他分別繼承了臨濟宗的話頭禪與曹洞宗的默照禪，同時也

教授這兩種禪法。這兩種禪對他而言，不但是他個人修行上的

利器，也是他接引眾生的重要法門。但吾人若回顧歷史可以發

現臨濟宗的大慧宗杲曾抨擊默照一派為「默照邪禪」，而曹

洞宗的宏智正覺也認為修行「不要作道理，咬言句，胡棒亂

喝」，宗杲與正覺在修持方法上各有堅持，那麼聖嚴法師說他

自己同時繼承了兩派的修行法，究竟如何繼承？是各行其是的

繼承？還是以一為主、一為從的繼承，抑或是調和二者，從中

提煉出一種新的禪法？

（一）研究動機

歷代的禪宗祖師都有一套屬於自己的修行方法，這套方

法絕大多數是承續前人，加上自己特殊的體會而成的，大多數

人終生謹守一種方法，甚至因為個別的體認而攻擊別人的方

法，但聖嚴法師卻稱自己的禪法，同時接續了大慧宗杲的話頭

禪與宏智正覺的默照禪，且不偏廢任何一端，不但教導話頭禪

也宣揚默照禪，法師云：

西元十二世紀，在中國有兩位非常著名的禪師：一位是

臨濟宗的大慧宗杲（1089∼1163年），他提倡了話頭禪；

另一位則是曹洞宗的宏智正覺（1091∼1157年），他提倡

了默照禪。我自己則正好連接上了這兩個系統的法門，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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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跟老師修行著力時，用的是話頭禪，在六年的閉關期

間，修的則是屬於默照禪。這兩種禪法對我來講，都有很

大的利益及效果，直到目前我還是在教授著這兩種禪的修

行法門。1

繼承一宗一派是我們所熟悉的，同時繼承兩宗的禪法已

不尋常，法師繼承的竟是歷史上互相攻詰、互不認同的兩個門

派：大慧宗杲曾經嚴厲的批評過默照禪，宏智正覺也對臨濟宗

的棒喝頗有微詞，那麼法師如何同時繼承了這兩派的禪法？他

究竟如何繼承？他不但繼承這兩種禪法，同時也在教授這兩種

禪法，他究竟如何教？是分別教導，還是截長補短鎔為一爐？

（二）研究方法與限制

本研究採取文獻分析法，為了明白聖嚴法師如何繼承話

頭禪與默照禪，首先分別分析大慧宗杲和宏智正覺的禪法，其

次再釐清法師對話頭禪與默照禪的主張，然後再與宗杲和宏智

的禪法進行比較。最後，輔以訪談整理出法師的教禪方法。最

後對法師的禪法作一全面性的檢視，以明白法師禪法的特色。

本研究乃是以法師的著作為主要依據，因時間促迫，僅

能進行少數個別的訪談，尚未能大量訪問參與禪法的修行者，

所以未能明白現場實施的狀況。

1  聖嚴法師《聖嚴法師教默照禪》，臺北：法鼓文化，初版七刷，2004年4
月，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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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宏智正覺默照禪的內容

宏智正覺（1091∼1157）南宋隰州（今山西隰縣）人，乃

是枯木法成與丹霞子淳的弟子，而法成與子淳均是芙蓉道楷的

弟子，道楷的學說經由子淳，到了宏智手中廊廡始大。宏智繼

承道楷「自休自歇」的禪法，發展成為默照禪，而使天下靡然

相從。

正覺的禪學理論建立在人人皆有佛性之上，煩惱僅是心

上幻影，因此如何去除不實的妄念，展露出吾人本地風光，便

是他禪法的特色。

（一）以人人皆有佛性為基礎

禪宗的共同特色就是認為人人皆有佛性，宏智正覺也不

例外，在他看來吾人與生俱來即具有一個靈明廓徹的如來德

相，雖然我們尚未開悟成佛，但這如來德相在我們身上卻從不

虧欠、也不缺少，它是吾人生命最基本的結構，也是最原始的

狀態，所謂：

我衲僧家本分事，元無一絲頭缺少，無一絲頭分外，從

本已來，靈明廓徹。2

這如來德相，不僅是生命的基本基調，也是吾人與天地

同根、萬物同質的地方，換句話說天地萬物均具有如來德相，

2《大正藏》第四十八冊，卷一，頁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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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德相即是諸法本性，所謂：

須知從本已來，靈明廓徹，廣大虛寂，三界九地，什麼

處得來？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3

又說：

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能德相。4

如果如來德相指的是諸法實相，那麼萬物的本性就沒具

不具有、減不減少的問題，只有顯不顯現，及顯現的完不完全

的問題，因此宏智正覺開宗明義，即說：

名不得，象不得，從來清淨不受染污。本自圓成，不勞

修沁，消融萬有，堂堂穩馭真乘，和合眾緣，處處顯揚茲

事。5

又說：

始信元不修持，不曾染污，無量劫中，本來具足，圓陀

陀地，曾不一毫頭許欠少，曾無一毫頭許盈餘。6

3《大正藏》第四十八冊，卷五，頁67上∼中。
4《大正藏》第四十八冊，卷五，頁67中。
5《大正藏》第四十八冊，卷一，頁1下。
6《大正藏》第四十八冊，卷一，頁17下。



聖嚴法師對話頭禪與默照禪的繼承與發展‧185‧

宏智認為這靈明廓徹的本性，不是經由吾人修持，或是

「消融萬有」刮垢除弊之後所造成的，也不是吾人修行之後所

建構的新事物；而是吾人本來具足，與生俱來的部分。從另一

個角度說，修行不是要建構或創造出一個靈明廓徹的如來德

相，而只是去顯露吾人本來原有的如來德相，這個德相在佛不

增，在凡不減，是凡聖所同具的。

同時這個「靈明廓徹」的如來「智能德相」，也不會因

為吾人的貪瞋而被染污，癡妄而受損害，它不但是本來具足、

且是永恆不變的。是恆定不變，不待修正的。

（二）煩惱為心上之幻影

如果眾生本具如來德相，那麼為何還有眾多煩惱？在宏

智正覺心中這份染污的性質究竟是什麼呢？它與清淨本性之間

的關係又是如何呢？宏智云：

所以道：「一切皆從心地生，除去一切生底，還是本來

心地。」7

又說：

在一切諸法，同影像而生；在一切諸相，同幻化而用。8

一切諸法皆是心地上妄想緣影，譬如湛水因風成波，唯

7《大正藏》第四十八冊，卷五，頁60中。
8《大正藏》第四十八冊，卷五，頁62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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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滅，故動相隨滅，非是水滅。爾心地上，存許多善惡等

相，便是水上波浪，風休波滅，不是水滅，善惡相盡，不

是心滅。9

從上面的三段引文看來，宏智認為煩惱只是心地上的妄

想緣影而已，也就是說煩惱根本不是「如來德相」，也不是由

如來德相產生的作用，它只是心的作用而已，也就是當六根與

六塵交接時所產生的作用而已，和如來德相一點關係都沒有。

當六根與六塵交接時，產生攀緣之情，生起執取之欲，自然產

生煩惱，所以要對治的是這個興風作浪的「心」，而不是那個

「清淨不受染污」的如來德相。此處必須注意的是：煩惱只是

「心地上妄想緣影」而不是「心」本身。所以要對治的並不

是受想行識，而是「心」與物交接時所生起的攀緣執取。宏

智的修行法門便是直接掌握了這個特質，針對「妄想緣影」

加以處理。

（三）默照禪在語言方面的教學法

宏智為了要教導修行者除去「心地上妄想緣影」還其本

來心地，在語言的教導上，他採用拈古頌古、回互等方法；在

打坐禪修中則主張休歇與揩磨等方法，以下分別說明之。

1. 拈古頌古

拈古、頌古是禪師截取一段古人古事或詩句，藉由一搭

一唱當中揭示禪意，最後由禪師在頌古中說明此段古人古事或

9《大正藏》第四十八冊，卷五，頁6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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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句的意義。例如：

舉同光帝謂興化云：「寡人收得中原一寶，只是無人

酬價。」化云：「借陛下寶看。」帝以兩手引幞頭腳。化

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頌曰：「君王底意語知

音，天下傾誠葵藿心；掇出中原無價寶，不同趙璧與燕

金。中原之寶呈興化，一段光明難定價；帝業堪為萬世

師，金輪景燿四天下。」1

宏智藉由同光帝與興化君臣間的一段談話，來說明佛性

的重要。皇帝感嘆他有一個天下至寶，但沒人出價購買。興化

順勢問道：「我能不能看看皇上那至寶是什麼樣子？」皇帝用

手拉著他的皇冠說：「就是這個。」興化說：「這個誰敢出價

啊？」最後宏智藉著「頌古」的形式說明吾人身上有個無價之

寶，任何代價也換不了。不論是在上堂或小參時，宏智都常引

用古人的公案或詩句，再加以解說與闡釋，希望利用這些材料

幫助學僧了解公案的內容以及自己的體悟。

2. 回互

宏智的教學方法除了頌古之外，回互也是很重要的一種

原則。回互則是禪師在引導修行者時，利用反覆論辯的方式層

層深入的指出修行者當行之道，《宏智禪師廣錄》卷一就有許

多以旁參作為推理原則回互的例子。《宏智禪師廣錄》卷一：

1《大正藏》第四十八冊，卷二，頁 27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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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舉僧問青林：「學人徑往時如何？」林云：「死蛇

當大路，勸子莫當頭。」僧云：「當頭時如何？」林云：

「喪子命根。」僧云：「不當頭時如何？」林云：「亦

無迴避處。」僧云：「正當恁麼時如何？」林云：「卻失

也。」僧云：「未審，向什麼處去也？」林云：「草深無

覓處。」僧云：「和尚也須隄防始得。」林拍手云：「一

等是箇毒氣。」師云：「者僧解問，青林解弄，可謂是虛

玄不犯。回互旁參，把定咽喉，方為好手，觸他毒氣，不

是作家。」且道：「正恁麼時，畢竟作麼生。」良久云：

「連頭袋子盛將去，沒底籃兒著取來。」1

在這個例子中，宏智問青林︰「學人徑往時如何？」青

林回答︰「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宏智緊咬他的答案，

再問「當頭時如何」、「不當頭時如何」這兩個問題，青林都

可以正確的回答出來，但是等他繼續追問「在喪子命根，亦無

迴避處時」又該怎麼辦，青林的回答就沒辦法掌握禪宗主要精

神了，不論是「卻失」或「草深無覓處」，指的都只是形軀生

命的喪失，但宏智要的不只是視死如歸的勇氣，而是當一切都

失去之後，陡然而現的佛性或本來面目。回互、旁參的目的就

是利用這往復的過程逼顯最後的境界，想要凸顯出佛性或本來

面目，就需要「把定咽喉」。換句話說「把定咽喉」是「回

互」中最重要的關鍵，當學生能「把定咽喉」時，即能逼出回

互所要呈現的最後答案。

1《大正藏》第四十八冊，卷一，頁1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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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互的形式有時是師生反覆討論，有時則是宏智個人設

問，自己回答，例如：

山云：「祇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柱云：「幻人

相逢，撫掌呵呵。」師云：「一言盡十方，萬卷該不得，

一步周八紘，駟馬追不及。直須無舌人解語，無足人能行

始得。說不得，行不得，直是無氣息，有什麼用處。」且

道：「幻人相逢，撫掌呵呵，又作麼生?」良久云：「念

念攀緣一切境，心心永斷諸分別。」1

這則回互的例子，只有宏智一人自問自答，很明顯的他

並不覺得當他說出石柱的標準答案─「幻人相逢，撫掌呵

呵」時，他的學生不能夠完全了解。所以他又詳細說明「海上

明公秀」實是「一言盡十方，萬卷該不得，一步周八紘，駟馬

追不及」的比喻，這個解釋比石柱的答案更加不易理解，宏智

想說明「幻人相逢，撫掌呵呵」不是概念思維中的事物，也不

是想像中的幻覺，而是心行處滅、言語道斷的實相，所以用了

雖是「一言」，卻令萬卷無法綜賅；雖僅「一步」，卻連千里

馬也追不上。在這種誇飾的形容之後，宏智又舉了一個比喻說

這就像無舌人能說話，無足人能走路一般。這些例子在在都在

說明「海上明公秀」這個境界是超越語言，停頓思維之後的呈

現。可謂是一個「說不得、行不得，直是無氣息」的世界。

當宏智以「直是無氣息，有什麼用處」來說明「幻人相

1《大正藏》第四十八冊，卷一，頁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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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撫掌呵呵」境界後，他的教學活動並沒有停止，他一躍而

上深入其中，轉出「幻人相逢，撫掌呵呵」的境界又是怎麼出

現的問題？良久之後宏智告訴學生，這是在「念念攀緣一切

境，心心永斷諸分別」之下才能出現的境界，換句話說，「心

行滅處，言語道斷」不是槁木死灰，不與世界交接，而是斷盡

煩惱，卻不被煩惱來束縛。因此「幻人相逢，撫掌呵呵」是知

其如幻，卻假戲真作；在假戲真作當中，卻深知一切如幻。

這種明白自身如幻，亦知他者如幻，了無一絲一毫的為

真為實，這才是真正的「空」，所謂：

一切法到底，其性如虛空，正恁麼時，卻空它不得。雖

空而妙，雖虛而靈，雖靜而神，雖默而照。若能如此，先

天地先，一段事；後天地後，一段事。生死是箇中影像，

畢竟立生死不得，真實到生死底，若不恁麼，隨夢幻而

流。在一切境界，殊無些小得力處，識得破、辨得徹、喚

得回、弄得出。在一切諸法，同影像而生；在一切諸相，

同幻化而用。如電如影、如夢如響，了無一絲一毫為真

為實。清淨本然，箇時周遍法界皆是，真淨妙明，箇時建

立。所以道：「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何處不是諸人

放光明？」1

所謂的「空」是「在一切境界，同影像而生，一切諸

法，同幻化而用」，解脫者不同於眾生的地方，不是他遺世而

1《大正藏》第四十八冊，卷五，頁6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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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而是他證悟了這一切無常無我之後，對幻境不會產生攀

緣之情、執著之心。同時他因為明白自身亦在幻化當中，深知

幻化世界的其本性，所以也不會厭生惡死，這才是「畢竟立生

死不得，真實到生死底」。

（四）默照禪在靜坐默究中的教學法

宏智除了重視語言中的提撕之外，更重視靜坐默究中的

教導，在靜坐默究中他最重視休歇與揩磨兩種方法，休歇看來

像是停止一切的動作，而揩磨卻像是用心去刮垢磨光，這兩種

看來完全背反的方法，如何在一種禪法中同時運用？

1. 休歇與揩磨的意義

宏智的教學法中最令人稱道的是休歇與揩磨的提出，所

謂的休歇與揩磨指的是什麼呢？楊曾文在《宋元禪宗史》中曾

對休歇提出解釋，他說：

「休歇」有時與「無事」連用，一般是指離開喧鬧多事

的環境，到一個安靜處所，使自己身心得到放鬆、休息，

往往是採取讓精神集中的禪定形式進行心理調適活動，抑

制並斷除困擾自己的各種欲望，衝動和追求⋯⋯既然旨在

泯滅古與今的時間觀念，故稱「一念萬年去」；要停止一

切欲望追求，便稱「寒灰枯木去」；要斷除一切煩惱，便

稱「一條白練去」。1

1  楊曾文《宋元禪宗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
版，頁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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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歇是一種停止妄念的方法，它建立在修行者敏銳的反

省力上，在靜坐的當下，修行者必須清楚的觀察到內心浮起的

妄念。一旦察覺到妄念浮現時，立即要停止這個妄念、斬斷這

個妄念，這即是「休歇」法。依據宏智的提出：

兄弟此箇田地，亘徹古今，是爾人分上本有底事，祇

為一念封迷，諸緣籠絡，所以不得自在去，勞他先覺，建

立化門，也祇勸爾諸人，自休自歇去，歇即菩提，勝淨明

心。1

在宏智看來，當吾人「自休自歇」時，妄念便不得浮現，

從根斬斷之後，菩提自然顯現，這是因為他認為煩惱乃由妄念

而起，直接斷除妄念，煩惱即能消除；煩惱消除，菩提自然顯

現。這個方法即是他在回互中所謂的「把定咽喉」的方法。

而所謂的「揩磨」，雖然表面上看來像不同於「休歇」，

但它卻是休歇過程中那個持續不斷盯緊心念，努力抓住妄念，

一旦妄念生起必須立刻斬斷那個不敢絲毫鬆懈的態度，因此它

強調「誅鉏盡草莽，四至界畔，了無一毫許污染」，宏智云：

大休大歇底，口邊醭生，舌上草出。直下放教盡去，

洗得淨潔，磨得精瑩，如秋在水，如月印空，恁麼湛湛明

明。1

1《大正藏》第四十八冊，卷一，頁14下∼頁15上。
1《大正藏》第四十八冊，卷七，頁78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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揩磨的特色在於看的緊，除的盡，宏智用「洗得淨潔，

磨得精瑩」來形容用心之緊，不容一根雜草存在，應該說是不

容一根草存留，揩磨必須如同除草一般，除到寸草不生，濯濯

如牛山方可。宏智云：

田地虛曠，是從來本所有者，當在淨治揩磨去，諸妄緣

幻習。自到清白圜明之處，空空無像，卓卓不倚。1

又說：

但直下排洗，妄念塵垢，塵垢若淨，廓然瑩明。1

「揩磨」是一種「排洗」、「淨治」的工夫，類似於

「時時勤拂拭」的精進與用功。這個工夫強調徹尾徹尾的細膩

而又持續的進行方能見效。

2. 休歇與揩磨的關係

若從表面上看來「休歇」似乎是強調「放下」，要求的

是枯寒身心，冷休休的，讓所有的妄念都如嚴冬的草木閉固

不生，或如枯木即使逢春也不萌芽。而「揩磨」就像是「用

事」，所要求的是「洗得淨潔，磨得精瑩」，是努力用力的

清除或琢磨，希望身心潔淨，心田光亮。這二者似乎是兩種

背反的理念，休歇時決無法進行揩磨的工作，揩磨時則決非

1《大正藏》第四十八冊，卷六，頁 73下。 
1《大正藏》第四十八冊，卷七，頁78中。



‧194‧聖嚴研究

休歇。但我們在《宏智禪師廣錄》可以發現宏智不只是分開

來使用這兩種方法，大多數的時間裡，他都將二者合在一起使

用，例如：

（1）枯寒身心，洗磨田地。塵紛淨盡，一境虛明。水

月霽光，雲山秋色。青青黯黯，湛湛靈靈。自照本根，不

循枝葉。箇時底處，超邁情緣，不限劫數，一念萬年。1

（2）衲僧家，枯寒心念，休歇餘緣。一味揩磨此一片田

地，直是誅鉏盡草莾，四至界畔，了無一毫許污染，靈而

明，廓而瑩。照徹體前，直得光滑淨潔，著不得一塵。2

從上面諸多例證顯示在宏智心中，休歇和揩磨並不是兩

組相對的概念，而是同一方法的兩面，各自表述出默照禪特殊

而又精緻的一面。「休歇」是指修行者在靜坐當下，察覺到妄

念時，立刻告訴自己這是妄念，不可隨波逐流，這個遏止妄念

的動作，叫「休歇」。而修行的過程是一個不斷斬除妄念的過

程，每個階段都有必須對治的對象，此時生起此妄念，彼時產

生彼妄念，都需要「直下放教盡去」，這種緇銖必較不敢鬆

懈的態度，就像發現心田裡冒出妄念的雜草就必須「放教盡

去」，這種持續看守，不敢有所懈怠的精神即是「揩磨」。宏

智說這就像洗滌的過程，即使衣服上只有一點髒都要努力清

洗，直到「洗得淨潔，磨得精光，如秋在水，如月印空」。

1《大正藏》第四十八冊，卷七，頁77上∼中。
2《大正藏》第四十八冊，卷六，頁 7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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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休歇與揩磨是同一種修行法─默照禪，不同

的兩觀察面向。默照禪不但需要「枯寒心念，休歇餘緣」，不

被妄念所牽引，也不主動攀緣妄念，一有妄念就休歇放下，

「直是誅鉏盡草莽，四至界畔，了無一毫許污染」才算究竟。

從宏智的觀點看來，休歇與揩磨的目的不是滅盡心念，

而是洗淨妄念，是除盡心田中的雜草，恢復田中等作物的豐美

與生氣，不許任何污染與摧殘。在宏智看來吾人在人間中所有

的有心經營，蓄意謀求，都是使自己擾攘不安的緣故，這些算

計營求「膠膠織織」複雜到連自己都認不得自己了，而何時放

下營營，何時就脫然灑落，何時脫然，何時就恢復自己的本來

面目。宏智說：

只為爾心地下，紛紛地是思惟，攪攪地是架鏤。於妄想

中，膠膠織織、安安排排、粘粘綴綴，什麼時得灑落去？

爾若向這裡，脫然放下，不見箇身；不見箇身，箇時滿虛

空遍法界，只是爾一箇自己。三世諸佛出世也，在爾身中

出世；一切眾生顛倒也，在爾身中顛倒。乃至三界九地、

大大小小、方方圓圓，皆是爾自己身中所現影像。2

宏智認為休歇揩磨不只是認清自我本來面目的方法，同

時也是看清一切法的途徑，因為當我們汲汲營營的在獵取爭逐

時，自我如幻的本質退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堅實牢固的

「我」。此時所有的事物都成了實有，成為可攀緣，可擁有的

2《大正藏》第四十八冊，卷五，頁 6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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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而當我們除去心念中的妄想，認識了自我本來面目，我

們立刻發現不只沒有爭逐的主體，也沒有足以獵取的客體，事

實上所有的事物都如幻如化，如露如電，事物之所以變成實然

而有，變成可逐可取，其實是因我顛倒的緣故。

3. 休歇揩磨能發揮功效的條件

宏智主張休歇與揩磨的目的，在除去吾人自我心中的執

著與妄念。從而使事物不再受到吾人有色眼鏡的蒙蔽，而能以

實相方式呈現出來。然而想要使實相呈露出來，那麼絕不是隨

意休歇，隨興揩磨所能達到的，這可以從宏智認為若是休歇得

不夠徹底，揩磨得不夠潔淨，只要仍有一絲迷妄，那就會沾黏

無數煩惱，生起無盡的紛擾，再度陷入動蕩不安的心緒，纏縛

煩憂的境地可知，所謂：

若一念迷本隨情，牽在一切處，紛紛紜紜膠膠擾擾，

既從不自由處生，還從不自由處死。若是分曉漢，本無所

從來，明白恁麼用，便於一切時一切處，脫徹無依；萬象

中出一頭地，恁時不帶四大五蘊來；方有出身路子，臘月

三十日，依舊恁麼去。所謂來無所從，去無所至，箇時淨

無夤緣，廓無處所，三際斷六門空。所以道：「恢恢焉，

晃晃焉，逈出思議之表也；思不到，議不及，心念纔萌，

便成流注。」2

為了避免「一念迷本隨情」的情形發生，宏智主張徹底

2《大正藏》第四十八冊，卷五，頁 6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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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休歇與揩磨，因為若無法廓然掃盡，通身洗淨，只要有那一

絲的牽連，仍未免是個凡夫，仍無法不墮入輪迴。宏智云：

師乃云：「兄弟有底道，三十年二十年三年五年，在

叢林中恁麼做，也道我參禪學道。若不曾到底，有甚麼用

處？儞但只管放，教心地下一切皆空、一切皆盡，箇是本

來時節。」2

又云：

當恁麼為時，直教一毫不生，一塵不翳，枯寒大休，廓

徹明白。若休歇不盡，欲到箇境界出生死，無有是處，直

下打得透，了無思塵，淨無緣慮，退步撒手，徹底了也。

便能發光應世，物物相投，處處恰好。所以道：「法法不

隱藏，古今常顯露。」2

只有徹首徹尾的休歇方才能如桶底脫落，從迷而反。只

有徹除妄念，心頭的影像才能恢復它幻生幻滅的本質，而也只

有如此，吾人才能徹見自己未污染前的本來面目。

4. 休歇揩磨以見性

如果修行的目的，在去除攀緣與執著；讓萬物恢復它幻

生幻滅的本相，讓吾人徹見自己未「迷本隨情」前的末來面

2《大正藏》第四十八冊，卷五，頁 60中。
2《大正藏》第四十八冊，卷六，頁 7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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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那個本來面目究竟是什麼樣子呢？宏智云：

吾家衲子，將以超脫生死，須槁身寒念，徹鑒淵底，虛

凝圓照，透出四大五蘊。與因緣未和合，根門未成就，胞

胎未包裹，情識未流浪時，著得箇眼，何患不了？恁麼了

時，祖師鼻孔，衲僧命脈，把定放行，在我有自由分。所

以道：「妄息寂自生，寂生知則現；知生寂自滅，了了唯

真見。」2

宏智用「與因緣未和合，根門未成就，胞胎未包裹，情

識未流浪」來形容吾人的本來面目，這真是個不可言說，不可

指陳，也無法形容的境界，對這個境界他有更深入的說明：

一性湛圓，本地之光明發耀，六根互用，通身之手眼隨

宜，便能眼處作耳處佛事，耳處作鼻處佛事，所以道：石

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須和。能如

是也，於一切塵，成一切智。不見教中道，若色處清淨，

若般若波羅蜜多清淨，若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

別無斷故，諸人還體悉得麼。良久云：「雲山父子能無

外，水月交情自有緣。」2

當槁身寒念，徹鑒淵底時，我們遇見了父母未生時的

2《大正藏》第四十八冊，卷七，頁 78上。
2《大正藏》第四十八冊，卷四，頁3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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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而進入一個萬法平等的世界，這時「本地之光明發耀，

六根互用，通身之手眼隨宜，便能眼處作自取佛事，身處作舉

處佛事」，這境界即是所謂的「無二無別」的禪境。到達「無

二無別」的禪境之後，修行者才算進入不退轉的境界。此時的

修行者所見到的無非是實相，已無甲乙的分別，凡聖的區分，

所有的誘惑對他而言都如幻影般的不真實，宏智用「騎聲跨

色，超聽越眺」來說明得道者身處紅塵卻無車馬喧囂的寧靜。

所謂：

更須知有轉身路子，轉得身時，別無面孔教爾辨白；無

辨白處，卻昧不得，箇是徹頂透底。窮根極源時節，千聖

萬聖，無異蹊轍；妙在回途，借路著腳，明中有暗，用處

無迹。百草頭，鬧市裡，飄飄揚身，堂堂運步，自然騎聲

跨色。超聽越眺，恁麼混成，方是衲僧門下事。2

真正的「見性」是禁得起考驗的，「了了唯真見」是在

轉身縱入大化時，依然可以在「無辯白處，卻昧不得」，不會

因為花花世界種種引誘，即「膠膠織織，安安排排，粘粘綴

綴」，默照禪的修行至此所謂「桶底子脫去」直見實相。因此

是一種有效的修行法門。

2《大正藏》第四十八冊，卷七，頁 78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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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慧宗杲話頭禪的內容

（一）話頭禪提出的原因

宗杲提出話頭禪的原因，是因為他看到「近代佛法可

傷，邪師說法，如恆河沙。各立門風，各說奇特，逐旋捏合，

疑誤後昆，不可勝數」2的緣故，根據他的觀察，當時最嚴重

的錯誤在於「形似而不求悟」，修行者將參禪求解脫當成了追

求時尚的行為，不求了脫生死，只求形貌上的相似，可能是當

時有人只希望求得一個「自在自悟」的名號，根本不在乎沒有

出離三界。就宗杲的觀察，這種狀況幾乎發生在當時每個門派

當中，例如有的人學習默照禪學得不夠透徹，就妄說休歇，卻

休得如土木瓦石，只是在打坐中歇息，享受坐中的輕安寧靜，

卻不求了悟，也不用功，成天將自己困在那「黑山下，鬼窟

裡」中，如同冷水泡石頭般，這是永無開悟之日的，因此宗杲

氣憤的說：

教人休去歇去，歇教如土木瓦石相似去，又怕人道坐

在黑山下鬼窟裡，隨後便引祖師語，證據云：「了了常知

故，言之不可及。」2

由於不明白輕安不是悟境，卻執著這塊貌似佛土的的黑山

鬼窟。明明沒有開悟，卻在享受一份隨時被戳破的寧靜安詳。

2《大正藏》第四十七冊，卷十四，頁867上。
2《大正藏》第四十七冊，卷十四，頁867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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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人更加狡滑，他明白古人公案不可以理路商略，不

可以言語掛搭。因此凡遇到關鍵處就說些毫無相關的語句，既

不黏滯，也不掛搭，以表示自己早已到達祖師們的境界。事實

上這種言語上的模仿又怎是真正的開悟，宗杲曾舉例說明：

「或師家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爾作麼生會？』便

云：『和尚不妨惺惺。』或云：『和尚甚麼處去來？』」3等

等，或者直接再重複說一次「不是心，不是佛」，這種種模

仿，即使模仿的再維妙維肖，也沒有辦法使仿效者開悟。

第三種人更為聰明，他們不但不必像第一種人擺出一副

用功精進的假象，也不必像第二種人，至少在言語上還要求不

黏不滯，他們只需要直接捉住問題再向上一翻，就成了絕妙之

答，例如：「僧問古德：『如何出得三界去？』」3答的人只

需說：「把三界拿來，我就告訴你怎麼出去？」將二祖安心的

公案拿來套用一下就叫作開悟了，但這種開悟究竟有什麼用？

等到遇著生死牢關時，真的能保證自己能脫離三界嗎？

宗杲為反對佛門這些怪現象，所以主張明心見性必須

「親證親悟」，語言上的巧問妙答，行為上的鎮日靜坐都不是

真正的開悟。所謂：

殊不知，此事唯親證親悟，始是究竟，才有一言半句作

奇特解，玄妙解，祕密解，可傳可授，便不是正法。3

3《大正藏》第四十七冊，卷十四，頁867中。
3《大正藏》第四十七冊，卷十四，頁867下。
3《大正藏》第四十七冊，卷十九，頁892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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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則如何才能「親證親悟」呢？宗杲認為只有使用話頭

禪才能使人開悟，令人見性。

（二）話頭禪的內在基礎

宗杲認為耽溺於巧思妙語無法令人開悟，同樣的終日靜

坐冥想也無法明心見性，文字禪的錯誤是顯而易見的，也是容

易解決的，但是默照禪如果學得不夠徹底，它所產生的問題就

相當的棘手，宗杲云：

坐來坐去，坐得骨臀生胝，都不敢轉動，喚作工夫，

相次純熟，卻將許多閒言長語，從頭作道理商量，傳授一

遍，謂之宗旨。方寸中依舊黑漫漫地，本要除人我，人我

愈高，本要滅無明，無明愈大。3

為了避免吾人「坐在黑山下，鬼窟裡」，如土木瓦石

般，宗杲提出另一種參禪的方法─話頭禪。何謂話頭禪，楊

惠南云：

「看話禪」一詞中的「看」，是觀察、看守、盯住不

放的意思；而「話」字，則指「（狗子）無（佛性）」這

一句「話」（語詞）。在宗杲的話頭禪中，「無」這一句

「話」，可以用其他的「話」來代替；最常代替的「話」

3《大正藏》第四十七冊，卷十九，頁89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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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竹篦子」話。禪宗認為，宇宙中的萬事萬物，都由

「如來藏」（妙明心印）這一源頭而來；包括「無」、

「竹篦子」這些「話」。而且，修禪的目的即在開發這一

萬物的源頭─如來藏。也就是說，參究「無」、「竹篦

子」等等「話」（公案）的目的，乃在開發這些「話」的

源頭─如來藏。3

他利用了許多「話頭」來引導學生，進入一個專心一意

的世界，再要求學生突破這個境界，走出一個連「心」都不存

在的世界。但這些動作的目的都只在開發吾人內在的圓明妙

性，正如楊惠南所說的宗杲的話頭禪均在闡揚開發吾人內在的

如來藏。宗杲亦曾云：

即心是佛，佛不遠人，無心是道，道非物外，三世諸

佛，只以此心說法，只以此道度生。3

宗杲以「即心」「無心」來詮釋「圓明妙性」，此性除

了「無生可度」「無法可說」之外，還包含不妄取過去，不貪

著未來，也不住於現在的特點。這圓融妙性和宏智所說的「桶

底子脫去」後所呈露的本地風光一樣，不是永絕人寰的槁木死

灰，而是身在濁世卻在污不染；人在塵寰卻念念分明。所謂：

3  楊惠南《禪史與禪思》，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初版，1995年，頁173。
3《大正藏》第四十七冊，卷二，頁81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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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得心心不觸物，念念絕攀緣，觀法界於一微塵之中，

見一微塵遍法界之內，塵塵爾，念念爾，法法爾。3

（三）學習話頭禪應有的態度

宗杲在教導人學習話頭禪之前，首先要確立對話頭禪的

信心，相信話頭禪是最有效的禪法，也是最準確的禪法，是唯

一能令人開悟的方法，宗杲云：

欲學此道，須是具決定信。逢逆順境，心不動搖，方有

趣向分。佛言：「信能永滅煩惱本，信能專向佛功德，信

於境界無所著，遠離諸難得無難。」又云：「信能超出眾

魔路，示現無上解脫道。」如上所說教有明文，佛豈欺人

耶？若半明半暗，半信半不信，則觸境遇緣，心生疑惑，

乃是於境界心有所著，不能於此道決定無疑。3

宗杲「決定信」中所謂的「信」，並不是指「自信」吾

人身中自有一個「圓滿具足」的佛性，而是指對話頭禪這套教

學法的信仰，確信它是最優秀的禪法。總之，想要這套方法發

揮功效，它的先決條件就是「相信它」，只有相信它具有引導

吾人開悟的能力，吾人才可能安心的依照指示向前走去，也才

能在遇到困難時，鑽不出牛角洞口時依然抱持不放。

除了「決定信」之外，「決定志」也是學習話頭禪必備

3《大正藏》第四十七冊，卷二，頁818上。
3《大正藏》第四十七冊，卷二十，頁89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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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條件，所謂的「決定志」是指下定決心勇猛精進，以一

種破釜沉舟的姿態，視死如歸的勇氣拚命向前行去，所謂：

擔荷此事，直是具決定志，一棒打不回頭底，若半進半

退，似信不信，縱得箇入頭處，亦禁大鑪鞴烹鍛不得。況

欲向千差萬別處作主宰耶？3

這是因為話頭禪的修行中，修行者必須深入疑情，鑽入

疑團，鑽到暗無天日之處，彷彿被重重包圍，身陷不測當中。

這種時間究竟要持續多久，往往因人而異，不可一概而論，有

時數時、數日，也有持續數月、數年的，如果沒有「決定志」

與「決定信」，很難持續下去。只有具備這種決心，才有可能

在疑雲重重、山重水複之時，仍義無反顧的向前直行，也只有

具備「決定志」時，才敢在最混沌最黑暗時懸崖撤手。不論是

「決定信」或是「決定志」在在都說明了宗杲的話頭禪，需要

非凡的氣魄與決心去克服修行中的種種困難，方才能從黑山下

鬼窟裡突圍而出，重見光明。

（四）學習話頭禪的方法

宗杲為了要修正文字禪與默照禪的缺點，所以採用話頭

禪。修習話頭禪不必誦經、禮佛，也不必持咒、做功德，只需

持一個話頭，早也參，晚也參，參話頭時不能順邏輯推理，不

可用理性思惟，也不能學文字禪，直接在「舉起處會，開口處

3《大正藏》第四十七冊，卷二十，頁 89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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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當」；《大慧普覺禪語錄》裡曾云：

一日問謙，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為人。謙云：「和尚只

教人看狗子無佛性話，竹篦子話，只是不得下語，不得思

量不得向舉起處會，不得去開口處承當，狗子還有佛性

也無？無，只恁麼教人看，渠遂諦信，日夜體究，每常

愛看經禮佛。」謙云：「和尚尋常道，要辦此事，須是

輟去看經、禮佛、誦呪之類，且息心參究，莫使工夫間

斷。」3

從宗杲角度看，誦經、禮佛、念咒都是宗教儀式，儀式

或許可以達到收心攝念的效果，但絕對無法因此開悟，重複這

些動作，正如同學習默照禪人如果沒有盡心的休歇，也沒有持

續去揩磨，只是坐在那裡，又怎麼會開悟呢？同樣的不斷的誦

經禮佛，對宗杲而言不過就是行禮如儀而已，怎能奢求見性？

如果想要開悟，那麼就直接進入話頭的參究，直接探訪活水的

源頭。參話頭既然如此重要，那麼要如何進行呢？

1. 妄念起時舉話頭

妄念幾乎是所有修行人卻必須面對的問題，宗杲認為當

妄念起時，若一心想要壓制它，只是像搬了塊石頭壓住青草，

一般青草還是會從旁邊冒出來的，所以不宜採用壓抑的方法，

而要立刻舉話頭，所謂：

3《大正藏》第四十七冊，卷十四，頁 86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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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念起時，亦不得將心止遏。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只

就動止處，看箇話頭，便是釋迦老子達磨大師出來也，只

是這箇。4

宗杲的這個方法似乎是針對默照禪的缺點而發的，宏智

面對妄念時主張立時遏止，但宗杲認為以一個在妄念中的人想

要以妄動的心來遏止妄念，這正如「止動歸止，止更彌動」，

這是個永不可能達成的任務，因此他主張運用轉移注意力的方

法來遏止妄念，他認為當妄念生起時，吾人只能將注意力轉移

到話頭上，利用心念移轉的方式來停止妄念的滋生與擾動，否

則以凡夫在纏的情形，勢必無法斷然停止妄念。當吾人察覺妄

念已起，立刻自覺的提起話頭，將心思完全放在話頭上，妄念

自然就無法蠢動了。

2. 時時提撕話頭

面對妄念時宏智以休歇來遏止妄念，以揩磨徹底休歇。

但宗杲認為凡夫不可能以妄止妄，所以反對休歇，他認為在妄

念萌生時最好的方法是參話頭；將精神集中在話頭上時，自然

不生妄想。舉話頭，固然可以轉移妄念，使心念盯在話頭上，

但吾人一旦離開話頭，妄念又在不知不覺中竄生出來。所以想

要徹底止息妄念，就必須無時不刻的抱住話頭，隨時隨地的參

究，如此妄想才不至如春草般的滋蔓擴展，宗杲云：

須是行也提撕，坐也提撕，喜怒哀樂時，應用酬酢時，

4《大正藏》第四十七冊，卷十七，頁 88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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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要提撕時節。4

這種「行也提撕，坐也提撕」的修行法門，除了藉由話

頭來轉移心念外，還強調出持續性的重要。宗杲認為話頭的提

撕必須具有持續性與普遍性，這樣才能保證妄念不會趁虛而

入。從某個角度來說，這個方法其實很類似於宏智所提倡的

「揩磨」，強調「盡淨」的一面。

3. 不放捨、不用棄

大慧宗杲不只注意到斷絕妄念不能只用意志力去斷除，

必須用轉移注意力的方法，讓念頭由妄想轉入話頭。同時也注

意到要徹底斷除妄念就必須「時時提撕」，在強調「時時提

撕」之後，宗杲以自身經驗說明「時時提撕」的結果只有兩

種，一是念太久後覺得沒滋味，二是亟欲解開話頭，心頭如

火。對於前者宗杲告訴修行者，千萬不能因為沒滋味就放棄，

這沒滋味處正是把你推到「意識不行，思想不到，絕分別，

滅理路處」，4這已是開悟的前夕，所以千萬不能放捨，宗杲

云：

凡看經教及古德入道因緣，心未明了，覺得迷悶沒滋

昧，如咬鐵橛相似。時正好著力，第一不得放捨，乃是意

識不行、思想不到，絕分別滅理路處，尋常可以說得道

理；分別得行處，盡是情識邊事，往往多認賊為子，不可

4《大正藏》第四十七冊，卷十七，頁886上。
4《大正藏》第四十七冊，卷十九，頁89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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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也。4

經過咬鐵橛的過程後，修行者只要不放捨，持續的努

力，不久即可進入到另一個階段，這階段恰好與上一個味似嚼

臘的階段完全相反，修行因長期專注於話頭，而生起強烈的疑

情，在這疑情未解之時，修行者會努力的尋求解答，不但不覺

得話頭如鐵橛毫無滋味，相反的深深的被話頭所吸引，以致於

有「不知老之將至」的感覺。宗杲在〈禮侍者斷七請普說〉一

文中提到自己曾因深入疑雲，連在吃飯時，拿著筷子都忘了扒

飯的經驗，宗杲云：

老和尚卻令我在擇木寮作不釐務，侍者每日同士大夫

須得三四回入室。只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才開口便道不

是。如是半年間，只管參。一日同諸官員在方丈藥石次，

我只把箸在手，都忘了喫食。4

4. 懸崖撤手

如果修行者對外「忘了喫食」，對內則是疑情逐步擴

大，大到籠罩整個心頭，這個衝不破，解不了的疑情，恰如一

團火無時不刻的在胸中燃燒，宗杲說：

老和尚曰：「這漢參得黃楊木禪，倒縮去。」我遂說箇

4《大正藏》第四十七冊，卷十九，頁 891上。
4《大正藏》第四十七冊，卷十七，頁883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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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喻曰：「和尚，箇道理恰如狗看著熱油鐺相似。要舐，

又舐不得；要捨，又捨不得。」老和尚曰：「爾喻得極

好，只這箇便是金剛圈栗棘蓬。」4

這種困於話頭，鑽不出去，又衝不過去的困境，直叫修

行者坐立難安。然而又捨不得拋棄，因此才造成「要舐，又舐

不得；要捨，又捨不得」這進退兩難的景況。此時千萬不可突

然轉向，乞靈於理性，因為實相是不可言宣，不可思議，超乎

理性思維的。若以理性來探尋則所得的答案僅限於理性當中，

絕無法走到「心行滅處，言語道斷」的境地，這也就是宗杲拒

絕理性與邏輯的原因。

面對這一團熱油鐺，一不可放捨，二不可用理性思惟，

必須一直抱住這話頭，直到「忽然心無所之，不覺噴地一

發」4，以將這心頭熱鐵吐出，這才算花開見佛，所謂：

提撕來提撕去，沒滋味，心頭恰如頓一團熱鐵相似，那

時便是好處不得放捨。忽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剎，便能於

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裡，轉大法輪。4

宗杲這個比喻旨在說明參話頭的最後階段：在提撕來，

提撕去，沒滋味時修行人卻不放棄，反而愈鑽愈深，直到衝破

疑團撥雲見日的過程。這其間除了不可放捨之外，最重要的是

4《大正藏》第四十七冊，卷十七，頁 883中。
4《大正藏》第四十七冊，卷二十一，頁 898下。
4《大正藏》第四十七冊，卷十七，頁 88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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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心無所之」，也就是不可濫用理性去思惟、去分析、去

判斷，而只是抱著話頭一直問一直問，這種精神宗杲稱之為

「懸崖撒手」，不管死活，縱身一跳，躍入話頭的深谷中，宗

杲云： 

爾要真箇參，但一切放下，如大死人相似，百不知百不

會；驀地向不知不會處，得這一念子破，佛也不奈爾何，

不見古人道，懸崖撤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穌，欺君不得。4

這破釜沉舟的決心反而讓疑情散盡，置之死地而後生可

說是此一境況最佳的寫照。在大死一番之後，「絕後再蘇」則

如破繭而出的蝴蝶，展現的是完全不同於毛蟲的生命境界。

四、聖嚴法師的默照禪

聖嚴法師與臨濟曹洞兩宗的關係，根據他所著的《聖嚴

法師學思歷程》一書來看，法師的剃度師是東初老人。而東初

老人是太虛大師的學生，也是曹洞宗的焦山定慧寺的方丈，因

此是洞山良价第五十代傳人。但東初老人當年卻是在臨濟宗的

普陀山系的寺院中出家的，也曾經到臨濟宗的常州天寧寺參

學，所以他也是臨濟宗的傳人。正因為東初老人肩負二派法

統，做為他傳人的聖嚴法師也就同時繼承了曹洞與臨濟兩宗法

脈。法師與臨濟的淵源不僅如此，早在民國四十七年他曾與虛

雲老和尚的傳人靈源和尚結過一段法緣，二十年後也就是民國

4《大正藏》第四十七冊，卷十三，頁 86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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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七年，靈源和尚正式賜他「知剛惟柔」的法號，並給了他

一份法脈傳承譜〈星燈集〉，因此法師可說是臨濟宗義玄的第

五十七代傳人。4

法師不只在法脈上與曹洞、臨濟兩宗有正式的沿承關

鍵，在禪法的修行上也同時繼承了這兩家的家法。早年他在鑽

入疑團走不出時巧遇靈源老和尚，因靈源老和尚的大呵而開

悟，這時他用的是臨濟宗的話頭禪。而他在美濃朝元寺閉關六

年期間用的卻是不折不扣的默照禪，因此法師對於這兩種禪法

深知其詳，他不但是這兩宗法脈上的繼承人，也是修行上的實

踐者。所以他在《聖嚴法師學思歷程》中云：「我有禪宗臨濟

及曹洞兩系的傳承，禪修上亦曾有過體驗。」5《聖嚴法師教

默照禪》的編者在序文中也曾說：

同時傳承了中國禪宗臨濟（話頭禪）與曹洞（默照禪）

兩個法脈的聖嚴法師，早期聖嚴法師教默照禪是以教導數

息觀以及參話頭為主，但是到了一九八○年，開始在禪修

期間指導默照禪法，並且從一九九八年開始，陸續舉辦專

修默照的禪七、禪十、禪十四、禪四十九。至今聖嚴法師

已經主持超過十次以上密集默照禪修活動，受益者不計其

數。5

4  見聖嚴法師《聖嚴法師學思歷程》，臺北︰正中書局，1996年1月第9次
印行。

5  同註4，頁158。
5  同註1，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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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一方面說明了法師與臨濟和曹洞兩宗的關係，也

說明了法師的禪法指導始於數息法與話頭禪，其後才擴展至默

照禪。根據上述引文可知法師教導默照禪的時間大抵從1980年

代才開始，但他與默照禪的接觸，早在他六年閉關的時候就開

始了。或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發現他的默照禪從一面

世就相當的有組織、有次第，也相當的圓熟。

（一）聖嚴法師對「默照」二字的定義

既然法師自己說他的禪法繼承的是大慧宗杲的話頭禪與

宏智正覺的默照禪，那麼我們來一一檢視他的禪法與歷史源頭

間的關係，以便觀察法師同時繼承這兩個宗派時，所開展出來

的禪法究竟呈現何種面貌。

宏智正覺在〈默照銘〉中有「默默忘言，昭昭現前」5之

說，原意是說在靜默忘言的境界中，森羅萬象歷歷可辨。同一

文中有「妙存默處，功忘照中」，其中的「默處」也是指靜默

忘言的境界。所以「照中失默，便見侵凌」，是說失其所據，

則無法昭昭而照；所謂「默中失照，渾成剩法」。宏智認為如

果靜默當中沒有辦法使諸相皆現，見我本地風光，那就只是得

個靜坐的樣子而已。由此可知在宏智的用法中，「默」是境界

的指稱，而「照」則是智慧的發用。然而這個「用」必須在

「默」當中，才能呈現出來。

由此可知，「默照」二字在宏智的用法中，應當是指一

個開悟後「靈然獨照，照中還妙」的境界。至於要到達這個

5  同註1，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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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而能照」的境界，則有待拈古回互的學習與休歇揩磨的努

力，等到桶底脫落時自然蓮開夢覺。

聖嚴法師所謂的默照不但是指境界，同時也是指達到開

悟的方法，法師云：

照是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在想什麼，也清楚地知道，心

裡所產生的種種反應是怎樣，但是無法控制自己的心。有

時候，希望想的事想不到、不要想的事，卻一直在想。默

的工夫，就是發現了這心裡的狀況時，馬上切斷它。5

就法師而言「默」不是宏智正覺所說的那靜默忘言的世

界，而是一種果決堅毅的意志力。當吾人發現自己無法遵行禪

修方法時，立即切斷那個影響修行的妄念，不論那是身痛或是

心癢都要立即停止，讓心重回修行的法門上，這就是法師所謂

的「默」。而所謂的「照」則是清楚的認知到自己現在的身心

狀況，不論是身體的痠麻或是心理的不耐。

默和照的工夫必須貫徹在默照禪的每個階段中，徹底的

使用後修行者就可以到達「默照」的境界。所謂「默照」境界

是指修行者已到達「放捨諸相，休息萬事」身心一如的狀態。

所謂的身心一如便是清楚的照見「心是無常，而身是無我」。

也就是說修行者自此已放下自我的執著，不再攀緣外物，而能

確入實相，證知身心的真實狀態。法師說：

5  同註1，頁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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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有身心和動靜，是照的工夫，一如與無間是默的工

夫。放捨和休息是默的工夫，知有諸相和萬事是照的工夫

─此即默照同時的用功狀況。5

依此可知實相的展現必須到了默照同時的階段方可能實

現。在證知實相之後，默照的工夫並非停止，而是更清楚的呈

現。此時工夫所證顯的是境界，境界所呈現的即工夫。

（二）聖嚴法師默照禪教學法

「默」「照」二字對法師而言是一種修行的方法，這種

方法貫串在默照禪的每個階段當中。從最基礎的調身調息，到

最後放捨諸相，休息萬事，每一個階段都需要「默」也需要

「照」。以下分別從調身、調息、調心三方面來說明。

1. 調身

默照禪採用的是靜坐法。法師從調身、調息等基礎工夫

開始教導，在調身的層面中，他主張要有一個正確姿勢，坐的

直，坐的穩，可以使身體穩定，心念集中，氣脈循環更為通

暢。這一個階段由於著重身體姿勢的調整，尚未進入意念的層

面，所以是他唯一沒有用上默照工夫的階段。

2. 調息

其次是調息。坐好之後，法師再進行調息的教導。這個

階段主要的重心在呼吸上，他強調不可以意志控制呼吸的長

短，及小腹的起伏，只要自然的呼吸即可。法師的調息法有

5  同註1，頁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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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類：一為數息，二為隨息，前者可以順數，也可以逆數或

隔數5，後者則可以分為隨鼻息和隨息想兩種5。此時：

不去特別注意局部或局部的狀況，不被身體的狀況、環

境的狀況以及心裡的狀況困擾，還是保持清明的心，知道

自己的身體是在打坐，這是「默」；曉得身體在打坐，清

楚地知道身體及周遭環境的狀況，也覺察到心裡所產生的

雜念妄想，則是「照」。很清楚的知道身體在打坐，也知

道身體上的狀況，但是不去管它，這便是「默照同時」。5

這個說法很清楚的說明了法師將「默」與「照」運用在

調息方面，此時的「默」是保持清明，知道自己正在打坐，而

「照」則是察覺當下所有的身心狀況，明白身體的麻痛痠癢，

也明白心裡的妄想雜念。在調息部分的「默照同時」的運用是

一方面明白自己在打坐，也明白身體此時的狀況，但卻不因任

何雜念而改變打坐的修行。此時除了身心兩面的觀照外，意志

力的堅持也是十分重要的。

3. 調心

法師將默照禪的調心階段分為四個，這四個階段分別是

收心、攝心、安心與無心，可以說是法師默照禪法的重心所

在，以下分別說明。

5  同註1，頁38-39。
5  同註1，頁39-40。
5  同註1，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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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心

法師在收心階段中強調要把心從過去和未來收攝到現在

這一點上，也就是將散亂的心集中在現在這一點上，如果利用

的是數息法，那就是收心於數字上；如果是打坐者就收心於坐

姿上。法師認為凡是想要學習管理心念就必須先學會收心。心

不收，任其馳騁於八極，飄泊於四方是無法管理的。所以必須

運用默照的工夫將心收攝回當下，所謂：

捨下過去境及未來境是「默」，緣現在境是「照」。5

在這個階段中的「默照」，顯然是借助一種具體的方

法，幫助吾人將心緒收回到眼前來，不讓意念隨著妄想東奔西

突的。

（2）攝心─集中心

收心這個階段雖然讓個人已將心收攝到現在這個點上，

但尚未完全平靜，它仍然會被諸多雜念妄想所干擾，所以法師

進而主張「攝心」。攝心主要是將心志集中在「方法」上，不

論是數息或是打坐，都要專心一致的「數」或「坐」，全神貫

注盯在修行方法上，避免心念落入妄想。

這個階段所謂的默照，消極意義上是不直接面對妄想與

雜念，不主動採取任何方法來殲滅它們。積極的方面是將心念

轉向修行方法上，奮力的執行這個法門，聖嚴法師云：「不跟

5  同註1，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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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念、妄想、瞌睡纏鬥是默，把心用在方法上是照」。5

換言之，在這個階段當中，修行者必須練習觀察自己的

意念，清楚的知道意念中的狀況，不論是偷懶還是欲想，是物

質的吸引還是精神的紛亂都必須瞭如指掌，這部分是「照」的

訓練。

其次是在明白意念的狀態後，修行者必須採取對治的方

法，聖嚴法師認為當妄念出現後，想要直接消滅這些妄想往往

吃力而不討好，但若將注意力轉移到修行方法上，不論是數息

或是打坐、甚至參話頭，都可以使我們擺脫妄念雜想的困擾，

而不致產生與之纏鬥後的後遺症。這種下定決心離卻妄念的擾

攪，並轉向修行方法的自覺即是「默」。

在這段攝心的過程中，全程了知意念的狀態是「照」，

不論是「默」之前的紛亂或是「默」之中的念念不離方法都能

清楚得知。而「默」則是在「照」之後，自覺到生命不當如此

渙漫，不能如此沉淪，從而決定轉向修行。倘若沒有這份自

覺，只有觀照，就算「照」的再清楚，也沒有辦法改變生命的

流向。只有在觀照之後，自覺到生命必須改變，從而努力去改

變，才能力挽狂瀾。「默」的工作在攝心階段只需要「把心輕

鬆而又綿密地用在方法上」6，就算到達集中心的階段了。

（3）安心─統一心

所謂的安心，就是心念能確實的安止於方法上。此時修

行者已能不受身心環境的影響，平穩而持續的使用修行方法，

5  同註1，頁28。
6  同註1，頁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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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念與妄想愈來愈少。並且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打坐。

打坐到一定程度後，修行者會突然發現不是我在打坐，

打坐的人已經和打坐的行為合而為一，無法再區分彼此了。法

師曾形容這個階段的修行者會發現︰「打坐和我，身體和我是

同一個東西，『我』的這個念頭已經不存在，這時就是統一心

的出現。」6

統一心的出現說明修行者已經到達物我合一的階段，這

個階段最明顯的特色是人我對立的消解。法師云：

統一時，不再把環境裡的狀況當成對象，雖然也聽得到

或看得到，但不以對立的態度來聽、來看，環境裡的任何

東西都是與自己合而為一。6

所謂對立的消解，是說修行者因為修行得力的關係，在

此經驗中體會到方法與人之間的融合，進而知道天地萬物與自

己也是合一的，因此取消了彼我對立的觀點，事事都能從對方

的角度考量。

不僅如此，在這個階段裡修行者還會體驗到前念與後念

的統一，也就是發現內心的念頭是一個接一個，綿綿密密的形

成一群統一的念頭繫念於一處，不再有任何雜念或馳逐的現

象，這時修行者就已進入一個完全安定的「定」境了，進入定

境之後的修行者依然必須保持默而能照的精神︰

6  同註1，頁136。
6  同註1，頁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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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只有默而沒有照，只有止而沒有觀，這樣很可能

進入未到地定，只有身心統一，卻失去了對外境觀照的功

能，這就不是默照。默照的方法是清清楚楚有身體、有環

境，知道身體在打坐；漸漸地，身體在打坐的念頭也沒有

了，雖然曉得是在打坐，但此時身體與心沒有負擔，環境

裡的聲音還聽得到，但是自己已和環境結合為一體，這便

是內外統一。6

到了「統一心」的階段，能緣與所緣已經完全合而為

一，自我與環境的合而為一時，身心也就完全靜默下來。法師

認為這個階段最重要的是保持「照」的作用，否則便容易走入

神通，或者進入通靈的狀態。

（4）無心

進入統一心之後，由於「身體與心沒有負擔」，所以也

就沒有煩惱與自我，在這無限的空間與時間中，修行者是自由

自在的，聖嚴法師說，這種情形很容易讓人誤以為自己已經開

悟了，但這只是進入「定」境，尚不是開悟。真正的開悟是在

「照」的般若智慧下，放下統一的寂靜，捨下與萬物的合一，

進入一個「既不執妄境，也不求真境」的境界。換句話說，想

進入「無心」的階段必須做到真妄皆捨，不執有，也不執無，

連「統一心」的階段那與天地合一、萬物同遊的經驗也必須一

起捨下。

在「無心」的階段中，默照的運用大抵如下：「默」的

6  同註1，頁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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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表現在知道真妄都不能取，因此毅然決然的放下真妄，明

白物我合一也不能執，從而棄之如敝屣的捨去合一。聖嚴法

師說：

在心尚未統一之前，雜念、妄想隨時都要捨，但是方法

不能捨；有了統一心之後，必定得捨。6

由此可知到了無心階段，修行者要連賴以修行的方法也

要捨去，這種徹底的捨，捨到一無依傍才是本階段「默」的

作用。

正由於徹底的「默」，所以修行者方才能進入真正的無

所限礙。這個階段的「默」聖嚴法師稱之為「放捨諸相，休息

萬事」6。而知有諸相與萬事卻是「照」的工夫。

默照禪在宏智正覺的手中，尚未有明顯的次第，他只是

指出想要開悟必先認清吾人內在的佛性，後而藉揩磨與休歇除

去心上的蔽障，在徹首徹尾的休歇中徹見本性。但法師卻將默

照修行的過程清楚的區分為收心、攝心、安心、無心四個階

段，又將「默照」二字從宏智的偏重境界義轉為實踐義。他所

謂「默」已兼含休歇和揩磨的作用，「照」則具般若智慧意

義。法師將默照運用在調心的每一個階段，使得「默」「照」

禪通體都在默與照當中完成，成了名副其實的「默照禪」。

6  同註1，頁138。
6  同註1，頁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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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聖嚴法師的話頭禪

聖嚴法師和話頭禪的關係十分密切，早在他學習默照禪

之前他就跟著他的師父學習話頭禪了。其次在民國四十七年法

師因靈源老和尚而開悟時，用的也是話頭禪。在1980年代之前

法師教導禪法時，所用的也是話頭禪。正因為他對話頭禪的熟

稔與得力，所以當他教授話頭禪時便呈現初次地清晰、步驟分

明的特色。

（一）法師提倡話頭禪的原因

1. 話頭是無堅不摧的金剛王寶劍

話頭禪在法師看來是不折不扣的「金剛王寶劍」，能破

一切卻不為任何東西所破。話頭禪不但能在修行初期祛除心中

的雜念、妄想，更能在修行的當中摧破四魔，最後還能衝出

生死牢關，帶領修行者出離三界，因此是一項非常優良的修

行法門。

2. 話頭是乾淨俐落的修行法門

由於話頭禪本身無法以常理來解釋，所以也無法以邏輯

來推理。這個特色使得使用話頭的人無法運用理性來求得答

案，因此也不會因為話頭而產生想像，因想像而誤入歧途，所

以話頭是個安全的方法。

其次，法師認為數息觀、不淨觀、因緣觀，界分別觀

等，雖然可以減少妄念，使心安定但卻無法徹底的消除煩惱，

當遇到重大的變故、大瞋、大貪、大癡興起時，心底的煩惱又

會陡然而現，但話頭禪就不會有這個問題，它是能從根本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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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徹底粉碎自我，因此不會有剩餘或殘存的問題需要再次

解決。

由於話頭禪具有上述兩種特質，所以法師認為這是最好

的禪法之一，或許也因為這緣故，法師終其一生不斷的推展這

個禪法。

（二）修行話頭禪應有的心態

1. 每次都是第一次

法師認為話頭禪要修得好，必須抱持著每一次都新的開

始，都是第一次。將自己放在當下，不執著過去，也不妄想未

來，不斷提醒自己，每個念頭、每炷香都是新的開始。

2. 身心都在話頭上

禪修的基本原則就是從當下一念著手用功，也就是從現

在使用的這個話頭下手用功，讓自己念念都守住這個話頭，不

可轉移至上一刻或下一刻，或任何一個身心狀況與環境變化。

（三）聖嚴法師的話頭禪教學法

在法師心中，用話頭來破除煩惱是最快速、最徹底、也

最安全的，因為話頭的本身是超越語言、凌駕概念之上的，所

以使用它不會使修行者去除了A、卻黏上了B；且用它來消解

煩惱，不但能破除五蘊之屬的虛妄，連意識本身也可一掃而

空。但聖嚴法師在運用話頭來破除煩惱時，卻不像以往的禪師

一樣不講次第，相反的，他有嚴謹的進路，也有清楚的說明。

法師說他的禪法：「以『有』為入手方便，以『無』為禪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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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6說的即是這個。

1. 先行法門

有的人可以直接進入話頭禪的訓練，有的人則不可。如

果無法直接進入話頭禪，那麼即可從數息、念佛等法門進入，

等到雜念減少時即可進入話頭禪。

2. 念話頭

進入話頭禪的第一個階段是「念話頭」。此一階段是藉

著持續不斷唸著話頭，來收回為名利而奔逐、為權勢而算計的

心，使心能集中在話頭之上。這個做法，和默照禪的「收心」

階段，有著相同的功效。但默照禪的「收心」只能將心念集中

在靜坐這一點上，而念話頭卻會在妄想愈來愈少後，對話頭產

生疑問，想解開話頭中的問題。

3. 問話頭

當心較能集中於靜坐之後，妄念仍會不斷出現、不斷地

打斷話頭，使得心念無法完全集中，法師認為此時必須持續的

「念」話頭、不斷的「問」話頭，用意志來集中精神，使自己

能全神貫注的「問」，問到妄念無法再打斷話頭為止。

問話頭的方法首先必須考量人類語言的習慣。由於我們

聽到一個句子時，常將注意力放在句子的最後面，因此在參話

頭時若問的是「什麼是無」時，注意的目標是「無」，若將此

句倒過來問「無是什麼」時，則重心變成了「什麼」，「無」

就無法發揮它應有的作用，我們變成去猜測、解釋「無」的內

容，而無法因「無」字生起疑情。又例如參問的是「念佛者

6  聖嚴法師〈自序〉，《禪鑰》，臺北︰法鼓文化，初版，1999年，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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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時，問題的重點在「誰」，問的是吾人的法身理體與佛相

應的是什麼，但若換成「誰在念佛」，重心變成在尋找念佛的

那個人。也就是重心放在研究那個念佛的自我，而不是去探究

父母未生時的「我」。6

其次問話頭還必須小心不可以思辨的方式來參問，因為

任何思辨都建立在一個穩定的「自我」之上，如果沒有恆定的

界面，個人是無法以概念來推理的，然而參話頭的本身要尋找

的是「實相」，實相是幻生幻滅的，是無自性的，概念思維與

實相處在完全不同的層面上，因此使用邏輯思維永遠無法到達

實相層面。

正確的問話頭是擺脫理性思維，而直接向話頭支取答

案，不急於得到答案，但持續而誠懇的尋找答案，即使問話頭

的整個過程呈現食之無味的感覺，仍必須堅持下去，使話頭一

個接一個如環扣般毫不間斷。

4. 參話頭

問話頭如果只是一直不斷重複的念「什麼是無」、「什

麼是無」，則不僅是食之無味，甚至連唸時也會產生妄念，所

以問話頭時必須繞著這個話頭發問，問題的設計是要使自己對

話頭產生興趣，而不是對話頭感到厭煩。法師曾以參「什麼是

無」舉過一個例子：

假如「無」本來就是一個沒有的東西，為什麼還要問？

這個字裡有什麼東西呢？為什麼有這麼多的禪師都在用

6  聖嚴法師《聖嚴法師教話頭禪》，臺北︰法鼓文化，初版，2009年，頁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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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話頭？他們不是傻瓜，所以一定有它的道理，那麼

「無」裡面究竟會有什麼呢？告訴自己：我不服氣，一定

要問出個名堂來，這究竟是什麼東西？6

這種問話頭的方式，其實是在製造疑情，反反覆覆的參

問一直到疑情出現。疑情出現後，修行人不再認為話頭是個乾

屎橛，而是被它深深吸引，無法自拔，一心一意的想知道問題

的答案，至此再也不必替自己製造疑情，疑情會一次比一次濃

厚，參話頭的時間也會一次比一次拉長，想求得答案的心也會

一次比一次強烈，直至茶不思飯不想時，修行者已鑽入了濃厚

的疑團中了。

在疑團中的修行者通常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外界

的干擾已不復存在，他已與疑團合而為一，心中只有話頭。

身體或環境所發生的事對他而言，已無法造成任何困擾，就

算泰山崩於前，他依然如此。這時修行者已到達內外統一的

階段。6這個階段中修行人與話頭完全合一，話頭對他而言即

是他整個的生命，不再是個外在事物，不必特別的去提撕它，

特別去想起它，它即是修行者，修行者即是它。

等到話頭給了答案的那一剎那，也就是話頭這隻悶葫蘆

打開時，修行者立刻證入了「空性」，放下了自我，明白所謂

的自我不過是前念、後念、念念相續的瀑流；同時也放下了色

身，明白形軀不過是五蘊所集，其性本空。吾人的身心徹徹底

6  同註6，頁114-115。
6  同註6，頁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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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的是「空」，此時即是所謂的「明心見性」。

「明心見性」之後，聖嚴法師說「這個時候是剛剛懷了

聖胎，已經進入聖胎的狀態，但還沒有成為聖人。」7雖然還

不是個聖人，但是因證空之後，自我中心不見了，因此不再有

自我情緒、分別的干擾，從而能夠認清事實，做出合理與正確

的判斷，能以智慧處理事務，同時因為自我中心的消降，使得

自私自利的心態從根拔起，悲心自然湧現，因此也能以慈悲對

待他人。

5. 看話頭

禪宗所謂的「明心見性」並不是成佛，而只是證入空

性，明白實相而已。這個階段，雖然自我中心消除了，但因為

自我習氣和煩惱的根尚未根除，所以只能夠調伏煩惱，而尚未

能斷除煩惱，因此仍要需要使用話頭修行。但此時參話頭的目

的不是利用話頭來斬刈那些煩惱與習氣，而是運用它來保持明

心見性時的狀態，使它不要退轉，不要失喪。

這個階段繼續維持參話頭的習慣，法師特稱之為「看話

頭」。通常看話頭所用的話頭與本參所用的是同一個。但使用

時心態卻是不同的，聖嚴法師云：

但是心態轉變了，什麼是轉變後的心態？就是知道煩惱

是什麼，但是因為仍有煩惱，所以要繼續參。「如果完全

沒有煩惱的時候是什麼情況？」「如果達到和佛一樣的境

界時，又是如何？」疑團今一個個出現，所以要繼續用這

7  同註6，頁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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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話頭，達到最終目的。7

由此可知，話頭的功能除了能令人開悟外，還能在開悟

之後帶領人走向成佛之道，這個功能聖嚴法師稱之為「保任」

之功。

法師的話頭禪與宗杲話頭禪最大的不同，仍是在次第有

無的方面，宗杲的話頭禪沒有次第可言，他強調時時提撕，也

強調懸崖撤手，但如何有效的從基礎修行到最後的開悟，則無

詳細的說明。

法師的禪法卻十分強調次第，從收心攝念的念話頭，到

全神貫注的問話頭，乃至忘卻環境的融入話頭、栽入疑團，到

明心見性後如何保任，步驟清晰，方法明顯。

其次是宗杲僅提了「疑情」一詞，尚未提出「疑團」來

說明深濃的疑情，「疑團」一詞的出現大概要到明代博山元來

時。在法師的禪法中清楚的區分出疑雲與疑團，這也是他不同

於宗杲之處。

六、結論─法師對話頭禪及默照禪的綰合

如果我們把法師的默照禪和話頭禪對照來看，可以發

現，法師將默照禪的調心分為了四個階段，而話頭禪的參話頭

也是四個階段。默照禪從處理吾人向外爭競馳逐於名利聲色等

心開始，而話頭禪也從處理散亂心開始。其次默照禪進入攝心

7    同註6，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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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階段，妄念漸少，心漸漸可以安住於所緣境。而話頭禪的第

二個階段則為「問話頭」，在這個階段中，妄念同樣也是漸次

減少，只是偶爾出現打斷話頭的機率變小了。

第三階段法師的默照禪則進入了統一心的階段，這時會

突然發現身心合而為一，「我」已與打坐連為一氣，進而發現

自己已與環境融合在一起，不會再將環境中的狀況當成對象，

雖然聽到了、看到了，但不是以對立的態度來聽來看。這個階

段中，最特殊的經驗是與萬物冥合的感覺。法師的話頭禪到了

第三個階段，則是參話頭。這個階段是由問話頭產生的疑情，

再深入鑽進疑團的階段。當疑團罩頂的時候，修行者可謂進入

一個悶葫蘆當中，朝思暮想的無一不是話頭，修行者完全忽略

了身旁的事物，可以茶不思飯不想的抱住話頭。這個情境初初

看來完全不像默照禪的「統一心」，但仔細想來，默照禪的統

一心是一個破我執、無我的階段，而話頭禪的「參話頭」中，

當人全神貫注於話頭時，也同樣的到達一種無我的階段，二者

都是以融入所緣來破除「自我」，達到無我的境界。

第四個階段對法師的默照禪而言，這是「無心」的階

段，是「放捨諸相，休息萬事」後的澄明與寂靜，前面三個階

段，吾人必須捨的是妄念雜想，而不能捨的是方法。捉住方法

「打坐」，集中心力在方法上，自然可以捨下妄念；但到了最

後這個階段，則連方法也要捨棄，連無我的內外冥合也要拋

下，縱身空無中，方可達到「無心」的階段。

看話頭的階段則是等待機緣成熟，悶葫蘆破碎之後的明

心見性，這其實也是「無心」的階段。

如果我們將法師的默照禪與話頭禪加以比較，可以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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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都有相同的機制，經過相同的過程。都必須先將心從外攝

收回內，待心集中於一處，再破除自我，融於所緣成為統一

心，最後再超越無我而成無心。明心見性之後需要繼續保任與

長養，這個過程是聖嚴法師禪法的基本架構，放在默照禪上形

成收心攝心，集中心，統一心與無心四個階段。若放在話頭禪

上則構成念話頭、問話頭、參話頭與看話頭等階段。由此可知

這不但是法師對禪法的基本主張，也是他多年來實踐與教學中

所得的成果。不論法師用的是默照的只管打坐，還是話頭禪的

參問法，最重要的是他從不悖離自己的禪法。法師自己也說他

的禪不是古人的殘渣遺骸，也不是日本人的禪法，而是他自己

的禪法。所謂：

我只是透過自己的經驗將釋迦世尊以來的精神、鍛鍊

身心的方法，加以序次化及合理化，使得有心學習的人，

不論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以及資秉的厚薄，均能獲得利

益。7

法師的禪法雖說是繼承自宏智正覺的默照禪與大慧宗杲

的話頭禪，但不可諱言的，這兩種禪法到了法師手中都經過大

量的修正，次第變得清楚了，概念也變得明晰了。同時也不再

只限於上層方法的說明，連最基礎的方法都建立起來了。因此

我們可以說：聖嚴法師對默照禪與話頭禪的繼承，不是一成不

7  聖嚴法師〈自序〉，《禪的體驗．禪的開示》，臺北：法鼓文化，三

版，1999年，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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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的照單全收，他吸收了前人的精神與方法，卻結合上自己實

修的經驗，同時考慮到當代人身心的狀況，從而修正了默照禪

與話頭禪的實施方法，並賦予他們清晰的概念和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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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enerable Master Sheng-yen's teaching of Chan (Zen) 

can be seen 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dharma practice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His teachings and practices combine 
both the hua-tou meditation practice of the Linji lineage and the 
Silent Illumination meditation (Soto) practice of the Caodong 
lineage. While Dahui Zonggao (大慧宗杲1089~1163) of Linji 
sect criticized the chan practice of the Silent Illumination sect as 
"a silent illumination chan practice that goes astray," Tiantong 
Zhengjue (Hongzhi Zhengjue 天童正覺1091~1157) considered 
that chan practice "should not play with reasoning and speeches, 
nor should it resort to random beating with the rod or yelling." 
Although Zonggao and Zhengjue were two masters that knew each 
other extremely well, they seemed to insist on their respective 
practices of chan. Since Venerable Master Sheng-yen claimed that 
he inherited chan lineage form both sects, we could not but wonder 
about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did he inherit both lineages 
and their conflicting ways of practices? Did he inherit them 
respectively, or did he integrate both ways and come up with a new 
way of chan practice?

Tiantong Zhengjue of the Caodong sect usually uses the 
following methods to guide his disciples to contemplate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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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ations of ancient teachings: "to select ancient teachings and 
praise ancient teachings, "to circulate and reinforce practices," 
to constantly engage oneself in "the Five Levels of Primary and 
Auxiliary Practices," etc. His major teaching focuses on "silent 
illumination," and he asks his followers to completely "stop, and 
rest." He thinks that only when one is able to "completely stop and 
rest, and keep constant and steady practice" can one really attain 
enlightenment. However, what he means by "stop, and rest" is not 
to ask the practitioners to abandon everything and do nothing. On 
the contrary, he compares the practice to such delicate needlework 
as weaving the jade threads through a gold needle, and suggests the 
practitioners to keep such constant and ever refining practices that 
they "become aware of all the subtle details of the practices, and 
all these practices become so densely and continuously connected" 
throughout whole process. Through such steady, constant, non-
stop, and ever refining practices, one may be able to completely 
clear out the dirt and dust that cover the mind, to attain the subtle 
wisdom of prajna and enlightenment, and to realize/experience in 
person the true Buddha nature within.

By contrast, Dahui Zonggao thinks that "the Four Liaojian," 
"the Five Levels of Primary and Auxiliary Practices," and "the 
Five Levels of Achievement" are all flexible measures during 
the practice stages while the most important objective of chan 
practice is to lead the practitioners directly to enlightenment. For 
him, the most effective way is to "contemplate the hua-tou." This 
method completely avoids analyses or rationalization, and guides 
its practitioners directly through to a state where "the conscious 
mind work stops working, the thinking and thoughts stop entering, 
the discriminating jobs of the mind come to an absolute end, 
where there is no room for logical reasoning, when all of a sudden 
enlightenment explodes, and spontaneously the mind becomes 
clear, and the true Buddha nature is seen." 

Venerable Master Sheng-yen does not inherit the Silent 
Illumination Chan by copying the format of its practices; rather, 
his inheritance lies in his application of its methods. He doe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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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its traditional methods "to select ancient teachings and praise 
ancient teachings, "to circulate and reinforce practices," or to go 
through "the Five Levels of Primary and Auxiliary Practices." 
He does not take in the whole set of Silent Illumination practices 
without any change or adjustment. Instead, he divides Zhengjue's 
teachings about "stop, and rest" into four more detailed processes 
to "bring the scattered mind together and remain mindful, to 
concentrate the mind, to proceed until the mind is unified into 
one-mind, and then to break apart one mind and realize no-mind." 
As for Zonggao's teaching about the contemplation of hua-tou, 
which includes three parts—to intently stick to a hua-tou, to create 
a doubt sensation, and then to penetrate and break through the 
doubt sensation—Master Sheng-yen divides it into four stages: 
"to repeat the hua-tou, to query about the hua-tou, to contemplate 
the hua-tou until one truly desires to penetrate the hua-tou, and 
then proceed to be deeply engaged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hua-
tou." Such a division further differentiates Zonggao's stage about 
"doubt sensation" into a more surface stage of doubt sensation that 
just arises, and a deeper and more intensive stage where the mind 
is filled with a mass of profound doubts. Besides, after the stage 
where one penetrates and breaks through the hua-tou, he adds a 
stage to keep the practitioner constantly engaged in the practice
—the stage to "can hua-toua" (to investigate the hua-tou). This 
enables the practitioners to stay within the state where the mind is 
enlightened and the Buddha nature is seen. 

If we compare the four stages of Silent Illumination chan 
practice refined by the Master with the four stages of Hua-tou chan 
practice he taught, we can find that at the stage of "repeating the 
hua-tou," the doubt sensation has not arisen within the practitioners 
yet. They just use the hua-tou to bring the wandering thoughts of 
the scattered mind together, so it is similar to the stage in the Silent 
Illumination practice where one tries to "bring the scattered mind 
together and remain mindful." When one starts to "query about the 
hua-tou," since the doubt sensations have arisen, the practitioner's 
mind can stay concentrated despite occasional occurrenc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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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dering thoughts. Therefore, it is equivalent to the stage of 
the Silent Illumination practice "to concentrate the mind." As the 
practitioners enter the stage "to contemplate the hua-tou," by means 
of the uninterrupted series of questioning and contemplation that 
come one after another, like the spring water which pours out so 
spontaneously, their whole being will become so wrapped up in the 
big mass of doubts that they will forget about the existence of the 
body or the environment. This stage is similar to the stage in Silent 
Illumination practice where the practitioners "proceed until the 
mind is unified into one-mind." Finally, the stage to "investigate the 
hua-tou" includes penetrating and breaking through the big mass 
of doubts, breaking open the suffocating state that overshadows 
the mind, and staying engaged in constant practices after the 
breakthrough. Although the practitioners may attain enlightenment 
and see the Buddha nature, as their accumulated habits have not 
been disconnected, they still need to constantly remind themselves 
to keep practicing so that they can remain in the state where the 
mind is clear and enlightened. This stage can be equivalent to the 
stage of "no-mind" in the Silent Illumination practice. 

Therefore, we can understand that the Master's integrated 
teaching of the Silent Illumination and Hua-tou chan practices 
does not just combine Tiantong Zhengjue's and Dahui Zonggao's 
teachings of chan. Instead, through his own solid practices, he 
found out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han practices, modified the 
teachings of the two early masters, and then provided his integrated 
teaching of chan for modern practitioners.  

Key words： Venerable Master Sheng-yen, Dahui Zonggao, 
Tiantong Zhengjue, ch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