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悟心铭》浅释 

元音老人 

 

心中心密法，系藉佛菩萨慈悲加被之力修

行，故易于得定，打开本来，证悟真心。譬

之旅行，自力修行者，全靠自己两脚行走，

修心密则如乘船、乘车，更或乘飞机，所以

快速、稳当，有事半功倍之效。 

 

  先师骧陆公，为扶助心密行人更加快速

地了悟真心、超凡入圣起见，著有《悟心铭》

一首，共四十句，每句四字，共一百六十字，

虽文短而字少，但义理丰富深长。整个成佛

之真谛和修心要诀，均宣示无遗。诚可谓文

约义丰，言简意赅之精要著作，亦现代不可

多得之悟心评唱！学者如于修法之余，每天

将其朗诵几遍烂熟于胸中，久久自于境缘上

一触即发，由真实体中得大机大用。兹为帮

助后进者了达其含蓄之玄旨，易于悟心起

见，乃逐句浅释，尚望学人珍重，勿轻视之！ 

 

《悟心铭》全文 



 

不是有心 不是无心 不是不见 不是不

闻 

了了觉知 不着见闻 荡然无住 是名无

心 

心若无住 妄依何立 妄既不立 夙障自

除 

问心何来 因境而起 境亦不有 同属幻

影 

妙用恒沙 尽是缘心 缘心息处 顿证无

生 

无生实相 非可眼见 杳杳冥冥 其中有

精 

证悟之者 名曰见性 是故无求 心自宁

一 

无心可惑 即是大定 得大定者 无动无

静 

无得无失 无喜无嗔 本位不移 起应万

机 

不变随缘 即无生死 成佛要诀 如是而

已 

 



浅释 

 

《悟心铭》开始即说：“不是有心，不

是无心。” 

 

这二句把妙明真心之体和妙用和盘描

绘出来。以妙明真心，既不属有，亦不是无。

你说它有，无相可见，无声可闻；你说它无，

语默动静，行住坐卧，无一不是它在起作用。

古德譬之“海中盐味”，“色里胶青”，虽不

能目睹，而体实不无。释迦文佛告诉我们，

它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大宝藏。所谓真

空者，别于顽空和断灭空，以妙有故，空而

不空，不空而空；所谓妙有者，别于妄有或

实有，以真空故，有而不有，不有而有也。 

 

次就相用说来，也是非有非无，非无非

有的。你说它无，形形色色历然现前，而妙

用恒沙；你说它有，一切色相，皆因缘所生，

无有自体，所起事用，宛如水月空花，无可

把持。 

 



《心经》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就是说色空不二，非有非无。以一切色相皆

是真空妙体之所显现，而真空妙体亦不能离

开色相而显其用，更非离色相而别有。譬如

水起之波，水即是波，波即是水，离波即不

可得水，离水亦不可得波。吾人用功，既不

可执色相为实有而粘着不舍，更不能偏离色

相，废有而着空。故不论上座习定，下座起

用，均须无所取舍，方契中道之理，走上真

空妙有的大道。 

 

  学者修法，修至妄念消融时，则能念之

心，所持之咒，一时脱落，内而身心，外而

世界一齐消殒，化为乌有。净裸裸一丝不挂，

赤洒洒一尘不染，但了了分明，非同木石。

这一丝不挂一片虚明的是什么？不是当人

非有非无之妙明真心，历历现前，又是什

么？！当斯时也，色空不能到，有无不能及；

说无之时，周遍法界，说有之时，纤毫不立；

诸子百家，百工技艺，乃至诸佛净土，恒沙

众生，无不融会于中矣。 

 



第二句：“不是不见，不是不闻。” 

 

这教我们做功夫，不可死做，而要活泼

泼地历境练心；不要闭目不见，塞耳不闻，

须要见无所见，闻无所闻，才能灵活妙用，

证成大道。我常见一些错用功者，闭着眼睛，

不见事物，塞住耳朵，不闻音声，以为这样

就能把心练空，成道了。殊不知纵然你闭目

塞耳、心不接境时，可以做到心死不动，一

旦开眼去塞，心对境时，妄心又不免随着色

声转动不停。以除境灭心，非真了故，何况

在闭目塞耳时，内心未必不在暗暗蠢动哩！

另外，闭目塞耳，更有一大过患，假如学者

用闭塞的功夫，真正做到心死不动了，那又

做到黑山背后死水中去了，非但不能成佛，

且有沦为土木金石之虞。所以学者不可不

慎！要真正做到心不为境转，还靠在境界上

锻炼。宗下所谓：“在地上跌倒，还在地上

爬起！”离境趋空，终成泡影！ 

 

  《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色声，皆因缘生，无有实体；任你美色



当前，妙声充耳，俱不过阳焰、空花、海市

蜃楼，一时假现。认清此理，再经时日之推

移，和千万次境上的艰苦锻炼，自然心宁神

静，遇境安然不动。洞山禅师《五位君臣颂》

颂第四位“偏中至”修道位云：“偏中至，

二刃交锋不须避，好手还如火中莲，丈夫自

有冲天志！”即教我们活泼用功，历境练心，

不须回避见闻，以启将来之大机大用也。 

 

第三句：“了了觉知，不着见闻！” 

 

这是承上二句“不是不见，不是不闻”，

而进一步申说应怎样灵活地做功夫，方不致

走入歧路。我人修行，是修成活佛，所以不

是死坐不动，沉空滞寂，坐在黑山背后，可

以了道的。 

 

云门云：“即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

可呈君！”明白畅晓地告诉我们，你要彻见

真心吗？就在你现前见色闻声处。了悟这见

色闻声底是谁？离开这见色闻声底，你就无

处去寻觅它了；假使你着在见色闻声上，又



被声色所迷，也见不着它了。这是何等灵活

的功夫，岂是死坐不动，不见不闻可以见道

的？又云：“玄虚大道本无著，见色闻声不

用聋！”可见做功夫须活做不可死做；死做

不但不能成道，还有流入魔外之虞。所以先

师告诉我们，做功夫须在行住坐卧、动静闲

忙处活用，不可如木石无知，而要了了分明；

虽了了分明而又不可着在声色上！换句话

说，就是要见无所见，闻无所闻，而不是不

见不闻，这样才得灵活妙用。即或在座上也

要正念昭昭，了了分明而不可茫然无知，落

入昏沉或无记。 

 

  永嘉大师云：“惺惺寂寂是，惺惺狂想

非；寂寂惺惺是，寂寂无记非。”即此“了

了觉知，不着见闻”之注脚也。 

 

第四句：“荡然无住，是名无心。” 

 

我们平常认为无心，就是一念不生，而

一念不生，就是压念不起。所以大家都用死

压功夫，压住念头不让它起来，以为一个念



头没有就是好功夫，更以为一念不生的时

间，由短而长，便是功夫的上上升进，殊不

知这样死做下去，非但不能成佛，成个土木

金石倒有份在！因为佛是活泼泼的大觉者，

恒沙妙用的伟丈夫，岂是如木石的死硬块，

毫无知觉的塑雕像。做功夫，不在多种多样

的差别境上锻炼自己，心无所住，只是死压

心念不起，还能起什么妙用？ 

 

不见六祖大师当年救卧轮公案？卧轮

禅师初以为压念不起是好功夫，故有颂云：

“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

菩提日日长！”六祖一见，知走入死水歧途，

故救之云：“惠能无伎俩，不断百思想，对

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卧轮知错改正，

方始入道。 

 

是知无心，不是压念不起，更不是无念

之时，由短而长，方为增进，真正无心的功

夫，是尽管应缘接物而心无所住；尽管日理

万机而意无所染。衷心犹如水上绘画一样，

一笔起处，水面马上会合，毫无痕迹，这才



是无心的真好功夫。 

 

《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这个“应无所住”的“应”字，往往被人误

解作“应当”、“应该”的“应”字。其实不

然，这个“应”字是“应缘接物”的“应”，

是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付一切事件，接应

所有人物，都要心无所住，荡然无染。而不

是只告诉我们在理地上应该或应当无所住

着的。我们倘能应缘而无所住，则恒沙妙用

的灵活真心自然无所遮蔽地时时现前了。 

 

  所以无念是活的，是应缘而无所住染；

不是压念不起，死在那里不动。我们只要念

起无住，不攀缘，不停留，随用随息，即是

无念。昔时，僧问赵州：“如何是无念？”

州云：“急水上打球子！”赵州后更反问投子：

“急水上打球子，意旨如何？”投子云：“念

念不停留！”可见念起无住即无念，而不是

一念不生方为无念也。又懒融禅师《无心颂》

云：“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

用，常用恰恰无！”即正在用心时，亦不见



有心起用，道尽无心的意旨和妙用矣。 

 

第五句：“心若无住，妄依何立？” 

 

修道人个个讨厌妄心，要消灭它，打倒

它。殊不知妄本不有，只是思想作祟，一切

外境宛如水月，皆非实有，众生无知，误认

为有，执而不舍，乃成为妄。倘能当下一觉，

照破幻境，妄即化为乌有。如人做梦，正在

做梦时，也认为实有，及至醒来，痕迹也无。 

 

良由真心如镜光，一切色、声、香、味、

触、法，皆如镜中所现之影。凡夫愚昧无知，

背镜光而取影，造业受报，生死不了；二乘

圣人，虽不着尘境，但又背镜影而住光，以

有所住，又成法妄，只了分段生死，不了变

易生死；一乘学者，悟透佛法、世法，不即

镜影，亦不离镜影。以一切影像皆是镜光所

成，镜即是影，影即是镜；离镜无影，离影

无镜，既不可背镜住影，亦无须离影求镜。

既深知影镜皆无所住，当能心无爱憎之情，

境无取舍之住。 



 

故学者不必怕妄，但深契一乘玄旨，于

境无取无舍，无喜无嗔，则妄自除矣。 

 

  复次，众多学者，莫不以“无明”难破，

甚有谈虎色变之慨。其实，所谓“无明”者，

亦非实有，不过是妄心作怪，粘着尘境，迷

而不觉，假名而已。行者果能当下凛然一觉，

则妄境破，无明自销。譬如千年暗室一灯能

明，无须历时消除。故所谓无明者，妄心者，

只是我人不觉之故，倘能时时观照，处处凛

觉，令心清空廓澈，无所住执，还愁什么无

明不破，妄心不息哩！？ 

 

第六句：“妄既不立，夙障自除。” 

 

良以心本通灵无碍，只以迷境着相而成

障。所谓夙障者，即多生历劫迷相造业而积

累之妄习，迷障遮蔽本性之明，不得自在受

用，而复痛苦、艰辛、烦恼无尽也。今既知

一切事相本空，心不留碍，业且不有，虚妄

之障，又将安寄？大梅禅师云：“一切业障



在达人份上，如热汤消冰，光明去暗，无所

驻足。”盖所谓障者，亦是假名，无有实体。

经云：“罪从心生，还将心灭！”又云：“心

生则种种障生，心灭则种种障灭！”倘能直

下无心则妄无立处，妄既不立，则夙障自除

矣。 

 

  或谓“现业易消，定业难免；心业易除，

身业难灭”，此亦不可一概而论。不见达摩

大师嘱二祖神光曰：“子将有杀身之报，但

为正法免遭毁谤故，此债可予免还。”又一

古德中风嘴歪，侍者笑谓云：“和尚终日诃

佛骂祖，今日受报了。”古德云：“尔随侍我

数十年，如此看我？须知一切业障在祖师身

上，犹如空花水月，虽还报犹如不还报，而

且要还即还，要不还即不还，你看我嘴歪不

歪！”随说随用手一拍嘴巴，嘴即正了，并

斥侍者云：“尔等执相众生，于本来空中作

业障想，于无偿还中作偿还想，是以业障不

了，受累无穷也。”由此可知一切业障系于

心，心果真空，无所谓障，更无所谓还不还。

以无还无不还故，正不必执不还为不还，尽



管还而犹不还也。僧问古德：“如何是业

障？”德云：“本来空！”僧进问云：“如何

是本来空？”德云：“业障！”本来空不是顽

空或断灭空，而是一切事物、业障的当体本

来就是空无所有。故二祖神光大师，虽受初

祖之嘱，于传法三祖后，仍去还杀身之债，

而无难色，并于临刑时高唱云：“将头临白

刃，犹如斩春风！”这是何等气概，此真了

的弘范也。 

 

第七句：“问心何来？因境而起。” 

 

  “心本无生因境有！”这是毗舍浮佛的

名言。我人之心——即思想，本来没有，因

对境而生起影像，执着不舍，才生起妄想，

这就是心。这个心是根——心、尘——境集

合而生起的，所以叫作“集起为心”，它是

六尘落谢的影子，纯属虚幻，无有实体。佛

经中所说的“一切唯心造”和“三界唯心，

万法唯识”的“心”字就是指这个由客观外

境反映而生起的虚幻影像心。所以它也是外

境，也是客体，而且也不离物质，不可把它



看作主观的心，当作主宰世界的“真神”而

宝贝它。我们做功夫，既要不着森罗万象的

外境，更要把这幻影妄心销尽。所谓内而身

心，外而世界一起销殒，妙明真心，方才现

前。反是，把这虚幻心当作主观实体，真性

就被掩没不见了。因之，我们所说“一切唯

心造”的“心”字，是把它视作被消灭的客

观对象来处理的，并非说它是万物的主宰

者，这要请广大学佛者搞清楚，不要误会才

好！ 

 

第八句：“境亦不有，同属幻影！” 

 

经云：“心不自心，因境故心；境不自

境，因心故境。”这就把心与境，境与心的

相因相成的关系说得一清二楚。心既因境而

有，境亦不能离心独立，因境系因缘生，无

有自体。比如镜影，虽有万别千差之相，如

无镜光，影不能现；境亦如是，无心境无成，

即或有美景佳境，无心领受鉴赏，有亦同无。

以境不自境，不自谓为美妙胜境也。心与境

既相对而生，离一即无，则境与心，皆非真



实，同属虚幻之影像矣。或许有人要说，娑

婆世界所有景物，皆我人共业所招的业果，

假而非真，谓为幻影，可以说得；至于西方

极乐世界，乃阿弥陀佛多生历劫精勤修行，

为广大众生造福，积累功德，缘熟果满所感

之真境，似不可谓为幻影。 

 

关于这一点，确应好好讨论一下。因为

现在修净土的人很多，如不把净土真相搞清

楚，不明白净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修行起

来不易得力，更谈不到深证念佛三昧，上品

往生了。 

 

首先就相来说，娑婆是业障众生造业所

招的五浊恶果，而极乐是弥陀愿满德圆所感

的清净世界，故一是秽浊丑恶，一是美妙庄

严，大有区别。但土从心生，离心无土，离

土无心；心即土，土即心。故经云：“欲净

其土，先净其心！”“随其心净，即佛土净！”

是教我人识得净土为何物，好下手用功证

取，以免徒取外相，流入歧途。 

 



既然土外无心，心外无土，心土不相分

离，而一真法界——真心——又在圣不增，

在凡不减，则极乐净土系从净妙真心中流

出，而娑婆秽土离清净佛性亦何可得？以

是，极乐虽净，娑婆虽秽，同是真心中显现

之影像，犹如镜光中显现之影，虽有形式之

殊，净秽之别，但皆如水中之月，了不可得，

绝不可因极乐为净月影而妄谓可得也。 

 

次就真假来说，《金刚经》谓：“凡所有

相，皆是虚妄！”以相如上文所说，皆镜中

之影，了不可得，故假而非真，绝不因净、

秽、美、丑而分真假。所以极乐国土，虽尽

善尽美，亦是虚妄之相。进一步来说，说真

道假，皆是我等凡夫执相立名，妄加分别之

过。以所谓真假，乃相对而有，离一即不可

得，故皆假名。真假既相对而有，则说真之

时，假即在其中矣；说假之时，真亦在其中

矣。谚云：“假作真时真亦假。”于无真假处

妄作真假，宁非庸人自扰？ 

 

复次，镜必显影故，有真心不无假相，



无相无从显示真心，故《弥陀经》宣示极乐

庄严；影不离镜故，有假相不无真心，无真

心无从成其假相，故《金刚经》显示妙体，

一法不立。性相既不相离，密切有如水之与

波，故见相即见性，无有一物可当真，故谓

全假即真；见性不废相，圆成差别妙用，故

谓全真即假。真假假真，全是我人妄心作祟，

实则灵妙真心，一物不立，有何真假之可言

哉？ 

 

故如说极乐世界是真，则娑婆世界亦

真；如谓娑婆系假，则极乐亦假。故净秽二

土皆从一真法界中流出，绝不可因在缠凡

夫，迷昧真心，造业受报，而否定其灵性，

谓所现秽土业相，非从佛性真心中宣流也。 

 

  再说极乐世界，有四土九品之别。最下

层凡圣同居土，虽有种种庄严妙相，但方便

有余土与实报庄严土，则土愈高而相愈清淡

妙微，至最高常寂光净土，则更净妙微明而

一相不立。虽一相不立，亦不出上述三土之

外。故执相修行者，只得下品往生，空相见



性者，始能往生上品。以是真修净土者，既

不执相，亦不废相，只一切放下，端身正坐，

诚心敬意，执持名号，以呼吸为数珠，昼夜

六时，绵绵密密念去，久久不懈，自得念佛

三昧。到那时，不等命终生西，已早预上品

莲位矣。 

 

第九句：“妙用恒沙，尽是缘心。” 

 

上面说过，吾人做功夫，不可死压念头

不起，将妄心灭尽；只可活转，念起不睬，

不令攀缘相续。原因就是将来要起大机大

用，还要藉这妄心。这妄心如果压死了，真

心也就无从起妙用了。比如水因风起浪，浪

若去尽，水也就没有了。《圆觉经》于“居

一切时，不起妄念”后接着就说：“于诸妄

心亦不息灭。”即教吾人用活功夫以启将来

般若妙用也。 

 

我等凡夫的日常起居与一切创作、发

明，无一不是这“妄心”的妙用。离开它，

我们就像痴子、傻子一样，不能成就什么事



业。在凡夫位，既是它在起作用；将来成贤

成圣，所起广大神用，也离不开它。不过在

凡夫位，因有住着，称作妄心、识神；在圣

贤位，去尽粘缚，称为般若、灵知罢了。 

 

  我尝问人：识神与真如相去多少？闻者

大惊，谓真如与识神，一是真心，一是妄识，

何可相提并论？并以玄沙禅师偈作佐证云：

“学道之人不识真，只为从来认识神；无量

劫来生死本，痴人唤作本来人！”余闻之，

不觉哈哈大笑道：“阁下识得《本来人》否？

若不识，真如就变为识神；若识得，识神就

是真如，何有二致？”上面说过，波本是水，

水不离波；离波觅水，水从何得？而且水不

起波澜，只是死水，何能壮阔？真如不假识

神，亦是痴儿，无从起用。玄沙一偈，不是

说识神不好，问题症结在识不识得本来人！

若识得，则识神由主人指挥，成就一切波澜

壮阔的妙用；若识不得，则恶仆凌主，背叛

作乱矣。 

 

第十句：“缘心息处，顿证无生！” 



 

经云：“息下狂心，即是菩提！”这个道

理，就和我们上面所举的影与镜、水与波一

样，影与波俱不能离镜与水，同样，妄心也

不离菩提正觉。以不离故，除去妄心，即无

正觉。故修道人要亲证不生不灭的真如实

性，不可用什么手段去除妄心，而只能用一

个“息”字功夫，将这对境攀缘的妄心停息

下来，就如波浪息处即是水一样，妙明真心

就豁然现前了。 

 

学者果知一切外境，皆如阳焰、空花，

无有实体，不去攀缘，不生妄念。则神宁智

清，灵光独耀，衷心明净，如镜照物，无取

无舍，无爱无憎；虽了了分明而一念不生，

一念不生而了了分明，当下即亲证无生实相

矣。无须于息心之外更用何拙力也。 

 

  一切法门不管是念佛、持咒，还是参禅，

俱不过是“息”字的工具和手段，教你由念

佛，或是持咒、参禅，将狂心息下，从而打

开本来，明见真心罢了。并非从念佛、持咒，



或参禅中得个什么奇特玄妙。古德云：“佛

法无你用心处！”又云：“穿衣吃饭即是，举

心动念即乖！”以佛性众生本具，非从外得，

不用求，不用取，故无须用力也。相反，着

力向外追求，从他讨取，则愈求愈远，越用

力取越不得。是以佛法是最伟大的省力事

业，非同世法须惨淡营谋、苦心筹措而后可

得也。老子曰：“为道日损！”学人果能将自

己所会、所知、所有的一切一切统统放下，

则狂心息处，顿证无生矣。谚云：“踏破铁

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良有以也。 

 

第十一、十二句：“无生实相，非可眼

见；杳杳冥冥，其中有精！” 

 

这个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增不减的

真如妙性，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的平等真

实之相。《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

妄。”有相之相，皆因缘所成，无有自体，

故皆虚幻不实；真实之相，是无相的净妙大

相。大相无形故，眼不能见。但功夫做到桶

底脱落，能所双亡时，心地法眼，可以见道。



但这个“见”，不是眼睛看见的“见”，而是

见地、知见、体会、领悟之意。因为它虽杳

杳冥冥，无相可见，无味可嗅，但非断灭、

顽空，而是有“真精”“妙体”的。这“真

精妙体”，换句话说，就是“离念的灵知”。

当你功夫做到根尘脱落，人法双忘时，自然

时到神知，一下子领悟，证验这净裸裸，赤

洒洒，灵明真精，就是你本命元辰。 

 

  既证悟了妙性，回过头来以影不离镜

故，则目所见、耳所闻、身所触的万象森罗，

无一不是它——真精——的显现，无一不是

它的妙用，无一不是它的注脚。学人到此地

步，则时时闻道，处处见性了。六祖云：“真

见性人，抡刀上阵，亦是见性！”大慧云：“彻

悟人，肉眼亦能见道！”性相不二的妙理，

一语宣泄无遗！ 

 

第十三句：“证悟之者，名曰见性。” 

 

明心见性一词，现代修道人都把它看作

是高不可攀的圣贤边事，非我等凡夫所可攀



登、企及的。要了生死，只好念念阿弥陀佛，

往生西方去吧，殊不知明心见性并非难事，

更不是高不可攀的（其中道理我在《略论明

心见性》一文中叙述甚详，现不复赘）。我

们只按上述方法，息下狂心，不着前境，亦

不息灭正念，更不求奇特玄妙，则了了分明

中，无一念可得；虽无一念可得，而了了分

明，不落昏昧无记。此即上节所说之“杳杳

冥冥，其中有精”之“真精”，亦即永嘉大

师所谓“寂寂惺惺，惺惺寂寂”的大道。学

者把握时机，当此分明而无念的一发千钧之

时，将其一把擒来，即谓之见性！若稍停机

伫思，又被它影子所惑；若舍此而别求，或

疑为另有玄妙，则杳不可得矣！ 

 

洞山禅师《五位君臣颂》，于见道位“偏

中正”颂曰：“偏中正，失晓老婆逢古镜，

分明觌面别无真，休更迷头还认影！”即箴

规我人于关键时刻，猛着精彩，心领神会，

而勿错过良机也。审如斯，明心见性，亦何

难哉？ 

 



惜末法学人根钝、习重，多着神通，此

时不见神奇、玄妙，误认为非是而匆匆滑过，

古德尝叹息云：只为亲切甚，转令荐得迟。

良可慨也！ 

 

  修道人于初见性后，并非即了，还须时

时观照，历境练心，着力打磨，了除习气，

方能了生脱死。否则，见境生心，妄念动荡

不停，是谓悟后迷，生死依旧不了。故古德

多于悟后作牧牛行，绵密保任，以臻圆熟，

非一悟即可了手。虽间或也有顿悟、顿修、

顿证者，无须做保任功夫，但毕竟为数不多，

不可一概而论。洞山禅师于“偏中正”见道

位后，更颂修道位“偏中至”，即教吾人于

见道后，不可得少为足，更须历境练心，除

尽妄习，上上升进，以臻究竟也。关于此点，

宗下有三关之说，即一、破本参明见真性，

为破初关——截断众流；二、绵密保护，长

养圣胎，于一切境缘上自在无碍，乃至不用

保而毫无走着，是为破重关——涵盖乾坤；

三、放任而为，无所不是。能入佛，亦能入

魔，所谓路途即家舍，家舍即路途，是为破



末后牢关——随波逐流。 

 

第十四句：“是故无求，心自宁一。” 

 

古德云：“人到无求品自高！”人有所求，

正是粘境着相的反映，心苟真空，不见一物，

还求个什么？或曰：非求他物，乃求生西，

成佛也。曰：本来是佛，不用求，求则不见。

上面说过，息下狂心，即是菩提，只须息，

不用求。傅大士云：“夜夜抱佛眠，朝朝还

共起。”它时时在你六根门头放光，不缺分

毫，还求个什么？ 

 

至于说，求生西方，只须一心念佛，于

念佛外，别无他心，所谓全佛是心，全心是

佛，心佛道交，打成一片，则决定能生净土。

以弥陀乃当人自心之佛，净土乃自心本具之

极乐；念佛唤醒自心弥陀，往生自心本具之

净土，何用求为？念佛者，贵得一心，一心

即无心，既然无心，还求个什么？若着意念

心外之佛，求生心外之土，则去道远矣！复

次，得念佛三昧者，不见有心、佛、众生之



别，东方、西方之异，虽生而无生，无生而

无不生，又何用求往生哩！又求取若极，即

无求取，是故从事求取者，求取至究竟，仍

归无求无取也。生西不离信愿行，以行能摄

信愿故，能精进不懈，一心念佛，信愿即在

其中矣。 

 

  我人苟能真正做到无求、无得，则心不

求宁而自宁，不欲一而自一。功夫做到这步

田地，则归家稳坐，绝学无为，安闲度日，

逍遥自在矣。 

 

第十五句：“无心可惑，即是大定。” 

 

关于得定，人皆以为有入定出定之别。

坐在这里，不动、不想、不吃、不尿，是入

定；一有举动、言说，便是出定。其实，这

错会了定的意义。因为坐在这里不动，是死

定，不是大定。大定是无出入的。它是对任

何境而不惑，随缘起用而无所住，不是死坐

不动而有所入的。关于此理，儒家也曾描绘

说：“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糜鹿兴于左而



目不瞬。”因为死坐不动，只是压念不起，

灭其受想不是真了，任你定得百万劫，时劫

一过，又复起念着相造业受报。故虽得四空

定，生非想非非想天，依旧落轮回，生死不

能了。这种死定，古德喻如搬石压草，石去

草又复生，故非究竟。南岳磨砖度马祖，即

救其出死定也。 

 

修大乘佛法者，不取这种死定，以非究

竟，不得真实受用故。昔梁武帝出猎，得一

入定五百年之老古椎，甚为惊奇赞叹，思欲

与志公禅师较短长，乃令众宫女裸体与二公

入浴。老古椎初尚能视听自如，继而闭目不

能动，再后，不得不推开众宫女，逃走去矣。

反观志公，言笑自若，无动无惊，非活定力，

曷克臻此！可见得定不在死坐不动，更不在

死坐之时间长短，而须历境练心，对境不惑，

起大机用而无所受，方为真定也。 

 

  复次，关于定无出入之真理，《六祖坛

经》智隍禅师入道因缘与宗下语录女子入定

公案，即是明证，学者毋庸置疑。 



 

第十六至十八句：“得大定者，无动无

静，无得无失，无喜无嗔，本位不移，起应

万机。” 

 

上面说，得大定是心无所惑，而不是死

坐不动，这里进一步描绘一下对境不惑的行

状。修道人往往静中能定，动中即不定；座

上能定，下座即不定；也有人得时欢乐，失

时忧恼；顺心合意则喜，违己逆情则嗔。这

种安住能不动，对境要生心，打作二橛的人，

不为真定。真得大定的人，动静一如，闲忙

一致，于事既无成、败、得、失之心，亦无

爱、嗔、取、舍之意；于心既无喜、怒、哀、

乐之情，更无见、闻、觉、知之染；心空如

洗，活泼泼地任运随缘，应机起用，绝不会

在清净山林中即定，到繁嚣都市即乱；也不

会遇事失照，而移易本位的。是以大定乃超

越于事物之表，逍遥于情尘之外，不为任何

事境所左右，得真实受用的，而不是披枷带

锁捆住手脚，死在那里不动的。 

 



  我们在日常动用中练得应物接缘而心

无粘染，无所住着，就是不移本位。这个本

位，就是一乘法界之位，也就是佛位。《法

华经》说：“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简

单地说，就是做一切事情，不作做事想；说

一切话，不作说话想；显现森罗万象，也不

作显现想。这样，尽管做而未曾做，尽管说

而未曾说，尽管显而未曾显；但也不是不做、

不说、不显，就是本位不移，就是起应万机，

也就是世间相常住了。（关于世间相常住之

理，兹再略述一下：一．一切事相皆从真心

生，是谓住法位，真心常住，故事相亦常住。

二．事相中有变迁，所谓沧海桑田，但相续

不断，并非断灭。如水与月虽有流逝与盈虚，

但卒无绝流与消长者。三．一切事相皆虚幻

无生，故亦不灭。）《华严经》云：“十世古

今，始终不离于当念；无边刹海，自他不隔

于毫端。”以时间、空间之相，皆因妄念生

灭，分别而有。如一念不生，则竖超三际，

横遍十虚。任你过去极久远之事，无不历然

现前。如智者大师诵《法华经》至“药王品”，

入法华三昧前方，便亲证灵山一会，俨然未



散，即世间相常住之铁证也。 

 

第十九句：“不变随缘，即无生死。” 

 

众所周知，学佛修道，就是为了了生死。

但怎样才能真正了脱生死呢？这个问题，恐

怕不是每个学佛人都能知道的。以所谓生死

者，有二种生死：一是分段生死，一是变易

生死。分段生死，是六道轮回，这较易理解。

变易生死，是超六道轮回外的一重无形生

死，乃修行不究竟之法障，故一般人较难知

晓。现在约略解释一下：阿罗汉等小乘圣者

虽断见、思二惑，不受分段生死轮回之苦，

但偏于空理，以为有法可修，有道可成，有

生死可了，有涅槃可证。拘泥于依所知障助

缘所感之界外净土，住在法上，不思变易其

身、随缘度生，所知愚惑未尽，是一重无生

死之法执生死也。 

 

要了这种生死，先须知晓修法只如服

药，不可执着不舍；次须明确生死涅槃等空

花，无生死可了，无涅槃可证，一法不立，



无智无得；而后更要了悟，起大机用，随缘

变化，广度众生而本位无所易，不是住在法

上不动。一部《心经》就是叫我人先空凡夫

根、尘、识之愚执，次空小乘圣人四谛、十

二因缘之法执，后空菩萨之智执，起大机用，

归无所得，方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真正了生死者，以无法可得，随缘不变

故。尽管在六道中头出头没，不见有生死、

道别之异；尽管随缘变化身形，度尽一切众

生，而本位不易，不见一众生得度。昔有僧

问大随禅师：“尊师圆寂后往生何所？”大

随云：“我师东家作马，西家作牛！”僧赞其

彻悟了手，一法不立，随缘向异类中行，而

本体无丝毫移易也。 

 

洞山禅师《五位君臣颂》末后颂“兼中

到”云：“不涉有无谁敢和，人人尽欲出常

流，折合还归炭里坐！”即颂此最后一位，

真了生死者以不了为真了，非离六道，安住

净土为真了也。所以说无余涅槃者，无涅槃

可证，无所住处之涅槃也。 



 

  不变随缘，从体起用；随缘不变，摄用

归体。体用如如，无住无染，无移无异，斯

真了生死矣。 

 

第二十句最后结束说：“成佛要诀，如

是而已。” 

 

上面三十八句，把整个成佛奥秘和诀窍

统统宣示无遗。或许有人说，这些说话，也

稀松寻常，并不见有什么奇特、玄妙。难道

成佛是这么不起眼的事？不是说成佛是法

力无边、神通广大吗？这里并没有说什么神

通玄妙呀！殊不知佛法原无奇特处，亦不可

作道理会，切不可惹是生非，我人只心无所

住随缘度日，做一个无事道人即是。要成六

通俱足的果地佛，须先于因地上明悟本性，

于明见真性后，勤除习气，分破无明，方能

显发神通。不是一下子即能证成三身俱足，

六通齐发的果地佛的。 

 

关于明悟本性，更有人以神通作准绳。



以为发了神通，才为明心见性，否则，即不

为见性。这都是凡夫执有、着神奇的恶习。

执这种恶习的人，非但自误，而且误人。因

为所谓真性者，不在别处，即在当人六根门

头放光。宗下所谓“目中童子眼前人，海底

金乌天上日”。自己不识，不知以之保养，

长大成佛，反责识者为非，叫他不要承当，

岂不可悲可笑？！ 

 

若就神通说来，我人一举手、一投足、

一言、一笑、一吐、一咳，无不是神通妙用。

庞居士所谓：“神通及妙用，运水与搬柴！”

以这些举措、言谈、咳吐、造作，何一不是

真心在起妙用？死人的手、足、口、舌会言

笑、操作吗？自己整天在神用中而不自知，

反而向外别求神通，这不是宗下所谓“坐在

饭桶边，饿煞人无数”么？ 

 

另外，执有神通，就是有法可得，也就

是法执，将来非但不能成佛，成魔倒有份在！

须知所谓神通者，乃真心妙用为神，无所住

着、无所阻隔为通，而不可在神奇玄妙上会。



一作神奇玄特想，即毒素入心，障自悟门，

无成道份矣。 

 

今之修道者，一百人即有五十双迷着在

神奇玄妙上，都忙着搞些障眼法，弄些小神

通，而沾沾自喜，以为这是成道的象征，殊

不知这是弄精魂！即玄沙所呵的“学道之人

不识真，只为从来认识神”的识神用事，几

曾梦见佛法在！这些无知之徒，把毕生精力，

枉费在无所谓的枝末上，而不务正修。一俟

腊月三十日到来，所谓神通者，不知去向，

又恁么昏昏糊糊地向阎罗老子报到去了。而

且因为在世炫奇称能，着相造业故，还要受

惨重的恶报！ 

 

这些蠢汉，自己不上正轨，不修根本大

法，还要以神通来考验、衡量他人。他哪里

知道，学佛是自修、自悟的，人家悟不悟，

于你何事？人家悟了，你不能因之成道；人

家不悟，对你亦无所损，何用你去考验他？

复次，你要衡量他人，须先有超人之见，你

用神通来衡量人，自己已先落下风。因悟道



根本在对境不惑，不在神通发不发。你若对

境起惑，任你发什么大神通，都无真实受用，

都不能了生死。 

 

根本未明的人遇事不能无染，任你修法

而通，或依他——神鬼精灵——而通，以着

境住相故，烦恼依旧，不得自在。相反对境

不惑的人，心空如洗，毫无粘附，虽一时未

通，无须多时，自然五通齐发。以对境能不

惑，即是漏尽通，根本已固，不愁枝末不茂

盛也。所以我们要常常自考自验，对境是不

是无动于衷？如一时尚未臻稳固，不无动

摇，能从多动而少动、而不动，即是上上升

进，即是成道的象征。不可在神通上着眼，

误认发神通才是悟道，更不可以自己意境考

验他人，以免妄念丛生失自道心。同时，发

了神通亦不要用，以无住无得故，不可向人

示现也。 

 

  最后，还有一桩紧要事，学者不可不知。

尝有青年人，以为身心空闲，环境清幽，才

能办道，以是每每不抓紧时机，努力修持，



而坐等良时、佳境到来。哪知凡夫障重事烦，

所谓“驴事未去，马事又来”，何时有清闲

无事的时节？至于地方，更毋庸费心选择，

以学佛贵在心地上用功，不重山林死坐。上

面说了很多，对境心无粘染，才是真功夫。

要对境无染，不在尘境上练心，死坐在山林

里，怎么可以练出不动心来？所以只须识得

一切色、声等尘境，俱是当人真心所现影像，

如镜光所现镜影，无可取着；同时真心离尘

境亦不可得，如镜影即是镜光，镜光不离镜

影，故亦无所舍。时时如此观照历练，心空

意闲，任运自在，无求无得，即天真佛！还

要等什么佳境良辰到来哩。奉劝大众，乘此

年轻有为时，抓紧时机，努力奋斗，切莫唐

丧光阴，坐失良机，待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