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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憨山學問淵博，博通群經，修學並重，不像一般狂禪以參話頭悟公案為

事。 憨山花了許多功夫註解《楞伽》、《法華》、《楞嚴》、《唯識》《華嚴》諸

經。於是他的學問就不限一家，能博採諸家，並能加以融合，成一個佛教系

統。憨山學問有一個重要的核心，那就是他對「空」「有」的體認，他提出

一個「真空妙有」的思想，並以佛學的諸多典籍作為註腳，使其「真空妙有」

的思想更有重要的理論依據。而這「真空妙有」的核心就在一「心」字，憨

山以此「心」字會通佛經諸典，他以《楞伽》《楞嚴》突顯「真心」「觀心」

的修行理論，突出「真心隨緣」。 「心性本淨」的意念，憨山能會通佛教各

宗派，因為他具有華嚴經的圓教理論，所以他的學問體系就格外廣大，能融

合各個宗派，憨山也以「清淨心」 會通性相二宗，並會通儒道百家，其間

融合的基礎是以「心」作為基礎，認為由心可以具大千世界，心可以在娑婆

擾攘中解脫苦惱，憨山能體悟到心體的光明境界，形成一個完整的入世佛教

思想，憨山也覺得「頓」「漸」二法也是相融相成，不在修行方法中起爭執

他，又深解易經老子，融入強烈的辨證傾向，認為宇宙人生常常「有無相生」，

若著於「空」「有」一隅，都不了解空性的奧妙。這與佛教自龍樹菩薩以來

的《中論》思想能相格義，另外憨山認為佛教與儒家本來也有其文化上與義

理上的歧異，但憨山企圖以二者都重視的內在精神世界結合為一，內在世界



- 112 - 圓光佛學學報 第十三期 

也就是「心」。憨山以「心」會通一切學問。使得多元文化能夠融而為一。

其思想不免受時代影響、個人的性情所左右，是很值得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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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憨山一生並非一枯寂老僧，而是充滿救世情懷的，他一生為法忘軀，與

政治糾纏，1
 苦心孤詣、四處奔走，雖引來諸多微詞，他的處事態度也不是

隱居叢林的比丘所能理解。這當然與他的生命氣質、時代思潮及其思想內涵

密不可分。 

憨山一生踏入佛教，與其母親深明大義有密切關係。他的母親曾說「僧

是佛弟子，行遍天下，自由自在，隨處有供。」「世上做狀元常有，出家作

佛祖豈常有耶？」2
 憨山雖然具有入世精神，但毫不為世間的名聞利養所牢

籠，與他出家時的這種初衷極有關係。他一生是真能入世又不染於世，出世

又不忘於世，可以說他具有強烈的救世精神、菩薩情操。 

憨山博讀經教，由這些經教串起了他一套圓融的佛教理論。《明史‧藝

文志》著錄的有 《華嚴法界鏡》一卷，《法華通義》七卷，《楞嚴通義》十

卷，《觀楞伽記》四卷，他確實花了許多功夫註解《楞伽》、《法華》、《楞嚴》、

《唯識》諸經。雖然註解的經典未必完全傳世。憨山德清說：「不知《法華》，

則不知如來救世之苦心，不知《楞嚴》則不知修身迷悟之關鍵，不知《楞伽》

則不辨知見邪正之是非。」3 憨山都有讀《楞伽》、《楞嚴》悟道的經驗，這

兩部經典憨山是費了極大功夫精研，憨山德清不但著有《楞嚴通義》十卷，

《觀楞伽記》四卷，而且《憨山老人夢遊集》中對這兩部經典的論述極多，

＜觀楞伽寶經閣筆記＞＜楞伽補遺＞＜化生遺軌＞可見這兩部經典對於憨

山整體思想體系與人生態度產生了強烈的影響，尤其這二部經典支撐著憨山

對於心的掌握與體悟，尤其對於《楞嚴經》的理解，憨山藉此書溝通性相的

態度是明顯的。尤其他在中年之後對《華嚴經》有強烈的愛好，著有《大方

廣佛華嚴經綱要》，加上也很重視《大乘起信論》，其著有《大乘起信論疏略》

                                                 
1  據郭朋＜略論德清＞一文，憨山於流戍期間與政治人物書信往來的有九十多人。參見郭

朋，＜略論德清＞（刊於北京《世界宗教研究》，1982 年），第三期。 
2 《憨山大師年譜》（台北：華宇出版社，1986 年），頁 478。 
3  憨山德清，曹越主編，孔宏點校，＜答錢受之太守＞，《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

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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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述此書，又闡述天親菩薩的《性相通說》，此書與《大乘起信論》的宗旨

極為相近，將性相二個可能會衝突的命題結合為一。就根本觀察也都以「心」

為核心，也將禪教結合為一，支撐著他入世的人生態度，另外他也著有《妙

法蓮華經通義》《金剛決疑解》都突出性相圓融的佛教精神，尤其他的《化

生遺軌》最能突顯法華經以一覺悟之心入世善巧說法的境界，這將真妄二端

加以融合，突顯了他相當程度傾向天台宗的特質。 

憨山在《憨山老人夢遊集》中對其所注的經典的核心意義有深入的描

述，這使其《憨山老人夢遊集》中突顯出佛教的理論建設，特別是在《法語》

此一部分，憨山與其他禪師居士對佛學有甚多的深入討論，而在《序》《題

跋》當中，對《楞伽經》《楞嚴經》《法華經》《金剛經》《六祖壇經》《大乘

起信錄 》《淨土指歸》《華嚴經》《梵網經》《藥師經》《白衣陀羅尼經》《八

大人覺經》《四十二章經》等經典都作了深入探討，雖然憨山所註這些經典

並未全部傳世，但由《憨山老人夢遊集》的序跋討論中可以得其義理之梗概，

由此正可以看出其佛教思想的核心。這其中最大的特色，是對「心」的見解

有極深的描繪，憨山並非對「相」有所忽略，他也精通唯識，尤其他十分突

顯入世精神，不可能會忽略「相」的價值，但他的「相」是由「真心」緣起

變現， 憨山所採取的經典是以《華嚴經》《楞嚴經》為主，而殊少去討論到

法相宗裏唯識的經典，這是憨山在運用經典中一個較突出的特色，這也可以

避免「心」「識」之間長期討論的問題，使得真心論的理論受到干擾而不復

純粹。 

在道家方面，他也涉獵了《老子》《莊子》諸書，他有《老子道德經解》

《莊子內篇註》並總結出《觀老莊影響論》內容突出了他對老莊與佛教的格

義，他對老莊的研究功力是頗深的。在儒家方面，憨山著有《中庸直指》、《大

學綱目決疑》，這些文獻也都存在於《憨山老人夢遊集》，突顯他三教相融的

思想。  

他本身對於佛教也有許多精闢的見解，基本上突顯在《憨山老人夢遊集》

當中，包含了語錄、與僧人居士的書信往來，亦有憨山個人的佛學見解，突

出了憨山一生的行誼與佛學思想，而在《憨山老人夢遊集》中亦可以體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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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山的佛教思想具有一種知性化的傾向，這些文獻都是理解憨山思想不可或

缺的憑藉，憨山可以說是晚明重經崇教的一個典型。本文即是由憨山所注之

經典，與憨山提出的見解，勾勒其對此一經典內容的獨特看法，抽出其有關

「真心」論的獨特意見，並與當時時代的思想狀態作一比較分析。而參考之

文獻則以《憨山老人夢遊集》為主。 

而憨山學問有一個重要的核心，那就是他對「空」「有」的體認，他提

出一個「真空妙有」的思想，並以佛學的諸多典籍作為註腳，使其「真空妙

有」的思想更有重要的理論依據，突顯出憨山的重要思想。 

另外憨山的學問不只在佛教而已，對於儒道二家，也有很深的研究，最

難得的是，他將這兩家的思想與佛教諸經融合，形成一個完整的入世佛教思

想，這一點是很值得探討的。 

憨山由於有著入世的熱情，其思想不免有時代的印記、個人的性情與思

想的演變等諸多因素在影響著。對時代的探討亦是不可忽略，尤其憨山對於

當時流行的法會、因果報應等思惟都有深入探討，但最能得到憨山關注即在

「真心」一義。 

二、「 觀心真常，萬法唯心」的思想基礎 

（一）憨山對真心觀產生的學術與時代背景 

憨山是一位「真心」論者，「佛教宗旨，單以一心為宗。」4 他說「心」

是最徹底的「了義」，「了義語者，乃直指一心，究竟顯了之說也。吾佛出世，

特為眾生開示一心，使其悟入，徹法無遺。」5
 「了知自心即是一乘。」6

 「一切

                                                 
4  憨山德清，＜答德王問＞，《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

頁 161。 
5  憨山德清，＜雲棲大師了義語＞，《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358。 
6  憨山德清，＜示蕲陽宗遠庵歸宗長公＞，《憨山老人夢遊集》（台北：法爾出版社，1987

年），頁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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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凡依正迷悟因果接依此圓覺一心而為建立。」7
 對了義的解釋一直是佛教

極大的爭議，8
 照理說原始大乘佛教主張一切萬有是緣起假合的「空」義，

就是所謂「緣起性空」的思想，並不具有自性，也就是不具主體性，換成唯

識所說的思想，一切現象是七識所執、八識所藏而變現。「識」也是虛妄無

常的，是見分變現相分所致。於是所生的現象都是「無常」而起，是色變現

為相分而生，本身並無主體。於是苦空， 於是佛陀覺知其本質，要人不要

執迷，趕緊解脫捨離。龍樹、提婆菩薩要破斥一切的執著，9
 如龍樹菩薩在

《迴諍論》認為現量與比量都不可以作為認識的手段，突顯出能所相對的意

識謬誤，即使是「心」要起作用還是要待緣而起，「心」應該還不能做徹頭

徹尾的了義，而小乘佛教的正量部主張境在心外，經部是二元論者，也承認

心外有境，都不認為「境」是由心變現出來的。10
 更遑談「心」是了義的這

一件事。南傳佛教對於心與心所作了較大的討論，傾向於心理學的狀態。而

真正主張三界唯心思想是在大乘佛教的經典當中，較主要的有《華嚴經》《解

深密經》《阿毗達磨大乘經》，都認為境是心變現出來的，離心無境，而唐宋

佛教突顯出比較明顯的本體思維，都與這種思想相應。憨山的思想正是追隨

大乘佛教此一唯心思想所發展後的一種思想，並且加以深刻的發展。  

由於晚明陽明學說盛行，受這個時代氛圍影響，佛教對「心」的分析探討

較多，但是憨山的思想說的比較直截，直接說出「心」是了義。他極為博學，

又有禪修的經驗，卻是佛學中的心學派，他說「觀心第一微妙法門。」11
 又說

「第一義者，即此經所說的第一義諦，寂滅一心也。」12
 也就是說「心」可以

                                                 
7 《圓覺經直解》（台北：佛陀教育基金會，2005 年），頁 19。 
8  佛說經所謂「不了義」指在文義上不太明了，可以做這樣解釋，又可做那樣解釋的；反

之為「了義」見呂澂《印度佛學源流略講》（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2 年），頁

190。 
9  龍樹《中論》二十七品中其中有二十五品是以破的方式呈現。 
10  參考呂澂，《印度佛學源流略講》（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2 年），頁 245。 
11  憨山德清，＜觀心＞，《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206。 
12  憨山德清，＜楞伽補遺＞，《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

頁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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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種種「境」，他說： 

佛出世說法四十九年，所集諸經，有一大藏，始終只說了八個

字，所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從初至此，已經四十年，

才說破「萬法唯識」一句之義；然猶未敢顯示「唯心」之旨，

以唯心乃萬法之極則也。以上以來諸大弟子，已聞唯識法門，

故此以後，乃說《楞伽經》，顯示「三界唯心」法門，直欲令人

悟此一心以為極則。…故《楞伽經》云：寂滅者名為一心，一

心者名為如來藏。13
 

他說： 

佛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多少佛法，只是解說得此八字分明。

使人人信得及，大段聖凡二途，指示唯自心中迷悟兩路，一切

善惡因果，除此心外，無片事可得。14 

又說： 

三界萬法，未有一法不從心生；淨穢之境，未有一境不從心現。15 

又： 

蓋直指吾人本體而言，所謂真如者，乃一心之異稱也。然真則不

妄，如則不變，故名真如。…吾人秉此真如之性，賴以成形。16 

憨山這裡突出「心」的根源性，對佛教教理作出判教，他在《化生儀軌》一

                                                 
13 憨山德清，＜化生遺軌＞，《憨山老人夢遊集》（台北：法爾出版社，1987 年），卷四十

六。 
14  憨山德清，＜答鄭昆岩中丞＞，《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2。 
15  憨山德清，＜淨土指歸序＞，《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

頁 360。 
16  憨山德清，＜聶應如字說＞，《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

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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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說得極為詳明，17 認為佛陀先講唯識，後講唯心。郭朋認為憨山這句話

是信口而言，18
 然佛陀說道先後，史籍文獻已難完全考據，憨山立此論調應

該是以「唯心」諸經典為佛陀的核心教示。不過據華嚴宗與天臺宗的判教，

都將唯識經典列為佛陀較早講述的經典，而真心論的經典是較後期講述的經

典，顯現出唯心論的成熟性。19
 憨山極可能是接受了這種思想。其實《阿含

經》即有「心性本淨」之說。認為心是清淨無染，被煩惱客塵所覆才呈現染

相，這在南傳增支部也有這種說法。20
 足見憨山這種思想並非想當然爾，而

是有其經典的依據。 

憨山的唯心思想還表現在對《莊子‧齊物論》的思想，他說： 

此結齊物之究竟化處，故托夢、覺不分，以物化為極則。大概此

論立意，要若齊物，必先破我執為第一，故首以「吾喪我」為發

端－然吾指真宰，我即形骸。初且說忘我，未說工夫，次則忘我

工夫。…然忘我工夫，先觀人世如夢。是非之辯，如夢中事；正

是非者，夢中占夢之人。若以夢觀人世，則人我之見亦自解矣。…

故如夢蝶之喻，則物我兩忘：物我兩忘則是非泯，此聖人大而化

之成功也。故以「物化」結之。如識其主意，攝歸觀心，則不被

他文字眩惑，乃知究竟歸趣，此齊物之總持也。21 

憨山解釋莊子的層次顯然已經超過郭象、支遁，郭象雖主張齊物而素位，仍

然沒有破相，只是在「相」的齊物中糾纏，支遁猶有逍遙不逍遙之分，在精

神上還有高下。而憨山認為莊子之「心」是將相對的概念打破，也就是說將

《金剛經》「無人相、無我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的「無相」思想與

「無念」與莊子的「坐忘」思想相格義，將「我執」「法執」全盤打破，與

                                                 
17  參考憨山德清，＜化生遺軌＞，《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374。 
18  據郭朋＜略論德清＞一文，刊於北京《世界宗教研究》，1982 年，第三期。 
19  引自印順法師《如來藏之研究》（台北：正聞出版社，1981 年），頁 67。 
20  呂澂，《中國佛學源流略講》（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2 年），頁 237。 
21  憨山德清，《莊子內篇注》《齊物論》題解（台北：廣文書局，1991 年），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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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山所認為的《楞伽經》所體會出來的「心」極為相似。因為憨山主張的「心」

是擺脫「識」的。因為有了「識」就有了「空」「有」兩端的分別，換成莊

子的話就是「渾沌」境界，「即古今宇宙兩間之人，自堯舜以來，未有一人

不是鑿破渾沌之人。」22「渾沌」的境界與禪宗達摩面壁的境界豈不很像？

而禪宗達摩面壁最要緊的法寶就是觀心，而觀心的目的在不起一念，這也是

憨山很重視的 。 

他以《楞伽經》為思想核心，認為有一個清淨不染的自性，雖然這不染

的自性依舊是「空性」，與儒家有實質義理內容的「心」不同。《楞伽經》對

佛性本心的觀照特別深切。禪宗東傳實的求那跋陀羅與達摩皆是以《楞伽經》

作為修行的依據。而禪宗初期的東山法門都是以觀心為主，甚且天台觀心部

份應該也與《楞伽經》有關，23
 憨山對於《楞伽經》作出註解，有深刻的解

釋，憨山特別重視《楞伽經》應該與其對「心」的重視。他說： 

佛說世間無一法可堅固者，謂無常、苦、空、無我等法，如夢

幻泡影，速起速滅，無常生死敗壞之法，皆如是也。唯有佛性

種子，雖在生死之中，歷劫不壞，是真堅固。24 

他後來以《楞伽經》開示無隱桂禪師也傳為佳話。「余方觀楞伽，擬令入室，

冀入第一義，心忽有歸省之思。」25
 憨山一生酷愛讀《楞伽經》，他對楞伽的

稱許無以復加，他說： 

此經為發最上乘者說，所謂「是法甚深奧，少有能信者。」以

文險義幽，老師宿學，讀之不能句，況遺言得義，以入自心現

量乎？昔達摩授二祖，以此為心印。…嘗見古人謂文字之學，

不能洞當人之性原，貴在妙悟自心。心一悟，則回觀文字，如

                                                 
22  憨山德清，《憨山老人夢遊集》（台北：法爾出版社，1987 年），卷十二，頁 654。 
23  參見潘桂明、吳忠偉，《中國天台宗通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年），頁 116-117。 
24  憨山德清，＜示顏福堅＞，《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

頁 108。 
25  憨山德清，＜示無隱桂禪師＞，《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

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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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門入臼，固不難矣。26
 

又說： 

馬鳴為傳心印之宗師，乃宗《楞伽》而著論；達磨乃禪宗之鼻

祖，亦指《楞伽》以印心。所以然者，正恐末世修行，正眼不

明，墮落邪見，以破壞正法耳！夫何近世親教者，不務明心，

但執文言為究竟；參禪者蓋以盲修為向上，痛斥教乘，甘墮愚

迷，固守偏執為必當。27 

憨山認為《楞伽經》是最高的佛教境界，是佛陀講道四十年後的高深教示，

他說： 

故此以後，乃說《楞伽經》，顯示三界唯心法門，直欲令人悟此

一心，以為極則。若攝前二空假，泯絕二謗，總歸一心，以為

極則。若攝前二空假，泯絕二謗，總歸一心；然後圓滿一心，

融歸中道，唯理究竟。故《楞伽經》云：「寂滅者，名為一心；

一心者，名如來藏。」謂藏識，即如來藏，非空非有，直指一

心，離名絕相，泯絕凡聖，不屬修證階差，頓觀藏性，名為自

覺聖智境界，直離一切攀緣妄心。28 

就佛教來說，在其經典中，《楞伽經》一直有一種「觀心」「安心」法門，主

張「佛語，心第一。」後來禪宗由求那跋陀羅、達摩傳下，一直到後來神秀

北宗禪師一直篤守這個法門家風，29
 屏棄外緣，用盡氣力觀心，專向內心用

功夫，心定而不起波瀾。這是《楞伽經》與「禪定」「止觀」相應的地方。

                                                 
26  憨山德清，＜觀楞伽寶經閣筆記＞，《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

2005 年），頁 418-419。 
27  憨山德清，《憨山老人夢遊集》（台北：法爾出版社，1987 年），卷十八，頁 1042。 
28  憨山德清，《憨山老人夢遊集》（台北：法爾出版社，1987 年），卷十八，頁 1051。 
29  達摩曾經告訴慧可「有楞伽經四卷，仁者依行，自然脫度。」又教人「捨妄歸真，凝住

辟觀。」強調「外息諸緣，內心無惴，心如牆壁。」而道信主張「守一不移，動靜常住，

能令學者明心性。」神秀主張「一行三昧」，以三昧來安心。又主張「凝心入定，住心

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來修行。以上引文見淨覺《楞伽師資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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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說來，即《楞伽經》突顯了一種真心是極為明顯的事。 

憨山也十分推崇《大乘起信論》，他讚美《大乘起信論》為「大開一心

法界之門，攝性相而會一源，引三乘而執至極。」30
 就是一種唯心思想，即

心能變現「相」，即真如能隨緣之意。這個性相合一思想建構的目的就是要

突顯教禪合一的思想，「直欲學者從此一門而入，則教可離言得義，而禪亦

無墮邪途。」而值得一說的是憨山主張的「心」突顯了作為一切迷悟根本的

關鍵要素。這直接使憨山成為一個真心論者。這就是《大乘起信論》的思想，。

憨山此一思想可以說與《楞伽經》與《大乘起信論》有極密切的關係。憨山

對《楞伽經》與《大乘起信論》也有深刻的闡述： 

當六百年，有馬鳴大師出，蹶起而大振之，乃宗《楞伽》等百

部大乘經義，著《起信論》，以破邪執，大開一心法界之門，攝

性相而會一元。31
  

憨山更以《大乘起信論》會通《百法明門論》，認為《大乘起信論》「會相歸

性，以顯一心迷悟差別。」「此論乃禪宗關鑰，為大教之宏綱也。親教者非

此無以知宗要；參禪者非此無以開正眼。實性相二宗之指南也。」32
 而其實

《大乘起信論》與宋儒的「心統性情」說有結構上的會通性。33
 而華嚴宗就

是以《大乘起信論》做基礎發展出來的。都有著「性善緣起」的精神，這突

顯了《大乘起信論》具有著真心論的特質與強烈的入世精神，《楞伽經》與

《大乘起信論》如來藏緣起有相似的地方，都主張如來藏緣起，雖然他的「如

來藏性」也是無我的緣起法，不過已經較突顯「心」的作用，如《楞伽經》

有「譬如工畫師，即與畫弟子，布彩塗眾形，我說亦如是，彩色本無文，非

筆亦非素，為悅眾生故，綺錯繪眾相。」34
 認為由心可以具大千世界，心可

                                                 
30  憨山德清，《憨山老人夢遊集》（台北：法爾出版社，1987 年），卷十四，頁 634。 
31  憨山德清，＜刻起信錄直解後序＞，《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

2005 年），頁 353。 
32  同前註，頁 356。 
33  參見：馬一浮，《爾雅台問答續編》卷二，頁 388-389。 
34 《楞伽阿跋多羅寶經》（台北：佛陀教育基金會，2005 年），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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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娑婆擾攘中解脫苦惱，「心」擺脫束縛，突顯其自由性也在此得到突顯。

而佛教的知解性並不受到重視。 

（二） 直指「真心」不理「妄念」的修行態度  

憨山會這樣突顯《楞伽經》的 原因很多，除了這時代的一些事使其憂

心忡忡，他說： 

末法弟子，去聖時遥，不蒙明眼真正知識開示，往往自恃聰明，

大生邪慢，不但以佛法之見凌人傲物，當作超越佛祖之祕。且

復以世諦文言，外道經書，惡見議論，以口舌議論馳騁機警…

此蓋由不識本心，不知本法。35 

於是憨山特別重視心性的對治。另一點是其本身有因此經悟道的經驗，憨山

曾有蒙難的經驗，全憑讀《楞伽經》化險為夷，「即乙未春，因弘法罹難，

幽困之中，一念孤光未昧，實仗此法門威徳力也。……余攜之以行，是年三

月十日抵戍所，於四月朔即命筆。時值饑癘，死傷蔽野，余坐毒霧尸陀林中，

日究此經，至忘寢食，了然如處清涼國。」36
 於是他的苦難經歷讓他深信此

道，這種境界讓憨山在苦境中有樂意，於是他對苦樂之間的界限有了更深的

理解，即他體悟到苦樂並非截然為二，而觀心之樂的殊勝。他自述說： 

道這段因緣，不讀超三十年行腳，是足以超曠劫修行。雷揚炎

蒸如火鑊…貧道兀坐屍陀林中，飲瘴煙如灌甘露。忍饑虛若飽

醍醐。茍非智竭情枯，何以消受？37 

《楞伽經》認為苦樂染淨相依，並指出於苦難中解脫的途徑，這對必須在世

俗奔走的憨山來說是極為要緊的。因為憨山一生所處環境常在染處，由於其

入世的態度，使其無法即刻捨離，於是《楞伽經》帶給其精神安頓力量是巨

                                                 
35  憨山德清，《憨山老人夢遊集》卷三（台北：法爾出版社，1987 年），頁 147。 
36  憨山德清，＜觀楞伽寶經閣筆記＞，《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

2005 年），頁 419。 
37  憨山德清，《憨山老人夢遊集》卷十六（台北：法爾出版社，1987 年），頁 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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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憨山亦有其特殊的經歷，體悟到這種不尋常神蹟，使他更信仰這一部

經典，憨山三十一歳時，開悟後，無人請益，乃展《楞伽》印證。《楞伽經》

變成憨山安頓生命砥礪人生的最重要法寶。 憨山曾說「不知《楞伽》則不

辨知見邪正之是非。」38
 他在《觀楞伽經記》中也頻頻的突顯這種思想。 

他這種由心而悟的經驗不只一次，也能體悟道心體的光明境界，他說「一

日粥罷經行，息立定，不見身心，唯一大光明藏，圓滿湛寂，如大圓鏡，山

河大地，影現其中；及覺，則朗然，自覺身心了不可得。」39
 這樣的境界是

心體所現，並不是妄相，或說一切相在真心之下已不是妄相。這種體驗給了

憨山極大的信心，他以一己的體驗將「真」「妄」兩種境界體悟得了了分明。

他已經不是從繁瑣的經書中來觀，而是直入心體，憨山雖然是學問僧，對於

佛教理論建設也不少，但他卻本身也有體悟。  

憨山很重視自己內在的「真心」，然這種體驗，晚明許多理學家也有過，

如王陽明、高攀龍、李顒都有這樣的體悟，突顯出如一種大圓鏡智的境界。40 而

他們縱使不相信佛教，但都在心體上下了深刻的功夫，有閉關靜坐、屏除萬緣

的經歷，而能成就此一境界。可見憨山觀心之說與儒家，尤其是陽明學說，就

修養的境界實有十分相近之處。這種心的修養甚至於超越了門派教派的藩籬。

憨山也由「心體」的體悟打破以學術明相為核心的門派。 

主張《楞伽經》的修行者，都知道《楞伽經》有真妄相依的精神。「妄

心」存在是一個俗諦上的事實，在更超越的觀點上，卻都主張「妄心」是假，

「妄心」沒有主體性，「妄心」依於阿賴耶，是意識變現的。憨山就是以《楞

伽經》為宗，所以他論「心」都是以《楞伽經》作標準。憨山對於《楞伽經》

有很深的體會，他對妄心的認識有所體會，他說「全是自心中所現浮光幻影，

如鏡中像，如水中月，觀一切音聲，如風過樹，觀一切境界，似雲浮空，都

是變幻不實的事。不獨從外如此，即自心妄想俗慮，一切愛根種子，習氣煩

                                                 
38  同前註，卷十八，頁 1054。 
39 《憨山大師年譜》（台北：正聞出版社，1977 年），頁 478。 
40  李顒說：「靜默返照，要在性靈澄澈，性靈果徹，寐猶不寐，晝夜昭瑩，如大圓鏡。」

見李顒，《二曲集》（北京：中華書局，2000 年），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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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都是虛浮幻化不實的。」41「至若《楞伽》一經，直指一心，雖有真妄，

以示識藏即如來藏，不必和會，單顯自覺聖智境界，但了自心現妄想無性，

即是聖智。」42 這是說《楞伽經》的體會讓他在真妄糾纏的心體中尋得一釋

放的境界。也證明了「妄心是假」的看法。 

禪學本以淨心修心為根本。憨山解釋儒家經典《大學》說「心乃本體，

為主；意乃妄想思慮，屬客。」43「客」就是外來依附的意思，並非本體原

有之物，他格義大學與佛學，正是將「意」當作「識」，是不真實的，若是

去除「識」的糾纏，而「識」就是一種善惡依的第八識，能超越就可得清淨

心的圓滿。這樣的「心」就是如來藏無染的境界。  

憨山有詩「閉關枯坐九年期，好似嵩山面壁時；縱有齊腰三尺雪，安心

一語幾人知？」44
 世間一切只是「 真心」而已，「妄心」 變現出來的「境」

則是鏡花水月，是虛假的，於是憨山對於妄識生相的並不深入論述，就是說

憨山雖然深知唯識理論，卻無太多闡述，即是他認為妄識不足論。這與晚明

顏鈞等泰州學派所說的欲望不足論應該是同一個邏輯。45
 憨山所說的是真心

論者所說的「阿賴耶識」，不是唯識論者所說的「阿賴耶識」，而憨山對於唯

識論者突顯的阿賴耶業力種子妄識緣起的思想並不同意。憨山這一種思想是

有其入世的用意的，因為若是業力緣起就要盡量捨離，因為其本質是妄不是

真，憨山一生強調入世，其佛教思想更是以入世為其主要關懷重點，故不強

調此「妄」，或在妄識捨離之後，更應尋覓一真心。憨山說： 

                                                 
41  憨山德清，＜答鄭昆岩中丞＞，《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2。 
42  憨山德清，＜王芥庵朱白民請益＞，《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

2005 年），頁 185。 
43  憨山德清，＜大學綱目決疑＞，《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

頁 323。 
44  憨山德清，＜示心悟禪人閉關九年＞，《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

2005 年），頁 195。 
45  參考：賀貽孫，＜顏山農先生傳＞，《顏鈞集》（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家，1996 年）卷

九，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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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虛妄浮心，本無根緒，切不可當作實事，橫在胸中，起時便

咄，一咄便消。切不可遏捺，則隨他使作，如水上葫蘆。只要

把身心世界撇向一邉，單單的提此一念，如橫空寶劍，認他是

佛是魔，一齊斬絕，如斬亂絲，赤力力挨奪將去，所謂「直心

正念真如」。46 

他說： 

若一念妄想頓歇，徹見自心，本來圓滿光明廣大，清淨本然，了

無一物，名之曰「悟」。非除此心以外，別有可修可悟者。47 

又曰： 

以心體為鏡，妄想攀緣影子，乃真心之塵垢耳。故曰：「想相為

塵，識情為垢。」若妄念消融，本體自現，譬如磨鏡，垢淨明

現，法爾如是。48 

由於「妄心」就是煩惱，就是「不相應行法」，然憨山雖有「磨鏡」之說， 而

此一煩惱並非真實，只是依於阿賴耶識、覆蓋真如本性而已，其存在也只是

「意識變現」，即是不需要過分從克除無明妄心著眼，憨山也沒有提示太多

如何去讓「妄念」消融的方法。他說「唯有心內煩惱，無狀橫起，或欲念橫

發，或心生煩悶，或起種種障礙，以致心疲力倦，無可奈何。」49
 這「妄念」

憨山是體悟到了，可是他的「無可奈何」的慨歎，似乎說明了針對「妄念」

的修行的無力感。雖然他也覺得應該讓「妄識」消失，但是他更覺得應該於

對妄念採取不理不睬的態度，才能得清淨心體。 

其實憨山有過一番心體的修行過程，除了他的境界始終圓滿，否則他不

可能不知道「妄心」的存在。他一定經常感知到「妄念」的存在，其實任何

                                                 
46  憨山德清，＜答鄭昆岩中丞＞，《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2。 
47  同前註，頁 1。 
48  同前註，頁 1。 
49  同前註，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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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真誠的修行者，必定面對一嚴峻的問題，即是妄念若是不斷產生，生命

必定產生強烈的緊張感，究竟當從妄念入手整治，還是由心體下手處理？這

將如何克服？這不只在儒家有討論，佛教在此一問題上亦不能放過。憨山有

一套他的看法，憨山認為「自性光明」，纖塵不染，染污之芽就無從發生，

而「自性光明」就是超越淨染兩端，而加以發展的。這是憨山極重視的一種

看法。這樣的思想簡化了修行的方法，換言之這就是「無念」的境界，「無

念」就是不要在善惡中作無謂的掙扎，此正突顯了他不將真妄當作對立狀

態，尤其不將妄念當作寇讎的態度，他認為無須對惡念作防範的事，或提出

對治的工夫。憨山下面這段話就說明了他的這一個看法：「妄想生時當下休，

了無一念掛心頭，忘機便是真安養？極樂何須向外求。」50
 他又說： 

今欲舊業消除，先要發起大智慧光，照破無明，不許妄想萌芽，

潛滋暗長…若能於日用起心動念處，念念覺察，念念消滅，此

所謂眾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以無明黑暗，唯智慧能破。51 

尤其憨山在對心體的描述當中沒有提示太多去妄想的修行工夫，更說明了憨

山的這一傾向。憨山並不似晚明流行的功過格，一直在去妄規過中下工夫，

憨山突顯的「忘機」禪義又在於此，「機」即念頭將動而未動，忘機就是善

惡兩忘，以「無念」為主，這一種境界才能真正去「妄心」，而不是鎖定「妄

心」所在，並規定「妄心」的內容，然後以具針對性的方法加以去除，這就

不是解脫煩惱的方法，而是禮教規範的方法，憨山此處已經很清楚的說明了

他去妄的核心思想，他的「去妄」是勝義的、是超越的，不是在善惡相對的

義理辨別的，憨山德清這種思想與宋明理學存天理去人欲的思想有極大的不

同。憨山此一說法即是《楞伽經》、《金剛經》的味道。這種說法反倒與晚明

泰州學派的顏鈞、羅汝芳有相似之處。顏鈞極力主張於心上體仁，以下是賀

貽孫的記載： 

                                                 
50  憨山德清，＜示蓮西居士＞，《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

頁 183。 
51  憨山德清，＜示董智光＞，《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

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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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羅慕道極篤，以習靜嬰病，遇先生在豫章，往謁之，先生一

見即斥曰「子死矣，子有一物，據子心，為大病，除之益甚，

幸遇吾尚可活也」，羅公曰：「弟子習澄湛數年，每日取明鏡止

水，相對無二，今於死生得失不復動念矣，」先生復斥曰：「是

乃子之所以大病也，子所為者，乃制欲，非體仁也，欲之病在

肢體，制欲之病乃在心矣，心病不治死矣」52 

這是晚明儒佛二家的共同思想傾向，也代表著一種以心性為核心的修行方

式，這出現在陽明與佛學當中，而這兩派都對傳統的思想作了某種程度的修

正。尤其是晚明《了凡四訓》《功過格》《太上感應經》十分流行，很重視因

果，這種思想的功利性比較強烈，而心性的要求比較淡泊，憨山卻較強調心

性，足見他突顯了以「真心」為核心的佛教理論。 

憨山的學問還是很重視禪學，更突顯這種精神。憨山也曾有一次悟道的

經驗，並與《楞嚴經》相印證，他說： 

一夕，靜坐夜起，見海湛空澄，雪月交光，忽然身心世界當下

平沉，如空華影落，洞然一大光明藏，了無一物，…即歸室中，

取《楞嚴》印證，開卷即見『汝身汝心外，及山河虛空大地，

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則全經觀境，了然心目。53 

憨山雖然沒有像蕅溢智旭一樣反對交光真鑑破第六識成第八識的「捨識用

根」的思想了。54
 但他不主張逐條在「相」上一一下工夫對治，他應該還是

傾向於將「客塵」之事以不攪動的方式處理。 

憨山所體悟這個相是圓滿如如的境界，就超越的境界而言，是妄相去除

以後的超越境界。這就是彌勒所說的「非染非不染，非淨非不淨，心性本淨

                                                 
52  賀貽孫＜顏山農先生傳＞，《顏鈞集》卷九（北京：中國社會科學院，1996 年），頁 82。 
53  憨山德清，《憨山老人夢遊集》卷五十三，《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三十二套第五

冊，頁 481。 
54  交光真鑑，《大佛頂首楞嚴經正脈疏》上（台北，佛陀教育基金會，2003 年），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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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由客塵所染。」55一切有部的《大婆毗娑論》將心分為心性與心相，心

性是清淨無染的。56《六祖壇經》所說的「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

具有。」57「若識自性，一悟即至佛地。」58
 這與「緣起性空」無自性的思想

有了差距。於是憨山說： 

試觀白毫一光，洞照無礙，一切聖凡始終因果，居然目前。老

人之去來，猶長江之皎月，東西各行，而本月湛然。茍一念純

真，則心光交徹，其無以世諦恆情，作生死常見也。59 

他更說： 

法界性中，安有去來之相耶？智眼未開，情塵斯隔。離合之念

闋心，聚散之緣繫念，非夫達三際不遷、十方靡間者。未易臻

不二之境。且《法華》以實相為宗，過去之多寶現存，即今之

釋迦不滅，常住一心，永劫不昧。大通王子之因，直至於今，

燈明授記之緣，法爾現證。60 

也可以說是「清淨心」緣起的境界，憨山的思想並不違背「心外無境」

的唯識思想。他主張世間一切境都是真心變現出來的。 

這種真如思想來源也極深遠，可說是來自印度的世親，世親主張「心性

本淨」他說： 

雖先雜染後成清淨，而非轉變成無常失。如水界等出離客塵，

空淨亦然，非性轉變。61
 

                                                 
55  世親，《辨中邊論》卷上，＜辨相品第一＞，《大正藏》冊 31。 
56 《大婆毗娑論》卷二十七雜蘊補特伽羅納息第三之五，《大正藏》冊 27。 
57  慧能，《六祖大師法寶壇經曹溪原本》（台北：佛陀教育基金會，2003 年），頁 22。 
58  同前註，頁 22。 
59  憨山德清，＜示東禪浪崖耀禪人＞，《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

2005 年），頁 111。 
60  同前註，頁 111。 
61  世親，《辨中邊論》卷上，＜辨相品第一＞，《大正藏》冊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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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譬如水性自清而為客垢所濁，如是心性自淨而為客塵所染，此義

已成。由是義故，不離心之真如別有異心為依他相說為自性清

淨，此中應知，說心真如，名之為心，即說此心為自性清淨。62 

這一境界就是如來藏。如來藏在此已是淨而不染了。憨山換作龍樹的話就是

「實相」為一心所俱，此心就藏有萬法，這一真心並非無常境界，而是亙古

不變，妄相在與不在都不影響其存在。 

他說： 

原夫此性，先天地不為老，後天地不為終，生死之所不變，代

謝之所不遷，直超萬物，無所窮終。63 

這很明顯的說明「心 」是一個本體，就是清淨自性心，又稱法性心，不是

緣起之物，並非有一物居於心之前，作為「心」的因，而「真心」是一切變

成化生萬物的主體與本原。 

三、中道實相，真心緣起的佛學主張  

（一）真妄相依的中道思想  

憨山主張「真心」，若就佛教義理說來，「真心」應該是「空」的意義。 

但今天細觀憨山的思想，其所說的「心」並非完全是「空義」，他主張「空

非絕無」的思想，他除了「真空」之外，還突顯「妙有」的部分。憨山認為 

於是真心可以產生的「妙有」。也就是超越真實與不真實，於是稱為「妙有」。 

否則憨山的思想無以因應儒道的競爭，甚且不符合朱明王朝的需求，憨山一

生奔走，原不為夤緣富貴，但他交結達官顯貴卻是不爭的事實，他是想藉由

政治力量來復興佛教，甚至於想建立一種屬於他心目中的「人間佛教」，於

                                                 
62 《大乘莊嚴經論》，卷六，隨修品第十四，《大正藏》冊 31。 
63  憨山德清，＜示容玉居士＞（甲辰），《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

2005 年），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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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的佛教思想就顯得備受曲折，甚至於不可避免的需要有一些權變。不能

全盤由捨離的思想去發展，我們可以看到憨山對於淨土的抒發也不如祩宏與

智旭就可理解，他的捨離意識不太強烈亦是不爭的事實。於是他的思想就在

「真空妙有」的這個層面發展。然真空妙有的核心就是必須突出「心」，因

為「心」是靈動的，可以依違在出世與入世之間 。 

憨山所謂的「心」究竟是「凡心」或「真心」。其實前面已經說過，憨

山認知的「心」是淨而不是染。但憨山所說之「淨」不是相對於「染」的偏

義淨。而是有具有實相中道的第一義淨，憨山此處所說的「心」應是兼涵有

涅槃、生滅，不偏於空 也不偏於有的心，無住於一端，即中道之心，也就

是真空妙有之心，這也是受《大乘起信論》的影響。 

憨山雖說有修行悟道的精神，但他的這些說法其實都有經典的依據，他

曾贊頌六祖慧能《識智頌》說「及觀《識智頌》略為注破，若曰『三界唯心』

則無下口處。因迷此心變而為識，則失真如之名，但名『阿賴耶識』亦名『藏

識』。此識乃全體真如所變者，斯正所謂『生滅與不生滅和合而成』乃真妄

迷悟之根，生死凡聖之本。」64
 憨山一生嗜讀《楞伽經》，這應該有《楞伽經》

的影響。他接受《楞伽經》的思想，認為如來藏能覺悟也能墮落。《楞伽經》

中認為「如來之藏是善不善因，能遍興造一切趣生，譬如伎兒變現諸趣。離

我我所，不覺彼故。三緣和合，方便而生。外道不覺，計著作者，為無始虛

偽惡習所熏，名為識藏，生無明住地，與七識俱，如海浪身，常生不斷，離

無常過，離於我論，自性無垢，畢竟清淨，其諸餘識，有生有滅。」65
 這樣

憨山就取得了思想的理論基礎，其他經典也有這種說法，可以說這種說法幾

乎在大乘佛教中佔了一個極大的份量。而憨山顯然接受了這樣的思想，並加

以發揚。如《勝鬘經》上也說「生死者依如來藏。」66
 《央掘魔羅經》「如是

無量煩惱覆如來性，佛性雜煩惱者無有是處，而是佛性煩惱中住，如瓶中燈，

                                                 
64  憨山德清，＜示周暘儒＞，《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 

頁 47。 
65  ＜一切佛語心品之四＞，《楞伽阿跋多羅寶經》，據劉宋求那跋陀羅譯本，《大正藏》冊

16。 
66 《勝鬘經》自信清淨章第十三，（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年），頁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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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破則現，瓶者謂煩惱，燈者謂如來藏。」67
 《十地經論》主張「三界唯心」

的思想。而世親就歸納為十二緣起皆歸於一心的思想。《大般若經》也說「一

切無明煩惱等结，悉是佛性，何以故？佛性因故。從無明行及诸煩惱，得善

五陰，是名佛性。從善五陰，乃至獲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68
 《瑜伽師

地論》也說： 

諸出世間法從真如所緣緣種子生，非彼習氣積集種子所生。問：

若非習氣積極種子所生者，何因緣故建立三種般涅槃法種性差

別補特伽羅？及建立不般涅槃法種性差別補特伽羅？所以則

何？一切皆有真如所緣緣故。69 

以上所指的這些經典在中國都成了顯學。這與斷滅煩惱、化為灰燼的「無餘

涅槃」是有不同的，也不是一種「趨向涅槃」，而是一種「無住涅槃」的說

法。這些思想不勝枚舉，這些思想已經在中國發芽生根，甚至成了晚明很主

要的一種學術氛圍，甚至於有許多儒家都有這種思想，這代表著晚明時代已

經充滿了一種不想捨離豐厚尚奇的物質生活，又企望著著精神能超越這些煩

惱的想法，而憨山本身就對時代的嗅覺極為敏感，於是這些思想深刻的影響

了憨山。憨山自己總結這些說法說： 

謂以自覺聖智而觀識藏即如來藏，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

現前五蘊身心，即是如來，常住法身，頓證一心。70  

憨山認為「心」就是「實相」，是最超越的境界，並不是宋明理學陽明學派所

說的「心」 。他說「以吾佛出世說法四十九年，談經三百餘會，單為破眾生

我、法二執耳。二執若破，即證涅槃，涅槃者即如來寂滅一心也。」71
 他對「至

                                                 
67 《央掘魔羅經》，具宋天竺三藏 求那跋陀羅譯本，《大正藏》冊 2，頁 512。 
68  北涼，曇無讖譯，《大般若經》，《大正藏》冊 12，頁 571。 
69 《瑜伽師地論》卷五十三，舍抉擇分中五識身相應地意地之三。 
70  憨山德清，＜楞伽補遺＞，《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

頁 301。 
71  憨山德清，《楞嚴通義補遺》，《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

頁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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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問題，也有其精闢的看法，他說： 

自古以來，人人知見，只曉得在善惡兩條路上走，只管教人改

惡遷善，此是舊來知見，有何奇特？殊不知善惡兩頭，乃是外

來的對待之法，與我自性本體，了不干涉，所以世人作惡的可

改為善，則善人可變而為惡，足見善不足恃也。以善不到至處，

雖善不善。故學人站立不住，以不是到家去處，非可止之地。72 

這就是憨山運用《大乘起信論》所得出的結論，「善」「惡」可以互相轉化，

也可以互相依存。憨山對於天台宗主張《法華經》的推崇就是一個最明顯的

例子，《法華經》諸機兼收，開權顯實，《法華經》曾說「於諸法中，任力所

為，漸得入道，如彼大雲雨於一切卉木、叢林及諸藥草，如其種性，具足蒙潤，

各得生長。」73
 憨山一生的思想行止很符合這種精神。憨山曾北遊行腳，幾參

耆宿，探索「實相」境界，「復之東海，一日眾請說法華經，至方便品，感佛

恩深，不覺痛哭流涕者再，於實相之旨，恍然不疑。」 74
 憨山也認為「《楞伽》

《法華》，乃一乘之實教，故天台判為開權顯實之教。」75
 推崇天台宗的圓滿性。

突出天台宗的圓教地位。而天台宗的基本思想就是萬事萬物都涵蓋著「空」

「假」二諦，二者相依，兩邊擺脫，才是真正破執。又說「以真妄俱離，方

為寂滅一心究竟解脫。」76
 因為這都是超越意識所形成的「心」。都是一種「無

住涅槃」的境界，而不是「無餘涅槃」亦不是「偏空涅槃」的境界，他認為

佛陀最後講法華經，可見此經之殊勝價值，他說： 

此後即說《法華經》，是諸法實相，以顯事究竟，此佛說法之次

第也。以理事究竟，方盡一生之極則，故諸二乘人，到此只信

                                                 
72  憨山德清，＜大學決疑＞，《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

頁 320。 
73  鳩摩羅什譯，《妙法蓮華經》（台北：佛陀教育基金會，2007 年），頁 87-88。 
74  憨山德清，＜妙法蓮華精通義後序＞，《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

2005 年），頁 344。 
75  憨山德清，《化生遺軌》，《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

頁 374。 
76  憨山德清，《觀楞伽經記》第五（台北：佛陀教育出版社，2007 年），頁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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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心決定不疑，亦悟各各自己本有佛性一向不失。77
  

憨山推崇《法華經》的核心就是諸法實相，就其內涵就是空有不執，其所謂

真常心的光明朗現，就是在這種意義下呈現的，當然這樣的思想在天臺宗也

做了許多闡發。而憨山也突顯《法華經》是為世俗眾生開示妙法而來，他說： 

佛世尊特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世間。一大事者，所謂眾生佛之

知見也，今迷之而為妄想生死之知見，歷劫以來，迷而不知。78 

憨山也接著天台宗做了一些更深的闡述，憨山既然主張「空」「有」不執，甚

且「空」「有」相即，而「空」是什麼意思？在大小乘都有很複雜的討論。79 而

憨山認為的空並不是一無所有的意思，並非與「有」相對的「空」，而是是「無

住」的意思，這是般若的思想，憨山說： 

所謂「空」，非絕無之空，正若俗語謂「旁若無人」，豈旁無真

人耶？第高舉著眼中不有其人耳。所謂「幻」者，非變怪之幻，

乃「有而不實」之謂也。譬若市如弄筒子，撮出許多人物一般，

然此筒中，本無所有，而忽然有之，雖有而非真實，既非真實，

即是本無，由本無故說「空」耳。故曰：「譬如幻化人，無非幻

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人既非真，豈不是空耶？80 

                                                 
77  憨山德清，《化生遺軌》，《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

頁 373。 
78  同前註，頁 373。 
79  如有些小乘思想主張地水火風四大與其構成的色法都是真實不假，如有部就直接主張三

世皆有的思想，並主張法無我卻非空的主張。而對「空」的理解是析色明空。認為萬物

由積微組成，經過分析才識其為空無。而傳到中國的毗曇學主旨在構建一切因緣法為有

的思想，堅信有「我」之論，突顯輪迴報應之說。如順理派就主張斷見，認為萬物積微

而生，終究要斷滅，而大乘諸論則認為萬物本空，不待分析而知，尤其是般若系統一直

突顯法空的境界，而「空」與「有」不僅在派別上形成隔閡，也在思想上也可以相互融

攝。這也就是「實相」的觀點，當年印度中道實相之說即是大乘也不願意與小乘針鋒相

對，而願意以更寬闊的境界包含小乘。而更凸顯因緣法。龍樹菩薩學問的精髓也就在此。

於是「空」是第一義空。以上參見呂澂，《印度佛學思想略講》（上海：上海世紀出版社，

2002 年）第四講，頁 155-191。 
80  憨山德清，＜示周子寅＞，《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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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常」原是小乘佛教的奧義，但若執著於「無常」則為大乘宗師所斥，認

為法執。《俱舍論》就是這樣批判一切有部《大毗婆娑論》的法有思想。他

認為一切有部極端一點將佛的概念名目都當作是有。81
 由《成實論》以至以

後的大乘學派就突顯「法空」的反面以救治之。原也是善巧方便之義，經由

不斷思想發展，最終體現了空有不住的大乘思想。要達成「無住涅槃」的境

界。憨山是一學問僧，他對於佛教的發展歷史有清楚的理解，憨山固然有許

多自悟之處，但其由佛教裡使體悟出來的學問也正不少。憨山《觀楞伽經記》

說「故小乘執假實二邊，大乘執空有二邊，小乘執心外有法，是著有。大乘

撥菩提涅槃為無，是著空。故學佛法成外道見也，總皆不達唯心現量境界。」
82
 說明了他對大小乘的看法，他對這一段佛教歷史是有很深的理解的。憨山

的學問就是在這種基礎上發展開來的，他的思想入世傾向濃厚，在染污喧嘩

處、寂然處均能夠安心，真做到空有不執，他認為這才是真的捨離波羅蜜。

這在現實層面提供了他積極入世又不礙解脫的理論根源，使他奔走於政治而

無礙，與儒者居士交遊而還能堅持佛教本位。 

憨山的學問融合三教，他又深解易經老子，融入強烈的辨證傾向，認為宇

宙人生常常「有無相生」，若著於「空」「有」一隅，都不了解空性的奧妙。這

就融入了佛教自龍樹菩薩以來的《中論》《大智度論》的思想，呂澂對中道實

相作了一個注腳，他說「用中道解釋實相，也就是以二諦相即來解釋實相，從

真諦來看是空，從俗諦來看是有，換言之，這種中道實相論是既看到空，也看

到非空，同時又不著兩邊，於是便成為非有非非有。」83
 這突出的是「無住涅

槃」而不是「無餘涅槃」的境界，這個註腳，若用在憨山身上也是很合適的，

憨山對此是很有發揮的，他說： 

諸佛說法譬如食蜜，中邉皆甜，本無取舍差別，但由學人欣厭

不同，固有異耳。所以吾佛出世，特為開示眾生一大因緣；祖

                                                                                                         
頁 188。 

81  呂澂，《中國佛學源流略講》（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2 年），頁 164。 
82  憨山德清，《觀楞伽經記》第三（台北：佛陀教育出版社，2007 年），頁 206。 
83  同註 81，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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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西來，直指單傳，亦只令人了此一大事因緣。所言「一大事」

者，即指眾生本有之自心，名為「佛性種子」耳。84 

又說： 

「今言至善，乃是悟明自性本來無善無惡之真體。只是一段光

明，無內無外，無古無今，無人無我，無是無非，所謂獨立而

不改，此中一點著不得，蕩無纖塵。」85 

都說明了這層道理。 

（二）「真心緣起」的思想發揮 

憨山既然認為「真心」為本自具有的佛性種子，並含有真妄，意味著可

以成佛由真心緣起萬物， 這一種緣起的過程，唯識論說得比較詳細，憨山

是真心論者，他對唯識也有研究， 86
 但憨山與一般的唯識家不同，他不落入

唯識的名相辯論，他關懷的重點還是集中在心體，他說「以一切眾生，迷一

心而為識，無明障蔽現前日用，而不知自心之善惡樞機。」87
 這段話就說明

憨山的唯識理論是以「真心」為主的，是傾向於「捨識用根」的《楞嚴經》

思想的，憨山的思想雖然也討論唯識，88
 但篇幅較少，也不特別強調其理論。 

唯識論者所謂的「唯識」思想的根本精神，並不是客觀的討論現實世界

的因果規律，而是將心意識與現實世界相接觸的種種現象作描述，來說明「意

識」與「客塵」的虛假性，「根」不可直接認識「塵」，要「見分」 將「相」

變現成一種「相分」才能認識，就是意識的認識，而唯識論者認為這種認識

                                                 
84  憨山德清，＜示靈源覺禪人＞，《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78。 
85  憨山德清，＜大學綱要決疑＞，《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320。 
86  憨山德清，＜刻百法論、八識規矩跋＞，《憨山老人夢遊集》（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

2005 年），頁 598。 
87  同前注。 
88  同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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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了錯誤性，因為中間已有一「識」阻擋，突出經驗與邏輯所衍生的的偏

執之處，這在因明的許多說法中得到說明。這就是唯識論者所說的「偏計所

執」的說法。即七意識的執取，造成認識的誤解，最後將此妄念藏於八識之

中。唯識論的說法最終證成一切認識的對象為虛假，世俗的認識不可能。89
 唯

識的緣起觀是由妄識所起，這樣的思想也容易對現實世界的存在產生比唯心

論者產生更大的否定。這在憨山強調入世的思想上就不可能，於是憨山對此

一部分是刻意淡化的，因唯這在憨山整個學問系統上較不重要。 

雖然佛教本身就是要突顯「諸法無我」的思想。萬物皆緣起，這是一種

佛教的根本思想，憨山亦十分重視緣起思想，但憨山較為偏重「唯心」思想，

他並不太去著墨唯識的思想。其實憨山所突顯的唯識思想並非唯識宗本身的

思想，憨山對唯識經典雖有論及，篇幅也較少，又較突顯真心義。這是受《楞

嚴》影響後的唯識思想，這可能與憨山終極目的在以真心圓融諸法相關。而

憨山的思想世往另一方向開啟的，憨山隊以真心為核心的至善有一段話，他

說： 

向日用現前境界，生死岸頭一一透過。即此日用不離一法，不

住一法，處處不輕放過，便是真切工夫。即此目前一切聲、色、

逆順愛憎境界，一一透得過，便是真實悟門。即此悟處，頭頭

法法，便是真實佛法。非是聽座主撞鐘擊鼓，登華座開大口，

學野千鳴，側目低頭閉目披衣時，方為佛法也。90 

至善是打破俗諦兩端善惡的思想，突顯著善惡相依的思想。 

然而既要論及「真心緣起」，就不能捨棄《華嚴經》，宗密有一段對華嚴

宗的闡述十分深刻，他說： 

論六道凡夫，三乘賢聖，根本悉是靈明清淨一法界心。性覺寶

                                                 
89  這是自印度以來唯識論者的思想，他與西方以邏輯為核心的「科學方法」是不同的。西

方的科學方法是建築在「見分」「相分」即主體與客體的真實性上。唯識論者的「阿賴

耶識」是兼具能藏、所藏、執藏三者，它是種子烙印薰習，進而流轉輪迴，於是迷妄而

生萬有。 
90  憨山德清，《憨山老人夢遊集》卷二（台北：法爾出版社，1987 年），頁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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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各各圓滿，本不名諸佛，亦不名眾生。但以此心靈妙自在，

不守自性，故隨迷悟之緣，造假受報，遂名眾生，修道證真，

遂名諸佛。又雖隨緣而不失自性，故常非須妄，常無變異，不

可破壞，惟是一心，遂名真如。故此一心，常具真如生滅二門，

未曾暫闕。91 

宗密對華嚴理解不可謂不深，都可以為這「心」具真妄作註腳他十分同意這

種看法，其實如《攝論所知相品》說依他起性同時具偏計所執性，又同時具

有圓成實性。說道生死即涅槃，煩惱如菩提。賢首更進一步提出三性同一，

三性一際無異的說法。認為一切緣起的現象都呈現出染淨相互容攝的現象。

這就形成了中國佛染淨互攝的基本理論架構。而這些染淨互攝的狀態，憨山

統歸為「真如性善」，是一種超越的「善」，絕不當作是「性具善惡」的說法。

憨山這一個目的的核心就是要突出「真如緣起」的思想，使「真心」一義歸

於「至善」，這一點憨山是有意識的將華嚴經的思想運用到他的思想中去，

並闖造一個較圓融的佛教思想。憨山於《楞嚴通義補遺》上也突顯這一種精

神。92
 其實就華嚴經的思想看，相對的概念即未盡圓滿，也因為「十法界」

若有分別仍屬迷染，仍然是俗諦境界，也就是說徹底覺悟的心是 將對立矛

盾面消解的狀態，憨山說「法性海中，聖凡出沒，如大海之漚，起滅無從，

去來無所，即死生夢幻，於湛寂中了不可得。且予昔之死也不死，故今之生

也非生。」93
 這就稱為「性善」，此稱為「一真法界」。是一種超越的「真心」。

憨山是接受此一思想，他雖知道有「妄心」存在，可是這「妄心」亦是佛法

性海，不做對立，進而故意忽略。憨山強調緣起，未說生成。由此可知憨山

的「心」還是緣起法，並非本體，但「性善」已經是緣起的根源，這是可以

確定的，雖然憨山還要保持著龍樹以來「緣起」的大乘精神，但已經有一點

逐漸傾向於本體論的特色了。 

                                                 
91  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台北：新文豐書局，1983 年）卷四，頁 38。 
92  憨山德清，《楞嚴通義補遺》，《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

頁 290。 
93  憨山德清，＜示顧汝平＞，《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 

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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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山對於《華嚴經》有很深的研究。憨山這一段能深刻的證明，他說： 

若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而觀，不獨三教一理，無有一法一事，

不從此心之所建立；若以平等法界為觀，獨三聖本來一體，無

有一人一物，不是毗盧遮那海印三昧威神所現。94 

憨山就是主張「真心隨緣」。佛性的意義是「心性本淨」之意，憨山也同意

心能「緣起」的思想，以法性為諸法源頭而緣起，並非妄識緣起，這是宗主

《十地經論》地論師的說法，後來也成了《華嚴宗》的思想 。是說一切萬

物的存在都不是單獨存在，而是都有相互的密切關連，而心與十法界有綿密

不斷的關係，他說「是知法界以緣起為宗 ，諦觀世出世間，未有一法不從

因緣而起者。」95
 這是他的思想並不違背佛教的「緣起」思想，他說： 

佛說三界上下法，唯是一心作。言三界上者，乃出世四聖，謂

佛、菩薩、聲聞、緣覺也。三界下者，乃六道凡夫，謂天人修

羅三善道及地獄、畜生、惡鬼三惡道也。是則十法界中，一切

凡聖善惡因果、依正莊嚴，皆由一心之所造。然此一心非別，

乃吾人日用現前分別了知之心。96 

「一心所造」不是一心所具，應較接近於一心緣起的思想，這有憨山入世的

思想理論要求。 

而憨山已經明白的主張「真心」，不主張「妄心」。他又說「佛說一大藏

教，備列眾行，總歸修證，以為究竟。所謂依一心建立萬行，以萬行還證一

心。」97
 憨山此處所說的這種思想就是華嚴經是性善緣起的思想。而憨山主

張心為超越相對，為超越的淨，亦為超越之至善。 況且《華嚴》《地論》的

                                                 
94  憨山德清，《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570。 
95  憨山德清，＜示嘉禾楞嚴堂主＞，《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109。 
96  憨山德清，＜法語‧示徐清之＞，《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155。 
97  憨山德清，＜宗鏡堂節修證道場約語＞，《憨山老人夢遊集》卷四十六（台北：法爾出

版社，1987 年），頁 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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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都很偏重於緣起，也就是任何生命的存在形成一種彼此依存因陀羅網的

綿密關係。可以說華嚴經「一心緣起」的思想是比較外向的，其關懷面更能

觸及到各個法界，就一個時代更能將這種思想發展到各個階層，各個族類，

是一種更寬容的多元化思想。這樣的思想最能符合憨山的需要，因為憨山要

縁起萬物，要和萬物產生密切關係，於是他就不能將重點放在「性具善惡」

的天台思想，「性具善惡」突出的是較為偏內的修行方法。 

憨山的思想旨在打通內外，其根本原理就在於此。「心」亦如是，要藉

由緣起才能起作用。於是「因緣」問題便的十分重要，憨山很歌頌華藏世界

的原因亦在於此，「華藏莊嚴妙絕倫，無邊佛剎一微塵。若能念念光明現，

便是隨緣解脫人。」98
 但是憨山雖然也同意「緣起」的思想，對因緣問題卻

沒有太多著墨。這是憨山較側重真常心如來藏的部分。而若探討「緣起」問

題，勢必又使他的佛學理論複雜化，轉向唯識理論上去，不符合憨山本身的

思想體系與當時的時代要求。於是他略於對複雜的唯識理論作太多分析，反

倒突顯真心緣起的這個側面。 

但心要起作用仍須要條件，要待緣而起。憨山此處亦有一些經典依據，

例如他認為《楞伽經》、《大乘起信論》都主張「真如本性」，而這「真如本

性」能開二門，一是涅槃門，一是生死門，就是如來藏能淨能染，所以它能

緣起，也就是說如來藏能淨能染，淨之時為性，如平靜無波的大海，染之時

唯情，如起伏上下的波濤，然大海的本體畢竟不變。憨山的思想很受《大乘

起信論》影響。這種說法不只存在於此，《攝大乘論》的說法依他起性不僅

從雜染的角度安立，而且也從也從清淨依他而起，《攝大乘論》有言： 

斷謂菩薩無住涅槃，以舍雜染不舍生死、二所依止轉依為相。

此中生死謂依他起性雜染分，涅槃謂依他起性清淨分；二所依

止，謂通二分依他起性；轉依謂即依他起性對治起時，轉捨雜

染分轉得清淨分。99 

                                                 
98  憨山德清，＜華宇居士持華嚴經令甥覺之來請因寄＞，《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

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200。 
99  《攝大乘論本》卷中，所知相分第三，《大正藏》冊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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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山此說是有佛經的根據的，這也是「真如隨緣」的理論依據。因為這必定

有「真如隨緣」的思想作為基礎。於是不管報身淪落為何種模樣，其「真心」

卻未嘗增減一毫，只是被妄心遮蔽迷惑而已，「真心」是不起念的不動境界。

「真心」中的妄念一去，自可證聖成佛。這就是說明「真心」是主，「妄心」

是客。妄心是覆蓋在真如上面一層塵埃，妄心是依他而起，就是說妄心並非

真實存在的，此即說明「真心」有常，「妄心」無常。但由於「妄心」的程

度不同，隨緣的境界也就不同。憨山就說： 

吾人茍知自心是佛，當審因何而作眾生。蓋眾生與佛，如水與

冰，心迷則佛作眾生，心悟則眾生是佛，如水成冰，冰融成水，

換名不換體也。迷則不覺，不覺即眾生；不迷則覺，覺則眾生

是佛。100 

這就是如來藏的本體特色。既然覺即為「佛」，「佛」應該到處遍布，這就

印證了《楞伽經》上所說「一世界中應有多佛，無差別故。」101 或華嚴

經前身《兜沙經》都主張在無量無邊的國土上，可以有無量無邊的佛，不

相妨礙，102 就法身言就是毗盧遮那佛。就是因為心能夠隨緣，處處皆佛

法身之表法，如此不必他處覓佛，人間已經有佛，捨離的味道就不如此濃

厚，於是就能充滿入世思想。這就是菩薩不住涅槃的境界，憨山這個問題

的細部沒有談清楚，而《攝大乘論》倒是說的十分明白，將生死與清淨如

何轉很清晰的說明白。 

另外值得一提，憨山這種「真心緣起」的思想與陽明的思想有相近之處，

受陽明影響並非不可能，陽明的思想也有一種接近「心」緣起萬物的思想。

這都可以看出晚明儒佛對這個問題的共同看法。「心」所突顯的重要意義。

「心」所呈現的其實是一種自由的意識，一種不受戒律教條規範的開放思

想，這形成這個時代的鮮明色彩。 

                                                 
100 憨山德清，＜示容玉居士（甲辰）＞，《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

2005 年），頁 39。 
101  《楞伽阿跋多羅寶經》卷四（台北：佛陀教育基金會，2005 年），頁 234。 
102  參見呂澂，《中國佛學源流略講》（台北：里仁書局，1985 年），頁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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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真空妙有」突顯華嚴底蘊不忘入世的佛教精神  

（一）闡述華嚴經「處處表法」對憨山德清思想的影響 

憨山在解釋他的思想很有華嚴底蘊，華嚴經就是性起思想。他曾從無極

明信學華嚴。他並鼓勵僧眾讀誦書寫華嚴經。並且在萬曆十年在五臺山講《華

嚴玄談》，僧俗十方雲集，不下萬人，足見憨山講華嚴的轟動。103
 三十二歳

時發心刺血泥金寫《大方廣佛華嚴經》104
 他因害怕《華嚴經》失傳，所以寫

《華嚴經綱要》，此經可以說是深受憨山重視，原因何如？華嚴是最徹底的

唯心思想。而是由此心緣起萬物，以造就一個森羅萬狀的大世界，他說過： 

佛說三界上下法，唯是一心作。言三界上者，乃出世四聖，謂

佛、菩薩、聲聞、緣覺也。三界下者，乃六道凡夫，謂天、人、

修羅三善道及地獄畜生惡鬼三惡道也。是則十法界中一切凡聖

善惡因果、依正莊嚴，皆由一心之所造。105 

憨山德清又認為這個世界處於和諧狀態，《華嚴十地經》有著三界唯心的說

法。憨山稱華嚴為「最上一乘法」、「稱實智說」106，可說是推崇倍至，《華嚴

經》有種恢闊氣派，毘盧遮那佛遍一切時、遍一切處華藏世界那種包容的心

胸，可說是事事無礙。說一切法都是表法的境界。憨山有一段話，突顯這種

精神 ： 

惟如來說法，以海印三昧，印定諸法，謂虛空為帝青寶，虛明

如鏡，大地山林，草芥人畜，森羅萬象，彌不現景於空鏡之中。

而大海波澄，虛明洞徹，則空鏡之景現於海中，猶如印文。如

                                                 
103  參考憨山德清，《憨山老人夢遊集》，《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三十二套第五冊卷

五十三，頁 480。 
104  同前註，頁 479。 
105  憨山德清，＜法語‧示徐清之＞，《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155。 
106  憨山德清，＜西堂廣智請益教乘六疑＞，《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

社，2005 年），頁 175。 



- 142 - 圓光佛學學報 第十三期 

來說法，以平等大慧圓照法界，眾生心念皆知頭數，閻浮提雨，

皆知其滴，如此是名「海印三昧」。由是觀之，則無一物不是佛

心，無一法而非佛事，無一行而非佛行，一切諸法，安有纖毫

出於唯心之外者乎？107 

《華嚴經》就說「如來智慧，無處不至。無一眾生，而不具如來智慧。但以

妄想顛倒執著，而不證得。」這話在華嚴經善財童子五十三參中說的清楚明

白，善財參勝熱婆羅門「四面火聚，中有刀山，高峻無極，善財登山投火，

得無盡輪法門。」又參無厭足王，「十千大臣前後圍繞，十萬猛卒其形醜惡，

皆攘臂瞠目，其所犯者或斷手足，或截耳鼻，王治事已，執善財手入宮，命

之同坐，見其宮殿廣博，皆已妙寶之所合成。」又參婆須密女，「其身出大清

明，普照一切宮殿，或執或抱，或吻或接，接獲清涼。」108
 這些外表看似貪嗔

痴的模樣，其實都是佛心所在，即處處都是表法的觀點，或說都是佛心緣起。

也就是十法界都不分別，方能成為一真法界。憨山闡述這種境界就說「人世

間無一非佛法，無一非佛事。」109
 這正是華嚴宗津津樂道的「理事無礙」「事

事無礙」的精神。 

依此理論而下，憨山認為出世間法不離世間，他說： 

向日用現前境界，生死岸頭一一透過。即此日用不離一法，不

住一法，處處不肯輕易放過，便是真切功夫。110 

憨山突顯法界無邊，明顯是《華嚴》的思想，華嚴由於主張性善緣起，突顯

緣起之物皆具佛性，這就充滿了入世精神，體現一種菩薩的慈悲情懷。「今

日要求證真如，不是在死眉死眼鬼窟裡求，要在一切有為萬行上求。」111《華嚴

                                                 
107  憨山德清，＜西湖淨慈寺宗鏡堂記＞，《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

2005 年），頁 459。 
108  《華嚴經綸貫》，《華嚴選讀》（台北：佛陀教育基金會，2000 年），頁 12-13。 
109  憨山德清，《憨山大師年譜》（台北：正聞出版社，1977 年），頁 121-122。 
110  憨山德清，《憨山老人夢遊集》卷二（台北：法爾出版社，1987 年），頁 128。 
111  憨山德清，＜法語‧示六如坤公＞，《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

2005 年），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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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最講表法，《世主莊嚴品》內諸風神、日神、月神、城神、幢神等不勝

枚舉的神都有表法，都是佛性的緣起，112 形成了一種有泛神化傾向的思想。

如法藏於《華嚴經義海百門》中說： 

今此塵是佛智所現，舉體全是佛智，是故光明中見微塵佛剎。

鑒微細者，謂此塵及十方一切理事等，莫不皆是佛智所現。113 

若無《華嚴》這種思想做支撐，那麼宮觀寺廟巍峨、或造經藏文獻，舉凡一

切佛教藝術，都應屬於有為法，應該也是迷妄之俗諦，都應是無明業力緣起，

是一種苦境界，正應捨離，而回到一種枯寂的情境才對。而《華嚴經》並不

採取這種態度，《華嚴經十地品》又說「佛子！此菩薩摩訶薩為利益眾生故，

世間技藝彌不該習。」114
 這就更說明世俗的學問有利於眾生，就不可忽略。

就唯識思想而言，是意識的錯誤認識而起，就寂滅的觀點，是一種耽戀世俗。

而憨山卻大加贊歎，甚至於以一生的力量奉獻於此，這也足以說明憨山實相

緣起的思想底蘊也。 

他讚美密藏開士建禪堂「其規模宏敞，真塵中淨土。其禪堂精潔，成幻海

梵宮。」115
 而達觀重刻方冊大藏，憨山絕不說語言文字都是障礙諸如此類的話，

他反倒給予高度的贊美，況且憨山一生以學問僧自命，可說是由文字得般若境

界。「今夫斯藏所詮，乃佛真法身，一切眾生自性也。……非此又何以見佛身，

了自性，出苦得樂，住佛所住，以適其願耶？以此而度，非隨順方便，又何以

令諦信，令人人得知而悟入。」116
 又舉西湖為例「今也寺面西湖，湖水如鏡，

四山羅列，六橋花柳，樓船往來，人物妍媸，歌管遠近，鐘鼓相參，晝夜六時，

古今不斷於湖上。而殿中如來，安然寂默，如入海印三昧時，未嘗纖毫出於宗

鏡，及今松風泉響，蚓吹蛙聲，猶是大師坐宗鏡堂，會義揮麈說法時也。又何

                                                 
112  《大方廣佛華嚴經》（台北：佛陀教育基金會，2005 年），頁 23-40。 
113  法藏，《華嚴經義海百門》，頁 570。 
114  同前註，頁 1104。 
115  憨山德清，＜示嘉禾楞嚴堂主＞，《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110。 
116  憨山德清，＜刻方冊藏經序＞，《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341。 



- 144 - 圓光佛學學報 第十三期 

庸夫筆舌哉？是茲山之地，甲於中州，寺首於諸剎，法超於教禪，心境最勝，

則宗鏡之堂，當與湖山相為始終矣。」117
 他舉廬山五乳峰法雲寺的風光說「其

寺居壑中，倚漢陽諸峰為屏障，回觀七賢五老，坐於雲中，彭湖繞其外，湖外

雲山，千里內拱，暗列於前，儼一華藏玄都也。」118憨山在明媚如畫的風光中

看到一種莊嚴佛味。認為即使俗諦中境界也是「實相」所生，也有佛性意蘊：

甚至於他也被稱為一文字僧，他的文學造詣實不下於一般的詩人文人。但是他

最大的快樂就在破文字相，這就說明憨山再文字依違的態度，他說： 

貧道一入空門，即抱向上志。十九披緇，遂棄筆硯，單究己躬

下事。荏苒十年，未有開悟，遂匿跡五臺冰雪中，刻苦身心，

甚至一字不識之地，忽然四大脫落無依，回觀從前山河世界，

皆夢中事，由是得大快樂。119 

由於如此，《華嚴經》與晚明流行的陽明心學的唯心思想有可以融合的思想

基礎，也很符合晚明百花齊放的上其多元思想時代背景，符合晚明學者的思

想需要。許多晚明的法師對華嚴經都很有興趣其原因亦在於此。 

（二）面對的時代需求：「處苦」而不「捨離」的態度 

憨山的思想之前較以《楞伽經》為其學問中心，有一些觀心的禪味，以

枯寂的生活為根本後來逐漸轉向更具入世傾向的《華嚴經》，憨山說： 

予初入空門，不知佛法之廣大，將為單棲弔影於窮山絕壑，草

衣木食，守枯禪為上乘。及親大教日深，讀雜華，觀普賢妙行，

無依類而不現身，無依事而非佛事。以不捨一眾生，乃見佛慈

之廣大；不棄一塵一毛，方識法界之甚深。120 

                                                 
117  憨山德清，＜西湖淨慈寺宗鏡堂記＞，《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

2005 年），頁 459。 
118  憨山德清，＜廬山五乳峰法雲寺記＞，《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

2005 年），頁 457。 
119  憨山德清，《憨山老人夢遊集》（台北：法爾出版社，1987 年），卷三，頁 900。 
120  同前註，卷二十四，頁 1288-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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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就憨山一生的行止，其投入政治，周旋於權貴，雖某種程度得政治力

的庇蔭，使其一些佛教工作能順利開展，但相對的，也飽受政治帶給他的

苦難，不斷的冤屈與流放，憨山為何要這樣做？必有其理論基礎。若就佛

教的捨離觀點，他是一位出世比丘，本來應該不管世事，也較符合原始佛

教精神，況且經歷自己或看見眾生的痛苦，理當更要看破紅塵，將人間相

對煩惱之事視若罔聞 ，進而加以捨離，如緣覺聲聞的境界，即使大乘佛教

也與政治保持某種距離，憨山卻積極投入世務，想憑藉著政治力量振興佛

教，甚至於在人間解除世人的痛苦。他為了達成此一目的，還歌誦君臣倫

理，他說「方今世道澆漓法門寥落之秋，非大力量人出，誰為匡持？」121
 這

說明憨山為了振興佛教，不可能不與權貴交流。這與六朝慧遠和尚隱居廬

山不過虎溪的避世境界大異其趣。 憨山一生不能以平淡孤高的姿態面對人

生，他成就許多佛教事業，也遭受世間磨難的原因即在於此。 

事實上憨山其苦衷重點在時代的因素，明代的環境已經不可能與世隔

絕，居士佛教盛行的態勢已經形成。尤其道教的節節進逼，互爭山中道場，

憨山幾經波折，終於修復不少道場。122
 由其他在山東崂山的那樣爭執，簡直

是心力俱疲。此刻佛教已不可能與世隔絕，甚至於已經無法不與政治牽扯。

總結說來，就是憨山認為一定要落實於現實之中，將佛理化作具體的事務。

並以熱情的態度面對世間，甚至於不惜與政治扯上關係。憨山幾次禍福成敗

都與政治有著密切關係。具郭朋統計，憨山在戍地與權貴與士大夫書信往來

有九十多人。123
 憨山並非藉此抬高自己身價，也並非有所希冀，只是將這一

些資源化作重建佛教的重要憑藉。並且晚明的社會環境更為複雜，貧富差距

也愈大，並且災荒疾苦充斥各地，當然他更感受到世間之苦，如他流放雷陽

時，就見到民間慘狀，這就激起了憨山的慈悲心，他在牢山曾矯詔將三千金

賑濟饑民。憨山一生不拋棄世間，甚至於捲入一些政治事件，甚至於被縛入

                                                 
121  憨山德清，＜答錢受之太守＞《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326。 
122  憨山德清，《年譜實錄上》，《憨山老人夢遊集》（台北：《續藏經》第一輯第二編，第三

二套第五冊），頁 481。 
123  郭朋，＜略論徳清＞，《世界宗教研究》，1982 年，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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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這些可說都是世俗之事，憨山卻從事其間，都是這種思想起了作用；否

則憨山可以藉由禪定的法喜安頓自己，在他文獻上也有無數的文章彰顯他那

入禪定的喜悅，他大可涅槃解脫就就好，何必栖栖皇皇不斷的奔走，由此可

知他的入世性格是比較強烈的。 

這也使是憨山面對人生關懷面更廣了。如後來他被流放雷陽，恰巧此地

遭遇災荒，他＜與雪浪恩兄＞的信函說道「值歳饑異常，米榖湧貴，民不聊

生，從去秋七月，至今無雨，野無農夫，戶有盜賊，而雷陽尤甚。會城到戍

守，路經千五百里，雷地已凶三年，民物凋殘。今復瘴癘大作，死傷過半，

道路枕藉，悲慘徹心。」124
 憨山經歷並體會了「苦」的味道，有了「悲慘徹

心」的情感，在其一生行誼與其理論內涵就起了一種菩薩慈悲心。照理理解

世間之苦愈深，捨離之念愈濃，就像一般小乘佛教以苦諦為核心，認識到「苦」

的人生本然，於是有「捨離」波羅蜜的積極願望，傅山不將「苦」字看死，

他主張「苦」而不「苦」 ，於是憨山的思想就體現出對小乘的鄙視，突顯

一種入世的精神。他說： 

世之士紳，有志向上、留心佛教者，往往深思高舉，遠棄世故，

效枯木頭陀以為妙門，殊不知佛已痛呵此輩，謂之焦芽敗種，

言其不能渉俗利生，此正先儒所指虛無寂滅者，吾佛早已不容

矣。佛教所貴，在乎自利利他，乃名菩薩。125 

就是「舍世間」便「無」可修之行，「捨眾生」就「無斷煩惱之具」，所以說

「不入大冶紅爐，誰知他是鐵漢？」126
 憨山更說「佛若不經世，絕不在世間

教化眾生。」127
 否則佛教主在求般若涅槃，豈能為娑婆世界瑣事所纏？這其

實就是一種菩薩心腸，憨山捨離的思想相對的薄弱了。 

                                                 
124  憨山德清，《憨山老人夢遊集》（台北：法爾出版社，1987 年），卷十三，頁 569-660。 
125  憨山德清，＜法語‧示袁大塗＞，《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62。 
126  憨山德清，＜自贊＞，《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107。 
127  憨山德清，＜道德經解發題‧發明歸趣＞，《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

版社，2005 年），頁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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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憨山就是受華嚴宗影響，強調「性善緣起」，於是不離世間，憨山

對《華嚴》的嚮往表現在他不離俗的態度上。憨山又說： 

而《華嚴》五地聖人，善能通達世間之學，至於陰陽術數，圖

書印璽，醫方辭賦，靡不該練，然後可以渉俗利生。故等覺大

士，現十界形，應以何身何法得度，即現何身何法而度脫之。

由是觀之，佛法豈絕無世諦？而世諦豈盡非佛法哉？128 

憨山藉著《華嚴經》的理論根據。憨山熟讀華嚴，以華嚴構築一個世出世間

的大天地。由此憨山就可以將入世的學問拉進來了，他也就可以更入世的去

更有彈性的去宣傳他的佛教教義了，這樣即使他插手一些世俗的事務，也就

無礙於佛法清淨與捨離的初衷了，因為一切世俗事務也是「佛性」緣起。進

一步說佛法中「眾生無邊誓願度」也就與儒家經世濟民沒有什麼矛盾了，憨

山所突顯的的人間佛教境界就慢慢有了一個雛型。憨山又說： 

以日用之事，效佛之行，…由是觀之，出世之法，在即世而成。

無人自今已往，凡所作為，無論致君澤民，未嘗一事一行，不

出四弘誓願，無非成佛之行。129 

另一個部分，在晚明此一時代許多人由於繁華的物質生活，甚至於尚奇的精

神享受，其對於現世已經十分眷戀，於是晚明以來「業」的問題引起廣泛討

論，並流行功過格，《太上感應經》《了凡四訓》《文昌帝訓》等福善禍惡的

書大量流行，而這些書受民間甚至於士人的接受並流傳，晚明社會這些書主

張因果報應，有可以在現世就獲得果報，人們就以為行善就能在此生改變命

運得到善果，其用心還是一種現世功利的執著，這都說明著人們迫不及待的

想在現世看到一些成果，想直接在人世去除「苦」，如此一切學問就會傾向

於「妙有」的情境。憨山面對這一種情勢也不能不因應，他更必須引用經教

以凸顯入世思想，憨山就如此說「予以為有益於利生者，皆為妙行。」130
 這

                                                 
128  憨山德清，《觀老莊影響論》，《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330。 
129  憨山德清，《憨山老人夢遊集》（台北：法爾出版社，1987 年），卷二十七，頁 1408。 
130  憨山德清，《憨山老人年譜》（台北：正聞出版社，1977 年），頁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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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時代的必然需求，以免佛教陷入以果報為核心的歧途。可以這樣說憨山

一生以菩薩作為其人生標的，其氣量亦是菩薩的氣量，可以不拘法門以救世

間災苦。  

憨山的思想十分受到《華嚴經》的影響。但憨山思想精采的是將這紛呈

的萬象回歸一心，將遙遠玄妙的大世界回歸到最平凡的常行日用來，這也是

他將《楞伽經》與《華嚴經》和諧為一的思想。他說： 

相日用現前境界，生死岸頭一一透過。及此日用不離一法，不

住一法，處處不輕放過，便是真切功夫。及此目前一切聲、色、

逆順愛憎境界，一一透得過，便是真實悟門，非是聽座主撞鐘

撃鼓，登華座，開大口，學野千鳴，側目低頭閉目披衣時，方

為佛法也。131 

這也很符合晚明佛教世俗化的傾向。「不動跬步間，遍參眾知識。無量法門

海，攝在一微塵。」132 他說： 

入道因緣，門路各別，但隨夙昔般若種性，淺深不一。有先頓

棄文字，單提古徳機緣話頭而悟入者。133 

這就是所謂的「一心照萬法，泯萬法歸一心。」134的境界。他稱贊迎智覺壽和

尚「於是大師愍佛日之昏也，乃集賢首、慈恩、天臺三宗義學， 精於法義者，

百餘人館於兩閣，博閱義海，更相質難，師則以心宗之衡準平之。」135
 而憨山

也正是這樣的境界。 

                                                 
131  憨山德清，＜大學綱目決疑＞，《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327。 
132  憨山德清，＜旃檀如來藏因緣記＞，《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

2005 年），頁 418。 
133  憨山德清，＜示妙光玄禪人＞，《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45。 
134  憨山德清，＜西湖淨慈寺宗鏡堂記＞，《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

2005 年），頁 459。 
135  同前註，頁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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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以真心圓融佛教各宗  

（一）融合性相二宗 

憨山對華嚴作了研究，並突顯在其思想體系當中。他要以緣起法為核心

使一切經典的名相得以不加妨礙，他進一步作闡述： 

佛祖出世，說般若之法，教人修行，必以般若為本。「般若」梵

語，華言「智慧」。以此智慧，乃吾人本有之佛性，又云「自心」，

又云「自性」。此體本來無染，故曰「清淨」，本來不昧，故曰

「光明」；本來廣大包容，故曰「虛空」，本來無妄，故曰「一

真」，本來不變不動，故曰「真如」又曰「如如」，本來圓滿無

不照，故曰「圓覺」，本來寂滅，故曰「涅槃」，此在諸侯圓證，

故稱為「大覺」，又曰「菩提」，諸佛用之，故為「神通妙用」；

菩薩修之，名為「妙行」；二乘得之，名為「解脫」；凡夫迷之，

則為妄想業識，發而用之，則為貪瞋癡愛驕諂欺詐，造之為業，

則為淫為殺為盜為妄，所取之果，則為刀為鋸為鐵為磨，乃至

鑊湯爐炭，種種苦具，皆從此心之所變現。136 

憨山此說就是將此清淨心當作萬物緣起的本源，盡可能的樹立一個佛性的本

體論。一切佛經的圓滿的境界語描述話語都在此地得到融合。及一切境界皆

「心」憨山就是有華嚴經的圓教理論，華嚴經強調毗盧遮那佛遍一切時遍一

切處的思想，所以他的學問體系就格外廣大，能融合各個宗派，並且將一切

的矛盾掃除，歸於圓融。所變現的，憨山將緣起與本體融合為一，這是他由

《華嚴》所突出的思想，換句話說就是「藉世法以護持佛法，正要即世諦而

證真諦。」137
 因為晚明市場經濟發達，人們物質生活較為豐厚，人們尚奇觀

念較為強烈，不在拘泥於成法，可以接受異端，於是包容成為這個時代的特

殊風氣。而這也是憨山有一種緣起的思想，不以一法為定法。這就必須用善

                                                 
136  憨山德清，＜示鄧司直＞，《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

頁 43。 
137  憨山德清，《憨山老人夢遊集》（台北：法爾出版社，1987 年），卷二十一，頁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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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方便的方法使其捨離覺悟，這就是世晚名僧人對華嚴經特別熱愛的原因。 

憨山於深受華嚴思想影響，似乎有一種構建佛教圓教的用心。他的心量

就及於各個宗派，將宗派間可能的理論矛盾以唯心的理論方式統類，化解其

歧異。其實不只是佛教各宗派，連世間的諸學問都可以納入到憨山的學問系

統中來了，如此憨山的學問體系就很廣大了，特別是憨山對於佛學內部的矛

盾，絕對不用排除異己的方式顯現。他說： 

竊觀古今衛道藩籬者，在此，則約「彼外道耳！」在彼則曰「此

異端也！」大而觀之，其由貴賤偶人，經界太虛，是非日月之

光也。是皆不悟自心之妙，而增益其戲論耳。138 

憨山認為由心緣起的學問，不論其形式如何皆是覺悟之佛法。這突顯了憨山

的寬容心態。憨山也以「清淨心」 會通性相二宗，因為他是主張「真如隨

緣」的，他說： 

吾佛世尊，攝化群生，所說法門，方便非一，而始終法要，有

性相二宗，以其機有大小，故教有頓漸之設。  

他說： 

以佛滅後，西域倡導諸師，以唯心唯識，立性相二宗，冰炭相

攻，以致分河飲水，破壞正法。及大教東來，不三百年，而達

摩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是為禪宗，於是遂

有教外別傳之道。六傳至曹溪而下，南嶽、清原，次為五宗，

由唐至宋，其道大盛，於是禪教相非，如性相相抵，是皆不達

唯心唯識之旨，而各立門戶。自梁唐而宋，四百年來，海內學

者，嘵嘵兢變，卒不能起大覺，以折中之。139 

                                                 
138  憨山德清，＜論教源＞，《觀老莊影響論》見《憨山大師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

出版社，2005 年），頁 330。 
139  憨山德清，＜西湖淨慈寺宗鏡堂記＞，《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

2005 年），頁 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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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山認為性相二宗的爭執實為無謂，他是一位真心論者，照一般理論上似

乎應該比較偏向性宗，但憨山並不如此，他對心的理解是兼具空有。他以

「心」來統攝二者。「梁以眾生之執迷久矣，雖性相教禪，皆顯一心之妙。」
140

但是他認為那是前人誤解相宗，他認為相宗也是唯心，他知道相的認識

是心帶相產生的，即見分攝取相分產生的。不過相宗較多是主張唯識的，

未必主張唯心，憨山的說法有些瑕疵，並非完全與佛教實情相應。但憨山

這樣說是要將唯心作為統攝諸法的，因為憨山是主張由心起境的，他說： 

百法、八識，乃相宗指南，為入大乘之門也。以佛說唯心唯識

道理，遍該一大藏經，而彌勒約為六百六十，而天親約為《百

法》、《識論》百卷，三藏法師約為頌四十八句，可位至簡至要，

乃法界之綱維也。以一切眾生，迷一心而為識，無明障蔽現前

日用，而不知自心之善惡樞機。141 

著重雙遣，不扯入爭端。他要找一個超越的制高點，來為佛教各體系安排一

個全面的位置。就是他突出一圓教。 

既是圓教，其突顯之眼界就益加寬闊，他也認為學禪、學教不要另起紛

爭。而且也確實立下了貢獻，他認為最能體現唯心的經典是《楞伽經》，而

突顯唯識的經典是《楞嚴經》，這兩書憨山都加以註解，並贊歎不已。憨山

都因這兩部經而悟道，「吾佛世尊，攝化群生，所說法門，方便非一，而始

終法要，有性相二宗，以其機有大小，故教有頓漸之設。末後分為禪教二門：

教則引攝三根，禪則頓悟一心。如一大藏教，千七百公案，其來尚矣。」142
 《楞

伽經》指在觀心修定，《楞嚴經》著重於「相」的分析與捨離，可是也較重

視心性層面，與傳統唯識宗強調的經典不同，總結說來，憨山認為學經學教

重點都在心，這也是憨山有實際的修行，所以能知道這其中的關鍵。他說「是

                                                 
140  同前註，頁 458。 
141  憨山德清，＜刻百法論、八識規矩跋＞，《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

社，2005 年），頁 598。 
142  憨山德清，＜淨土指歸序＞，《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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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經是佛所開示之路，禪乃欲人循路而行。持經而不悟心，與參禪而不見性

者，總非真行。」143
 又說： 

六祖云「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持經與參禪豈有

二耶？是再學人堅持九長不拔之志，持經即參究，參究即持經，

所以經中佛意，苦求末世持經之人，斯豈求循行數墨者耶？古

人參究，必拌三十年苦心，今經萬部，非三十年不足。禪人茍

能持此一念，三十年住山不異，144 

還是以「心」作為根本。 

 （二）融合頓漸的修行方法 

憨山也主張禪淨合一。憨山雖然常被認為是曹溪慧能大師的化身，而慧

能是聞《金剛經》悟道的，但慧能的思想其實也受《楞伽經》影響。而自求

那跋陀羅、達摩以後至五祖都比較側重《楞伽經》，後代禪者在頓悟與漸悟

的問題上掙扎，始終有南北宗的針鋒相對狀態。事實上當時南北宗在義理上

的歧異並不如此的大，憨山注意到了這個問題。而此一問題卻在憨山的真心

論系統中都不成問題，於是自然能夠調停，憨山說： 

禪門一宗，為傳佛心印，本非細事，始自達摩西來，立單傳之

旨，以《楞伽》四卷印心，是則禪雖教外別傳，其實以教印證，

方見佛祖無二之道。其參究工夫，亦從教出。《楞伽經》云：「靜

坐山林上中下修，能見自心妄想流注。」此實世尊的示做工夫

之訣法也。又云：「彼心意識，自心所現，自性境界，虛妄之相，

生死有海，業愛無知，如是等因悉以超度。」此是如來的示悟

心之妙旨也。」又云「從上諸聖，轉相傳受，妄想無性。」此

又的祕密心印也。此黃面老人教人參究之切要處。及達摩示二

                                                 
143  憨山德清，＜示靈源覺禪人＞，《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78。 
144  憨山德清，＜法語‧示袁大塗＞，《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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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云「汝但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此

達摩最初示人參究之要法也。145 

憨山也將因《金剛經》悟道的六祖慧能也認為由「心」而悟。而《楞伽經》

觀心的本質更是無庸置疑。二者在「心」的面前就不成歧異，事實上憨山所

說完全正確，南北宗在義理的分別上實在不大。他說「傳至黃梅求法嗣時，

六組剛道得『本來無一物』，便得衣缽，此相傳心印之的旨也。」146
 憨山也

認為《楞伽經》《金剛經》都是頓教，都是了義，都是心學，真正是無有分

別。「即其修行」憨山這話雖然沒錯，憨山真悟到六祖以下不廢染義，正是

《楞伽經》染淨相依的呈現，只是六祖是聽《金剛經》覺悟的，但刻意突顯

此義，有憨山獨特的用意，因為唯有如此，才能如此巧妙的將禪宗常有爭議

的《楞伽經》與《金剛經》結合為一。為禪宗本身立下一個調和的平臺，弭

平這種爭論的焦點。 

佛教在修行方法上常纏繞在頓漸兩種途徑上，憨山也覺得「頓」「漸」

二法也是相融相成，他說： 

至若歷代祖師，頓悟此心者，雖一言一句，一棒一喝之下，直

截了悟。此蓋多世修習，般若根深，因緣時至，今日成熟。亦

有今生參究，三二十年工夫，然後得悟。如此，雖頓亦從漸來，

至如潙山云：「學人但能一念了悟自心，識得自己本有，是名為

『悟』；尚有無始無明，微細流注即將悟的，淨除現業流識，是

名為『修』。非此外別有修也。」以此觀之，頓中未嘗無漸也。

予嘗觀《楞伽》，分頓漸四門：一頓頓，二頓漸，三漸頓，四漸

漸。知此不可執一而論。雖頓悟，而不廢漸修。佛祖之心，本

無二也。147 

                                                 
145  憨山德清，＜示參禪切要＞，《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81。 
146  同前註，頁 81。 
147  憨山德清，＜王芥庵朱白民請益＞，《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

2005 年），頁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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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 、「漸」相輔相成。頓教最核心的就是《華嚴經》、《金剛經》，漸教

較核心的是《楞伽》、《法華》、《涅槃》，憨山都將他們融為一爐。構建他的

圓教系統。認為其核心根源並無不同。而照理禪宗喜歡直覺的感悟，不喜拐

彎抹角的邏輯形式，而憨山除了觀心外，也重視學教，也是華嚴起的作用。 

到了明末，禪宗死參話頭的風氣很盛，忘卻了觀心的初衷。如當時祩宏

的弟子法藏就提倡「話頭」他對話頭作了解釋： 

所謂話頭者，即目前一事一法也。凡人平居無事，隨心任運，

千思百量，正是無生死處。只爲將一件物事到前，便生九種見

解。所以流浪生死，無有出期。故祖師家令人令人於一事一物

上坐斷九種知見。討出出格之路，故謂之看話頭。148 

法藏認為要在日用中看取話頭，不要在心性中探勘他說：「話頭者，不可看心

看性，看理看玄，須離卻心窠裏，單單向事上看取，謂之究竟堅固。」149
 而憨

山反對這種現象，主張要從心觀起。憨山觀心的思想充滿在他的著述之中。 

（三）融合華藏淨土與極樂淨土 

憨山雖然重視入世，其實他對這娑婆世界也有厭離之心，入世之事為權

而非實，「出家而要明大事……要真知世間是苦，極生厭離。」150
 這確實是

憨山內心的聲音。他也以淨土作為他的生命歸宿。他與雲棲祩宏、蕅溢智旭

對於淨土的觀點基本上沒有不同，只是他不像他們那麼著重就是了。 

憨山既然認為一切國土都是為心所造，他推崇雲棲祩宏的「唯心淨土」

就是這種思想的表現。151
 那摩華藏世界與淨土世界也不例外，他認為華藏世

界與淨土世界為一心所造，他也以此來會通二者，他說： 

                                                 
148  法藏，《三峰藏和尚語錄》（台北：新文豐書局，1987 年），卷六，頁 14。 
149  同前註，卷十三，頁 37。 
150  憨山德清，《憨山老人夢遊集》（台北：法爾出版社，1987 年），卷二，頁 176。 
151  憨山德清，＜雲棲大師了義語序＞，《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

2005 年），頁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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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經說十萬億者，乃佛指華藏世界，娑婆之西，越十萬億佛土，

有極樂國，乃阿彌佛所居實報土，令人之所歸向耳；若言唯心，

及華藏亦是唯心，況極樂耶？152 

一般的淨土家都是一生念一佛號到底，絕不夾雜，豈能觀照到毗盧遮那的無

量眾生，而祩宏雖也將華藏世界與極樂世界融合，實則比較重視極樂世界，

華藏世界只是極樂世界的理論註腳而已，但憨山卻是極重視華藏世界，這確

實是憨山的緣起思想起作用方能如此。憨山突顯的華嚴思想為淨土理論開了

更大的境界。憨山「老人昔住五台，曾刺血泥金書寫《華嚴》大經，每於書

寫之中，不拘字之點畫，大小長短，但下一筆，則念佛一聲，如是點點畫畫，

心光流溢，念念不斷不忘，不錯不落，九之不在書與不書，乃在夢寐之間總

成一遍。」153
 憨山認為念佛只要一心所到即成，心具有生萬物的能力，心不

只是涅槃因也是生死因，二者相依，他說： 

然五台尚要身到，而淨土只要心到。若是專心念佛，念念觀想

淨土境界，久久純熟，則現前日用，步步頭頭，如在淨土中坐

臥經行，即耳聞一切音聲，皆是念佛之聲矣。154 

若華藏世界與極樂淨土皆心緣起，華藏是多，淨土是一，就能圓融的結合在

一起。憨山並不像祩宏、蕅溢專弘淨土，他比較由真心會通華嚴淨土，將二

者的圓融性突出。 

六、以真心融合三教 

（一）憨山以「真心」融合佛道 

                                                 
152  憨山德清，＜答袁滄如使君＞，《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332。 
153  憨山德清，＜示惺初元禪人書經＞，《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

2005 年），頁 141。 
154  憨山德清，＜答袁滄如使君＞，《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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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山學問涵蓋的範圍尚不止於佛教，也與儒家道家相會通，會通的核心

在「心」。這是憨山打破門戶藩籬的結果，這又是他主張華嚴圓教的必然發

展道路。憨山由《華嚴經》甚至可以由此涵蓋佛教多宗派，或一切學術。他

說： 

或問：三教聖人，本來一理，是果然乎？曰：若以三教唯心、

萬法唯識而觀，不獨三教本來一理，無有一事一法不從此心之

所建立。若以平等法界而觀，不獨三聖本來一體，無有一人一

物不是毗盧遮那海印三昧威神所現。故曰不壞相而緣起，染淨

恆殊，不舍緣而即真，聖凡平等。但所施設，有圓融行布、人

法權實之異耳。圓融者，一切諸法，但是一心，染淨融通，無

障無礙。155
  

他精通《楞伽》與天台宗，他說： 

嘗言為學有三要，所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莊，不

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然是三者之要在一心，務心知

要在參禪，參禪之要在忘世，忘世之要在適時，適時之要在達

變，達變之要在見理，見理之要在定志，定志之要在安分，安

分之要在寡欲，寡欲之要在自知，自知之要在重生，重生之要

在務內，務內之要在專一，一得而天下之理得矣。156 

他著有《道德經解》、《莊子內篇注》、《觀老莊影響論》，極力的發揮此一思

想，而成一大系統。157
 又說：「學佛而不通百氏，不但不知世法，而亦不知

佛法；解莊而謂盡佛經，不但不知佛意，而亦不知莊意。」158
 憨山對於莊子

                                                 
155  憨山德清，《觀老莊影響論‧論教乘》，《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

2005 年），頁 333。 
156  憨山德清，＜學要＞，《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 頁

205。 
157  憨山德清，《觀老莊影響論‧論教乘》，《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

2005 年），頁 334。 
158  同前註，頁 33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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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推崇，他說： 

發明老氏之道者，唯莊一人而已。焦氏有言「老之有莊，猶孔

之有孟。」斯言信之。然孔稱老氏猶龍，假孟絕見莊，豈不北

面？間嘗私謂：中國去聖人，即上下千古，負超世之見思，去

老唯莊一人而已。載道之言，廣大自在，除佛經，即諸子百氏，

究天人之學者，唯莊一書而已。藉令天下無此人，萬世之下，

不知有真人；中國無此書，萬世之下，不知有妙論。159 

又說： 

學佛而不通百氏，不但不知是法，而亦不知佛法；解莊而謂盡

佛經，不但不知佛意，而亦不知莊意，此其所以難明也。160 

他認為僧肇精通莊子，卻是僧中麟鳳，又為鳩摩羅什譯經之核心份子，足

見莊子在佛經初來之時經常與佛門之學相格義，憨山對於莊子的推崇可謂

無以復加，然憨山卻十分反對郭象注莊，因為郭象注莊主張無心，如莊子

齊物論談到真宰一義，郭象的註腳與憨山顯然不同，郭象說：「萬物萬情趣

舍不同，若有真宰使之然也，起索真宰之朕跡終不得，則明物皆然，而無

使物然也。」161
 這否定了絕對的精神真宰，與憨山以《楞伽經》格義莊子

的思想起了扞格，故憨山反對郭象之說，主張莊子的真宰思想。憨山在《齊

物論》題解上說： 

諸子眾口各以己世而互非 ，則絕無一人可以正齊之者，故物論

之難久矣，皆不自明之過也。今莊子意，若齊物之論，虛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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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則物論不必要齊而是非自泯。了無人我、是

非之相，此齊物之大旨矣。篇中立言，以忘我為第一，若不執

                                                 
159  憨山德清，《觀老莊影響論》，《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331-332。 
160  同前註，頁 332-333。 
161  郭象，《齊物論》，《南華真經注》（台北：藝文印書館，1972 年），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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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我是，必須了悟自己本有之真宰 ，脫卻肉質之假我，則

自然渾融於大道鄉，此乃齊物之功夫。162
   

最能體現憨山反對郭象，突出真心的意義。憨山期待人以「心」為核心開啟

更大的境界。 

憨山又以佛釋老，他說： 

老氏所宗，以虛無自然為妙道。此即《楞嚴》所謂分別都無，

非色非空…此言識精元明，即老子之妙道也。故曰杳杳冥冥，

其中有精，其精甚真，由其此體，至虛至大，故非色；以能生

諸緣故非空。163 

憨山論《老子》似乎以「識」為主，未嘗見其論「心」，豈不與其萬法為心

有所扞格，然憨山又以《楞嚴經》來解決這個問題。《楞嚴經》對「識」採

取否定的態度，而憨山說： 

愚謂看《老》《莊》者，先要熟覽教乘，精透《楞嚴》，融會吾

佛破執之論，則不被他文字所惑，然後精修静定，工夫純熟，

用心細微，芳見此老工夫苦切；然要真真實實，看得身為苦本，

智為累根，自能隳形釋智，方知此老真實受用至樂處，更須將

世事一一看破，人情一一觑透，虛懷處世，目前無有絲毫障礙，

方見此老真實逍遙快活、廣大自在、儼然一無事道人，然後不

得以而應世。164
 

另外，憨山以《楞嚴經》格義老莊儒家。如他以儒家「靜定」工夫斷唯識前

六識分別邪妄之思，以孔子「知止而後有定。」「自誠明。」為人乘止觀，

以老子，「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儌。」又「萬物並作，吾以觀其

復。」莊子亦曰「莫若以明。」又約「聖人不由而照之於天。」又曰「人莫

                                                 
162  憨山德清，《莊子內篇注》《齊物論》題解（台北：廣文書局，1991 年），頁 7。 
163  憨山德清，＜道德經解發題＞，《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343。 
164  同前註，頁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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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流水，而鑒於止水，惟止能止眾止也。」又曰「大定持之。」至若「百

骸、九竅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又曰「咸其自取，怒者其誰耶？」至若

黃帝之退居，顏子之心齋，丈人乘蜩之喻，仲尼夢覺之論，這些都是天乘的

止觀，165
 以「生生之為易」格義唯識思想。又以《楞嚴經》「罔相虛無，微

細精想。」與《老子》「惚兮恍兮，其中有物。」以第八識與老子「杳杳冥

冥，其中有精。」又與莊子「自然」相應，166
 以上憨山不厭其煩的舉儒道與

佛教相關的境界以相格義，都是融合三教的例子。 

憨山以《楞嚴經》釋老莊，《楞嚴經》以「捨識用根」為入世之津梁，

憨山題入世之瀟灑無為，正是掌握《楞嚴經》心體之根源而論的。 

（二）憨山以「真心」融合儒佛 

他又說「以此觀之，豈獨佛法說一心，從上聖賢乃至一切九流異術，極

而言之，至於有情無情，無不從此一心之所建立。」167
 又「余幼師孔不知孔，

師老不知老；既壯，師佛不知佛。退而於深山大澤，習靜以觀心焉，由是而

知三界唯心。」168
 「一但豁然了悟，則將三河大地鱗介羽毛與夫三世諸侯，

歷代祖師，及堯舜周孔事業，一口吸盡，不假他力。」169
 他說「由此證知，

孔子人乘之勝也，故奉天以治人；老子，天乘之聖也，故清淨無欲，離天而

入天；聲聞緣覺，超人天之聖也，故高超三界，遠越四生，棄天人而不入；

菩薩超二乘之聖也，出人天而入人天，故往來三界，救度四生，出真而入俗，

佛則超聖凡之聖也，故能聖能凡，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乃至異類分形，無

                                                 
165  憨山德清，《觀老莊影響論》，《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336。 
166  同前註，頁 329。 
167  憨山德清，＜示鄧司直＞，《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 

頁 44。 
168  憨山德清，＜論心法＞，《觀老莊影響論》《憨山大師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

版社，2005 年），頁 330。 
169  憨山德清，＜示鄧司直＞，《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 

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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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而不入。」170
 然而佛教與儒家本來也有其文化上與義理上的歧異，但憨山

企圖以二者都重視的內在精神世界結合為一，內在世界也就是「心」。憨山

以「心」會通一切學問。使得多元文化能夠融而為一。憨山注大學全在強調

一心，很有佛味。他解《大學》很重視「明明徳」一義。他說： 

兩個「明」字，要理會得有分曉，且第二個「明」字，乃光明

之明，是指自己的心體。第一個「明」有兩意？若就「明徳」

上說自己工夫，便是悟明之明，謂「明徳」是我本有之性，但

一向迷而不知，恰似一個迷人，只說自家沒了頭，馳求不得，

一日忽然省了，卻向他家屋裡討分曉，件件去學他說話，將謂

學得的有用，若一旦悟了自己本性，光光明明不欠缺，此便是

悟，明了自己本有之「明徳」。故曰「明明德」「悟得明德」，立

地便是聖人。此就此就工夫為己分上說。171 

宋儒註解《大學》雖也談「心」論「性」，卻鮮少有用「悟」字，我們隨意

舉朱熹《四書章句集注》中的話比較一下，就可以明白其中的端倪。如程頤

所說「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靈不昧，以具眾理而應萬事者也。」172
 若

有用「悟」「覺」等佛教字眼，就容易被看作異端。憨山用「悟」字，顯然

憨山仍將儒家經典《大學》賦予其佛教味道。而「悟」的源頭則在於「心」。

「悟」就不突顯原先已成之「理」，而是「心」所觸發的真道理。他又說： 

「安」字，乃安穩平貼之意，又如安命之安，謂自足而不求餘

也，因一向求靜不得，雜念紛紛，馳求不息，此心再無一念之

安，而今既悟本體，安然自在，舉心動念，圓滿洞達，天下事

物了然目前，此等境界不是聰明知見算計得的，乃是自心本體

光明照耀，自然具足的。173 

                                                 
170  同前註。 
171  憨山德清，＜大學綱目決疑＞，《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319。 
172  朱熹，《大學章句集注》（台北：學海書局，1997 年），頁 28。 
173  憨山德清，＜大學綱目決疑＞，《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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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山繼續說： 

故學人獨貴真知，真知一立，則明徳自明，元無一毫造作，《大

學》工夫所以言明、言知，而修身治平皆是物也。174
 

又說「此中八件事，單單只重一個知字，此知字即明徳，乃本體也。」175
 足

見憨山所說之大學一書核心即「心知」，與佛性如來藏有同樣的價值意義。 

晚明儒學經常纏繞在王陽明「無善無惡心之體」的理論上，因為儒者總

是懷疑「無善無惡」一語將會造成價值的虛無，不利於社會秩序的穩定，於

是苦心孤詣的想要阻擋，因為佛教是「無念」、「不起念」「緣起性空」，不具

有道德的規範性。而儒家正是要有念，有念才能有道德意識，有四端，它的

重點在「幾善惡」「慎獨」，「心」並不是全盤放下，反而在某種程度要提起

此「心」，並時時省察涵養；儒佛在這一點是有他根本上的衝突，說得直截

一點，就是佛教的「心」是真如之心體，儒家的「心」較傾向於道德的理體。

這一點每當儒學的入世意識或承擔精神較為薄弱的時候，就會對「無善無惡」

的說法產生強烈的排斥感。這最明顯的例子，就是晚明的東林諸儒，晚明儒

東林學者反對陽明後學一直提倡的「無善無惡」。似乎要將儒佛精神畫分為

二，不願加以混淆。176
 但換句話說，儒家的思想也不是一成不變，它可以與

時俱進，推陳出新，他也可以藉由與佛教會通，來建構一個與先秦儒家不完

全相同的理論，晚明就有許多儒者想要由這一條路走出儒家的困局。177
 由佛

道思想走出一條富有辨證的活潑之路，修正儒家的僵化，這也是可行的道路。 

換一角度觀察，佛門又何嘗不可以如此呢？「以佛解儒」也常是一種新

慧解，佛教傳入中國後，不也匯入許多新血，豐富了佛教的理論嗎？憨山就

                                                                                                         
年），頁 321。 

174  憨山德清，＜大學綱目決疑＞，《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321。 

175  同前註，頁 321。 
176  顧憲成就批評王陽明說「獨其揭無善無惡四字為性宗，愚不能釋然爾。」見顧憲成：

＜與唐仁卿談良知一節＞，《小心齋劄記》（台北：廣文書局，1975 年），卷四。 
177  如錢謙益、傅山、方以智、錢澄之都作過這一種努力，以佛教突破儒學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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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論語》「毋意毋必毋故毋我」與佛教「無我」加以格義，就是一種心「無

住」的思想，他說： 

以聖人虛懷游世，寂然不動，物來順應，感而遂通。用心如鏡，

不將不迎，來無所黏，去無踪跡，身心兩妄，與物無競，此聖

人之心也。世人所以不能如聖人者，但有「意必固我」四者之

病，固不自在，動即是苦。178 

但像憨山在解釋大學的時候，也將「至善」解釋為「無善無惡」。而這「無

善無惡」雙遣善惡的心，即是《楞伽經》所說的那一個「真心」。否則儒家

的「心」字傳統，自孟子、中庸總是一種與惡相對的善，至少不是將善惡雙

遣的超越善。孟子是一種心性合一實感之善，中庸是一種天性合一的形上本

體善，這一點憨山刻意的泯滅不提，他主張以心會通儒佛。於是有意曲解大

學，他說： 

問：「如何是至善？」答：「自古以來，人人知見，只曉得在善

惡兩條路上走，只管教人改惡遷善，此是舊來知見，有何奇特。

殊不知善惡兩頭，乃是外來的對待之法，與我自性本體了不干

涉，所以，世人作惡的可改為善，則善人可變為惡，足見善不

足恃也。以善不到至處，雖善不善，故學人站立不住，以不是

到家去處，非可止之地。以此看來，皆是舊日知見習氣耳。今

言至善，乃是悟明自性本來無善無惡之真體，只是一段光明，

無內無外，無古無今，無人無我，無是無非，所謂獨立而不改。

此中一點著不得，蕩無纖塵。若以善破惡，惡去善存，此猶隔

一層，即此一善字，原是客塵，不是本主，故不是至極可止之

地。只須善惡兩忘，物我跡絕，無依倚，無明昧，無去來，不

動不搖，方為到家時節。…無善可名，乃名至善。」179 

                                                 
178  憨山德清，＜道德經解發題＞，《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345。 
179  憨山德清，＜大學綱目決疑＞，《憨山老人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頁 31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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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學家也講「至善」，是不與惡對的善，這樣的善較為圓滿。這恐怕已經受

了佛教的影響了，就憨山的想法，菩薩救度眾生。若有一處一教非佛性之所

遍，則其教不圓滿，憨山對於「善」的定義充滿了普遍性。憨山一生嚮往六

祖慧能應該也是這個原因。六祖慧能認為無處非道，六祖慧能的儒家入世氣

息已經較為濃厚了。否則當佛法未傳到中國來時，中國人豈不是不能受佛法

薰陶，而陷入無盡的蒙昧，又世界還有一些地區未嘗親炙佛法，豈不長久陷

於昏昧。這又如何能解釋佛法是遍一切時、遍一切處的華藏境界呢？憨山論

及「心」與「意」時，有接近王陽明、劉宗周的看法，憨山說： 

心乃本體，為主；意乃妄想思慮，屬客。此心意之辨也。今要心

正，須先將意根下一切思慮妄想，一齊斬斷，如斬亂絲。一念不

生，則心體純一無妄，故謂之誠。蓋心邪由意不誠，今意地無妄，

則心自正矣。故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180 

這與王陽明「有善有惡意之動」劉宗周「誠意」之說相近。憨山此說突顯他

即重視「心性」的立場，也凸顯了《大乘起信論》的將「真」「妄」融合唯

一的思想意義。 

於是憨山很有興趣以佛教格義儒學，藉由二者的會通，佛教則更能流行

在士大夫之中，居士佛教也能夠更為昌盛。憨山將而儒家一直以來並不避諱

「心」字，而且儒家的傳統也有「心」的傳統，這一傳統到了明代中葉達到

鼎盛，這就能與陽明的心學結合為一，陽明敘述這「心 」的作用，也與真

如緣起有一些相近之處，都有很強烈的唯心色彩，他說：陽明曾說：「良知

是造化的精靈，這些精靈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181
 又說： 

請問。先生曰：「你看這個天地中間，甚麼是天地的心」？對曰：

「嘗聞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麼教做心」對曰「只是一個

靈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個靈明，人只為形體自間隔

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

                                                 
180  同前注，頁 322 
181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書‧傳習錄下》卷三（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 年），頁 25a。 



- 164 - 圓光佛學學報 第十三期 

它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它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

去辨它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卻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

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卻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

此便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

見在，何沒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它這

些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182 

王陽明的學說本來流行於士大夫，後來也擴展其範圍，流行於平民百姓，陽

明後學如羅汝芳一直有一種端茶童子與堯舜事業同工的平等而灑脫的胸

懷，183
 就是講求只問成色，不問斤兩的思想特色，這一種寬闊的境界正是對

於心體的親切體認方能到得。也就是說明聖賢與凡夫都具有一善性，於是沒

有差別。這與憨山的思想有其相近之處。「心佛眾生，本來平等。以眾生是

佛心中之眾生，故佛度自心之眾生。」184
 憨山應該也十分敏感的聞知這一個

時代風氣，於是他的思想就會有這樣的傾向，實在是不足為奇。後來民國初

年的儒者馬一浮就曾經說「起信論一心二門與橫渠心統性情之說相似。」185
 又

認為起信論一心開二門之說與「心統性情，即賅理氣，理行乎氣中，性行乎

情中。」186
 可見憨山思想與宋明理學並不相礙。 

憨山一生讀了不少儒書，尤其對孔子極為崇敬，他說： 

三教之學，皆防學者之心，緣淺以及身，由近以至遠。是以孔

子欲人不為虎狼禽獸之行也。故以仁義禮智援之，姑使捨惡以

從善，由物而入人，修先王之教，明賞罰之權，作《春秋》以

明治亂之跡，正人心、定上下，以立君臣父子之分，以定人倫

                                                 
182  同前註，頁 25a。 
183  羅汝芳，《盱壇直詮》（台北：廣文書局，1977 年），卷上，頁 48b-49a。 
184  憨山德清，＜西堂廣智請益教乘六疑＞，《憨山老人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

社，2005 年），頁 177。 
185  馬一浮，《宜山會語》，頁 63。 
186  馬一浮，《爾雅臺答問續编》，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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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節。其法嚴，其教切，近人情而易行。187 

憨山也認為儒家「仁愛」「一體之仁」的境界與「同體大悲」的菩薩十分相

近。他又說： 

大悲心，願拔一切眾生苦。如今學人，見拔眾生苦，是菩薩事，

待他日成了菩薩才度眾生，卻不知能度眾生，才是菩薩。度眾

生苦不是有了神通妙用，才去度眾生；卻就是直心正念，集諸

功德處，就是度生事業。…以眾生日用種種事法，皆是煩惱現

行；今以真如一念，事事法法上印破，都轉作真如妙用，便是

度自心之眾生。188 

這樣子，入世的精神就很濃厚了。 

換一個角度想，憨山雖不主張全然避世，卻主張在這迷妄的世界中要知

道真諦，「古人作工夫，要在行住坐臥，四威儀中看取，不是教你死死枯坐

也。」189
 就是由「妙有」中知道真空，不可執迷，他說： 

若求心地一段受用，更須向讀書作文已了時種種應緣處，當下

著實猛地返內觀照，觀此種種作為，生滅之心，畢竟向何處起？

即今滅向甚麼處去？如此深觀，久久漸入細密。190 

既然妙有，就可以肯定世俗的一切。甚至憨山也將儒家倫理與佛教思想

結合為一，他說「世儒蓋以吾佛氏之教，去人倫、舍忠孝」憨山認為儒家對

佛教的解釋理解是不正確的。憨山的思想終極是不離世間的，他對佛教的解

釋也是入世思想濃厚的。這是憨山最重要的佛教特色。 

                                                 
187  憨山德清，＜觀老莊影響論‧論教乘＞，《憨山大師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

社，2005 年），頁 333。 
188  同前註，頁 340。 
189  憨山德清，＜西堂廣智請益教乘六疑＞，《憨山大師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

社，2005 年），頁 175。 
190  憨山德清，＜楞伽補遺＞，《憨山大師夢遊集》下（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2005 年），

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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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語： 

憨山學問體系龐大，他可說是一位學問僧，他能將諸多佛教經典匯成一

套其思想，他就說「不知《法華》，則不知如來救世之苦心；不知《楞嚴》，

則不知修身迷悟之關鍵；不知《楞伽》則不辨知見邪正之是非。」191
 他以「如

來藏」真心中道思想為善惡依的思想貫串其其整個佛教思想，並突顯「真心

緣起」的華嚴思想，使其思想有了圓教的規模，也有其較強烈的入世面貌。

他更將淨土與華嚴融為一爐。他與蕅溢祩宏不甚相同，他沒有專弘淨土，這

是他入世性較強的結果。甚至由於憨山博學多聞，於不忌諱儒道思想，他的

學問也超越於佛教之外，他對儒家各個經典都有深入透闢的研究，並且突出

他獨特的視點來，他這些視點對三教都作了某些程度的改造，有他個人的詮

釋，並且能夠突出這三教共通之處，能將這些思想會通為一爐。但這種融合

還是以佛教為核心，然憨山不是困於書齋的遺世僧人，他又能親身驗證，與

生命結合，體會佛理的奧妙。尤其他有一種強烈的入世情懷，將本富有出世

的佛理，突顯其人生化的傾向，這也與當時佛教的發展相應，這就當時佛教

的發展有非常大的貢獻。 

 

 

 

 

 

 

 

(收稿日期：民國 96 年 12 月 25 日；結審日期：民國 97 年 1 月 21 日) 

                                                 
191  憨山德清，＜答錢受之太史之三＞，《憨山大師夢遊集》上（北京：北京圖書出版社，

2005 年），頁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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