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禪林寶訓》的當代意義 
／ 侯坤宏 

明教嵩和尚曰：「尊莫尊乎道，美

莫美乎德。道德之所存，雖匹夫，非

窮也；道德之所不存，雖王天下，非

通也。伯夷、叔齊，昔之餓夫也。今

以其人而比之，而人皆喜。桀、紂、

幽、厲，昔之人主也，今以其人而比

之，而人皆怒。是故學者患道德之不

充乎身，不患勢位之不在乎己。」─

─《禪林寶訓》卷一
1
 

一、前言：從讀語錄體的書談起 

筆者大學時代的專業學的是歷史

學，對中西「哲學史」、「思想史」非

常有興趣，常常翻閱馮友蘭《中國哲

學史》、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

湯用彤《兩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以

及熊十力《新唯識論》、《原儒》、《讀

經示要》、《十力語要》等書，因《十

力語要》一書屬「語錄體」，所以格外

喜歡。2同時因想深入了解宋明理學而

閱讀《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更逐

漸加深了對「語錄體」著作的愛好。
3

語錄體的作品有很多格言，文短而有

味，可以隨意翻閱品嘗，不受文章前

後文拘束；更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格

言雋語，可以做為吾人修心養性的指

南，值得一讀再讀，因為在不同時空

環境、不同的心情下閱讀，都會有不

同的領悟與感受。 

自從發現喜歡上語錄體的古書

後，逐漸地知道這類型的書還不少，

其後又陸陸續續讀了（清）張潮的《幽

夢影》、
4
（明）洪自誠的《菜根譚》、

5（明）陸紹珩的《醉鼓堂劍掃》、6（漢）

《黃石公素書》、7、（清）陳弘謀《五

種遺規》、8（民國）趙鉦鐸著述《青年

修養錄》，就這些書的內容上看，可謂

包括中國傳統儒、釋、道三家之精髓，

均值得推廣閱讀。9近 10 餘年來，因個

人專注研究中國近代佛教史，對於佛

門中有關語錄體的典籍也就特別留

意，初讀《禪林寶訓》，發現這是一本

頗適合當代人閱讀的好書，此外對

（清）史潔珵的《德育古鑑》、10（清）

金蘭生編述之《格言聯璧》、11弘一大

師所輯《晚晴集》、12（民國）李圓淨

編《醒世千家詩》等書，也都愛不釋

手，有空時讀上幾則，自覺受用無窮。

本文既以《禪林寶訓》為主，以下就

從《禪林寶訓》是怎樣的一部書談起。 

二、《禪林寶訓》是怎樣的一部書？ 

中國佛教發展至今，已有兩千多

年的歷史，從漢末佛教初傳，經長期

的翻譯消化吸收，逐漸開展出三論、

天台、華嚴、唯識、禪、淨、律、密

等八大宗派，自唐安史之亂（755–

763）後，三論、天台、華嚴、唯識等

已不似過去之輝煌，唯獨禪宗因有叢

林制度之維繫而綿延千餘年，具有中

國佛教的特色，也是宋元明清中國佛

教的主要傳承宗派。13禪宗叢林如何維

持正常運作，有所謂「清規」，指禪宗

寺院組織章程及寺眾日常生活的規

則，亦即禪宗叢林關於大眾行、立、

坐、卧等威儀所訂定的僧制，為眾僧

所必須遵守的儀規，是僧眾日常修行

的軌範，也是僧團組織、行事依循的

準繩。百丈禪師為禪宗叢林立下《百

丈清規》，使中國的僧團走向制度化、

合理化的僧伽生活。百丈以後，陸續

出現的清規有：宋代宗賾《禪苑清

規》、瑞嚴無量宗壽禪師《日用小清

規》、婺州金華惟勉禪師《叢林校定清

規總要》，元代東林澤山弋咸禪師《禪

林備用清規》、中峰明本禪師《幻住庵

清規》、道齊《禪苑清規總要》、繼洪

《村寺清規》，以及明代天界道盛禪師

《壽昌清規》、清道光源洪禪師《百丈

清規證義》等；近代則有《金山江天

禪寺規約》、《高旻寺規約》、《佛光山

禪堂規約》等。除了上述所列各種清

規，道融《叢林盛事》、惠彬《叢林公

論》、慧洪《林間錄》、凈善《禪林寶

訓》、無慍《山庵雜錄》等，都是認識

叢林行事、儀規的重要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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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要探討的《禪林寶訓》，

屬宋代禪宗典籍，其問世迄今已有八

百多年，此書是由大慧宗杲、竹庵士

珪、沙門淨善三位禪師先後經過二次

集文編輯完成。目前我們所看到的《禪

林寶訓》是沙門淨善重集本，總共收

集 42 禪師 291 條語錄，包含雲門宗、

臨濟宗黃龍派、楊岐派等禪師，內容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C%A0%E6%BD%AE_(%E6%B8%85%E6%9C%9D)


包羅萬象，十分複雜，但經審慎縝密

的探究，不難發現全書所論及的，主

要集中於禪僧的道德修養、禪法的修

行及叢林制度的恢復。《禪林寶訓》

在宋代禪林，乃至中國佛教思想發展

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地位，受

到歷代禪林與學者重視；明清之後，

更被譽為「釋門之龜鑑」、「入道之

寶筏」；至今也常是僧伽教育的範本

和僧眾日常實踐的規範，也可看成是

僧眾修身養性的百科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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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禪林寶訓》也可作為佛門

初學入道之書，不僅立意廣大，且獨

樹一格，故能流傳不絕。
16
本書也可視

為是一種「佛教倫理學」、「佛教管

理學」的一部好教材；即使到了近代，

此書亦常被當作一門訓練學僧的課

程，如：1866 年（清光緒 12 年）夏，

諦閑法師（1858–1932）在上海龍華

寺，曾聽瑞芳法師講《禪林寶訓》。
17

1927 年，道安法師（1907–1977）初

出家，曾在岐山壬瑞寺結夏安居兩

屆，聽大空和尚講《禪林寶訓》筆說。
18
續明法師（1918–1966）在臺灣新竹

福嚴學舍成立至第四學期時，因「學

僧們年事稍長，知識漸開，因思有以

增進學僧之文思，及策勵彼等品格之

培養，乃擬訂『禪林寶訓』一課」，

續明法師親自講授。
19
臺中慈明寺、萬

佛寺、大覺院開山住持聖印法師

（1930–1996）曾講解《禪林寶訓》十

餘載，撰成《禪林寶訓講記》一書，

結構分明、文字淺近為該書特色，他

在自序中說，《禪林寶訓》是「一本

難得的處世做人的寶典」，從任何角

度來看，都是學佛和出家人最適宜的

課材，他將《禪林寶訓》三百篇，分

成：進德、為學、行道、修持、信仰、

因果等六篇，同時將每一則寶訓的訓

旨，用兩個「四字句」（如進德篇，

首段為「人生在世 道德為本」），提

綱挈領地標示在每則寶訓的前面，作

為篇目。
20

1991 年 9 月，遍能和尚

（1901–2001）要弘學為寶光佛學院講

《禪林寶訓》，1992 年，空林佛學院

開此課，大恩法師要求文殊院的僧眾

都來聽。
21
臺灣佛光山「人間網路學院」

也曾由慧寬、慧得、滿謙、滿庭、覺

禹五位法師，合開「禪林寶訓精選導

讀」，
22
可見《禪林寶訓》受到佛門人

士重視之一般。 

三、我們能夠從《禪林寶訓》中獲 

    得什麼樣的啟示？ 

《禪林寶訓》對當代佛教發展有

何參考價值？或許我們可以由兩方面

來談：一從作為修行者個人的角度，

另一從團體領導者的角度。 

（一）從修行者個人的角度來說：《禪

林寶訓》對於修行者如何修己利人，

揭示了許多道理與原則，茲就個人閱

讀所得，歸納如下比較重要的幾項。 

1、正心為要：「格物、致知、誠意、

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是《大學》裡八個重要的思想觀念，

其中「正心」在《禪林寶訓》中，有

多則相關記載：「學道之士要先正其

心，然後可以正己正物。其心既正，

則萬物定矣，未聞心治而身亂者。」

「心正己立，而萬物不從化者，未之

有也。」
23
「身既不正，又安能學道」。

24
「大凡衲子誠而向正，雖愚亦可用；

佞而懷邪，雖智終為害。大率林下人

操心不正，雖有才能而終不可立矣。」
25
可見正心之重要。  

2、為學之道：為學非可速成，要靠平

日點滴「積累」，且心要專不旁騖，

經久自能有所成。「聖賢之學非造次

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惟專與

勤，屏絕嗜好行之勿倦，然後擴而充

之。可盡天下之妙。」26若「學未至於

道，衒耀見聞，馳騁機解，以口舌辯

利相勝者，猶如廁屋塗污丹雘，秖增

其臭耳。」27「學者居必擇處，遊必就

士。遂能絕邪僻，近中正，聞正言」，
28「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蓋「學非

辨問無由發明」也。29筆者曾拜訪主持

漢譯《南傳大藏經》的吳老擇教授，

他多次提到，他的老師水野弘元年紀

雖已上百歲，仍持續他的研究工作，

「欲究無上妙道，窮則益堅，老當益

壯，不可循俗。苟竊聲利，自喪至德。」
30

 

3、交友之道：雖說「三人行必有我

師」，但「學者求友，須是可為師者，

時中長懷尊敬，作事取法，期有所益。

或智識差勝於我，亦可相從，警所未

逮。」31若友不如己者，為其所牽而趨

下流，則不如無友也。 

4、宜避名利：修學者於「聲名利養了

無所滯」，
32
蓋聲名利養「得之於無心，

則其道大其德宏；計之於有求，則其

名卑其志狹。」
33
能「不苟名利，以卑

自牧，以道自樂」，
34
則不為外境所困。

35
 

5、淡然於外物：「古人學道，於外物

淡然，無所嗜好，以至忘勢位，去聲

色，似不勉而能。今之學者，做盡伎

倆終不奈何。其故何哉？志不堅，事

不一，把作匹似間耳。」36這是作為一

位學道者所應留意警醒的，對於外在

的名聲、地位，均不可強求，否則易

被「名韁利鎖」捆綁。「學者患道德之



不充乎身，不患勢位之不在乎己。」37

我們雖不必以為古代一定比今日的

好，但古代留下來的一些典範懿行，

都有今人可借鑒參考之處。「惟祈學者

肯綮深思，細心窮翫，融古人之言為

己言，通古人之志為己志。」38蓋「深

蓄厚養」，方能見道。39 

（二）從團體領導者的角度：《禪林

寶訓》對於如何才是一位勝任的領導

者，有許多道理與原則記載，茲歸納

如下。 

1、住持之德：「凡為一寺之主，所貴

操履清淨，持大信以待四方衲子。」40

「住持有道德，則叢林日安，無則叢

林日危。」
41
可見領導者的擁有良好道

德之重要。「以道德住持積道德，以

禮義住持積禮義，以刻剝住持積怨

恨。怨恨積則中外離背，禮義積則中

外和悅，道德積則中外感服。」42「未

見住持弛縱而能使衲子服從，法度凌

遲而欲禁叢林暴慢」。43住持應重視教

化，「教化之大莫先道德禮義，住持人

尊道德則學者尚恭敬，行禮義則學者

恥貪競。住持有失容之慢，則學者有

凌暴之弊。住持有動色之諍，則學者

有攻鬥之禍。」44亦可見住持個人修養

之重要。住持有德，為叢林興望首要

條件，其中「誠信」最是其中根本。

《禪林寶訓》卷三有一則云： 

「死心謂草堂曰：凡住持之職，

發言行事要在誠信。言誠而信，所感

必深；言不誠信，所感必淺。不誠之

言，不信之事。雖平居庶俗猶不忍行，

恐見欺于鄉黨，況為叢林主，代佛祖

宣化，發言行事苟無誠信，則湖海衲

子孰相從焉？」45
 

「住持大柄在惠與德，二者兼

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德則人不敬，

德而罔惠則人不懷。」「故善住持者，

養德以行惠，宣惠以持德。」46住持要

有大度量，要能大公無私，「或專己之

喜怒，而隘於含容；或私心靡費而從

人之所欲，皆非住持之急。」47
 

2、住持之要：《禪林寶訓》有一則關

於「住持之要」之記載云：  

「晦堂曰：住持之要，當取其遠

大者，略其近小者。事固未決，宜諮

詢於老成之人。尚疑矣，更扣問于識

者。縱有未盡。亦不致甚矣。其或主

者，好逞私心，專自取與，一旦遭小

人所謀，罪將誰歸？故曰，謀在多，

斷在獨。謀之在多，可以觀利害之極

致；斷之在我，可以定叢林之是非也。」
48住持應以「公意」為斷事準則，「善

住持者以眾人心為心，未嘗私其心；

以眾人耳目為耳目，未嘗弘其耳目，

遂能通眾人之志，盡眾人之情。」49「以

眾智為智，眾心為心。恒恐一物不盡

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惟

善是求。」50住持之道也。 

另有一則關於「住持三要」，講得

甚為精湛：「住持有三要：曰仁、曰明、

曰勇。仁者，行道德，興教化，安上

下，悅往來。明者，遵禮義，識安危，

察賢愚，辨是非。勇者，事果決，斷

不疑，姦必除，佞必去。仁而不明，

如有田不耕。明而不勇，如有苗不耘。

勇而不仁，猶如刈而不知種。三者備

則叢林興，缺一則衰，缺二則危，三

者無一，則住持之道廢矣。」
51
住持者

果能掌握「仁」、「明」、「勇」三要，

則叢林自安、自興矣！但身為住持，

「為叢林主，助宣佛化，非行解相應，

詎可為之？要在時時檢責，勿使聲名

利養有萌於心。儻法令有所未孚，衲

子有所未服，當退思修德以待方來。

未見有身正而叢林不治者。」
52

  

3、住持「三訣」與「三莫」：關於住

持之法，《禪林寶訓》中亦有住持「三

訣」與「三莫」之說。就前者言，「佛

鑑謂龍牙才和尚曰：欲革前人之弊不

可亟去，須因事而革之，使小人不疑。

則庶無怨恨。予嘗言，住持有三訣：

見事、能行、果斷。三者缺一，則見

事不明，終為小人忽慢，住持不振矣。」
53此處以「見事、能行、果斷」為住持

「三訣」。就後者言，「密菴曰：住持

有三莫：事繁莫懼，無事莫尋，是非

莫辨。住持人達此三事，則不被外物

所惑矣。」
54
 

4、住持臨眾之法：《禪林寶訓》有云：

「真淨曰：比丘之法受用不宜豐滿，

豐滿則溢。稱意之事不可多謀，多謀

終敗。將有成之，必有壞之。予見黃

龍先師，應世四十年，語默動靜，未

嘗以顏色、禮貌、文才牢籠當世衲子。

唯確有見地，履實踐真者，委曲成褫

之。其慎重，真得古人體裁，諸方罕

有倫比，故今日臨眾無不取法。」
55
上

引文之重點，在「語默動靜，未嘗以

顏色、禮貌、文才牢籠當世衲子。唯

確有見地，履實踐真者，委曲成褫之。」

這一段表明：身為住持者切忌「以好

惡臨眾」，當「與眾同憂樂，同好惡者

義也。義之所在，天下孰不歸焉？」56

又，「含緩」二字，亦為臨眾行事之道，

《禪林寶訓》卷二有云： 

「靈源清和尚住舒州太平，每見

佛眼臨眾周密，不甚失事，因問其要。

佛眼曰：用事寧失於寬，勿失於急；

寧失於略，勿失於詳。則不可捄，詳

則無所容，當持之於中道，待之以含



緩，庶幾為臨眾行事之法也。」57
 

5、住持之體：《禪林寶訓》有云：「住

持之體有四焉：一道德，二言行，三

仁義，四禮法。道德、言行乃教之本

也，仁義、禮法乃教之末也。無本不

能立，無末不能成。先聖見學者不能

自治，故建叢林以安之，立住持以統

之。然則叢林之尊，非為住持；四事

豐美，非為學者，皆以佛祖之道故。

是以善為住持者，必先尊道德，守言

行。能為學者，必先存仁義，遵禮法。

故住持非學者不立，學者非住持不

成。住持與學者，猶身之與臂，頭之

與足，大小適稱而不悖，乃相須而行

也。故曰：學者保於叢林，叢林保於

道德。住持人無道德，則叢林將見其

廢矣。」
58
此段論住持之體有四：一道

德，二言行，三仁義，四禮法，任住

持者當善體會之。 

6、「不偏聽」與「公論不可廢」：不偏

聽與不廢公論也是住持行事應稟承之

原則，關於前者，《禪林寶訓》記云：

「草堂曰：住持無他，要在戒謹。其

偏聽自專之弊，不主乎先入之言，則

小人諂佞迎合之讒，不可得而惑矣。

蓋眾人之情不一，至公之論難見，須

是察其利病，審其可否，然後行之可

也。」59關於後者，《禪林寶訓》有段

妙喜謂超然居士的話說：「天下為公論

不可廢，縱抑之不行，其如公論何？

所以叢林舉一有道之士，聞見必欣然

稱賀；或舉一不諦當者，眾人必慼然

嗟嘆。其實無他，以公論行與不行也。

嗚乎！用此可以卜叢林之盛衰矣。」60

若住持「不以眾人為心，急己所欲，

惡聞善言，好蔽過惡，恣行邪行，徒

快一時之意，返被小人就其好惡取

之，則住持之道，安得不危乎？」
61
 

7、擇有志行者相與輔佐贊助：「為一

方主者，須擇有志行衲子相與毘贊。

猶髮之有梳，面之有鑑，則利病好醜

不可得而隱矣。如慈明得楊岐，馬祖

得百丈，以水投水，莫之逆也。」
62
「得

人不在眾多」，
63
茍能有成材者數人，

同心協力，叢林自能興盛。「弘道德，

接方來，乃住持之實。量才能，請執

事，乃用人之實。察言行，定可否，

乃求賢之實。不存其實，徒衒虛名，

無益於理。是故，人之操履惟要誠實。」
64
住持應恪遵上述有關「住持」、「用

人」、「求賢」之原則，叢林之興有

賴於是。 

8、恩威並濟：《禪林寶訓》有云：「山

堂曰：御下之法，恩不可過，過則驕

矣；威不可嚴，嚴則怨矣。欲恩而不

驕，威而不怨。恩必施於有功，不可

妄加於人；威必加於有罪，不可濫及

無辜。故恩雖厚而人無所驕，威雖嚴

而人無所怨。」65身為住持，應善用恩

威。（注意：非濫用！） 

怎樣才是一位合格的領導者，《禪

林寶訓》有一段說：「夫為一方主者，

欲行所得之道而利於人，先須克己惠

物，下心於一切，然後視金帛如糞土，

則四眾尊而歸之矣。」66因「惟有德者

以寬服人」，67當然，住持也不自以為

是，「住持存心要公行事，不必出於己

為是，以他為非。則愛惡異同，不生

於心，暴慢邪僻之氣無自而入矣。」68

也要能知人任事，蓋「古德住持不親

常住，一切悉付知事掌管。近代主者，

自恃才力有餘，事無大小皆歸方丈，

而知事徒有其虛名耳。嗟乎！苟以一

身之資，固欲把攬一院之事，使小人

不蒙蔽，紀綱不紊亂，而合至公之論，

不亦難乎？」69且不可以挾外勢以自

重：蓋「凡林下人，自無所守。挾外

勢以為重者，一旦失其所挾，皆不能

免顛溺之患。」70以上所舉下「心於一

切」、「以寬服人」、「不挾外勢以

為重」諸原則，都是住持應謹記在心

並加以實踐者。又，住持負道場重責，

握有宰制他人之權，切忌仗勢倰人，

「住持居上，當謙恭以接下」，71「在

人上者，能約己以裕下，下必悅而奉

上」，若「在上者蔑下而肆諸己，必怨

而叛上。」72 

四、結語 

前文已重點討論了《禪林寶訓》

是怎樣的一部書，以及我們能夠從《禪

林寶訓》中獲得怎麼的啟示，其中尤

以後面一個問題最關切要。文中分別

從作為修行者個人與團體領導者角

度，就《禪林寶訓》一書之內容，各

歸納了幾點原則。以下擬以個人的體

會與理解，進一步談談如下幾個問題。 

（一）對僧俗兩眾普遍教化之重要：

「自古佛法雖隆替有數，而興衰之

理，未有不由教化而成。」
73
於今之日，

論及如何弘揚佛法，正法久住，亦非

藉由教化不為功。佛法教化有兩途，

一指對出家之宗教師，另一事針對普

羅大眾，兩者要能兼顧，始能收效。

蓋「道之隆替豈常耶，在人弘之耳。」

「或謂古人淳朴故可教，今人浮薄故

不可教，斯實鼓惑之言，誠不足稽也。」
74
今日正法未能昌弘，乃佛門弟子努力

不足也。 

（二）要能時刻保持「警省覺察的

心」：不管是修行者個人，或者是擔

任領導者，均要能時時刻刻保持一顆

「警省覺察的心」，「治心於未萌，



防情於未亂，蓋預備則無患」，也就

是說要能有「憂患意識」，「古之賢

哲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者，誠

在於斯。」
75
「禍患藏於隱微，發於人

之所忽」，故「宜謹畏」之。
76
「居福

以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慮喪，

則其得必臻。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

忘亂者也。」
77
踐行之道在──語默舉

措，能「上不欺天，外不欺人，內不

欺心」，「戒謹乎獨居隱微之間，果無

纖毫所欺，可謂之得矣。」
78
若好「高

談闊論，自謂人莫能及」，皆屬「鮮

有節義」之人。
79

 

（三）要有遠大志向：若無遠大志向，

「上下偷安，最為法門大患。」
80
佛門

弟子當以大丈夫自任，「大丈夫志在

恢弘祖道，誘掖後來，不應私擅己慾

無所避忌，媒一身之禍造萬劫之殃。」
81
「稠人廣眾中，鄙者多，識者少。鄙

者易習，識者難親。果能自奮志於其

間，如一人與萬人敵。庸鄙之習力盡，

真挺特沒量漢也。」
82
大丈夫能「一人

與萬人敵」，不管是一從作為修行者個

人，或者是擔任領導者，培養自己的

器度都非常重要，以下再引一段《禪

林寶訓》的話：「大覺璉和尚初遊廬

山，圓通訥禪師一見，直以大器期之。

或問：『何自而知之？』訥曰：『斯

人中正不倚，動靜尊嚴，加以道學行

誼，言簡盡理。凡人資稟如此，鮮不

有成器者。』」83據圓通訥禪師所說，

「大器者」要具備「中正不倚，動靜

尊嚴，加以道學行誼，言簡盡理」的

條件。 

（四）建叢林之道：「所謂叢林者，陶

鑄聖凡養育才器之地，教化之所從

出。」
84
如若「不修道德，少有節義」，

「追求聲利於權勢之門」，
85
則不足觀

矣。古代之叢林，用在今日，即指「佛

教團體」，佛教團體之負責人，即古代

叢林之住持，「凡住持者，孰不欲建

立叢林？而鮮能克振者，以其忘道

德，廢仁義，捨法度，任私情，而致

然也。誠念法門凋喪，當正己以下人，

選賢以佐佑，推獎宿德，疏遠小人，

節儉修於身，德惠及於人，然後所用

執侍之人，稍近老成者存之，便佞者

疏之，貴無醜惡之謗，偏黨之亂也。

如此則馬祖、百丈可侔，臨濟、德山

可逮。」86  

又，古代叢林中有所謂長老者，

「凡稱長老，要須一物無所好。一有

所好，則被外物賊矣。好嗜慾則貪愛

之心生，好利養則奔競之念起。好順

從則阿諛小人合，好勝負則人我之山

高，好掊克則嗟怨之聲作。總而窮之，

不離一心，心若不生萬法自泯。」87「凡

稱長老之職。助宣佛化，常思以利濟

為心。行之而無矜，則所及者廣，所

濟者眾。然一有矜己逞能之心，則僥

倖之念起。而不肖之心生矣。」88長老

有兩類：「有道德感人者，有勢力服人

者。猶如鸞鳳之飛，百禽愛之；虎狼

之行，百獸畏之。其感服則一，其品

類固霄壤矣。」89兩相比較，自以道德

感人為尚。90 

（五）道德最重要：「道德乃叢林之

本，衲子乃道德之本。住持人棄厭衲

子，是忘道德也。道德既忘，將何以

修教化，整叢林，誘來學。古人體本

以正末，憂道德之不行，不憂叢林之

失所。故曰：叢林保於衲子，衲子保

於道德。住持無道德，則叢林廢矣。」
91
道德最重要，不管是對一般修學者，

或者是一個組織或團體的負責人。此

為萬世不變之公理。 

總之，《禪林寶訓》是一部適合

現代人閱讀的書，裏面的雋言警語，

對當代人仍有諸多啟發之處。當然，

除《禪林寶訓》外，佛門中還有不少

好書值得推薦閱讀，如唐代潙山靈祐

《潙山警策》、永明延壽〈警世〉，

宋代各派宗師如明教契嵩、孤山智

圓，及黃龍、楊岐等著名僧人，皆有

規誡，契嵩的〈尊僧篇〉、智圓的〈示

學徒〉，皆甚有名。明代警策類書籍

最多，如《緇門警訓》、《禪關策進》

（雲棲株宏）、《博山參禪警語》（無

異元來禪師）、《禪門鍛鍊說》、《緇

門崇行錄》（雲棲株宏）、《佛法金

湯編》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明代臨

濟宗僧人如巹編的《緇門警訓》，是

一部歷代著名警策、訓誡、規儀、箴

銘的綜合選輯。共一百九十五篇。本

書可視為「修行指南」之類的書，其

體裁廣泛，內容豐富，涵蓋有勉勵修

行者立志精進的策勵語、有引據古德

高僧的參禪說法大意等，可做初學入

門的嚮導，和修行如法的規範說明。
92

此外如（明）蓮池大師所作之《緇門

崇行錄》，近代印光法師親自組織以

許止淨居士為主的上海一批佛學大家

編寫的《增修歷史感應統紀》，全書

從歷代史書中選擇顯著的因果報應故

事一千多則，並加評語，輯成一書，

是一部以挽回世道人心之勸善最有力

之書，可作為各界人士之殷鑒。
93
然「得

有深淺，成有大小」，學者自當玩味

體會之，方能不負平生之所學。 

                                                 

1.這是《禪林寶訓》第一卷第一段，開章明

大利揭示「道德」的重要。明教嵩和尚即



                                                                

杭州佛日契嵩禪師（1007–1072），字仲

靈，自號潛子，宋仁宗賜「明教」師號，

藤州鐔津（廣西藤縣）人，嗣洞山曉聰禪

師，青原下十世。徐小躍釋譯：《禪林寶

訓》（臺北：佛光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

4 月 ， 初 版 ）， 頁 19 – 21 ；

T48n2022_p1016b–c（指《大正藏》，第 48

冊，2022 部經，1016 頁 b 欄及 c 欄，以下

同此說明）。 

2.《十力語要》收錄熊十力的信函、短論、

講詞、語錄等，涉及到中國學術界許多著

名學者，其所討論的問題，如哲學與科學

對象的界定、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區別及

融通、佛儒道之異同、先秦諸子學的評價

等，都是 20 世紀 20 到 40 年 

 

 

 

 

 

 

 

 

 

 

 

 

 

 

 

 

 

 

 

 

 

 

 

 

 

 

 

 

 

 

 

 

 

 

 

 

 

 

 

 

                                                                

 

 

 

 

 

 

 

 

 

 

 

 

 

 

 

 

 

 

 

 

 

 

 

 

 

 

 

 

 

 

 

 

 

 

 

 

 

 

 

 

 

 

 

 

 

 

 

 

 

 

 

 

 

 

 



                                                                

  代中國思想學術界所關注的重要問題。網

址：http://baike.baidu.com/view/  1725222. 

  htm，下載日期：2014 年 9 月 14 日。 

3.語錄是文字體裁的一種，一般般用語體文

直接將所說的話紀錄下來，再蒐輯成帙。

語錄大都很簡短，少有長篇文字，其內容

以思想性言辭為屬主，其功用大抵是存賢

者嘉言之真，以供弟子或及後人參研履

行。《宋元學案》由黃宗羲草創，黃百家、

全祖望修補，王梓材、馮雲濠、任紹基校

刊，《明儒學案》編者為黃宗羲。網址：

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_media/main-la

n.asp?id=3502，下載日期：2014 年 9 月 14 日。 

4.《幽夢影》是清代文學家張潮著的隨筆體

格言小品文集，其文體應歸於語錄體一

類，這一體裁的肇端，可追溯到《論語》。

但有「語錄」之稱，卻始於禪宗。馮保善：

〈 幽 夢 影 導 讀 〉， 網 址 ：

http://teacher.whsh.tc.edu.tw/huanyin/anfa/c

/changchow.htm，下載日期：2013 年 1 月

20 日。 

5.《菜根譚》，洪自誠著，包括儒、釋、道

三家思想，儒家的現實主義、老莊的玄旨

及佛家的道法。 

6.《醉古堂劍掃》，（明）陸紹珩著，明人清

言小品代表作，每則文字短小清麗，可以

解悶，可以破睡。共十二卷：醒、情、峭、

靈、素、景、韻、奇、綺、豪、法、倩。 

7.《黃石公素書》是一本鮮為人知的道家秘

典，把道、德、仁、義、禮綜為一體貫通

起來，使宇宙和人類融為一體，書中指出

「有道則吉，無道則凶，吉者百福所歸，

凶者百禍所攻」。網址：http://www.books 

 .com.tw/products/CN10130089，下載日期：

2014 年 9 月 14 日。  

8.《五種遺規》十六卷，（清）陳弘謀編輯，

包括《養正遺規》二卷，《補編》一卷，《訓

俗遺規》四卷，《從政遺規》二卷，《教女

遺規》三卷《在官法戒錄》四卷，蒙士、

民俗、官箴、閫範、胥吏，皆風俗厚薄之

所繫，而學者教化人心之要務也。網址：

http://www.literature.idv.tw/bbs/read.php?ti

d=345&page=e&fpage=44，下載日期：2013

年 1 月 20 日。 

9.另（明）袁了凡著《了凡四訓》雖非語錄，

但其中格言、警句甚多，也值得在此介紹。 

10.《德育古鑑》以「功過格」為之綱；敘述

往事，為「功過案」以為之目。為類十有

二，為條二百九十有六，間以己意評騭

之，終之以淨意、立命、改過、積善諸論

說之。其旨微而顯，其事信而徵。其語取

平易而近人，其理合勸懲而並用。筆者所

閱之書，係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在 2001

年 8 月印行。 

11.《格言聯璧》一書是集先賢警策身心之

                                                                

語句，垂後人之良范，條分縷晰，情給理

明。全書主要內容包括學問類、存養類、

持躬類、攝生（附）、敦品類、處事類、

接物類、齊家類、從政類、惠吉類、悖凶

類。可謂是成己成人之寶筏，希聖希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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