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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雲和尚的禪學思想  

 

陳兵  

四川大學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提要：本文對現代禪宗泰斗虛雲老和尚的禪學思想進行了整理總結，將其思想內容分為宗教

圓融、三學並重、切實參究、力修萬行、禪淨融通五個方面，這五個方面皆是繼承唐宋禪宗

的精華，針對明清以來禪宗的流弊，有因應時代而革除故弊的性質，是二十世紀中國佛教智

慧的結晶，在今天仍有實用價值，對禪宗的經久流傳具有深遠意義。 

    南宋末年以來，長期作為中國佛教主流的禪宗逐漸走向衰微，至清末，零落至極，如太

虛大師所言：「禪林反成一個空殼，正是只存告朔的餼羊而已。」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乘著整個東方佛教復興的大潮，中國禪宗亦重振生機，尤其是虛雲和尚（一八四○－一九五

九）重興祖師道場，接續五家法脈，使唐宋宗風得以再現。他繼承傳統，因應時代，形成了

具有時代特色的獨特禪學，其思想內容大略有宗教圓融、三學並重、切實參究、力修萬行、

禪淨融通五大方面。作為一位禪師，虛雲和尚身教重於言教，做得比說得要多得多，他的思

想，在他留下不算太多的文字中作了清楚的表達，更多表現於他的輝煌業行中。 

關鍵詞：虛雲 禪 宗說兼通 戒 話頭 人間佛教 淨土法門 

 

一、宗、教圓融 

長期以來，禪宗高標「教外別傳，不立文字」，逐漸遠離達摩「藉教悟宗」的路線，參

學者往往輕視經教，終身只知死參一句話頭，因而滋生出「顢頇佛性，儱侗真如」及狂禪、

野狐禪等弊病。早在唐代禪宗極盛時，就有南陽慧忠國師等提倡參禪必須宗依經教，此後圭

峰宗密、永明延壽等大師，也極力融通宗、教，蕅益大師更強調若不依經教，有使「教外別

傳」成為「道外別傳」之虞。近代復興佛教的法將，多數都針對禪宗弊端，以研究教理尤其

是弘揚法相唯識學為重振佛法的關鍵，楊仁山居士即將中國佛教之衰落歸咎於禪宗，他在〈十

宗略說〉中指出禪宗因不依經教建立，「故黠慧者竊其言句而轉換之，粗魯者仿其規模而強

效之」，感嘆「安得大權菩薩，乘願再來，一振頹風也哉」！更有甚者，則全盤否定禪宗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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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所有「中國化佛學」，呼籲回歸原始佛教或印度早期大乘，這種主張雖然有失偏激，但其

出發點也是對禪宗輕視經教弊端的反省。 

在復興佛教的路線方面，虛雲和尚儘管沒有像太虛大師那樣明確講應立足於具有兩千年

歷史的中國佛教傳統，「中國佛學的特質在禪」、若能復興而「仍在乎禪」，但他一生堅苦

卓絕的業行所表現出的，正是同一認識。他和楊仁山、太虛等大德一樣，實際上也深刻反省

到了禪宗的偏弊，從而自覺承當起楊仁山所期望的那種一振禪宗頹風的「大權菩薩」，腳踏

實地撥亂反正，首要的一環，便是重視經教、圓融宗教。 

虛雲和尚是一位宗說兼通的禪師，也是一位善於講經的大法師，他一生參學的歷程，便

是宗教圓融的榜樣：出家後先住岩洞修苦行三年，三十一歲得天台華頂龍泉庵融鏡老法師痛

下一錐，乃學習天台教觀五年，離別老法師下山後曾聽講《阿彌陀》、《楞嚴》等經。五十

二歲在金陵「時與楊仁山居士往來，參論《因明論》、《般若燈論》」，五十三至五十五歲

在九華山翠峰茅蓬研究經教三年，這與他在五十六歲的開悟無疑有極大關係。他經常講經，

曾講過《楞嚴》、《法華》、《圓覺》、《四十二章》、《阿彌陀》、《藥師》、《楞伽》、

《地藏》、《梵網》、《心經》、《起信》等經論，著有《楞嚴經玄要》、《遺教經注釋》、

《圓覺經玄義》、《心經解》，惜諸講錄及註疏皆已不存。僅從其遺留的文字中，也可以處

處見到他對經論、戒律、史傳、禪宗燈錄的嫺熟及相當高的教理水平。他在說禪時，常常引

證經論，尤多引證《楞嚴經》。 

虛雲和尚的見地，屬於超絕真常心的真常唯心系，認為「三界本無一法建立，皆是真心

起妄，生萬種法，『真心』亦不過因有妄物對立之假名，究其實，所謂真心亦無一法可得」。

常住真心「清淨本然。離諸名相，無有方所，體自覺，體自明，是本有自爾之性德」。其〈參

禪警語〉云： 

 

心即是佛，佛即是覺，此一覺性，生佛平等，無有差別。空寂而了無一物，不受一法，

無可修證。靈明而具足萬德，妙用恒沙，不假修證。只因眾生迷淪生死，經歷長劫，

貪瞋癡愛，妄想執著，染污已深，不得已而說修說證。所謂修者，古人謂為不祥之物，

不得已而用焉。 

 

與如來藏系的《楞嚴經》、《起信論》等可謂同一鼻孔出氣，而更從禪宗掃蕩一切、唯

證相應的高度，指出真常心性亦屬假名，道不用修，心即是佛。他強調修行的關鍵是無我，

「修行人要先除我相，若無我相，諸妄頓亡」。修行的樞機是心，「種種法門皆不出一心。……

一心不生，萬法俱息。能如是降伏其心，則參禪也好，念佛也好，講經說法，世出世間，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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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是道。隨處無生，隨處無念」。他對唯識之學也很熟悉，如在上海玉佛寺禪七開示（一九

五三年）中，用八識說解釋參禪：「八識心王，要借話頭把七識劫賊殺掉，轉八識成四智。」

「但是最要緊的就是把第六識和第七識先轉過來，因為它有領導作用。」參禪，實際上與唯

識家的先轉六、七二識同一路徑。 

虛雲和尚常教人：佛所說所有法，都是了生死的舟航，沒有高下之分，所謂「藥無貴賤，

治病則良」。上根利器，容有不依靠教理開悟者，但此類人畢竟不多。次焉者參禪，需要先

明白教理，「以理除事」： 

 

了知自性本來清淨，煩惱菩提、生死涅槃，皆是假名，原不與我自性相干。事事物物，

皆是夢幻泡影。我此四大色身與山河大地，在自性中，如海中的浮漚一樣，隨起隨滅，

無礙本體，不應隨一切幻事的生住異滅而起欣厭取捨，通身放下，如死人一樣，自然

根塵識心消落，貪瞋癡愛泯滅。 

 

此以理除事，即以了達如來藏學的聞思慧修觀而斷離煩惱，看得出是取天台宗依圓解修

圓觀的路子。如此觀修，修到「一念不生，自性光明全體顯露」。「至是參禪的條件具體了，

再用功真參實究，明心見性才有分」。他主張修行應學有專攻，一門深入，一九三七年在廣

州聯義社演說中指出，若依禪宗一門深入，應以禪宗法門為主，餘宗教理為伴。看經典貴精

不在多，要在讀通吃透，「本來一法通時萬法通，不在乎多看經典的。……最好能專讀一部

《楞嚴經》，只要熟讀正文，不必看註解，讀到能背，便能以前文解後文，以後文解前文」。 

他還指出，經中的要言，可以作為參禪的話頭：如《心經》「觀自在」，《金剛經》「應

無所住而生其心」，《楞嚴經》「歇即菩提」，《圓覺經》「諸幻皆滅」，《阿彌陀經》「執

持名號，一心不亂」等，擇一、二句，精研覃思，用力之久，便會有豁然貫通的一天。這與

參話頭同一意趣，同一功用。 

虛雲和尚雖然提倡讀經學教，但作為禪師，他強調禪宗超越諸法，實為佛所示教外別傳，

如拈花微笑、遇緣明心者，古來屈指難數，非凡情之所能解，與一般經教及諸宗之學有所不

同。雖同觀心，禪宗觀心乃無心之觀，經教觀心為有心之觀。參禪人雖然先須讀經學教，但

在參禪時，要把一切經論丟開，把一切關於佛法的知見剷除，他寫有〈立誓參禪不看經律廣

記博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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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看一切經書，雖云廣記博聞，反塞自己悟門。不如一門深入，盡空所有，自有相應

處。決不賺人！ 

 

其〈參禪偈〉十二首有云：「參禪非學問，學問增視聽」，「參禪非多聞，多聞成禪病。」

〈復金弘恕居士書二〉說：「辦道之人，不知佛法，固不可能，但知得太多，不會消化，又

每被佛法脹死。欲深入禪定者，先要把知見剷除。」這也是唐宋以來諸多禪師所共同強調的。

如果參禪時不放棄所學教理的知見，種種思惟，將心行局限在意言分別的圈子裡，會成為親

證本來離言絕相的真如之障礙。 

二、三學並重，戒行為基，漸修頓悟 

釋迦牟尼佛的教法，一般歸納為戒定慧三學，三學為一階梯式的結構。正如虛雲和尚所

說：「佛法的根本要義，乃是戒、定、慧三學，如鼎三足，缺一不可。」  

當然，也不是所有的人都必須三學並修，最上根者非無「一念頓超，上齊諸佛，不假修

持」的可能。但中下根器，特別是末法時代的修行者，應該踏實地步，三學齊修，「漸修頓

證」。一九四七年在南華寺上堂法語云：「老朽今天不是牽高就矮，若是個漢，也許會得由

戒生定，由定生慧，三學等持。說有次第，即非次第，是名次第。」即非次第者，謂次第亦

屬假立。 

三學中的增上戒學，經論中說為定慧二學的基礎，戒律鬆弛，歷來被強調為佛教衰敗尤

其是僧伽不振的根本原因。整頓戒律，被一致認作振宗興教的關鍵。虛雲和尚說：「戒住則

僧寶住，僧寶住則佛法永住。」他在〈上海居士林請普說〉（一九一一年）中指出： 

  

嗟茲末法，究竟不是法末，實是人末。因甚人末？蓋談禪說佛者，多講佛學，不肯學

佛，輕視佛行，不明因果，破佛律儀，故有如此現象。 

  

一如佛在《遺教經》中付囑眾比丘尊重珍敬波羅提木叉（別解脫戒）如佛在世，一生為

振興佛教而鞠躬盡瘁的虛雲老和尚在臨終前教誡徒眾：「你們此後如有把茅蓋頭，或應住四

方，須堅持保守此一領大衣。但如何能夠永久保守呢？祇有一字：曰『戒』。」他對戒律相

當內行，多次傳戒、講戒，認為僧尼持戒應以菩薩戒為體，比丘戒為用，體用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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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大師曾針對中國禪、淨二宗不重戒行、不重教理的流弊，提出在戒、教的基礎上鞏

固禪宗、淨土，虛雲和尚也表現出同樣的思想，他說：「現在的佛法，比較盛行的，是淨土

與禪宗。但一般僧眾，都忽略了戒律，這是不合理的。」強調「任修何種法門，總以戒為根

本」。  

對研究戒律、身體力行的弘一法師，虛雲和尚作為長輩，頗為敬重，為之作傳、作全集

序、事略序，稱讚弘一法師「觀機合宜，志弘南山宗旨，以救時弊，躬行實踐，行持是尚，

終身無懈，聞見生欽」。「於是世之知大師者，無不知有戒法；敬大師者，無不知敬佛法」。

顯然，褒揚弘一，意在教人重視戒律。 

虛雲和尚指出，持戒的前提，是要對佛法有信心，深信因果，關於因果業報的正見，是

按戒律自覺約束身口意的主導。他教人：日常生活中，事事要明因識果，「一舉一動，謹慎

護持，戒慎於初。既無惡因，何來惡果？縱有惡果，都是久遠前因，既屬前因種下，則後果

難逃。故感果之時，安然順受，毫無畏縮，這就叫做明因識果。……若明此義，則日常生活

逢順逢逆，苦樂悲歡，一切境界，都有前因。不在境上妄生憎愛，自然能放得下，一心在道」。

他在〈禪堂開示〉中說，辦道的先決條件，一要深信因果，二嚴持戒律，三堅固信心，具此

條件，才可決定行門，專一參禪。 

虛雲和尚以自己堅苦卓絕的行持，作了三學萬行齊修、戒珠清淨，經多年勤苦修行而漸

修頓悟的表率。他出家後先住山洞禮懺三年，在鼓山四年歷任水頭、園頭、行堂、典座等苦

差事，復住山洞修苦行磨淬身心三年，為報母恩朝禮五台山三年，後又朝拜名山勝跡，勤集

福智資糧。他百年如一日，始終保持衲僧本色，嚴守諸戒，艱苦樸素，清苦淡泊，總是一笠、

一拂、一鏟、一背架、一衲衣，不蓄金錢，不謀私利，不求名位，不包裝自己。即遇女性「解

衣相就」，亦持身如玉，毫不動心。他的禪定功夫，更是馳名宇內，多次創造出入定數十日

的奇蹟。他所住持的寺院，都按戒律清規，定有教習學生、客堂、雲水堂、禪堂、戒堂、庫

房、大寮、浴室、學戒堂、水陸法會、衣鉢寮、愛道堂、農場組織等各項規約，重振宗門風

規。他處處以身作則，親率大眾恪守規戒，平日二時課頌，早晚坐香參究，半月布薩誦戒。

如此長期苦修，難行能行，難忍能忍，磨練自心，積集福慧，才得以在五十六歲時開悟。這

一頓悟，應該說是三十多年漸修三學萬行，尤其是在逆境中刻苦磨練之果。他開悟後總結：

「自念出家漂泊數十年，……此次若不墮水大病，若不遇順攝逆攝，知識教化，幾乎錯過一

生，哪有今朝！」 

三、切實的參禪法要 

就振興禪宗而言，提供出適合當代人修學、能使人較快獲益見效的具體操作方法──禪

法，是比講經說法、建寺度僧更為重要的問題，可謂禪宗能否真正復興的關鍵。虛雲和尚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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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最大的貢獻，是他在多次禪七開示及許多指導信徒參禪的書信中，開示了適合時人參修

的參禪方法，其說法詳明具體，切實可行，是他自己和古今諸多禪人實修經驗的總結。 

虛雲和尚指出：禪宗之禪，本無定法，自佛陀拈花迦葉微笑，到達摩祖師來東土以後，

下手工夫屢有變遷，唐宋以前，禪人多由一言半語悟道，師徒間的傳授不過以心印心，並無

實法。平日參問酬答，也不過隨方解縛、應病與藥而已。達摩祖師和六祖開示學人最緊要的

話，莫若「屏息諸緣，一念不生」八個字，上根者一聞此語，一念頓歇，便於言下頓證菩提。

宋代以後，人根漸陋，說了做不到，祖師們不得已，才用以毒攻毒法，教人參公案，看話頭，

「目的在以一念抵制萬念，這實在是不得已的辦法，如惡毒在身，非開刀療治，難以生效」。

時至今日，人根更下，只有這參話頭一法，尚最合機宜。關於參話頭的方法，自大慧宗杲以

來，述說已多，然對其原理，揭示甚少，虛雲和尚對看話頭的原理作了明白的解釋，其所示

參看方法，也與前人之說有別，更容易下手。 

虛雲和尚依據《楞嚴經》觀音圓通法門「反聞聞自性」及《圓覺經》「圓照清淨覺相」

之理，說明參話頭的實質即是觀心： 

  

其實話頭即是念頭，念之前頭就是心。直言之，一念未生以前就是話頭。由此你我知

道，看話頭就是觀心。……看父母未生前的本來面目就是觀心，性即是心。「反聞聞

自性」即是反觀觀自心。「圓照清淨覺相」，清淨覺相即是心，照即觀也，心即是佛，

念佛即是觀佛，觀佛即是觀心。……行人都攝六根，從一念始生之處看去，照顧此一

話頭，看到離念的清淨自心。 

  

又說：「所謂話頭，即是一念未生之際，一念纔生，已成話尾。這一念未生之際，叫做

不生；不掉舉，不昏沈，不著靜，不落空，叫做不滅。」「『話』即是妄想，在妄想未起處，

觀照著，看如何是本來面目，名看話頭。」「所謂話頭，未說出前謂之話頭，若將既說出之

話參究，已不是參話頭，而是參話尾矣。」話頭，前人一般都理解為藉以發起「疑情」的工

具，而虛雲和尚則解釋為一念未生之處，看話頭又叫做「照顧話頭」，即是觀照一念未生之

處的心，此心即是心體、心性、父母未生前本來面目、清淨覺相，觀照此心，即是觀心（性），

即是反聞聞自性，即是「圓照清淨覺相」。話頭，只是借用來觀照心性的「敲門瓦子」。看

話頭既可以看其起處，也可以看其落處，此說見於憨山的參禪切要。〈答陶冶公居士十二問〉

答參話頭看起看落孰為當之問說：「若真用功人，法法皆圓，若初心人，反觀能參看者是誰。」

初修者看話頭有困難，也可以參話尾。以照顧此話頭未起處或話尾為參禪的下手處，可謂易

行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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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念未生時為清淨心之說，早見於天台宗二祖慧思大師的〈諸法無諍三昧法門〉，可溯

源於部派佛教分別說部等的心性本淨說，但同書中又說此為無始無明，需要以無始空觀破之，

方為見道。按南傳上座部佛學，一念未生之際的心為無記性的「有分心」，略同慧思大師所

謂無始無明。虛雲和尚雖然沒有明說此為無始無明或有分心，但他接著又說：由照顧話頭而

見到離念的清淨自心後，還要再「綿綿密密，恬恬淡淡，寂而照之，直下五蘊皆空，身心俱

寂，了無一事。從此晝夜六時、行住坐臥，如如不動，日久功深，見性成佛」。其意蘊與慧

思大師略同。又說：借助話頭這敲門瓦子，「以輕妄制伏粗妄，以毒攻毒，先將粗妄降伏，

僅餘輕妄，亦能與道相應，久久磨練，功純行極，最後輕妄亦不可得了」。 

虛雲和尚的多次開示中，指明了參話頭的諸般要點，主要者有四： 

第一，參話頭並非像某些禪人那樣，像念佛名和持咒一樣念話頭，若念話頭，萬劫亦不

得開悟，不如念佛。 

第二，看話頭不是聽話頭的聲音，不是用眼耳鼻舌身識來看，也不是用意識思惟卜度揣

測話頭的含義，「所謂照顧話頭，所謂反聞自性，絕對不是用眼睛來看，也不是用耳朵來聽，

若用眼睛來看，或耳朵來聽，便是循聲逐色，被物所轉，叫做順流。若單單的的一念在不生

不滅中，不去循聲逐色，就叫做逆流，叫做照顧話頭，也叫做反聞自性」。這即古人常說的

「離心意識參」。 

第三，參話頭不是善惡不思，空心靜坐，莫將心待悟，必用參究工夫。〈復金弘恕居士

書一〉指出：「善惡不思，與麼觀去即是，不用參究功夫，與看話頭有異。請勿誤解六祖對

惠明所說『不思善不思惡，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來面目』為肯定語。後句實是問話，著

眼處就在這裡，大須仔細。（謹案『那個』二字，黃檗禪師與玉琳國師均做『如何』，其為

問詞，毋庸置疑。）若不思善不思惡即是，已墮空亡外道矣。」參話頭者靜中若忘失話頭，

空空洞洞的，糊糊塗塗的，什麼也沒有，只貪清靜境界，名「空亡無記」，是最要不得的禪

病。〈說禪境偈示胡宗虞〉云：「定中絕念沈昏寂，坐內無疑墮死空。」 

第四，參話頭要發起疑情，這是參究的要中之要。自宋代淨土宗盛行以來，宗門中最流

行的參話頭法，是參「念佛的是誰」，天下叢林大多數禪人，莫不從此入手，虛雲和尚認為

這確是最當機的話頭，最容易發起疑情。從「念佛是誰」發起疑情的關鍵，是「誰」字，「誰」

字的答案，就是心性，是唯證才知的。他說： 

  

看話頭先要發疑情，疑情是看話頭的拐杖。何謂疑情？如問念佛的是誰，人人都知道

是自己念，但是用口念呢，還是用心念呢？如果用口念，睡著了還有口，為什麼不會

念？如果用心念，心又是個什麼樣子，卻沒處捉摸。因此不明白，便在「誰」字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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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輕微的疑念。但不要粗，愈細愈好。隨時隨地，單單照顧定這個疑念，像流水般不

斷地看去，不生二念。若疑念在，不要動著它；疑念不在，再輕微提起。 

 

參「念佛是誰」四字，最著重在個「誰」字。……行住坐臥「誰」字一舉，便最有容

易發疑念。……故誰字話頭，實在是參禪妙法。 

  

參話頭，就是要參這「誰」字，未起時究竟是怎樣的？對這一問有疑，在這「疑」的地

方去追究它，看這話到底由哪裡而來？是什麼樣子？微微細細地去反照，去審察，這也就是

反聞自性。參「念佛是誰」的具體方法是： 

  

你自己默念幾聲「阿彌陀佛」，看這念佛的是誰，這一念是從何處起的。當知這一念

不是從我口中起的，也不是從我肉身起的。若是從我身或口起的，我若死了，我的身

口猶在，何以不能念了呢？當知此一念是從我心起的，即從心念起處，一覷覷定，驀

直看去，如貓捕鼠，全副精神集中於此，沒有二念，但要緩急適度，不可操之太急，

發生病障。行住坐臥都是如此，日久功深，瓜熟蒂落，因緣時至，觸著碰著，忽然大

悟。 

  

對於由參「念佛是誰」到開悟的進程、要點、可能發生的弊病，虛雲和尚有詳悉的指陳。

如〈禪堂開示〉指出：初參話頭時，疑念粗，只叫做「想」；漸漸狂心收攏住了，念頭把得

住，才叫做參。再漸漸工夫純熟，不疑而自疑，不覺得坐在何處，不知身心世界，單單疑念

現前，不間斷，才叫做疑情，即真疑現前。此時無限輕安，身心一如、靜境現前，須知這是

初步功夫，是從煩惱心行到清淨，猶如濁水澄成了清水，雖然如此，水底泥滓尚未去了，故

還要加工前進。此時若稍失覺照，便陷入輕昏，明眼人一香板打下，馬上滿天雲開霧散，很

多人因此開悟。此時若沒有了疑情，為無記，又叫做「坐枯木巖」、「冷水泡石頭」，在這

種境界裡，坐一千年也是空過。此時要提（覺照）。要「單單的這一念，湛然寂照，如如不

動，靈靈不昧，了了常知，如冷火抽煙，一線綿延不斷。用功到這地步，要具金剛眼睛，不

再提，提就是頭上安頭。昔有僧問趙州：『一物不將來時如何？』州曰：『放下來。』僧曰：

『一物不將來，放下個什麼？』州曰：『放不下挑起去。』就是說這時節此中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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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說：參禪有初用功和老用功兩種難和易。初用功的難，在於偷心不死，妄想習氣放不

下，或吃不得苦，或將古人言句作解會，或害怕除妄想而除不了，或立志和妄想拼命而弄得

吐血發狂，或怕落空而空不掉、悟不來，或將心求悟，或一兩支香清靜便生歡喜而著歡喜魔，

或避喧向寂而做了動靜二魔王的眷屬。 

初用心的易，在於只要「放下來，單提一念」，便能度過難關。若妄想來了，由它來，

總不理會它，妄想自然會息。所謂「不怕念起，只怕覺遲」。妄想已起之時，仍舊提起正念，

則邪念自滅。總以覺照力釘著這句話頭，話頭若失，馬上提起。若提起正念而不懇切，話頭

無力，妄念必起。故用功夫必須勇猛精進，如喪考妣。古德云：「學道猶如守禁城，緊把城

頭守一場，不受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參禪不參則已，既決心參，就要勇猛精進，

如一人與萬人敵，直前毋退，放鬆不得。最好是利用妄想做工夫，看此妄想從何處起，見妄

想無性，當體立空，即復我本無的心性。若昏沈，可瞠開眼睛，把腰稍提一提，則精神自會

振作起來。此時提起話頭，不要太緊、太細，緊則易散，細則易沈。總之，「只要生死心切，

咬定一句話頭，不分行住坐臥，一天到晚把『誰』字照顧得如澄潭秋月一樣的，明明諦諦的，

不落昏沈，不落掉舉，則何愁佛階無期呢」！ 

老用心的難，在於百尺竿頭不能進步。老參上座工夫純熟，真疑現前，此時有覺有照則

散亂，仍屬生死，無覺無照，又落空亡，坐在死水裡浸殺。或在明白當中停住，能靜不能動，

不能得真實受用；或觸境生情，取捨如故，欣厭宛然，粗細妄想，依然牢固，所用工夫，如

冷水泡石頭，不起作用，久之也就疲懈下去，終於不能得果起用；或領略古人幾則公案便放

下疑情，自以為大悟，而不知已淪為魔眷；或錯會達摩「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

可以入道」及六祖「不思善不思惡」義，坐在枯木巖裡，以化城為寶所，認異地作家鄉，婆

子燒庵公案，即罵此等死漢。 

老用心的易，在於只要「綿密做去」。要知道回互用功，要窮源徹底，要事理圓融，要

動靜無礙，不要死坐，不要沈空守寂貪著靜境。如果貪著靜境，不起回互之助，即是死水中

魚，無有跳龍門的希望。若停在靜境，應立即提起本參話頭，抖擻精神，於百尺竿頭，再行

邁進： 

「不自滿，不中輟，綿綿密密做去，綿密中更綿密，微細中更微細，時節一到，桶底自

然打脫，若或不然，找善知識抽釘拔楔去。」 

又指出：參話頭有四病，各有其對治的藥方： 

(一)話頭看不住。應還看「誰」字，待散沈少不忘「誰」字時，看一念起處，看到一念無

生，乃真看話頭。 

(二)死握敲門瓦子念話頭，在話尾上用心。也應向念起處，看到一念無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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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即從此一念起處，驀直看到無念心相，逐漸過了寂靜，粗妄既息，得到輕安，就有了

種種境界出現：或不知身坐何處，或覺輕飄上騰，或見可愛人物而歡喜，或見可怕境界而恐

怖，或起淫欲。此皆魔，著即成病。應只照顧本參話頭，一念不生，佛來佛斬，魔來魔斬，

一概不理他。 

(四)已上正軌，妄想歇，身心自在，正好振作精神用功向前，此時要注意「枯木巖前岔路

多」，或於此昏沈停住，或得慧解作詩文起我慢，皆屬魔境。應向至極處邁進，直到高高山

頂立，深深海底行，再撒手縱橫去。 

虛雲和尚還開示了打坐參禪時的諸多須知事項，諸如： 

坐時切不要把話頭向上提，上提則便會昏沈；又不要橫在胸裡，如橫在胸裡，則胸裡會

痛；也不要向下貫，向下貫則肚脹，便會落於陰境，發出種種毛病。「只要平心靜氣，單單

地把『誰』字如雞抱卵、如貓捕鼠一樣地照顧好，照顧得力時，則命根自會頓斷」。 

  

跏趺坐時，宜順著自然正坐，不可將腰作意挺起，否則火氣上升，過後會眼屎多，口

臭氣頂，不思飲食，甚或吐血。又不要縮腰垂頭，否則容易昏沈。 

  

用功太過急迫，覺心中煩躁時，宜萬緣放下，功夫也放下來，休息約半寸香，漸會舒

服，然後再提起用功。否則，日積月累，便會變成性燥易怒，甚或發狂著魔。 

  

有些受用時，境界很多，不要去執著它，便礙不到你。俗所謂「見怪不怪，其怪自敗」。

「雖看見妖魔鬼怪來侵擾你，也不要管他，也不要害怕。就是見釋迦佛來替你摩頂授記，也

不要管他，不要生歡喜」。 

虛雲和尚也採用宗門傳統的機鋒棒喝接人，也常拈提宗門公案啟人參究、勘驗禪人。劉

瞻明〈滔天一筏的虛雲大師〉說他「接引後進也，單提正令，不稍假藉；每於一機一境上，

隨事指點，俾聞者當下獲益」。如一日弟子慧章侍師共食，老和尚舉箸云：「分別美惡是凡

夫，不知香臭是木石，離此兩邊試道一句！」又如曾舉趙州茶、雲門餅公案，云：「諸位正

在吃茶吃餅時了會麼？如若未會，當體取吃茶的是誰？吃餅的是誰？大抵古人念念合道，步

步無生，一經點醒，當下即悟。若人吃餅，不知餅的香味，即同木石；知餅的香味，即同凡

夫。如何是離此二處？會得即是衲僧本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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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和明代的紫柏、憨山一樣，更多用平實的語言教人參修，不故弄玄妙，不亂作棒喝。

這大概出於對濫用機鋒棒喝的弊端之反省。 

虛雲和尚教人的這套禪法，融和了諸家禪的精華，在臨濟看話禪的基礎上融和曹洞禪法，

既有臨濟的威猛峻烈，又有曹洞的穩順綿密，還有雲門的簡明、法眼的博採眾長。 

四、在動用中勤修萬行，久經磨練 

宋元以來，禪宗叢林中逐漸流行打七、閉關的修行方法，不少人認為開悟必須要多打坐

乃至摒絕一切世事，入山住洞，閉關專修。就連虛雲和尚，也說自己「少年就想住茅蓬，放

下萬緣」，但他以後明白了盛唐禪宗本來不用這種方法，多在動用中開悟，世、出世間本來

不二，動靜一體，厭喧求靜、避忌俗務，是為偏執，適成悟道的障礙。他在〈坐禪須知〉中

說：「平常日用，皆在道中行，那裡不是道場，本用不著什麼禪堂，也不是坐纔是禪。」 

他在方便開示中教誡徒眾：「應須放下身心，精進求道，於動用中磨練考驗，漸至此心

不隨物轉，則工夫就有把握了。做工夫不一定在靜中，能在動中不動，才是真實工夫。」並

舉元末黃打鐵和當代雞足山僧具行為例，說明這個道理。黃打鐵為一鐵匠，聽人說淨土法門

而生信心，每天一面打鐵一面念佛，終日打鐵，終日念佛，不覺疲勞，日久功深，不念自念，

漸有悟入，臨終預知時至，告別親友，說偈曰：「丁丁當當，久煉成鋼，太平將近，我往西

方。」乃泊然化去。具行為虛老在雞足山剃度的徒弟，不識一字，原有煙酒等嗜好，出家後

全斷，終日種菜不休息，夜裡拜佛拜經，常替人縫衣，縫一針念一聲觀世音菩薩，後朝禮四

大名山，臨終時也做到生死自在。這說明「動用中修行，比靜中修行還易得力」。〈復星州

卓義成居士〉函中說：「悟道不一定皆從靜坐得來，古德在作務行動中悟道者，不可勝數。」 

悟道即是悟心，要在於日常待人處事上，行住坐臥中，一舉一動，一言一語，念念攝持

自心，觀察自心，磨練自心，「凡一切處事接物，逆順境緣，降伏此心。處眾則溫柔此心，

臨財則清廉此心，事上則忠誠此心，御下則寬和此心，待人則公平此心，分物則平等此心。

乃至一切處、一切時，皆所以磨練此心，收攝此心」。如此勤修，日久功深，才有開悟的可

能，此即所謂「漸修頓悟」。他曾舉香嚴鋤草以瓦礫擊竹而悟公案云：「這是香嚴二十年打

成一片的消息。」意謂香嚴之悟，絕非偶然，是他二十年漸修成熟的果實。更何況「悟道僅

為真正修道的開始」，開悟之後，尚須勤修菩薩行六度，以四攝攝化眾生，弘法度眾，功圓

果滿，才可能真正成佛。 

隱避山林，不事王侯，確是禪宗的一大傳統，中國佛教因而被近世日本學者稱為「山林

佛教」。虛雲和尚曾舉唐‧汾州無業禪師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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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德道人得志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腳鐺中煮飯吃，過三二十年，名利不干懷，財寶

不為念，大忘人世，隱跡岩叢，君王命而不來，諸侯請而不赴。 

  

這種傳統，自有其經典依據（經中有「比丘住山佛歡喜，住在鬧市佛擔憂，比丘應住阿

蘭若」等說法），表現出佛教徹底出世間的超然精神，也使高隱幽棲的禪師倍受世人尊敬。

但大乘佛法，終究以普度眾生、嚴淨國土為職志，若菩薩們都遁跡深山，遠離眾生，不管國

家社會，何以行六度四攝等菩薩道？誰來弘法利生？特別是在佛教面對諸多挑戰、面臨存亡

關頭的二十世紀初，像虛雲和尚這樣真正發了菩提心以弘法護教為己任，誓將「天下眾生一

擔挑」的高僧，哪裡能安心坐在深山裡只管自己了生死？他雖然也多次入山閉關，但一生大

部分時間，都在為弘法利生忙碌不已，辦學講經，席不暇暖，為復興祖庭叢林，親自設計操

勞，擔磚運瓦，挑水和泥，修好一座寺廟，交與他人住持，又去修另一座，所謂「挑雪填井

無休歇，龜毛作柱建叢林」。他住持的叢林，皆繼承唐代叢林傳統，農禪並舉，雖然也坐香

打禪七，而更強調在勞作中修行，他處處率眾耕作自養，對耕植經營之事頗為內行。為爭取

佛教權益，他「荊棘林中強出頭」，請願說情，奔走呼號，「峰頂直鉤尋釣鯉，海中撥火欲

烹漚」，知不可為而為之。如他〈自題照像〉所自述： 

  

數十年來，共修羅宅；駐十六寺，五興祖剎，披心瀝膽，受盡折磨。……有詢佛法，

無言可說，教令耕耘，但莫休息。搬磚弄斧，針灸透穴，饑餐渴飲，與世無別。 
我近十年來，含辛茹苦，日在危疑震撼中，樹謗受屈，我都甘心。只想為國內保存佛

祖道場，為寺院守祖德清規，為一般出家人保存此一領大衣。 

  

他曾自嘲：「自家大事猶難顧，專為他人耽甚憂？」自答：「問渠為何不放下，待眾苦

盡那時休？」「問渠何故尋煩惱，擔子加肩未敢休！」這一切，皆出自他拯救眾生的大菩提

心和護教弘法的熱忱，如其辭世詩所表白：「但教群迷登覺岸，敢辭微命入爐湯。眾生無盡

願無盡，水月光中又一場！」雖然肩荷重擔，含辛茹苦，但他以禪的般若慧超然處之，不為

所累，如其〈自贊〉所云：「作空花行，辦水月務，降鏡中魔，夢修六度。燈籠露柱酬妙用，

禪機拈作敲門戶。」  

虛雲和尚為弘法護教操勞奔走、辛苦創業的作略，一改古代禪人遁跡山林的作風，使有

「教在大乘行在小乘」之嫌的禪宗，重現出大乘入世擔當的雄風，對中國佛教的現代轉型，

作出了具有深遠意義的貢獻。他雖然沒有公開提倡「人間佛教」，但他的行持所表現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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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關注人間的人間佛教精神，與太虛大師等提倡的人間佛教思想其實是甚相一致的。過

去多把虛雲老和尚看作與太虛大師對立的舊派人物，這是只見其表而不知其裡。 

 

五、禪淨融通 

虛雲和尚雖然力弘禪宗，但因人根、時勢等因緣，座下參禪開悟者雖不無其人，但畢竟

太少。《年譜》載，一九四七年弟子寬鏡問：老和尚座下修持有心得者究有幾人？答：「現

在連找一個看門人竟不可得，遑言其他。」大概出於這種原因，自五代北宋以來，淨土宗越

來越盛行，宗門下大禪師如永明延壽、真歇清了、楚石梵琦、紅螺徹悟等，紛紛提倡淨土、

力修力弘淨土，甚至被尊為淨土宗祖師。禪淨雙修乃至由禪歸淨，成為宋明以來中國佛教發

展的趨勢。禪、淨兩家，也時有爭議，或立足於禪宗貶淨土宗，或立足於淨土宗貶禪宗，或

主張禪淨相違而不宜雙修，或遊移於二家之間而不知所從。虛雲和尚則屬佔主流的禪淨融通

一流，他對禪淨關係，談論不少，專門作有〈參禪與念佛〉、〈禪宗與淨土〉等，其禪淨融

通思想，基本立足禪宗，與立足淨土宗而融通禪淨者有所不同。 

首先，虛雲和尚對淨土法門極為讚賞，認為此法門適宜於障重慧淺的末法眾生，常勸人

依淨土宗法念佛求生西方。據其弟子慧章法師言，虛雲和尚平時遇參學者，「先試以禪，不

契，則詔以念佛三昧。南華寺於禪堂外別立念佛堂，專修淨土。……嘗言禪宗雖一超直入，

非上根利智不能修。末法眾生障深慧淺，惟依持名念佛法門，得了生死，往生極樂國土」。

如其近侍弟子傳印法師，虛老即教他專修淨土。又如〈復星洲卓義成居士〉函云：「佛法無

高下，根機有利鈍，其中以念佛法門，比較最為方便穩妥。」〈示林光前寬耀居士〉函云：

「人人念佛皆成佛，動靜閑忙莫變差，念到一心不亂處，眾生家是法王家。」  

對力弘淨土宗的印光大師，虛老很是敬重，他在一九五二年印光大師生西十二周年紀念

會上所作〈老實念佛〉的講演中，稱讚印光：「腳踏實地地真修，實足追蹤古德，他體解《大

勢至菩薩念佛圓通章》的深理，依之起修，得念佛三昧，依之弘揚淨土，利益眾生，數十年

如一日，不辭勞瘁，在今日確實沒有。」一些參禪人常引證趙州從稔和尚「佛之一字吾不喜

聞」、「念佛一聲漱口三日」之言，反對淨土法門，虛雲和尚批評說：此等人只知道趙州禪

師說的前面幾句機鋒話，這是誤會。要知道後面還有幾句話：有人問趙州：「你的師是誰？」

趙州說：「十方諸佛。」「十方諸佛之師是誰？」趙州說：「阿彌陀佛。」 

  

參禪的人以趙州的話來謗念佛法門，真是冤枉了趙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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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雲和尚不僅常教人參禪，也常教人念佛，強調念時應心口如一，佛號由心而出，從耳

而入，一心不亂，莫令間斷。如〈在福建功德林佛七開示〉（一九三三年）說：「念佛的人，

從頭到尾，要綿綿密密，一字一字、一句一句不亂地念去，佛來也這樣念，魔來也這樣念，

念到風吹不入、雨打不濕，這樣才有成功的日子。」答〈揚州鄧契一居士問念佛書〉曰： 

  

世人若真為生死念佛，貴先放下萬緣，果能放下，情不戀世，於二六時中，將一句彌

陀放在心裡，念念不間，念來念去，心口如一，不念自念，念至一心不亂，休管生與

不生，莫問佛接不接，直至臨終寸絲不挂，自然決定往生無疑矣。 

  

又說：「時人念佛願生西，生貴信行願力堅，懺悔現前猶放下，恒憶佛號在心田，四句

百非一齊遣，直使妄念絕所緣。行人志能力行去，西方此土一齊圓。」與淨土宗諸師強調以

真信切願念佛往生基本一致。 

其次，虛雲和尚依參禪原理，融通禪淨，認為禪、淨其實一致，沒有高下之分。如答「參

禪念佛同否」之問說：「佛說一切法，莫非表顯心，安得禪淨門，妄自別淺深！一稱南無佛，

心光自發宣，了此話頭源，當下達本宗。」「參禪可以悟道，念佛忘了我，也能悟道。」又

說淨土法門「初入手與禪是二，及其成功，二而不二。惟念佛須攝心觀照，句句落堂；落堂

者，著實之謂也。句句著實，念念相應，久之自成一片。由事一心，而至理一心，能所兩忘，

自他不二，與參禪有何差別？」「參禪與念佛，在初發心的人看來是兩件事，在久修的人看

來是一件事，參禪提一句話頭，橫截生死流，也是從信心堅定而來」。〈參禪與念佛〉講演

中說： 

  

其實禪淨二法，是互通互融，相輔相成。譬如念佛念到一心不亂，何嘗不是參禪？參

禪參到能所雙亡，又何嘗不是實相念佛？禪者淨中之禪，淨者禪中之淨，禪淨本是一

體。 

  

這是元明以來禪淨融通論的家常話。他還用禪宗唯心淨土的道理解釋西方淨土：「西方

淨土在哪裡？經中明明說：若有人念佛七日一心不亂，彌陀便來接引，說明西方淨土在一心

不亂裡。一心不亂者，即離念也。實際理地，無一法可得，離心緣處。……今勸善知識，先

除十惡，即行十萬；後捨八邪，乃過八千。念念見性，常行平直，便覲彌陀。」 



《普門學報》第 19 期 / 2004 年 1 月                                               第 15 頁，共 16 頁 

論文 / 虛雲和尚的禪學思想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第三，虛雲和尚從禪宗的立場，反對只重淨土而否定禪宗。宋代以來，淨土宗中流行著

傳為永明延壽禪師作的〈四料簡〉，頗有高推淨土而貶低禪宗的語氣，淨土宗人常據之說參

禪不如念佛，印光大師即曾解釋此頌。虛雲和尚答客問的〈禪宗與淨土〉一文，回擊一些人

依據此頌對禪宗的低估。他懷疑此頌出自永明，謂平常留心典章，從未見〈四料簡〉載在永

明的何種著作中，當然流傳已久，也「不敢說它是偽託的」。就算是真，也大可商議：頌中

說「有禪無淨土」，難道禪、淨是二嗎？念佛人心淨佛土亦淨，即見自性彌陀，淨土與禪，

本來不二。禪宗乃佛最上一乘法，猶如純奶，後人日日摻水，永明看到這摻了水的禪，才說

「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路」，並非說純奶的禪「蹉路」。〈永明傳〉載，永明曾作禪、淨

二鬮，冥心精禱，乃至七度，若他認為禪不好、淨土乃本心所好，絕不會如此。他為法眼宗

第三代，豈會貶低禪宗。後人參禪誤認陰境，永明才說「陰境若現前，瞥爾隨他去」。若以

「既得見彌陀，恃佛威神，何愁不開悟」為可靠，這又是打錯妄想了。《楞嚴經》阿難白佛

言：「自我從佛發心出家，恃佛威神，常自思惟：無勞我修，將謂如來惠我三昧，不知身心

本不相代，失我本心！」難道釋迦佛不能惠我三昧，阿彌陀佛就能惠我三昧嗎？ 

  

虛雲平生沒有勸過一個人不要念佛，只是不滿別人勸人不要參禪。……希望一切行人，

不要再於〈四料簡〉中，偏執不通，對禪淨二法門妄分高下，就不辜負永明禪師了！ 

  

第四，虛雲和尚主張禪、淨可以雙修，但應以一為主，以餘為助。〈上海居士林請普說〉

（一九一一年）云： 

  

但起行宜辨正、助，或念佛為正，以餘法作助，餘法都可回向淨土。 

 

若禪者以打成一片之工夫來念佛，如斯之念佛，安有不見彌陀；如念佛人將不念自念

寤寐不異之心來參禪，如斯參禪，何愁不悟？總宜深究一門，一門如是，門門如是。 

  

〈致馬來西亞麻坡劉寬正居士函〉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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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既徘徊於禪淨之門，則何妨合禪淨而雙修，於動散之時，則持名念佛；靜坐之際，

則一心參究念佛是誰？ 

  

據此，他主張的禪淨雙修，基本上是參禪時用禪宗方法參，念佛時用淨土宗方法念，即

「禪、淨兼修」，但兩者有共同點：皆以一心不亂為要。從現有文獻中，尚未看到虛雲和尚

講將禪、淨二宗合於一持名念佛而修的「禪淨合修」法。 

虛雲和尚的禪學思想，是近現代中國佛教的智慧結晶，是因應時代而對傳統禪宗法門的

改革和發展，在今天仍然有寶貴的實用價值，尚流傳於叢林中，指導著許多人的修行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