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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趙州柏林禪寺佛學院開示

智海長老主講徒孫弘傳記錄

        各位法師！各位同學！今晚承明海大和尚慈

悲！要我在這裡為大家談談佛法。我們中國佛教是

以大乘佛教為主，也包括小乘佛教，中國大乘佛教

有八大宗，連小乘二個宗共有十個宗。這八大宗裡

有偏於教義的，也有偏於修行的，但是偏於教義方

面的也有修行的道理；偏於修行方面的也有偏於教

義的道理。譬如說從印度傳到中國的，第一：三論

宗，三論就是中論、百論、十二門論，有時候再加

上大智度論叫四論宗，這一個宗簡單說就叫空宗。

空宗根據經典的就是大般若經，文字最長，共有六

百卷。我在 1982 年閱了一遍，大概閱到第十三卷

聞到了異香，傳說昔年太虛大師，在普陀山閱大般

若經是開了悟的。

第二：唯識宗，是根據六經十一論，六部經第一部

是《解釋密經》有五卷八品，全是法要。它在分別

瑜伽品裡頭是講修勝解行的，就是講如何修止觀，

對佛法能生起殊勝的了解，這是佛對彌勒菩薩說：

如何修止觀的方法。在地波羅蜜多品，佛又對觀世

音菩薩講如實行，是講如何修六度萬行，就是行六

度萬行。其中為什麼第一是說布施、第二是持戒乃

至第六是禪定？為什麼先後的次第是這樣呢？那在

《解釋密經》裡頭說的很清楚。

再說那十一部論，第一部是瑜伽師地論有一百

卷。從印度到中國的論，一百卷的有二部，一是大

智度論是屬空宗的、二是瑜伽師地論是屬有宗的。

這部瑜伽師地論，等於是一部佛學辭典，裡頭很多

名詞，我們平常說法相宗，又說唯識宗，那是怎麼

樣分它的界限呢？法相宗、就是分別宇宙的萬有，

或心識裡頭種種差別，就是以瑜伽師地論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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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宗、就是講萬法唯識，以唯識三十論為代表。

太虛大師把這兩個宗合成一個宗，叫法相唯識宗。

近代佛教太虛大師把整個佛教分為三大系：一

法性空慧學、二法相唯識學、三法界圓覺學，這三

個系就都包括了。後來印順老法師，又根據太虛大

師三個系也分了三系，名詞變了。即是性空唯名、

虛妄唯識、真常唯心這三系了，不過我還是喜歡太

虛大師那三系的名字。

第三：天臺宗，是天臺智者大師以五時八教、判釋

如來一代時教。天臺宗的五時：第一華嚴時、第二

阿含時、第三方等時、第四般若時、第五法華涅槃

時。天臺宗的八教是化儀四教和化法四教。化儀四

教是頓漸祕密不定。化法四教是藏通別圓。所以天

臺宗主要是以法華、涅槃、大智度論、中觀論等為

所依據的經論。

第四賢首宗，根據華嚴經判五教就是小始終頓圓。

1946 年我在北京，親近慈舟老法師是學的五教，

最初我在紅螺山住的時候，就背過天臺四教儀。賢

首宗五教的小始終頓圓和天臺宗的四教比較，多了

個頓教。賢首宗的小教，就是天臺宗的藏教，但始

教裡面包括有空宗和有宗唯識的道理在始教裡頭，

這是五教的不同點。譬如天臺宗講般若如幻如化的

道理是在通教、講唯識的道理是在別教。五教的終

教是講理事無礙的道理。頓教據說是因為當時唐代

禪宗很興盛，是根據楞伽經判的頓教。楞伽經是達

摩祖師帶到了中國的，裡面分有四十一個門，有講

「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

五法：就是名、相、妄想、正智、如如。名、相互

為客，這些都是我們眾生的虛妄分別，我們現在修

行是要去那些虛妄分別，不要在名相上起執著，要

以真正的智慧起觀照，然後把那些名相都看空了、

看假了，才能達到如如不動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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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性：是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圓成實性。但

是這三自性，可以說以圓成實性為究竟，以依他起

性為重點。這依他起性，就是說眾緣所生的一切

法、一切法都是從因緣所生。依他、他是什麼？他

就是眾緣。一切有為法都是依著他種種的緣而生起

的，因為從眾緣生起的這些個東西，都是假的是空

的，我們眾生執著它，才起了遍計所執性；如果不

執著呢！遍計所執性就沒有、就空了。空了就在依

他起性上就達到圓成實性了，這就是緣起性空的道

理。圓成實性有兩種道理：一種是他本來的圓成實

性﹙圓滿成就真實﹚，就是一切法的本性真理，本

來諸佛出世若不出世，真理是永遠存在的，並不是

因為佛出世才有真理，不過因為佛出世才把這個真

理告上我們，讓我們不要迷惑，我們才知道什麼是

真正的真理，這是一種本來，從無始以來，諸佛出

世若不出世，真理是永遠有的。

另外一種是，真正要在依他起性上，觀一切法都是

假的、是空的、無有自性，才能達到圓成實性，就

是要依解起修，依修而証到圓成實性，這一種是要

有修有証的圓成實性。所以我們要學佛修行，因為

我們人人都有佛性，這是本有的。如果我們最後成

了佛，好像釋迦牟尼佛修行了三大阿增祇劫，最後

証到了什麼呢？還是証到本有的。在天臺宗圓教有

說：「從來真是妄，今日妄皆真；但復本時性，更

無一法新。」等將來成佛所証到的東西，沒有新的

東西，証到的就是原來本有的，並不是另外有個什

麼給你得到。但是這個法是這樣說道理也是對的，

可是修行要真達到那種境界，是很不容易的，但不

是不可能的，這是說三自性。再說「八識二無我」

八個識大家都知道，前五識、第六意識、第七末那

識、第八阿賴耶識。二無我是人無我、法無我。在

楞伽經裡有說，禪宗講究頓悟，在頓教裡頭，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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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五教裡頭加一個頓教。

再說華嚴宗和天臺宗都有圓教，所不同點是華

嚴宗的圓教叫別圓，天臺宗的圓教叫同圓，別圓是

因為釋迦牟尼佛說華嚴經，都是以神通力加被四十

一位法身大士所說的，就是對十住、十行、十迴

向、十地、等覺，對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說華嚴經，

叫別圓行佈，是很次第的分佈列出來所以叫別圓。

在天臺宗，因為釋迦牟尼佛說《法華經》是最

後說的，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九年，最後說的是法

華涅槃，其他的法在前面都說過了，最後講法華經

所以叫純圓獨妙、同圓就是純圓、不是次第，直說

開示悟入佛之知見一乘法門的道理。

以上三論宗、唯識宗、賢首宗、天臺宗，這四

個宗是偏於教相，又有什麼分別呢？三論宗、唯識

宗是從印度傳過來的；天臺宗、賢首宗是在中國創

立的宗，譬如說天臺智者大師、賢首國師，集其兩

宗的大成，才有這兩宗。但是我們研究，為什麼又

出來天臺宗、賢首宗這兩個宗呢？不是有三論宗、

唯識宗就夠了嗎！我們學佛人，都知道佛教原來是

印度來的，但有時懷疑中國的怕有問題，我還是要

根據三論唯識吧！我相信各位也許會有這個想法，

我是有過的。因為什麼呢？天臺也好、賢首也好，

祖師的註解裡邊會有中國儒家的文化，這不是佛說

的，這有一點問題，所以難免令我們生起疑心，恐

怕學的不是真正佛法，為了給我們同學明白。現在

我對這個疑惑是一點問題也沒有了，為什麼呢？因

為佛教到每一個地方，要適應那個地方的環境文化

風俗習慣民情，不然弘揚不出去，不得不這樣說。

我舉一個例子，現在是物理科學時代，有時候你要

去弘法，難免不提一提，現在科學如何如何，現在

要用電腦弘法，你看哪一部經上有電腦呢？沒有，

沒有就不是佛教了。可是你現在沒有電腦，在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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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裏好像沒辦法生活，我們以前都不想用，被弄得

沒辦法，時代、文化，讓你不用不成，這不能說對

佛教沒有幫助，對不對啊！所以方便就是真實是不

好懂的。

我以前在紅螺山老師父教我讀《妙法蓮華經》，裡

面有方便品，這方便品是《妙法蓮華經》的中心

點，叫開權顯實，妙法就在那裡頭，我心裡頭有點

疑惑，為什麼妙法叫方便，不叫真實呢？後來慢慢

才知道，真實是沒辦法講的啦！開口便錯，舉念即

乖，那你懂嗎？不懂，那就又悶著了，那不得要想

辦法讓你懂得嗎？好像小孩沒有糖吃要哭了，母親

因為沒有糖，就拿一個小樹葉，握在手裡說，你不

要哭，我這兒有糖！小孩馬上先止哭了，所以先止

哭、這是方便。然後等他長大了再說我沒糖呀！因

為從前你小，我不這樣哄你、你就還哭啊！媽媽心

疼你！這個方便就是真實，你不能說這個沒有用。

這就比喻我們眾生根性的問題啊！因為我們不

是等覺大菩薩，跟你說等覺菩薩的大法、沒有用。

再說你不是博士，跟你說博士論文，這也沒有用，

其實呢！到了最後還是這個，就是剛才說的証到究

竟了還是本有。我舉個例子，我們當小學生讀的

1234567890，誰還不知道呢？可能幼稚園都知道。

但是你讀數學到讀博士學位，你所用數學的數字，

還是離不開這十個字， 1234567890，但是那個道

理就不好懂了。

所以佛說法，佛是大慈大悲，佛有權巧的智

慧，能用種種方便、種種譬喻、種種因緣，說種種

的法呀！都是有因緣的，所以說到最後方便就是真

實。現在是講為什麼中國佛教會產生天臺宗賢首宗

呢？因為適合中國人的口味，它裡面注重提倡修

行，不管天臺宗賢首宗，裡面都提倡念佛法門的。

天臺宗說修止觀，也注重念佛，賢首宗有華嚴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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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昧論，都是提倡念佛的。關於這個問題，我以前

在香港大嶼山住茅蓬，就是以念佛為主，念經是念

法華經，另外是看印光老法師的文鈔，對於其他的

經論，沒有看那麼多，但是因為住過佛學院，總是

也知道一點。

有位太虛大師的學生，這一位法師叫曇缽老法

師，他曾在南京住持過毗盧寺，這位老法師很有本

事、學問好，那時候他在香港荃灣山上住茅蓬。有

一天他去大嶼山看我，我就給他切麵吃、弄樣小

菜，就是這樣子。吃完麵之後、二人閒談，我就請

問老法師，我說三論宗和唯識宗都是印度來的，我

們沒有疑惑，那我們中國的天臺宗賢首宗跟那二個

宗比較，您以為到底我們要怎麼辨別呢？曇缽老法

師就說，三論宗唯識宗，是偏於學問的；天臺宗賢

首宗裡面是注重修行的、他說他就是太虛大師的學

生，他說學三論宗唯識宗的人，多份道心比較差；

學天臺宗賢首宗的人，多數會增加道心。哎呀！他

這一句話，把我提醒了。我跟各位同學說啊，如果

各位同學沒有這個問題就不用說，如果也跟我一

樣，今天就應該解決了。我們看天臺宗賢首宗，這

兩宗創成了整個的中國佛教、印度沒有，但是也是

根據經論、並不是沒有根據自造出來的，都是引經

據典，但是裡面乎合中國人的口味，提倡修行、而

弘揚大乘佛法的教義。

那八大宗除了三論、唯識、天臺、賢首？另外

還有禪淨律密四個宗，比較都偏重修行，禪宗、淨

土宗、律宗，誰也不能排斥，律宗是以戒為師、密

宗他們也是講持咒，一天修學，這些宗也都有經論

的根據。

我們這裡是禪宗、古佛道場，今天到了趙州祖

師的道場，以前常聽善知識講啊！什麼是佛法？什

麼是祖師西來大意？雲門餅子趙州茶、喝茶去，還



7

有狗子無佛性，各位看看狗子無佛性這句話，我們

認為狗子有佛性，以前倓老法師說過一則公案，他

老說有一個縮口的瓶子，裡頭裝上水、把一個小烏

龜放進去養，那個瓶子的口小肚子大，那個小烏龜

在裡頭漸漸長大了，那瓶子口出不來了，你能不能

想辦法讓牠出來呢？瓶子還不能打爛，各位看看！

老法師講這則公案典故，我們就是怎麼也想不出辦

法、弄牠出來，不打破瓶子，還要讓牠出來，怎麼

出來呢？大家懂得這個意思不懂呀！再說狗子無佛

性，你認為如何？所以我相信我在這兒，是搬門弄

斧，這兒是趙州祖師道場。

還有一句話，他說：只管他說有佛性無佛性，

我還是無佛性，這一點後來他開悟了，為什麼？就

是考驗你一句話頭，不要東倒西歪，你參話頭，今

天參這個、明天參那個，開不了悟，你就一句話頭

死認到底，到最後因緣時節一到，自然會有消息。

這樣禪宗不容易修，所以我們念佛，諸位修禪、那

是上根人。

禪宗很多公案，我看了一些、也不是很多。

「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規」。馬祖一次在南獄，

有一天正在打坐，有位懷讓禪師，他就問馬祖你在

這兒打坐幹什麼？馬祖說：我想成佛。後來懷讓禪

師就在馬祖打坐的旁邊拿一塊磚就磨、磨給他看，

馬祖就問懷讓禪師，你磨磚做什麼？懷讓禪師說：

我想做鏡子，馬祖就說：磨磚豈能做鏡？你磨一輩

子也照不見人。懷讓禪師就說：磨磚不能做鏡，那

打坐豈能成佛嗎？這句話把馬祖說住了，起了疑情

了，這個有道理啊！那我應該怎麼辦呢？那馬祖跟

懷讓禪師說：如何才是呢？南獄懷讓禪師就說：我

問你，如果有一頭牛拉著一個車，這車不走的時候

呢，你是打牛、還是打車？馬祖從此開悟了。各位

懂這意思吧！這個意思是說，誰是牛、誰是車？



8

這就好好的參去了。

我再講一個禪宗四祖道信禪師，到南京牛頭山

法融禪師那裡，因為法融禪師閱過《大般若經》之

後，就到哪兒去用功，四祖道信禪師到哪兒問法融

禪師，你在做什麼？他說我在觀心，四祖道信禪師

說：「觀是何人、心是何物」。這一下子法融禪師

答不出來了。那時候四祖道信禪師已經天下聞名，

可是沒見過面還是不認得，所以當時法融禪師開口

說：莫非是道信禪師嗎？這時候道信禪師回答說：

不敢當、就是我。法融禪師一聽，久仰大名，當下

起來向四祖禮座。

再說明朝有一位藕益大師，藕益大師早年是在

杭州雙徑坐禪開悟的，他有兩句話說：「雙徑坐禪

始解文字之縛」，文字才綁不住他了，看什麼經都

能懂。在明朝那麼多出家人裡頭，只選出來四大高

僧，其中有一位就是藕益大師，大家都知道。有一

次，藕益大師問一個人：你看過《大寶積經》嗎？

他說我沒看過，大師又問：那你看些什麼呢？他

說：我喜歡看禪宗語錄，藕益大師說：你為什麼不

喜歡看經，喜歡看語錄呢？他說語錄裡頭啟發性很

熱鬧，看經呢！有時看得平平默默。藕益大師就

說：如果你喜歡熱鬧就不如看三國誌、水滸傳了。

我們應該知道，在中國佛教裡頭有這麼一句話說：

經富論貧，因為經是佛說的、論是祖師作的。論有

兩種：一種是宗經論、一種是釋經論。宗經論、就

是根據佛經寫的論文；釋經論，就是註解，是解釋

佛經的。但是為什麼說經富論貧呢？因為佛經看的

愈久道理就愈微妙；論呢！是給人研究的，你研究

懂就不想再看，奇怪的很，誦經能誦一輩子，而且

還會有感應，當成一種修行；那論呢！只是研究了

解明白道理，要當修行的不大多，就是這個意思。

        談到禪宗的機鋒轉語公案很多，但是真正參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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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功夫啊！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記得 1947

年，我在天津參加打禪七，挨了很多香板啊！那次

禪七是北京真空老和尚主七，我在那七天當中，挨

了不少香板。但是什麼叫話頭？還是不懂，什麼是

疑情？跟本也沒有疑起來，光是腿子痛、挨香板。

唯一就是喜歡聽真空老和尚講開示，真空老和尚是

北方開悟的一位禪師，比如說，在禪堂裡跑香的時

候，他突然冒出一句話說：不往空處跑、竟往有障

礙的地方跑！哎呀！好有意思呀。他又說：修行就

像剝大白菜一樣，剝了一層又一層、剝了一層又一

層，等你剝到中間沒得剝了，這叫什麼？道剝千層

皮、愈剝愈微細。真空老和尚的意思是說，原來我

們修行啊！就是在這兒剝我們的皮，什麼是我們的

皮呢？面皮、當面關。 誰要是說我一句不好聽的

話，我當下受不了，這個面皮我就剝不下去了。今

天說我忍耐一次、明天遇到事又不成了，所以還得

剝，要剝了又剝。就是修行過了一關又一關、過了

一關又一關，這是不是白過關了呢！不是白過的，

應當說過一關少一關，所以叫「道剝千層皮、愈剝

愈微細」。這位真空老禪師講的開示，真是能啟發

我們的心，我們在那打坐他講開示的時候，句句話

都在點我們的心。

達摩祖師從西天到中土來，不是說：「直指人

心見性成佛」嗎？但他指我們的心，我們要如何知

道這個心呢？不然也是白指。當時只有一個慧可大

師，才能理解，叫做覓心了不可得。達摩祖師到這

邊就是傳這個禪，傳到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中間到了趙州祖師這兒，趙州祖師的公案，我在親

近慈舟老法師，他老講經的時候曾經提過，我們今

天來到柏林禪寺，看到牆上寫著趙州祖師活了一百

二十歲，但是八十歲的時候還有行腳參學啊！所以

說：趙州八十猶行腳、為的什麼呢？因為有位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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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如何是「裏二外八」？趙州祖師回答說：拿來

老僧充饑。因為趙州祖師他開了悟、他知道是吃的

東西，他答出來了，雖然知道是吃的東西，但是不

知道是什麼？這東西到底是什麼呢？所以後來又去

參學。有一天走在路上，中途肚子餓到了一間小店

吃點心，有個小孩出來說：師父您吃什麼？趙州祖

師說：給我一個裏二外八，待會兒那小孩就拿出來

了，他說我要裏二外八，那小孩說這就是裏二外

八！趙州祖師一看，原來就是這個東西，我知道拿

來老僧充饑，但不知道是什麼？原來就是這個、這

叫什麼？也叫金寶塔，就是窩窩頭。原來做窩窩頭

時把麵先和好了，拿在手裏，把兩個大手指往麵裡

面一插，裡面兩個大手指頭，外面八個手指頭，這

叫裏二外八。趙州祖師八十歲參學，就是參學這

個，大家看趙州祖師當時用心如何？今天趙州古佛

就在這兒，各位同學有福報，能有這樣的殊勝因

緣，親近明海大法師，能在古佛祖師道場學佛法，

將來都能弘揚佛法，廣度眾生，作大善知識，祝福

各位。今天就講到這裡，謝謝大和尚，下次再見！

  

                                                                           柏林禪寺方丈明海法師以
                                                                                 趙州祖師拓像贈與                     
                                                                                     智海長老留念
                                                                            

智海上人在趙州柏林禪寺

     與主持明海法師
 (前排左三 ) 合照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