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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要領序一 

 

   虛雲 

 

 

    戊子春夏之交。金弘恕居士。將其師劉洙源居士佛法要領一書。並往來函札 

數十通。彙而付諸梓。問序於衲。時方有事於雲門祖庭復興工作。不遑執筆為文 

字。未有以報。後二年。孫張清揚居士。復謀刊此書。重以序請。辭不獲命。乃 

為之詞曰。劉居士此書。寥寥萬言。闡述一代聖教。揭其旨歸。示初學以從入之 

途。明白精當。求之近人著述中。得未曾有。學者得此以為津梁。進探大藏。庶 

幾不致擔麻棄金矣。書中所言觀心一法。原係古法。但用之今人。微嫌不契。古 

人根利。單假觀照。便可直造心源。今人根器不及古人。若用觀照。每易沉觀不 

進。諸祖觀機設教。遂易以看話頭起疑情方法。俾行人疑至極處。忽然打破疑團 

。即得親見本來面目。不至沉滯修途。故近世宗門用功。每重疑情。觀照之法。 

遂鮮行用者矣。此就恒人而論。若果是過量大人。則直下承擔。便無餘事。說一 

觀字亦多矣。尚安用疑情為哉。此原書未及之處。學者不可不知也。至於修行之 

本末理體。劉居士書中言之極中肯要。當無俟衲之再贅矣。聞居士後出家受具戒 



。法名昌宗。且已圓寂。法運衰歇。哲人長逝。其感傷為何如哉。 

 

 

雲門老衲虛雲序 

 

 

 

佛法要領序二 

 

    演本 

 

自清季迄今。百有餘年間。四川出生兩聖者。一大儒劉止唐。一菩薩劉洙源。議 

者謂兩大德。乃不一不二。一願而前進。一人而兩現。此緣揣測之說不具論。請 

略述其實際之貢獻。劉公止唐。德性學力。出類拔萃。著易書詩。三禮春秋。五 

大部恒解。暨四書恒解。孝經直解。古本大學質言。與史存等傑作。共十一部。 

一百四十三卷。(國史列傳。成都印行。)劉公洙源。歷任四川大學教援。立德立 

言。純粹以精。深於佛學。暢讀諸經。別具法眼。於達摩初祖。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之要旨。指示來學。慈悲痛切，一片婆心。婉如印光大師之弘淨。分道揚鏕 

。浙江上虞金弘恕居士。與公有大因緣。一如莊生之於李老。金居士殷勤請示如 

鑰投鎖。於往還十八通書札中。剖示詳細。度盡金鍼。凡獨居無侶之士。得此一 

冊。如法修持。保證免入歧途。初版上海大法輪書局主任陳法香居士。協助流通 

。未幾四川第二次重版。又未幾。台灣印經處印行第三次版。第四次版。現在暹 

羅曼谷開始重刊贈送。中泰僧俗弘法願深。十方讚仰。推動法輪之無比。勇毅堅 

誠。如謝普揚廖振祥等諸大德。均大菩薩。弘誓大願。來此人間。昨謝居士來書 



云。此一種希有法寶。已在曼谷起印。囑記一言。僅進蕪辭二句如下： 

 

        希有難聞之示導 

        一超直入之南鍼 

 

 

 

一九五五，三，三十，演本敬誌於 

    金馬崙  三寶壽  退省關 

 

 

劉洙源先生略歷 

 

    先生名復禮。字洙源。別號離明。年七十三。四川中江籍。前清拔貢。北京 

經科大學畢業。長文學通三禮。歷任四川高級師範。成都大學。四川大學。文學 

教授。棲心竺典。澹泊自處。創辦成都佛學社。獨任講筵十餘載。歸向者甚多。 

尋退隱深山。時應鄰邑之請。講說不絕。 

    先生早歲精唯識。曾著唯識學綱要數萬言。海潮音社刊行之。晚耽禪悅不喜 

著作。只存講稿數篇。門第子展轉傳鈔。得之者如獲至寶。今徇弘恕請編次付印 

。名曰佛法要領。乃先刊于覺有情。以結法緣。然後製版流通。以垂久遠。 

    先生遁世不求知故。知之者甚少。茲從陳法香兄言。不得已違先生意。略敘 

其概。以作介紹。 

 

 



弟子金弘恕謹述 

 

 

    又先生晚年出家。法號上昌下宗。一九五零夏。在白雲寺圓寂。是夜寺上白光 

衝天。遠近見者甚眾。云詳載覺有情十一卷八期。 

 

 

佛法要領 

 

 

四川中江劉洙源先生說 

弟子王靖寰記 

 

 

上編  四句要義 

 

 

    丙戍五月，中江劉洙源先生，道過廣漢，駐軍周參謀長朗清先生留請說法， 

先生以初未準備經論，說者聽者皆無依據，驟然印書，倉猝不能遽辦。乃曰：吾 

有四句要義一為何事？二依何義？三修何行？四悟何法？試為君等演說如何？僉 

曰：願樂欲聞，惟希說之。爰記先生所說于次，倘有錯謬，請教正之。 

 

 

 



 

一為何事……明心見性 

 

 

    近來人心多好佛法，或家庭奉佛、或朝山燒香，或勤布施，或修供養，或受 

三皈，或守五戒，或誦經念佛，或持咒修法，或精研教理，或專修禪觀。種種不 

同，信佛則一。吾今欲發一問，諸君如是勤修，究為何事？勞身苦體，費精神， 

耗時日，而不辭。志願安在？彼將云：聞佛法奇特，吾故好之，世俗成風，吾從 

眾耳。余曰：此非答我所問。彼又云：欲脫苦耳。貧者欲求富饒，病者欲祈疾癒 

，困厄者希通達，沉淪者冀超昇。余曰：此言近似，尚非真實。彼又云：欲除業 

障耳。今生之苦，皆由前生惡業所招：今將去惡行善，以期業障消除，免受苦報 

。余曰：此言似矣，猶未盡也。彼又云：欲斷煩惱耳。人生造業，由煩惱起：今 

將斷滅煩惱，庶幾苦果不生。余曰：此言似矣，猶未盡也。彼瞿然曰：斷煩惱， 

除業障，離苦得樂，此乃佛法正宗，云何而猶未盡？布施持戒，禮拜供養，誦經 

念佛，持咒修觀，此乃佛法正行，云何而猶未盡？吾將以此自度度他，豈尚有遺 

憾耶？余曰：且稍安毋躁，當為子說之。大凡談理必窮根源，作事必問根由。子 

所談者，在佛法中非無其義。但是枝葉末節，若向這裏做去，立志雖佳，枉費精 

神。經云：「未知真實法，不名為布施。未知真實法，不名為供養。」余今例此 

，再作數語：未知真實法，不名為持戒。未知真實法，不名為禮拜。未知真實法 

，不名為誦經。未知真實法，不名為念佛。未知真實法，不名為持咒。未知真實 

法，不名為修觀。君未說到真實處，所以我不認可。經曰：「因地不真，果招迂 

曲。」又曰：「欲修大行，須知因地法行。」世人□□，不此之求，所以徒勞無 

益。今為君等發明真實，事半功倍，可乎？僉曰：願聞。曰：真實法者，吾人之 

心也。此心以有覺性，故謂之佛性。為萬法之本，故謂之法身。永不變易，謂之 



真如。性非虛妄。謂之實相。無所不知，謂之菩提。（菩提是正智，故無所不知 

。）寂靜不動，謂之涅槃。萬法之性，謂之法性。凡此種種名稱，皆是吾人真心 

之異名。人人本有，箇箇圓成，近在心內，無勞遠求。成佛作祖，是此一心。宗 

門謂之明心見性，心即性也。（心性是一，出華嚴經。）所謂真實法者，即此心 

也。我輩人人有心。而不自知，長劫受苦，豈不可憐！學佛無他，明心見性而已 

。（明悟自心，徹見本性。）如果明心見性，煩惱不待斷而自斷，業障不待除而 

自除，諸苦不待滅而自滅。三寶不言供養，而已供養自心三寶。布施不施一金， 

而其所施勝過七寶。不持咒而自得印明，不誦經而十二部經無不通利。若從根本 

下手，果大功高如是，君等奈何不圖？先德云：眾生依業有，業依惑有，惑依識 

有，識依心有。心是最終究竟處，不通此一著，意識長在，煩惱旋斷旋生，業障 

旋消旋萌，苦果永遠不除。譬如伐木，去其枝葉，來年又生，有何了期？若斷根 

蒂，永不再發。是故佛說未知真實法，不名為布施供養者，意在策勵世人，知真 

實處，在吾自心。（此義出華嚴經，及般若經，其文甚廣，可研閱之。）不然， 

修因無果，何以故？果在真實處故。不然，經云：「心是惡源，形為罪藪。」（ 

此心是識心，與上真心別。）倘未明白真實所在，如何能斷煩惱。除業障。出苦 

海耶？為何事者，為求明心見性也。 

 

 

 

 

二依何義……依二空義 

 

 

    吾人已知佛性即是自己真心，然則真心體相究竟如何？曰：真心無性，其體 



 

一切國土。永明禪師云：（真心自體，非言所詮，湛若無際之虛空，瑩若圓明之 

淨鏡，毀讚不及，義理難通。）世人不知真心廣大圓明，妄謂此心在我身內，所 

以長劫輪迴，受苦無窮。今欲明白自己真心，第一莫認四大假合之身為真；第二 

莫認六塵緣影之心，以及山河大地為實。佛法入門，有二要義：一者眾生空，二 

者萬法空，眾生不空，謂之我執。萬法不空，謂之法執。何謂我執？謂我能主宰 

是也。主宰即是意識，非真有我。如果我能主宰，誰人肯入地獄：甘做畜生餓鬼 

？故知身中無我，全是意識分別執著。意識是生死根本，急宜斷除，不可姑息。 

所以大乘菩薩先修無我觀，以得人空。何謂法執？法者內之五根，（眼耳鼻舌身 

）外之五塵，（色聲香味觸）皆是四大（地水火風）造成，謂之色法。受想行識 

，謂之心法。色心二法，其性皆空，眾生不知，認為實有，起惑造業，生死不絕 

。佛法教人修法空，法空者，即空六根六塵六識諸法也，悟一切法，皆無自性， 

其體本空，名得法空。世人皆為我執法執所蔽，所以不知自己真心，大乘法門， 

若要悟心，先須信入人空法空之理。千經萬論所說法義，不外二空。若能信入， 

則悟心有期，剎那  

益。云何知無我耶？如果我能主宰，則臨命終時，妻室財產皆可攜去，何故不能 

？天上樂土，作惡之人皆可往生，何故不能？二俱不能，主宰安在，且一人之身 

，六根均動，豈有六我耶？如以六根為我。死者六根尚存，何以不能行動？故知 

無我。經云：（一切眾生，皆由著我，若離此著，則無生處。）云何知無法耶？ 

根身器界，在人類共業同分中，見以為實：餘五道中，各有不同。可見六道之中 

，各各自變六塵境界，皆由業識所造，安有定法？故知一切人事營為，都是業風 

驅遣，識心所生，猶如夢幻泡影，空而不實。經云：（不知諸法空，恆受生死苦 

。）若能悟入二空，便證無生法忍，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由是言之，學法 

，唯學二空之義。 



 

 

 

 

三修何行……修般若行 

 

 

    佛法要領，不出教理行果。教理即蘊處界諦緣起，如上一心二空說。果則十 

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等。知教理而欲得果，非起行不能辦。今當論行，行有 

萬端，以六度為總，經中自在說法，或說一行：發菩提心是。或說二行：曰智慧 

，曰方便。或說三行：曰戒定慧。或說四行：曰四居處。四居處者，一慧、二戒 

、三施、四定，或說五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止觀。或說六行，曰六度 

。六度者，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行門雖多，六度括盡。此六 

度義，有無量門。茲略說三門：一六度義相，二六度所對治，三六度能入理，云 

何義相？萬行俱從菩提心流出，合之為菩提心，分之為六度。無顧戀心為布施， 

無持犯心為持戒，不忤一眾生為忍辱，念念不斷為精進，心不流動為禪定，知萬 

法空為般若。云何對治？對治六道，出三界輪迴故。立施度，對治餓鬼道。立戒 

度，對治地獄度。立忍度，對治畜生道。立精進度，對治修羅道。立禪定度，對 

治人及六欲天。立般若度，對治色無色界天。云何入理？隨順法性故。法性體無 

慳貪，立施度。法性離五欲，立戒度。法性離瞋惱，立忍度。法性離懈怠，立精 

進度。法性常定，立禪定度。法性離無明，立般若度。此六度法，要以般若為主 

。經云：（五度如盲，般若如眼。）布施無般若，惟得一世榮，後受餘殃債。持 

戒無般若，暫生上欲界，還墮泥犁中。忍辱無般若，報得端正形，不證寂滅忍。 

精進無般若，徒興生滅功，不趣真常海。禪定無般若。但行色界禪，不入金剛定 



。萬善無般若，空成有漏因，不契無為果。據瑜伽，菩薩行有四：一六度行，二 

道品行，三四攝行，四神通行。要之，俱以般若為主。佛法雖分大乘小乘一乘三 

乘，四諦悉已括盡。世間因果，為苦集二諦。出世因果，為滅道二諦。滅為佛果 

，道為菩薩行。般若為道諦體，故般若為要行。 

 

 

 

 

四悟何法……悟緣生法 

 

 

    學教參禪，俱圖大徹大悟，徹悟之境，即是無生法忍。學人一心求悟，究竟 

悟何種法耶？曰：悟緣生法，何謂緣生法？曰：緣生法者，因緣所生之法也。一 

切諸法，緣會則生，緣散則滅；非有而有，幻相不實；有即非有，當體是空。曰 

：緣生之相，既是虛妄，云何悟相便為登峰造極耶？曰：見性不真，不能了相： 

見性真實，便能了了見森羅萬象，都是自己本性上因緣所生，謂之妙有。故學法 

要著，須明緣生性空。若見緣性，則脫緣縛。（緣性者，緣生之性，即是佛性。 

十二因緣是輪回相，佛性是輪回性，見佛性則輪回頓斷。緣縛者，即是十二因緣 

輪回之縛也。）故證性即了緣生，了緣生即證入真性，是一事也。大乘學人，入 

門便教觀緣生法，為將來悟入正因起見。此義云何？佛法以空為主，說空以因緣 

為宗，因緣即是緣起義。（緣起即緣生）凡夫不信，外道不知，小乘權教雖知而 

不徹底，唯大菩薩學佛乘者最須於此著眼。何也？佛說心地，乃說二空，無緣生 

義，二空不成。人之識心，造善惡業，故有昇沈：而其真心本來不動，識心為累 

，枉受輪回。當知惑業苦三，皆由因緣所生，緣生性空，故曰人空。根塵亦是因 



緣所生，根塵無性，一切是空，故曰法空，若無緣生之義，人法俱實，真心不顯 

。有緣生義，人法俱空，真心顯現，得本法身，即為佛果。法身如虛空，故曰真 

空。真空體內，十方微塵剎海一切俱現。故涅槃經云：（佛性者第一義空，第一 

義空者即是智慧。）又深密經云：（若不了知無相法，雜染相法不能斷，雜染相 

法不斷故，壞證微妙淨相法。）若能悟入緣生，即證無生法忍，即是大徹大悟。 

大乘學人，當如是行，勉之勉之。 

 

 

中編  發菩提心 

 

 

    已說四句要義竟。由初句，知唯心。由次句，知心體空。由三句，知悟心不 

離般若。由四句，證真方能了俗。今當略說發菩提心。 

 

 

 

 

一  名義     

 

 

    發菩提心，具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簡稱菩提心，或云大乘心，或云 

普賢心，再簡云發心。義如常釋：阿，無也。耨多羅，上也，為無上心。三，正 

也。藐，等也，為正等心。三菩提者，三、正也，菩提、覺也，為正覺心。此無 

上心、正等心、正覺心，心字該通三項，各有所揀。初揀凡夫外道，凡夫不覺， 



外道邪覺故。次揀二乘，但了生空，偏覺故。三揀菩薩，菩薩因覺，未滿果位， 

非正覺故。 

     

    問：以上三心，如何融攝？以便下手。答：菩提心者，統為自性清淨心。此 

自性清淨心，生佛平等，人人皆具，不增不減。發者，發起也，開發也。（初心 

只是發起，見性乃名開發。）非觀照不能發起，非觀照不能開悟。故發心者，即 

觀此自性清淨心也。 

 

 

 

 

二  意義 

 

 

    問：云何為自性清淨心？云何觀自性清淨心？答：自性清淨心，即吾人之真 

心，亦名佛法，亦名法身，亦名真如，亦名實相，亦名涅槃，亦名法性，亦名法 

界。妄念依之，而成三界，為世界成立之本，人生緣起之源，眾生不知，無始以 

來，從未觀照，枉造輪迴，沉淪生死。佛法教人返觀內照。即是入佛性，入法身 

，入真如，入實相，入涅槃，入法性，入法界。頓斷輪迴，速出生死。是故佛法 

根本在心，行法根本在觀，大乘心地觀經云：（三界之中，以心為主，能觀心者 

，究竟解脫，不能觀者，永處纏縛。）涅槃經云：（能觀心性，名為上定。） 

 

    問：發心究竟為甚麼事？答：為見自性。吾故云：發心者，發見性之心也。 

學佛不求見性，即是外道；志求見性，方是佛子。 



 

    問：何以觀心便得見性？答：古德云：「若不觀心，法無來處。」蓋佛法都 

在清淨心上，返觀內照，始能引出佛性：一切三昧門，一切陀羅尼門，一切解脫 

門，一切神通門，一時俱得顯現。故知心是妙法來處，若不觀心，如何能引得出 

來？是以觀心為佛法第一妙行，諸行莫及。故華嚴云：「初發心時，即成正覺。 

」謂自心是佛，見自己真佛，即成正覺也。發菩提心論云：「若人求佛慧，通達 

菩提心，父母所生身，速證大覺位。」今人欲成佛，而馳心外求，哀哉！未曾發 

心，而修雜觀行，只得生天果報，不得出離輪回。 

 

    問：發心既是觀心，且又重要如是，究應如何觀乎？答：佛說觀心，有一句 

定義。文殊問經云：（不發，是發菩提心。）云何不發？謂不發一切求利益之心 

，及悲願有條件之心。蓋發心時，須要摒息一切外緣，離念清淨。生心動念，即 

 

。智行于內，不行于外，故不發為發。華手經云：（汝等觀是心，念念常生滅， 

如幻無所有，而得大果報。）龐居士云：（但看起滅處，此箇是真如。）其熟味 

之。 

  

    又有要義三：一。發心時，當知無能發者，此破我執。二。無所發之境界。 

三。無所發之方便。此二破法執。總以畢竟空，無所有，無所得，為歸趣。又發 

心時，如有妙境，及小小神通發現，急宜捨去，以此是無相法故，一切雜行，一 

切雜觀想，不得合入此中修。此指修三乘言，如圓頓教，即純乎合修。 

 

 

 



 

三  修法 

 

 

    修此法時分二：一趺坐，二觀心，說明於下： 

 

    一趺坐    擇清淨處，結跏趺坐。（先以左趾押右股，後以右趾押左股，令 

二足掌仰於二股之上。手亦右押左，安仰跏趺上。此為全跏，名吉祥坐。或但半 

跏，右押左上亦可。又有降魔坐：先以右趾押左股，後以左趾押右股，手亦左押 

右，禪宗多傳此坐，任人自擇，年老者端坐亦可。）身體端正，不動不搖。手結 

定印，（二手仰掌，右安左上，二大指頭相拄，安於臍下跏趺上。此名法界定印 

，能除一切狂亂妄想。）合眼斷光，閉口合齒，舌抵上顎，鼻對肚臍。背脊筆直 

。兩肩齊平，不偏不倚，如是而坐。 

 

    二觀心    觀心之法，先要休心息念。須將六塵萬緣，一概放下：善事惡事 

，都不思量，過去未來，一概不想。直觀當下念頭，憧憧往來，起滅不停；勿執 

著他，勿隨逐他，勿斷除他。只管細細靜看。妄念起時，一看不知去向：旋又復 

起，仍如是看：念若不起，只看著。久久純熟，看到一念不生，即與般若相應， 

發菩提心論云：（妄心若起，知而勿隨，妄若息時，心源空寂，萬德斯具，妙用 

無窮。）心性之妙如是，吾人平日之不相應，是為妄念所遮，是無明心。無明何 

所依？依真如而起。觀無明心即是觀真如心，觀心性即是觀無明心。何以故？真 

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之用故。觀而得定，即是真如三昧，為三昧之王，故 

名上定。 

 



    問：此種發心，有異名否？曰：有。觀上不念外境，故名無念行。一心不動 

，故名不動行。心無所緣，故名無相行。心不住境，故名無住行。用般若觀照， 

（觀時不起分別心）故名般若行。總之，常修此行，則離分別，離能所，即是離 

心意識，心意識離，真心自現。發心之能事，如是如是。 

 

   

  ○  事忙人，每日必須坐一次，每次至少半小時。若能坐二三次，每次一二小 

      時者方妙。愈多愈久則愈妙。坐時須要寬衣鬆帶，從容安詳，不宜當風， 

      不宜飽腹。坐畢緩動其身，徐開口眼，兩手搓熱，撫摩面目腰腹腿足，休 

      息片時，然後下坐。 

 

  ○  平時須將唯心之理，自心是佛，二空之義，諸法無性，常常思維，以作預 

      備。涵養省察，尤不可忽。當知世事如夢幻，人生若朝露，剎那無常，都 

      是空忙。如能發起冷淡想，厭離想，最易合拍。以一念萬年修去，即是。 

      勉之勉之。 

 

 

 

 

四  種類 

 

 

    發菩提心有二種：一世俗，二勝義。發悲願心，是有為法，名為世俗。觀自 

性清淨心，是無為法，名為勝義。世俗不能攝勝義，勝義則能攝世俗。 



 

    問：大悲大願，是佛法要行，何以此中揀去？曰：非揀去也。未見性人。悲 

願甚狹，見性時，乃能廣大，故見性為最急。所謂悲願者，上求佛道，下化眾生 

耳。今求見性。原為成佛利益眾生，即是大悲大願，何必更發。 

 

 

 

 

五  不發之失 

 

 

    發心為總相，其他觀行為別相，別必依總，總能攝別。涅槃經云：「雖信別 

相，不信一體無差別相，（即菩提心）名信不具。信不具足故，所有禁戒亦不具 

足，所有多聞亦不具足故。」古德云：（無菩提心，三歸五戒亦不成就，以不知 

佛法根本故。）其重要如此。今之人，學得一肚皮佛法，而於此茫然，何哉？ 

 

 

 

 

六  發心功德 

 

 

     

下： 



 

    一受生利益。  發此心已，得四種利益：一種子勝，以菩提心為種子故。二 

生母勝。般若波羅密為生母故。三胎臟勝，大禪定樂為胎臟故。四乳母勝，大悲 

長育為乳母故。 

 

    二得出家功德。居士不能得出家功德。維摩經云：（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心，即是出家。）是居士發心，與出家等，亦能得此功德。 

 

    三具足佛法。  維摩經云：（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一切具足。）毗婆 

沙論云：（此法門是諸佛之母，諸佛之父，諸佛之眼，無生法忍之母，大慈大悲 

之母，常常修習，功德無量無邊，大般若經云：（如以箭射物，或中或不中，以 

箭射地，無不中者。）發心成佛，如箭射地，無不成者。 

 

    四入劫超劫。  世人常嫌三大阿僧祇劫成佛，時期太遠。不知汝修雜觀行， 

尚在三大阿僧祇劫之外也。今日發心，未入劫者得入劫，已入劫者能超劫。 

 

    五諸佛授記，諸佛加被。  初發心時，佛與授記，群經有明文。如出生菩提 

經，大乘心地觀經，思益經，最廣在華嚴經。諸佛加被者，楞伽經云：（十方諸 

國土，所有無量佛，悉引光明手，而摩是人頂。）是諸佛常常加被如是行者。 

 

    六能轉女身。  藏中有轉女身經。佛說菩提心。八百居士婦，轉為男身。 

 

    七往生上品。  世人念佛，不知發心，縱得往生，只得中品下品？如能念佛 

而又發心，則可希望上上品生。觀經云：（不知第一義，不得上品生。）第一義 



即菩提心。他經尚多，茲不具引。 

 

    八遠離災橫  毗婆沙論云：（劫火官賊怨，毒龍獸眾病，侵是人者，無有是 

處。此人常為天龍八部諸佛皆共護念稱讚故。）此論略舉九種災橫：一劫難，二 

火難，三官事，四賊難，五仇怨，六毒害，七龍難，八惡獸，九疾病。其實一切 

災難，無不消滅。廣如華嚴，及瑜伽師地論。 

 

 

 

 

七  不揀門閥 

 

 

    賢劫經云：（星王如來，昔為牧牛人，於聲授如來所，初發菩提心。名稱如 

來，昔為織師，於電光如來所，初發菩提心。明燄如來，昔為守城人，於無邊光 

如來所，初發菩提心。難勝如來，昔為樵人，於堅固步如來所，初發菩提心。功 

德幢如來，昔為汲水人，於妙稱如來所，初發菩提心。力軍如來，昔為醫生，於 

大譬如來所，初發菩提心。）此段經有三種看法：（一）卑門：牧牛織師等人， 

皆非高門，故發心不拘身家。（二）得果：此六人皆得如來之果，可見發心不虛 

。（三）要道：彼等得佛果，不歸功於其他觀行，而歸功於發心，故發心為成佛 

要道。 

 

    問：發心固在速成佛，如一生不成，有果否？曰：有。從發心起，至成佛止 

，中間受生，瑜伽論中謂之增上生，言生生倍倍增加好處也。出生菩提心經說： 



欲求富饒豪貴，或作天王，隨意能得。何言無果？且能真實發心，十信以往，作 

十三種法師，即作十三種人天諸王。此義見仁王經，瓔珞經（上文受生利益，即 

是概括其果，論中謂之得四聖輪。）。 

 

 

 

 

八  儀軌 

 

 

    顯揚聖教論云：（於智者前，恭敬而住，起增上意，發誓願言：我弟子某甲 

從今日起，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欲饒益諸有情故，凡我所修六度等，一切 

皆為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我今與諸菩薩摩詞薩同行，願尊證知。）如是 

三說，即合儀軌。 

 

 

 

 

九  結論 

 

 

    余觀菩薩藏中，說發心義，約十之三。諸大師章疏中，分條詳釋，義門尤多 

。今略說如此。最後有三要義：一要信自心是佛，二要有善知識教授，三要肯精 

進觀心，具此三要，無不成佛。即剎那一修，亦種佛種。其功德之殊勝，非平常 



誦經念佛持咒以及其他觀行所可比擬。諸修學者，有緣聞此，其各珍重勉勵之。 

 

    以上為劉先生常常演說之義，大略如此。能生一念信心，剎那修行，功德已 

無限量，何況精進專修，果報不可思議。 

 

 

下編  略解楞伽（依據唐譯大乘入楞伽經） 

 

 

 

 

佛言：大慧，菩薩摩詞薩，依諸聖教，無有分別。獨處閑靜。觀察自覺。不由他 

悟。離分別見。上上升進，入如來地。如是修行，名自證聖智行相。 

 

    此段經文，佛答自證聖智行相，為頓教根本，今逐句釋之。 

 

    依諸聖教（宋譯作：前聖所知，轉相傳授。）依諸聖教者，先佛相傳之教， 

為聖教。所傳何法？廣則本經所明。其下手處，即達摩「外息諸緣，內心無喘， 

心如牆壁。」三句之義。（此偈共四句，第四句「可以入道」是果，用功只在上 

三句。）可知此言，是先佛所傳，非達摩杜撰，故應深信受持。  依者，言謹守 

此法，不得一絲出入，以期徹悟。 

 

    無有分別（宋譯作：妄想無性。）  此句是修行正軌，最要最要。何為分別 

心？即第六識。根塵相對，或憶念過去未來，枉造輪回，經中呼為六賊。今欲入 



法，應先停止此心，莫起分別。今作三段解：一初，二中，三後。初入觀時，先 

將根塵過未事，一齊放下，始為外息諸緣。教門謂之修止，宗門謂之休心息慮。 

妄念一息，心便寂靜，心若寂靜，般若乃生。先德喻之如珠吐光，還照珠體。珠 

喻涅槃心，（涅槃即寂靜。）光喻智慧。（智慧即般若。）光從珠生，喻般若從 

涅槃生。還照珠體，喻般若光明，還照法身。顯宗論云：「涅槃不生，能生般若 

。」故息緣為入手最要。中時，外緣已息，般若漸生。此刻應一心不動，故云內 

心無喘。（喘者，動也。）此不動時，即是無念、無住、無相。相雖有四，（不 

動、無念、無住、無相。）其行則一。後時，心如牆壁。此句狀無分別不動之相 

，最為吃緊，即是離識功夫。禪宗所謂如大死人，永絕餘想。又謂絕後再甦，欺 

君不得，即是此境，珍重珍重。枯木生花，於是乎在。 

 

    獨處閑靜（宋譯作：獨一靜處。）此句有兩義：一。獨處，謂一人專修，不 

約伴侶，華嚴經云：「獨一發心，不求伴侶。」是也。可知近世成群打七之非。 

二。閑靜者。謂擇清淨處所。遠離憒鬧也。獨處對人而言，閑靜對地而言。 

 

    觀察自覺（宋譯作：自覺觀察。）此句若如字面解，有觀察心，有警覺心， 

心緒紛然，成何事體？今謂不然，作三段釋：初釋觀，次釋察，後釋自覺。初釋 

觀，觀謂觀心，觀何等心？曰觀無明心。何以不觀真心？曰：真心自無始以來， 

為無明所熏所蔽，不能顯現。此無明，依何處住？依真心上住，如膠著漆，不得 

解脫，故曰住地無明。此無明。為生死根本，一分不盡，生死永在，故曰根本無 

明。學法欲求真，當從此住地無明下手，何也？伐木不斷根，灸病不得穴，絲毫 

無益。故二乘人與權教菩薩，斷得四住無明，不知住地無明：能免分段生死，終 

受變易生死。（輪回有二重：一。界內十二因緣，受分段生死。二。界外十二因 

緣，受變易生死。）一乘人從觀心下手，為破住地無明，生死永斷，所謂從咽喉 



上取血，此是成佛妙訣，最真最實，李長者曰：「根本無明，即是根本不動智。 

」永嘉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台宗云：無明體即是明，即是實相，即是法性 

。經中不勝繁引，皆指此著而言。初時觀生滅心，不執不著，不隨不斷，或一味 

休心息慮。兩法是一。常常觀照，即是般若熏無明。無明一破，法身頓現。一超 

直入如來地，不歷僧祗護法身，故稱之為圓頓法門。次釋察：察。謂監察，謂觀 

心時，有兩種監察：一者正念，二者正知。正念者，一心守護觀境，不准起第二 

念。遺教經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辦。」金剛三昧經云：「制之一處，眾緣斷 

滅。」制之一處，即是正念。先德云：「若不守心，得成佛者，無有是處。」正 

知者，如起信論云：「心若馳散，即當攝來，住於正念。」若不攝還，增長無明 

。監察機關，有此二種權力。禪門有喻云：「坐禪者如官吏，門外有二衛兵站岡 

，此二衛兵，一名正念，一名正知。」可謂善喻。三釋自覺：自覺者，言此監察 

機關，時常令正念守心，正知攝心，不令放逸。 

 

    不由他悟（宋譯作：不由於他。）  不由他悟者，到大徹大悟時，萬法自然 

從心顯現，不是他人授予。所謂無師智，自然智，是也，即是無生法忍。 

 

    離分別見（宋譯作：離見妄想。）  此句作兩句釋：一離分別心，二離諸見 

。先釋初句：此分別心，與上文不同，上是凡夫攀緣外境，此是行者攀緣觀境。 

不然，便是重複。云何攀緣觀境？此是無相法，不許有相。若現殊勝境界，或現 

佛菩薩像，或聞說法聲，皆是魔境，應嚴加拒絕。 

 

    若有取著，即是分別心起，便入魔網，故曰離分別。 

 

    次釋第二句：見者諸見，障人不能見道。諸見者，或云五見。（身見，邊見 



，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或云六十二見。起見者，謂於觀中，現出境界， 

以為或劣或勝，或與某經相合，或與某三昧相應，認為聖境，此即是見，必入魔 

網。佛藏經云：「發菩提心，只是離耳，離何等？一離欲，二離見。」「欲即是 

無明，見即是憶念。」華嚴論云：（見在即凡，情亡即佛」四祖云：「不用求真 

，惟須息見。」見之過患，可謂至重，故須離之。 

 

    上上升進（宋譯同上。）  上上升進者，觀心到此地位，應加精進，不間修 

行，暗中長進，不可限量。上上者，如在信位，升進十住，十行，十向，十地。 

步步增高，謂之上上升進。 

 

    入如來地（宋譯同）  如來地者，為大徹大悟之果。觀行純熟，不覺趣入， 

故此法門，謂之如來禪。 

 

    如是修行，名自證聖智行相（宋譯作：是名自覺聖智相。）  自證聖智行相 

者，自身內證聖智修行之相也。自證聖智，宋譯為自覺聖智。證者，見也。覺即 

是證，證即是見，二名無異。此即根本智，經論多名，華嚴謂之普光明智，即是 

本性寂照之用。華嚴云：（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即說 

此義。此智成就，即為成佛。楞伽云：（如來以智為身，智為體故。）又云：（ 

佛非人非蘊，但是無漏智。）此智即是行者報身佛。 

 

    云何名一乘行相？謂得證知一乘道故。云何名為知一乘道？謂離能取所取分 

別，如實而住。大慧，此一乘道，唯除如來，非外道二乘梵天王等之所能得。 

 

    此段經文，佛答一乘人入觀行相。大慧以與上章修法或異，佛以離分別為答 



，仍與上章義同。今略釋之。  何謂一乘行相？行相者，謂心念不住而住之相。 

一乘行相者，謂修一乘法安心之相也。離能取所取分別者，能取是見分，所取是 

相分，能所宛然，即是分別，應當離之。如實而住者，如作靜詞解，如即真如， 

實即實相，言住真如實相也。如作動詞解，如即如是之如，如實相而住。如實相 

而住者，不住根塵識，住於如如之理。此義最大，當引經證成。金剛三昧經云： 

「如如之理，具一切法，善男子，住於如理，（即如實而住，）過三苦海。（即 

三界之苦。）又云：「若住大海，（譬佛果，）則括眾流，（譬三乘，）住于一 

味，（譬守心一法，）則攝諸味（譬信、住、行、向、地。）」大涅槃經云：「 

譬如有人，在大海浴，當知是人，已用諸河泉池之水。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修 

習如是金剛三昧，當知已為修習其餘一切三昧。」觀心入理，即是修習金剛三昧 

，此三昧成，一切三昧，無不具足，故為圓頓。又金剛三昧經云：「大力菩薩言 

：何謂存三守一，入如來禪？佛言：存三者，存三解脫。守一者，守一心如。入 

如來禪者，理觀心如，入如是地，即入實際。）實際即真如法身。存三解脫者， 

言不證三解脫也。守一心如，即如來禪。經語分明如是，而世人不知，悲夫。華 

嚴經云：「初發心時，即成正覺，成就慧身，不由他悟。」即是此境。金剛經云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即是此經之如實而住。而生其心，即自證 

聖智現前也。本經偈云：「捨離此一切，（上文列各種禪，皆應捨去。）住於無 

所緣，是人則能入，如如真實相。）住於無所緣，即是如實而住。入真實相，即 

是如來禪。涅槃經云：「一切眾生，無漏智性，本自具足。」依如是修，無不得 

證。奈何不信？而甘沉淪三界乎。先德云：（妙得其門，成佛匪離於當念。若失 

其旨，修因徒困於多生。）思之  思之 

 

        華嚴經偈 

 



    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 

    若有欲得如來智，應離一切妄分別，有無通達皆平等，疾作人天大導師。 

 

 

 

 

佛法要領跋 

 

 

 

佛法廣大。根本在心。行門無量。主要在觀。直觀自心。見性成佛。此吾師中江 

劉先生說佛法要領之宗旨也。先生博通經藏。精研教觀。深山隱居。澹泊自處。 

年已七十有三。而精神矍鑠。誨人不倦；時應鄰邑之請。講說不絕。常曰：學佛 

不求見性，皆是附佛外道。志求見性。方是佛子。欲求見性。必須觀心；觀與不 

觀。實為學法生死關頭。三乘人觀心，不深不徹：唯一乘人頓見本性。頓成如來 

。故其教人：每令放下觀心。學者從之。多獲開悟。弘恕聞道已晚。因張君心若 

之介。始獲忝列門牆。十四年來。備蒙啟迪。循循善誘。殷懃懇切。嘗開示曰： 

學大乘法。以了一心為根本。若實了一心。則三明、六通、十力、四無畏，將不 

求而自至。故云：一切諸法。心為上首。神通人人具足。但得母子自至。又云： 

大彌陀經三輩往生，俱以發菩提心為本。不明四智。只生邊地疑城。觀經是心作 

佛。是心是佛。固皆以了一心為根本者也。一心難信。（一心即是自己真心）了 

尤不易。（見性方了）能了則入無學位矣。又云：修觀持名。二法平等。修觀者 

，能明白見。持名者，至一心不亂時，乃明白耳。此皆佛法真實了義。凡學佛者 

，咸宜知之。無奈弘恕根性愚鈍。雖受淨土觀法，未及專修；又值世亂，不遑寧 



處；迄無成就。慚愧甚矣。邇因體力衰弱，性好簡易。重請授我要法，以資修習 

。先生始以「發勝義菩提心」教之。并告之曰：發心者，發見性之心也。即觀自 

性清淨心也。華嚴云：「初發心時，即成正覺。」涅槃云：「能觀心性，名為上 

定。」均謂此也。乃至起信論之真如三昧淨土宗之實相念佛達摩大師之如來禪。 

名異實同。皆是觀心云云，始知禪淨二門。原是一法。旋復寄示講錄三篇。所傳 

具在。且更詳焉。展誦之餘。贊歎無盡。乃細加編次，呈請鑑定。名曰佛法要領 

。集資付印，以利學人。竊謂是書。言簡義精指歸一乘，示二空理。悟入緣生發 

菩提心。徹見本性。闡明楞伽玄義。揭示頓教根本。絜前聖之要領。為成佛之捷 

徑。所謂成就慧身。不由他悟。經藏奧旨。洩盡無遺者矣。學者苟能依此修之。 

則久久純熟。豁然開悟。明心見性。一念頓證。其福德智慧因緣之大。豈平常誦 

經念佛持咒修觀所可得而比擬哉。何以故？心性功德。無量無邊。不可思議故。 

此觀心法，是如來禪。只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迴非餘法所能及。故華嚴云： 

遊諸佛剎。不求此妙法。終不成菩提。」妙法者何？觀心是也 

。大乘心地觀經云：「此法難遇過優曇。一切世間應渴仰。十方諸佛證大覺。無 

不從此法修成。此偈大聲疾呼出佛金口。更有何疑。又云：「一切有情聞此法。 

欣趣菩提得授記。一切有緣得記人。修此觀門當作佛。」可見一發心即授記。一 

 

有緣人。如法修行。精進不退。皆得速證無上菩提。 

 

 

 

 

一九四七年丁亥十一月十二日 

 



 

弟子    金弘恕敬跋 

 

 

 

 

 

劉洙源先生書札--書一 

 

 

弟子金弘恕敬錄 

 

廿三年冬十一月廿八日 

 

 

 

 

    弘恕居士左右：頃奉  惠書，由張心若君展轉遞交，句法之殷，慕道之切， 

濁世罕覯，欽佩莫名。（僕）于佛法，但知信仰，造詣殊不敢言。尊示盛多稱譽 

，俱屬外間傳聞，絕非實事，讀之彌增惶悚。承問淨土法門，意欲筆談妙觀。夫 

修淨土，相沿有持名止觀兩種。持名普被群機，止觀須憑指授，止觀雖妙，不如 

持名之穩。  台端入道，宜從持名入手，請緩問津止觀。蓋禪定一法，須與授者 

同居，否則流弊百出，或趨入邪徑，或易致退失。故蓮池以後，唯提倡持名一法 

，不主修觀，用意深遠，絕無歧途。持名看來若易，其實徹上徹下，依教理之淺 



深以為淺深，依發心之廣狹以為廣狹，其生品之高下，則視乎行持緩急與生熟， 

與修觀者同功，萬修萬人去也。其法具在三經一論，不出信願行，南方盛行，   

台端何疑而枉下問？普陀印光法師，海內尊宿，專倡此教。（僕）與此師無一面 

緣，曾見所刊文鈔，雖衍舊說而多發明，不審  足下曾措意否？（僕）學行無似 

，愧無以塞明問，慚愧慚愧。雖然，亦有至切要之義相勗者。 

 

    我佛說法四十九年，凡經三百六十餘會，教義千差，歸宿無二，一言蔽之， 

一心而已。（一心即是真心）不了一心，便有外境，因之起惑造業，輪轉無有了 

期。若實了一心，則三明、六通、十力、四無畏，將不求而自至。故云：一切諸 

法，心為上首。（佛法與外道。其分界在此。）足下信佛，應如是信。不然，雖 

持名修觀，盡是外道天魔，非佛法也。何以故？心外有法故。此為根本法義。其 

次加行有二，一曰莫妄想，二曰耐冷淡。何謂莫妄想？凡對一切境界，並將為空 

，不可執著，以起想念。世間受生，皆由妄想所成，此乃生死根本，不可不知。 

何謂耐冷淡？世人造業，都由耐不得冷淡，既欲做箇出世賢聖。猶與世俗貪逐五 

欲無異：不惟佛不得成，閻羅老子不是瞎漢。今人于佛法，初患不得聞。及其既 

聞，又云人事太多不肯行。此無他，第一不了一心大義，第二任其妄想不停。何 

緣妄想？就因耐不得冷淡。此是大大病根。若先除此二病，心內自寂淨，智慧自 

光明，于佛法有趣向分矣。僕無知愚人，跧伏鄉井，感  公不遠數千里，馳書下 

問，謹以所學對，不審高明以為何如？手此頌禪悅不宣 

 

 

 

    劉復禮頓首 

 



 

劉洙源先生書札--書二 

 

 

廿三率冬十二月廿四日 

 

 

 

 

    澹園賢弟左右：頃奉手書，灑灑千言，備述家世履歷，及早歲入外道，近年 

憬悟，皈依三寶。希求為師弟。想見發心真誠，趣向勇猛，難得難得。如此求法 

，果能實行，斷無不成之理，請諦聽之。 

 

    佛法師弟，以道結合，與世間法微異。苟自信己心原是一尊真佛，聞而深信 

，用力進修，雖不列門牆，已為如來真子。如心外有境，禍福盛衰，名聞利養， 

常縈心念，雖修觀念佛，終日侍側，已是叛師背佛。  賢既欲敘師弟，（僕）自 

當攝受，般若因緣，非世俗勢利之比，即使不以師弟相稱，凡有問難，豈敢不以 

實告，勉之勉之。今將副所願，竭誠相教：弟既皈依印光法師，是大好事。此師 

是方今國內正法眼藏，禪也淨也，宗也教也，莫不深通。惟其願力，欲以淨土一 

法，普被群機，故專勸念佛。其教賢弟專心念佛，不必勞神研究經論。深有意趣 

。賢須努力奉行，此師知見極正，決不誤人。  來書復請淨土觀，若（僕）有所 

吝者然。此念誤也。佛法當機不授，為無慧眼，授非其人，為謗三寶。（僕）得 

足下勤墾。斷無不言之理，所慮者，恐無益有損耳。足下志趣甚佳，如肯真信， 

豈止生西如操左券，成佛作祖，亦是吾儕本分內事，絕非意外。來書曾述上年入 



同善社，此最害事，尤須緩學止觀，否則為害不淺。細繹來書，急求知解，此大 

難答覆。相宗剖析最密，自謂不喜看，仍以少看為妙。又言喜閱台宗書，豈能讀 

彼三大部耶？如果能讀，彼中頗斥神通，何以震駭如此？今想得一法，于念佛之 

外，每日讀六祖壇經數頁。此書極精要，含義極深極富。雖未必能解，讀之使知 

見端正，為益甚大。楊仁山列于佛學四書，其要可知。學法因地貴真。求了生死 

，求生西方，此正因也。求世俗果報，邪因也。求持咒靈驗，亦邪因也。求神通 

，亦邪因也。戒之戒之！我弟子中，雖有發通者，吾力斥之，今已不敢再以神通 

炫惑人矣。賢問日課如何定？努力念佛盡之矣。四字六字俱可，跏趺坐最妙。暇 

時加念普賢行願品。 

 

    書中更有應答者：一。學大乘法，以了一心為根本，念佛求生為專業。足下 

生計不裕，即營他業，未嘗不可。所謂治生產業，不礙圓宗，但不可犯十惡業耳 

。  二。了解一心之義，是大乘最上乘總綱，其義高出發願生西，不止萬萬倍也 

。  賢持咒誦經，于四悉檀中，尚在世界悉檀範圍內，我此兩書開示，俱屬第一 

義悉檀範圍矣。珍重毋忽。  三。律藏千言萬語，只有二義。一離惡行，二離欲 

行。離欲行復有二：一不邪淫。二斷正淫。邪淫是地獄因，佛所不許。正淫為嗣 

續計，居士無妨。除淫戒外，一切皆是離惡行。足下曾受五戒否？  四。修觀持 

名，二法平等，修觀者能明白見，持名者至一心不亂時，乃明白耳。  五。三明 

六通，二乘與大乘不同。不求自至者，所謂但得母，子自至也。  六。凡學法與 

文字無關，不識字人，一樣成佛，何況生西。  七。賢問平常日課有效驗否？凡 

念一聲佛，俱有功德，那得無驗。經中所言，都是千真萬確，佛無妄語，切勿生 

疑。又已發願即蓮花開，是確實說，毫無虛誑。吾棄大學教授，退居深山，已三 

年矣。近無著述，向年鈔撮，皆糞土也，可以不問。壇經一書，諸佛心要，不可 

妄解。逐日讀去，種佛乘種子，不可輕視。昨夜得書，今午作覆，近年山居，外 



間絕少書札，尤不喜作長函，感君七千里外來問，眼花手顫，草率已甚。吾與君 

廿年以長耳，頹唐如此，可悟無常迅速，宜及壯年努力前進。 

 

 

 

 

 

 

劉洙源先生書札--書三 

 

 

廿四年春二月十五日 

 

 

 

 

    昨日得書，問法懇切，令人起敬。措〔惜〕所陳之義，盡是邪知邪見，此由 

以前問津佛法，未得一箇明白人，故貽害如此。今于所問數端，修加駁正。從前 

知見，務希掃除淨盡。附佛外道書籍，屏之遠方，或付丙丁。一心念佛，莫求義 

解。如是積以歲月，或于淨宗有入門處。幸聽我說，善思念之。 

 

    君問如何了解一心，高出發願生西萬萬倍？此義是淨宗最上乘說，亦是淨宗 

常談，經中分明具有。大彌陀言三輩往生，俱以發菩提心為本。又言不明四智， 

只生邊地疑城。觀經說：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眾生心想中，乃至是心作 



佛，是心是佛云云，何嘗不以了一心為根本耶？如此修去，一生可望得無生法忍 

。常途信願行三字，固不可非，然于菩提心未注重，即使生西，難期上上品，何 

以故？未了一心故。一心難信，了尤不易。能了，則入無學位矣。然大乘法義， 

當從此入手，始為發心。君但信萬法俱在心內，諸佛眾生亦在心內，淨土穢土亦 

在心內，如是極力念佛，用功一年半載再問，莫憑口說。尋常念佛，不明此事， 

雖得往生，亦是下品。吾教君第一義諦，入手從了心趨入，自然高出萬倍，蓋吾 

為根器較好者，勉以了義之教，以發菩提心為基礎故也。教下言發心之書，文廣 

義博，猝難領解。吾用簡單法門相訓，但了一心，即攝諸義，即是真正發心。不 

了一心，雖發願往生，總滯邊地疑城。此種較世間法固優，終非我佛接引眾生本 

懷。吾之勸足下閱壇經者以此，此書未嘗言發心，而句句的指人心，言言都是究 

竟了義。足下自從容理會，此書發明無餘蘊。云何更問勝義諦耶？了一心，即真 

勝義諦也。勝義諦者，一心是也。謂之佛性，謂之真如，謂之法身，謂之法界， 

皆真心之異名，皆是我之自心。諸佛眾生，平等無二。如再不達，老實念佛，終 

有明白之日。但逐語言，則無希望。吾勸君常看壇經者，即以此書啟君菩提心耳 

，誰謂欲君參禪哉？參禪大法幢，近今濁世能建立耶？足下一聞壇經，便指出某 

種註解，及心燈錄。嗚呼，此種斷人善根之書，豈可寓目耶？大抵宗門之書，一 

概不需註解，凡作註解，皆是荒謬絕倫，附佛外道。何以故？宗門直指本心，令 

人自悟：一入義解，便塞悟門，永斷善根。故中峰大師於信心銘，證道歌，皆有 

 

燈會元、尊宿語錄、指月錄等，皆壇經絕妙註解也。應將前註，急急捨去。每日 

閱壇經，宜直心自悟，不解者闕之。十萬八千語，存而不論可也，萬勿穿鑿，以 

求義解。 

 

    君又有放下最難之問，當知放不下時，一心念佛，便能放下。淨宗珠清濁水 



之喻，正如此。心若馳散，便以佛號抵制之，久久自靜。凡學法。那箇不用苦功 

夫，如不用功，而遽能放下，何須學耶？念佛工課，足下可自訂之。吾意凡作一 

事，當以全力注之。如念佛。則盡日繫念于是，無有休歇。若訂時間，其休歇時 

多多矣，豈有成功之日，努力念，無間念，勉之勉之。念佛之外，所持諸咒，既 

曾學過，亦不必廢。只要知心為根本，一切法門，皆入第一義諦。 

 

    足下有二女而無子，當知觀音普門品云：「設欲求男，便生福德智慧之男。 

」  賢夫婦何不常念彼經，持觀音名號耶？既于淨業有益，又于願求有補，何事 

不作？佛法是一家言，但達心宗，而勤念佛，功德不可思議。其無效者，不肯長 

時修，心外有法，或作或輟耳。（如教奉行。已生四子。恕注） 

 

    足下既修淨土，五戒宜受。凡不作十惡業者，皆可受五戒。何以故？五戒十 

善業攝。瑜伽菩薩戒，六度四攝攝盡。君如真正發菩提心，不惟五戒宜受，菩薩 

戒亦宜受，當知菩薩戒，有在家出家兩種，瑜伽戒是在家出家公共之戒。能受， 

則于淨業為益極大，莫怕莫怕。當知能發大心，即應受菩薩戒，此戒以菩提心為 

根本，故于治生產業，生男育女，絕無妨礙。但受戒時，于己一面，只是發心， 

及明持犯開遮之義，在外緣方面，須得高行阿闍黎，為之羯磨，否則不能得上上 

品戒。 

 

 

劉洙源先生書札--書四 

 

 

廿五年夏六月廿四日 



 

 

    君有利人之心，如佛說言：自未得度，先度人者，何嘗不是？殊不知經中屢 

云：若自有縛，欲解彼縛，無有是處。又云：自不修行，欲他修者，終無是處。 

  足下如真欲利人，當精進無倦，使有成就。作六道父母，人天師表，是分內事 

。登報及口耳相傳，有何利益？ 

 

     

，（如雞伏卵熱氣一斷便無生意）有此三心，無不成功。夫佛有種種法，治眾生 

 

，乃有是處。四弘誓所謂法門無量誓願學者，是豎論，非橫論，莫誤會。豎論者 

學通一法，再學別種，以後有無量法門也，非謂一時並進。若一時並進。一法都 

不能成，有何利益？記之記之。 

 

 

 

 

劉洙源先生書札--書五 

 

 

廿六年秋七月七日 

 

 

 



 

    竊嘗聞之，法門無量，要從一門深入，乃有是處。故古者大師教人恆言：要 

有箇入頭處。夫所謂入頭者，各教不同。宗門以知有為入頭，次第禪法以初觀成 

就為入頭。以此例密法，事一本尊，當知亦爾。（鄙）意以為一有入處，空慧朗 

然，縱橫萬變，視此為基。否則，終身門外漢也。  足下美材，幸專心一法，窮 

以歲月，令其開通。毋兼營並騖，毋見異思遷。入海算沙，說食不飽，宜痛戒之 

。 

 

    世亂，人心無所依倚，求之佛法。今佛法成為時髦品，龍蛇混雜，以偽亂真 

，大抵名聞利養是求。我輩不可入此種隊裏，乃真佛子也。 

 

 

 

 

劉洙源先生書札--書六 

 

 

廿六年冬十月初九日 

 

 

 

 

    頃奉  惠書，斷斷以淨土觀為請，若慮（僕）有所秘惜者。夫法貴流通，吝 

而不與，是為犯戒。但恐距離太遠，有非筆墨之所能罄，又恐聞而不修，所以默 



然。今歷時三載，請已踰三。茲將此入手方便，為君一言，諦聽諦聽： 

 

    學此觀者，須于佛前，默念三皈五戒，守十善道。繼發三種心：一廣大心， 

 

，（或全跏或半跏）觀六大空。（地水火風空識）最重要在四大，破我見身見故 

。一、地大散歸西方。（從頭至足堅硬者，皆屬地。）二、水大散歸北方。（血 

汗津液皆屬于水）三、火大散歸南方。（暖氣屬火）四、風大散歸東方。（鼻息 

屬風）此四大既空，惟有空大。（第五大）誰知空者，則惟有識。（第六大。） 

此二大不必久住。即以此識心，諦觀于日。（即十六觀經日觀）前之四大，須攝 

心觀想。初坐時，每大往各方推散，最短必經十分鐘之久，或更久尤佳。此法本 

于觀經四帖疏。卷三第三頁。君細心玩之。凡坐必向西，必心平氣靜。入坐之初 

，須攝心不亂，毋求速效，有效毋驚喜，久久自成。（此為修日觀前勝方便、有 

此方便、日觀易成。恕注） 

 

    君學密法，于四大六大，素所飫聞，並無奇特，但貴能入耳。（僕）歸家已 

六年，與諸弟子離群索居，不知伊等造詣如何。通淨土觀者，似乎不少。其他妙 

觀，約有十餘人，而死者過半，無可稱也。 

 

    大抵末世學法，女勝于男。（知苦勝。）男中老者，勝于少壯。知苦乃入佛 

法，少壯多不知苦，故難入耳。學法之人，要少欲知足，不外慕，不求名聞利養 

，方是佛子。世亂如此，皆由眾生不能少欲知足，造十惡業，釀成浩劫。我輩皈 

依十力導師，豈可不自警惕乎！ 

 

 



 

 

 

 

劉洙源先生書札--書七 

 

 

卅五年冬十一月初三日 

 

 

 

 

    澹園賢弟左右：頃奉十月朔日。手書，殷勤懇到，何減骨肉。九年之中，滄 

桑屢變，天荊地棘，慘不忍言！  貴省屬淪陷區，尤為沈痛。戰事初起，音問阻 

隔，東望浙雲，系念  足下未嘗忘也  去歲勝利，即冀  足下當有書來，不意今 

日尊函始從天降。信知善根深厚，再生更慶，舉宅平安，椒聊繁衍，因果不昧也 

。予雖遭遇國難，而蜀中陪都所在，最稱完善，因此蒙福。庸人之報，慚極慚極 

。數年之中，常周遊于德陽，廣漢，金堂之間，講演未輟。但風燭殘年，老病頹 

唐，殊屬可憐。 

 

    來書說大乘止觀法，修無念行，此實性宗妙諦，與密宗四瑜伽之無上瑜伽平 

等，為宗門秘訣。其所述觀法，謂「一念起時，亟為觀照，正觀照時，前念既滅 

，後念未起，現在無念。」此法便是觀于無念云云，與鄙意稍異。我之所據，如 

經偈云：「汝等觀是心，念念常生滅。如幻無所有，而得大果報。」此為真正發 



菩提心，此為無念無住無相行。弟如領悟，以後尚可再說。 

 

 

 

劉洙源先生書札--書八 

 

 

卅六年春正月初三日 

 

 

 

 

    昨接手書，重問修無念行。夫無念一法，成佛正因，經中分明屢說，不止起 

信論有之。論中止觀門，言真如三昧，即修無念行之法。不此之務，而止解篇首 

數語，那有是處！弟如用功，請多讀起信論賢首義記，于經則讀大乘本生心地觀 

經，久久熟誦，當有理會。學法必先具二條件：一不務外，二心要沈寂。違此百 

劫不成。  賢弟誠心學法，吾有警惕者三：一，佛法以心地為本，不可捨本逐末 

。二，方便乃是行門，不可忘本體而執手續。三，世事虛假，不可認真。倘以為 

真，何能與法空相應？怎得入理？此外則常發菩提心為要。來書又索講稿，茲寄 

廣漢講錄，略具大概，勿必示人，吾風燭殘年，餘生復幾，望賢昆仲媲美袁中郎 

，吾願斯滿。令兄藕村處，但告他：「至心念佛，時時有彌陀加被。」觀法未成 

，自不知耳。 

 

 



 

 

 

劉洙源先生書札--書九 

 

 

卅六年春閏二月朔日 

 

 

 

 

    君聞我說真如三昧，不知與觀無念是一事，可知元明以來，馬鳴宗雖在人口 

，其學荒矣。起信論以真諦本為定，何也？賢首依此疏故，龍樹依此造論故。唐 

譯止作參考，裂網疏不佳。善說法性者，法相融歸法性。此疏多塗附名相，教初 

學差可，通法性有礙。起信以賢首為正宗。不可以難解而置之。（商務印書館有 

義記講義）此論是吾國佛法第一導師，不可忽。來書述所學無念觀，全不是。君 

當知學觀為種善根。我今問汝，以何者為種子？種在何處？如何播種？吾今教汝 

曰：種在法界心上。（法界心即汝無明心是、其體即真如。）法界心如田，信自 

心有佛性（即汝覺性）是種子，以般若觀心是播種。（不分別而觀心不体、自然 

明白。）久觀則定慧生，是善根生。再觀是善根增長。大徹悟是善根成熟。君修 

無念，而分別心多，怎得與般若相應？吾念君求法甚殷，今當教以發勝義菩提心 

： 

 

        勸發真正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甲、事前自省四件。 （不是靜坐時用的、在事前應先知之。） 

 

  一、為何事？ （如為利益願求、則因不正。當求明心見性。） 

  二、洗舊解。 （應將舊見舊聞、洗滌淨盡。） 

  三、用何心？ （當遠離覺知之心、所謂離心意識、不用心 。） 

  四、修何行？ （不雜法相、唯觀心。守心不動一法。） 

 

乙、正行法。 （此法依據達摩大師所傳四句。有真信者俱可學、不信則勿學。） 

  

  一、外息諸緣。 （把根塵事，拋撇淨盡。） 

  二、內心無喘。 （喘者動也，言心不動。） 

  三、心如牆壁。 （言分別不起，離能所也。） 

  四、可以入道。 （此句是果，用功只在上三句。） 

 

    每日跏趺坐，照三句觀心。心念若起，亦不制止，亦不隨逐。須觀妄念無性 

，其體是空，心自寂矣，妄念息時，心源空寂，般若相應，真性始現。此法即是 

無念行，無住行，不動行，即是真如三昧；與起信論一鼻孔出氣，一念頓證。（ 

觀中不宜現境界，至要。坐之次數與久暫，隨便。） 

 

丙、受法儀式  須沐浴已，禮佛白言：「弟子某某，今從某大德所，學發菩提心， 

信樂歡喜，終身奉行，誓不敢忘。」如是三白，三頂禮。以後但行，不須啟白。 

從此不得懈怠一日。誦念可減少，金剛經可誦，孰謂凡經皆日日誦。今但發菩提 

心，直入聖城〔域〕矣，何必貪多？ 



 

    來書又問：起信論云：「若觀彼佛真如法身，常勤修習，畢竟得生，住正定 

故。」彼佛即彌陀乎？真如法身又如何觀？答曰：彼佛即彌陀，亦即自心。何以 

故？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故，自他不二故。觀真如法身，即是觀自心。何以故？ 

無明實性即佛性，（佛法即真如）幻化空身即法身故。（法身即真心。） 

 

 

 

 

附指月錄初祖說法記 

 

    別記云：祖初居少林寺九年，為二祖說法，祇教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 

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曾未契理，祖祗遮其非，不為說無念心體。 

可忽曰：我已息諸緣。祖曰：莫成斷滅去否？可曰：不成斷滅。祖曰：此是諸佛 

所傳心體，更勿疑也。（弘恕敬錄，以供同修者之參閱。） 

 

 

 

 

 

劉洙源先生書札--書十 

 

 

卅六年春三月朔日 



 

 

 

 

    手書已悉。最可喜者，領解甚晰，聞法不捨眾生，悲心流溢，實有種性，堪 

學大法。雖初來從事，錯謬層出，不得不為君剷除之。諦聽諦聽！ 

 

    一、不辨法門高下。  君修觀程序五條，（皈敬求加，誦咒調息，推散四大， 

諦觀無念，向發願。）及鈔錄止觀述記一段，是三乘妙法，為中下根說，須三僧 

祇劫成佛途徑。達摩法是圓頓法，為上上根說，一念成佛途徑。如何糅雜為一， 

高下不分？ 

 

    二、不依先聖口傳。  先聖止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兩句。達摩添成 

四句，已是增語，何可再增？ 

 

    三、破壞心法。  五種程序，對世人營逐五欲六塵，而以淨緣五種易之，誠 

為殊勝。今說明心見性，染緣淨緣都要停息，始為外息諸緣。君只息染緣，而不 

息淨緣，則初句破壞矣。（染淨是緣，執染緣為有，固不得見性，執淨緣為實， 

亦不得見性，故諸緣俱息乃能見性。此三乘與一乘之分，亦是諸佛為實施權苦心 

。）有程序則生心動念，第二句破壞矣。不知三寶在心，而發願回向外境之他佛 

，分別熾盛，能所宛然，則第三句破壞矣。欲學法而反破之，可乎？果如  尊意 

，便是倒行逆施，豈能入道！ 

 

    四、違反起信。  凡說無念行，而不達真如三昧，皆門外漢也。五種程序之 



極端不可者，何哉？起信論已揀除之矣。彼論云：「不依氣息，不依地水火風。 

」等，君未之見乎？ 

 

    初祖之法，則與起信論全同。吾念君函札往返，經十餘年，雖有善根，不得 

其門，故特教以發菩提心，非必強君學宗門也。（圓頓教發心皆同，能發此心， 

學其他宗，俱可。如學宗門，須具大福德，任君自擇。）凡學法而隨境界流，不 

以觀心為本，皆是外道。三乘人觀心，不深不徹，唯一乘人，頓見本性，頓成如 

來。法華云：「正直捨方便，但說無上道。」（正對邪直對曲，不捨方便，即是 

邪曲。不明心性，亦是邪曲。）君狃于方便，如何能行深般若波羅蜜耶？君解發 

心為道心，太膚廓了。吾為君下一定義，發菩提心者，發見性之心也。此是透骨 

透髓之語。真正確實之解。無境可緣，始能見性，所謂無門為法門。君修無念， 

而不知此，豈非南轅北轍？古德云：「若不觀心，法無來處。」言淨緣不能起也 

。故知觀心與不觀，實為學法生死關頭。學佛不發心，只得人天因果。如能發此 

勝義心，則得諸佛授記，且能入劫超劫。其餘妙義尚多，不能悉數。 

 

    君問種子。染法種子，是根塵熏習而成。淨法種子，在法身上（即法性上） 

是本有的。見性則淨種顯，法身上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之種子俱全，見性 

即得矣。故見性後，為舊佛新成。 

 

    發菩提心，不得刊布，有緣者自得聞。此是古法，知者甚多，舉世少人行。 

吾之不許宣傳者，壇經云：「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 

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蓋一乘法，聞之而信，世世有益， 

聞而生疑，則陷彼入地獄矣。說法之可畏如此，可不慎乎？吾以君有十餘年之信 

仰，欲教之尚如此之難。他人于我無信仰，于法不尊重，如何可說？ 



 

 

 

劉洙源先生書札--書十一 

 

 

卅六年夏四月十三日 

 

 

 

 

    兩緘俱悉。精誠耿耿，為法為人，贊歎不已，慚悚實深。殷勤如此，只得許 

君刊印矣。講錄出弟子手，錯脫殊甚，茲當一一改正。發菩提心尚無記錄，茲囑 

廖君錄奉一份，雖兩人手，并印無妨。君如卷尾作跋，切不可有溢美誇大之詞。 

吾平生接引人，多用淨土觀，成者始授以一乘。凡學深觀，有二條件：第一、依 

止數年，明審根性。第二、淨土觀成，通曉緣起。具此二者，乃可為說。奈何初 

談發心，便欲傾筐倒篋耶？達摩法與台賢，其歸是一，而入手不同，君試從我所 

授者行之，不可生疑。如今問徑已得，當一心用功，莫虛度時光，至要至要。茲 

錄四句偈相勉。 

 

      假使造寶塔，其數如恒沙，不如剎那頃，思惟於此事。 

      （寶積經偈思惟即觀察，此事即心性。） 

 

       



       

      （以下皆是華嚴經偈） 

      佛子始發生，如是妙寶心，則超凡夫位，入佛所行處， 

 

       

 

    每日坐倦，便誦此偈，興趣盎然，又能精進矣。勉之！勉之！ 

 

 

 

 

劉洙源先生書札--書十二 

 

 

卅六年夏五月十一日 

 

 

 

 

    細閱  尊札，懇到無比，真誠披露，得未曾有。（復禮）既老且病，指僵手 

顫，無力作書，問如泉湧，如何酬對？（余近年應酬，只小柬數十字而止，從無 

答君之冗長者。）然萬里遠問，又何可拂，姑擇要答之。利人須先自利，成己始 

能成人，（印書儘可不必，荒亂之年，尤宜惜費。）  望  君沈默觀心，勿以文 

字為障。所鈔之稿，一一核過。所問各節，另紙批答。足下當知此稿皆是略說， 



起人正信。若欲實修，更有詳細教授。（不結印亦可觀心，故于坐法，未曾詳列 

。）凡經典皆有含義，待人引申，何獨此耶？故勸  君力行觀心，自得多聞。 

 

    吾今批答來函，任意塗乙，殊不恭也。但知吾賢實心求法，于跋中頗解吾意 

。心地觀經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妙法，一經于耳，須臾之間，攝念觀 

心，熏成無上大菩提種。」又云：「若能修習深妙觀，惑業苦果無由起，唯觀實 

相真性如，能所俱亡離諸見。」以上經偈望  賢時時溫習修煉，則吾願滿矣。君 

分別心太熾，當知分別即是忘想，即是惑業，與發心修無念行，正相反。講錄全 

本經論，無一字無來歷，一一注出，文當倍增，大可不必。答問五條，列後： 

 

一、問發心與達摩法，及其他圓頓法，異同如何？  答：名異實同，唯三乘法稍 

    異，宗門進行略異，同以見性為歸。圭峰云：達摩一宗，是佛法通塗，禪教 

    共依，唯入手取徑不同。 

 

二、問何故宗門須具大福德？  答：刳心見性，中間毫無境界，與觀行有別，須 

    具真實信心，始能起行。觀門有境界可緣，較易。大信仰即是大福德，非根 

    器薄弱者所能。 

 

三、問觀心完畢，回向何處？  答：觀心即是回向真如實際，他佛自佛同一體故 

    ，更有何惑？君初入法門，回向他佛亦可。 

 

四、發心文中，似應增入防魔，除障，證相等文，以為何如？  答：不必。此是 

    速記之稿，非著述也。（如有需者，可閱起信論。）若有真修，必須從師授 

    受，諸境自了，非一言所能盡。 



 

五、淨土三經，與方等經，所說不同，願聞其故。  答：淨土之教，以大小彌陀 

    觀經為本。小彌陀主持名，大彌陀主發心，觀經主修觀而發心，此佛語也。 

    方等經中，說自性彌陀，唯心淨土。雖似更進一層，其實二法，原是一義。 

    而普被群機，但以三經為要，不應獨倡方等高調，以迷中下之機。故前書云 

    ：太玄則違經。 

 

 

 

 

 

劉洙源先生書札--書十三 

 

 

卅六年夏五月廿一日 

 

 

 

 

    頃接校正發心稿，即為核定，可行。  君擬先託覺有情刊布，可哉！可哉！ 

有緣者，自能得之。無緣者，雖強之亦不信。講錄得  君反覆推求，漸臻完善。 

回思修何行一章，似不相稱，吾當改作之。足下好法樂法，真誠畢露，吾拭目盼 

其速成，勉之勉之！所問者，答如下： 

 



一、觀心法門。是如來禪，但須勤修，直下超證，不必看教，如欲看教，以入楞 

    伽經，思益經，為最。君義學工淺，兩經非宜，唯心地觀經最宜，猶恐文多 

    ，茲先舉要以餉之。如大乘本生心地觀經云：「汝等凡夫，不觀自心，是故 

    漂流生死海中。諸佛菩薩，能觀心故，度生死海，到於彼岸。」又云：「難 

    見難聞菩提正道心地法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妙法，一經于耳，須臾 

    之頃，攝念觀心，熏成無上大菩提種，不久當坐菩提樹王金剛寶座，得成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偈云：「若能修習深妙觀。惑業苦果無由起。唯觀 

    實相真性如。能所俱亡離諸見。」又云：「觀自身心猶如枯樹牆壁瓦礫等無 

    有異，於一切法無有分別。我觀身心，猶如幻夢，中無有實，念念衰老，其 

    息出已，更不復入。」又云此法名為十方如來最勝秘密心地法門，此法名為 

    一切凡夫入如來地頓悟法門，此法名為一切菩薩趣大菩薩大菩提真實正路。 

    共二十六句，（大乘心地觀經卷八第二頁）可知心法之重要。君此次印書， 

    至欲割產，而吾力阻之。請看此經卷二第十四頁，佛說三種十波羅密，一者 

    十種布施波羅密多，二者十種親近波羅密多，三者十種真實波羅密多。前二 

    布施，未名報恩，其第三種，發起無上大菩提心，住無所得，勸諸眾生，同 

    發此心，乃名真實能報四恩。君須力學觀心，是真布施，是真報恩，諸佛印 

    可。 

 

二、所問治魔等事，舉次第禪為例，異哉！邪執之甚也。禪門無量，大別唯二： 

    一止觀禪，次第法等屬之。一如來禪，只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那有魔境 

    ？試問一部五燈會元何章談魔事耶？奈何以三乘而疑一乘耶？然則學如來禪 

    ，絕無魔乎。曰有。一、因地不真，二、分別心強，三、無師妄為。何嘗無 

    魔。反之，斷斷無魔，何必畫蛇添足耶？君樂簡易而修此法，此因地不真也 

    。應知此法是凡夫入如來地，頓悟法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君須生死心 



    切，求見本性而樂修之，始為正因。餘皆非正。埋頭細細修，勿起分別，以 

    悟為期。有疑儘管問，不可妄為，則魔因斷盡。 

 

三、問悟後境相。此在發心文中已說明，一切三昧神通等，皆從心現。奈何只知 

    文，而不知義！專務外，而不務內！問名相考據，而不勤觀心！三種是足下 

    貼肉病應力改之。（作此書時，不知仁者在編輯中，始發此種問端，罪過， 

    罪過。然此所言，是極正極要，故仍寄閱。） 

 

 

    。聞悟即是無生法忍，何論證相。三乘法。不能一氣得無生法忍，故有各種 

    證相，以驗其偽。來書所云：  

    來禪，急宜捨去。此是無相觀，不宜取境。坐時，不必限卯酉。（子午卯酉 

    是外道之言。）佛法二六時中，四威儀內，觀心不停，唯除食時。故前書云 

    ：不結印坐，亦可觀心。 

 

 

劉洙源先生書札--書十四 

 

 

卅六年秋七月廿日 

 

 

 

 



     

知與  君結合，是般若因緣，不關名利，應力求清淨，稍涉猜疑，便入魔網。此 

後盡量問答可也，唯期  弟得速悟。書名定為佛法要領，避雷同也。有人謂此次 

釋楞伽二段，可以附入，印於篇末，未知弟以為如何？快發心修，即得佛記。勉 

之勉之！答問列後： 

 

問：此觀心法，依據何經？吾  師常引心地觀經。其殆依據此經乎？然此經所說 

    ，是月輪觀，何以不令觀月，而令觀心？此疑未明，幸乞教之。 

 

答：一、所依之經。  凡觀行法，必依經義。我授君此法，是依楞伽經，非心地 

    觀經也。心地觀經說觀心法最詳，引以為證。其實此如來禪，以楞伽為本， 

    故達摩以此傳心。唐譯楞伽經卷三云：「大慧菩薩摩詞薩復白佛言，世尊唯 

    願為說證聖智行相，及一乘行相，我及諸菩薩摩詞薩得此善巧，於佛法中不 

    由他悟。  佛言諦聽，當為汝說。大慧言唯。佛言大慧菩薩摩詞薩，依諸聖 

    教，無有分別，獨處閑靜，觀察自覺，不由他悟，離分別見，上上昇進，入 

    如來地，如是修行，名自證聖智行相。云何名一乘行相？謂得證知一乘道故 

    。云何名為知一乘道？謂離能取所取分別如實而住。大慧此一乘道唯除如來 

    ，非外道二乘梵天王等之所能得。」此經是主腦，不得生疑，若引楞伽，其 

    證甚多。但文句奧衍，不易了解。故以觀心品為證，因此是方等通義也。 

 

    二、不授月輪觀之故。  此法門是正直捨方便，月輪觀是有方便，其異一。 

    此法門是無相法，月輪觀是有相，其異二。此法門是離心意識，月輪觀是專 

    用六識，其異三。此法門是離能取所取，月輪觀能所宛然，正與相反，其異 

    四。此法門是直入真如性海，初修月輪觀，是入獨影境，其異五。有此五異 



    ，天地懸隔。不得合修。心地觀經之立月輪觀，另為一類之機，不得並論。 

 

問：念佛修觀。所證三昧，同乎異乎？有淺深否？敬祈示之。 

 

答：小彌陀經持名到一心不亂，觀經則有念佛三昧。余謂二經入手不同，而三昧 

    無異。何者？彌陀以持名為主，觀經觀依正相。觀相用心較細，持名似淺。 

    然持名能三昧念，未嘗不細。一心不亂，不亂即定，定即三昧：從念佛來， 

    故名念佛三昧。何謂二經三昧相等？論曰：三昧者，心一境性也。然三昧雖 

    等，到此階段，有淺有深。淺者心境不亂，依正二報，勝妙現前，不能發真 

    無漏。深者得三昧時，便發真無漏。此淺深二機，須臨時勘驗，隨機教授。 

    此兩等人，決定往生。淺者未必上品。深者決定上品上生。勸君發菩提心， 

    即為將來發真張本。又念佛三昧，諸經各異，並非一類。君前問一乘念佛， 

    （即念法身佛。）此三昧為最勝，其來源，從菩提心開發。試舉一相以明之 

    ：如淨土之念佛三昧，蓮華大如車輪，或大數由旬而止。一乘念佛三昧則不 

    然。得三昧時，其連華座，與三千大千世界之量相等，安得謂同。何以如是 

    差別？一乘念佛。從菩提心觀來，即得法身。淨土觀從化身來，不知法身， 

    所以不同。 

 

問：禪淨二門，宜專修乎？抑宜雙修？淨友中見吾師講錄者，莫不歡喜贊歎，稱 

    為希有。或謂：若以徹悟禪師要語，附印書後，禪淨雙弘，則善矣。未知   

    尊意以為如何？ 

 

答：來書斷斷〔齗齗〕于禪淨雙修不雙修，雙弘不雙弘，余謂此執其名，不知其 

    實。何也？禪淨二門，原是一法。發菩提心，即是如來禪，即念法身佛，已 



    兼之矣，何必再言兼乎？念法身佛，即是實相念佛，為淨宗最上乘，已弘之 

    矣，何必再言弘乎？當知但念化身，不知法身，生品極低。其關係在得三昧 

    時，真無漏發與不發。如發，則悟入第一義。不發，則滯于化土。故觀心一 

    法，無論禪淨，為最要義，何論兼與不兼？  君必狃于名字，當以發心為主 

    ，以持名為輔，亦可。不必闌入徹悟語錄諸法門也。 

 

問：何謂事定？何謂理定？祈開示之。 

 

答：外道亦有禪定；所以不如佛法，終歸墮落者：佛法禪定無量，大別則為事定 

    理定，事定但觀相。理定要入真空之理。試舉例以明之：如修四無量，慈悲 

    喜捨，外道亦修，而不能與佛法共。何也？此四法有三段義：一眾生緣，二 

    法緣，三無緣。外道修此四法，只知眾生緣，不知後二。眾生緣是相是事， 

    後二是理。外道不知唯心，那能入理？佛法則不然，緣相必入理，故後二最 

    重。淨土法亦然。得三昧時，但見殊妙境界，純是事定：得真無漏，才能入 

    理。經云：「能觀心性，名為上定。」即是入理之觀行。又上言得念佛三昧 

    時，真無漏或發或不發。其發者有二因：一前生曾經熏習，二今生發菩提心 

    。其不發者反此。前生熏習，不能追捕：今生發心，得大助力。故只問發心 

    不發心，不問雙修不雙修。且發心要無分別慧，無分別慧即大般若，何須論 

    兼。毋執名字，而失真義。 

 

問：見性之人，解脫自在，已出輪回，但不知捨此幻軀，往生何處？ 

 

答：十方淨土，皆可隨願往生。如願生西，決定上品上生。不生淨土，人間天上 

    ，隨意寄托，與淨土等。 



 

問：未見性人，于臨終時，應如何用心，方免輪回而得解脫？幸祈教之。 

 

答：未見性人，臨命終時，安住菩提心，自然得解脫。（黃檗禪師云，但自忘心 

    ，同於法界，便得自在。恕注。） 

   

 

 

 

 

 

劉洙源先生書札--書十五 

 

 

卅六年秋九月十九日 

 

 

 

 

    頃奉兩函，除答問外，略覆大意。吾晚年得  弟，天性好道，全是宿緣。應 

鄭重居心，不可忽過。弟病宜善自將護。論果報，恐難長壽。論佛法，能真實發 

心，無得長壽者。（宗鏡錄謂：「種子為命根」。發心能變種，故是長壽法。又 

云：命根者，依心假立，命為能依，心為所依，命之依心，如情之依心矣。」吾 

當為  弟回向，（是緣）弟當真實發菩提心，依我修法行之。每日須二三座，（ 



是因）此是第一法。第二要離欲。凡肺病喘咳，都由少年多欲所致，故佛藏經有 

離欲離見之訓。第三調飲食睡眠。第四醫藥扶助。弟慮年壽不永，此生難成。如 

能真正發心，即使一生不成，來生必圓。永明所謂一出頭來，一聞千悟，終不虛 

也，常常熏習故。弟可學施食，勿令間斷，此是長壽因故。或持觀音名，亦有求 

必應。弟請我作序，此小小因緣，何必作？且亦勿必請人作，此次略解楞伽，是 

弟與李少垣君問我何故不授月輪觀而令觀心，故說此以示其依據。余說此法，僅 

一句鐘。廖寂慧記，一句餘鐘，並非夙構。廖寂慧者，貞女也。由女師大卒業， 

任教育廿餘年。皈依我亦廿餘年兩年來，答君問，盡出廖手：因我手顫，不能多 

寫也。近住吾家已二年，修觀學教，行將回家。以後替手，正費躊躇。答問列後 

： 

 

一、問動時如何用功？曰：亦如靜時。觀心未熟，則有動靜之分。觀心熟已，動 

    靜無殊。宗門云：「在千萬人中，如無一人相似：在萬事紛擾中，如無一事 

    相似。」可知動靜是一。初學未得定，故祖師教人管帶，言應事接物，應須 

    常常管理攜帶此觀心法也。君不必慮，久修自明。吾引一段楞伽經，以備君 

    用。經云：「觀一切法，皆無自性。如空中雲，如旋火輪，如乾闥婆城，如 

    幻如燄，如水中月，如夢所見，不離自心。由無始虛妄見故，取以為外。作 

    是觀已，斷分別緣，亦離妄心所取名義。知身及物，并所住處，一切皆是藏 

    識境界。無能所取，及生住滅。如是思惟，恒住不捨。」此段經文，玩昧在 

    心，則生深信。  君之不能，其因有二：教理不熟，二定力未成。總之，行 

    住坐臥，須要不離觀心。 

 

二、問發菩提心，即是如來禪，即念法身佛，禪淨不二，已聞命矣。然則所謂一 

    乘念佛，實相念佛，皆是發心之異名乎？答曰：是。  觀心與法界觀，同乎 



    異乎？有淺深否？曰：觀心即是法界觀，無同異，無淺深，不可循名昧實。 

      所謂四無量心三段義者，請再教之。曰：眾生緣者，謂見三千大千世界眾 

    生，皆在苦海，一一拔苦與樂也。此義外道與佛法共。法緣者，謂眾生皆是 

    蘊界處之相（五蘊十八界十二處）其中並無有人。無緣者，謂蘊界處無性是 

    空，並無有法，只有性而已。眾生緣，人法具足。法緣，有法無人。無緣， 

    有性無法。何謂心一境性？曰：定有七名，此其一也。舊譯禪支為一心支， 

    唐三藏譯為心一境性。言得禪定時，一心不亂，專住一種境界，謂之心住一 

    境之性。此詮定相，而有有漏無漏之分。有漏是識，外道三乘皆得。無漏是 

    真如，唯一乘得。 

 

三、問經典中，如與如如，其義云何？曰：如者，空也。般若云：諸法如，即是 

    佛。又云：如來者，即諸法如義。心如如，謂心空也。境如如，謂境空也。 

    彌勒亦如，語出淨名，是論本體，故彌勒與眾生同科。  何謂心境不相到？ 

    曰：心境相到者，業識境也。如著衣吃飯：衣到身，飯到口。正智法性境界 

    ，非根非塵非識，空無涯際，自證乃知，云何相到？何謂心若不異？曰：雜 

    念起為異，無雜念為如。 

 

四、楞伽合轍所云：觀察妄想本無自性。與我所說一也。何也？妄想即無明，觀 

    妄想無性，即是觀無明心。佛法萬法皆無自性，豈此無明而有性乎？惟彼教 

    人，窮究妄想起處，此語大非！蓋窮究須用意：此觀心法，離心意識，那有 

    用意識之理？驀直觀去便是，不必窮究。古德云：心光透時，餘瑕自盡。何 

    等簡要！何須推究？  楞伽唐譯最佳，古人以三譯為一經同本而異譯。吾謂 

    三譯是三種經，可互相參考。宋譯在前，先德拈提，多引宋本，要不如唐譯 

    之善。若謂疏注，六朝唐人諸作俱亡，唯賢首楞伽玄義二卷尚存，（金陵刻 



    經處出版）最為微妙。龍樹注此經有千卷，未譯來此土。明僧疏此經，凡十 

    餘種，唯憨山藕益稍可，都不能繼賢首也。 

 

 

 

 

 

 

 

劉洙源先生書札--書十六 

 

 

卅六年冬十一月朔日 

 

 

 

 

    秋間吾在成都廣漢德陽，淹留講演，每逢佳士。歸來得弟函，何慧昭君函附 

焉。囑我批答，則所不敢。繹何君意，約有三疑，茲略答之：一、疑發心法太高 

，宜于上根，不宜于中下。答云：不高。不發心，不真實。華嚴云：譬如服藥， 

藥不對症，可數數換，唯水一味，則不可換。水，譬菩提心也。後師說念佛法， 

不說發心，一為愚人不知，二則其法未備。夫淨土三經，大彌陀及觀經，俱有發 

心之文：謂小彌陀無之者，非也。此經有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語，使 

先未發心，對何說不退轉乎？此義從無人道，思之自明。  二、疑念佛人，兼修 



發心，懼其夾雜。答云：不雜。夫念佛。非求一心不亂乎？（一向不觀心者，何 

從而知一心不亂。）發心一法，直入一心境界，惡得謂雜？且吾人念佛，從朝至 

暮，身口意三業，能念念不離於佛乎？處事接物，能剎那不離於佛乎？如曰未也 

，離佛時多。然則於此脫離，不病其雜；一度發心，獨病其雜，可乎？學法人而 

拒絕發心，恐無是處。  三、疑上根人少。答云：甚多。吾謂萬人之中，九千九 

百九十九人是上根，下下根不過一人耳。曰：何以都不成？曰：彼不信也，非根 

器壞也。試觀賢劫經中所舉六種人，未發心時，誰能定其是上根乎？金剛經云： 

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儒門理學家，不准說世間無好人。佛門 

圓頓家，不准說眾生是劣根。（未經雕琢故，琢則成器矣。）或曰：何以宗門常 

說須上上根耶？曰：此是警惕之詞，策勵向上之意。宗門發言，都是活句。若執 

為實，則是偏計，便是死句，豈為知言！以上三義，請婉達之。 

 

 

 

劉洙源先生書札--書十七 

 

 

卅六年冬十二月廿七日 

 

 

 

 

    吾平生無師，而先學經學，經學重師法，不雜亂。吾用其法，以讀性相兩宗 

之書，以治台賢兩家之學。後入禪宗，門庭不紊，遂於無師中得師。回看古人， 



莫不如此，豈如弟之雜亂無章哉！弟好法雖切，而似雜貨攤，難成在此：無師之 

故也。莫作過水田，始得！弟病因看書太多，坐時用力之故。看書可以節制，靜 

坐要一切放下，何須用力？用力即是執著，執著焉能觀心。應力改，則病易癒， 

觀易成。（信心銘云：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傳心法要云 

。息念忘慮，佛自現前，直下無心，本體自現。皆明放下觀心之法。弘恕附錄。 

）弟問更有法否？此太不理會法味之言。達摩三句，括盡一切。六祖之不思善不 

思惡，即是外息諸緣。正與麼時，即是內心無喘。文句不同，豈有二致？做到正 

與麼時，只是一味不動，一念萬年做去，那更有法？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是 

問句，謂之發機。（教下謂之常機。佛法以心為機，故曰一念回機，便同本得。 

）宗門云 ：凡夫玄關緊閉，識鎖難開。機即玄關，勝者以一言投之，擊發其機， 

彼即頓悟耳，然此公案最重要者，是與麼時三字，（即不思善惡時。）是禪宗秘 

訣。發心人能如是住心，則悟不遠矣。祖師云：與麼時，謂之佛未生時。又謂之 

居頂，貴重無比。一日中能有數小時如此住心，始合法。自有發機因緣，不必要 

人指導。祖師云：但能與麼時，不愁不徹悟。此屬心法秘要，可力行之。某君不 

知即心是佛，而謂觀心未仗佛力，恐難生西，隨他去持名可也。先德云：菩薩初 

發心，（即觀心）諸佛即攝入淨土去了。（此句要牢記。）世人重持名，而輕觀 

心，或分為兩事，抑何可笑！編校宜少，觀心宜勤，（隨處可觀，不只限於靜坐 

 

 

 

 

劉洙源先生書札--書十八 

 

 



三十七年數函節錄 

 

 

 

 

    弟一味求多聞，不努力觀心，去佛法太遠。迅速回頭，猶未為晚！最可笑者 

，問見性後如何？此誦文而不知義。夫見性成佛，常語也，弟全不知，何也？言 

見性，即成佛矣。佛者智也，菩提也。永嘉語，即智成之相。欲得智成，必須觀 

心，汝不觀心，而但誦其語，豈不可笑？學法應有大志操行，何必問人見性，只 

形頑懦。  弟之病：第一自用。第二想開雜貨店（欲集佛法，成一驗方新編，果 

可如此，前人早為之矣。）。第三不用功。今勸從容觀心兩三箇月，看有瘥否？ 

不然，難醫。用功時，須要一切事都放下，放下才能觀心。不必看書，反亂人心 

。日日做調伏工夫，心念澄清，智慧便生，此為入理方便，不可以其少而忽之。 

觀心者，心是淨土，觀之即是信願行，即生淨土矣，心是真如佛性，即土也。故 

發心為第一義念佛法門。成都來請，不久出門，又有數月之游。（春二月二十日 

） 

 

    弟宜悉心修發心法，此關不通，猝難入門。此法一往觀心，萬事萬緣一齊放 

下，久久自然入手。勿將迎，勿索效。心空及第歸，思之思之。弟好在文字上推 

求，不在心念上觀察，入理稍難。只要一念回機，又有何難，春暮多雨，善自調 

護。 

 

    吾於廿四抵省，開講楞嚴，用正脈疏，此經唐人疏已亡盡，惟宗鏡錄中略見 

一二，此外皆宋元諸師所作。明僧依違其間，俱未善。惟交光師著正脈疏將舊說 



一概駁盡，不惟明人不及，宋元諸師皆不能望其項背。因此師是學華嚴者，解此 

經為入華嚴方便，所以卓絕。弟問有無記錄，有即寄來。無則不必懸望。又問閱 

何書最好，圓悟心要最好，後當寄贈一部，此次印書，累弟太甚。印書事完，弘 

法之願已了，以後專望從容修法，勿間勿斷。觀心與養身是一義，徹悟則諸病自 

瘉。（四月五日） 

 

    願一切資助者。見聞者。讀誦者。 

     

        宿業清淨    恩親怨對    同生淨土    時和年豐     

        兵戈永息    家給人足    共證菩提    同登佛地 

 

 

（三寶弟子謝普揚添同登佛地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