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憨山德清的儒佛會通思想
詹芷幸
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提要
佛教發展到明末，已經在中國立足久遠，學說非常成熟，也與儒、道兩
家思想，有了合流論述的痕跡，開創學術上新的境界。明末的四大師之一
「憨山德清」，致力於三教合一之調和。德清大師在「視他宗為異，不能融
通教觀」的紛亂思潮下，看見生命的有限處，致力於三教合一的調和，致使
所處的社會及自身生命能諧和而產生不衝突；其悲憫之心及所擔負的文化使
命感，令人動容。而明末的佛教，各教派百花綻放，各具有成熟之論述，憨
山德清大師在真常系經論的思想中，融入《華嚴經》、《法華經》之理想境
界，不僅融會了萬法間之智慧，更突顯出個人獨特的詮釋思維。憨山德清大
師幼小曾誦習儒家義理，加上後來對於佛理的皈依虔誠之心，對於人的關
懷，不論在現實生活及解脫的層面，憨山大師都有極具有智慧且超世的觀
點；因此提出三教會通的論述，藉此使世人理解佛教核心的觀念，並能運用
自如，每一理莫不是回歸佛教的自性學說。「唯心識觀」是德清大師最主要
的核心觀念，他認為它是三界、萬法的中心思想，故一切形、一切聲皆出自
於「心」；要求「自心自性」之了悟，只有從本身的「心」出發，才有可能
去除迷障，讓本體通達暢然的顯現。德清大師的「唯心識觀」觀點內容非常
豐富，多位學者分析可能是受《華嚴經》、《楞嚴經》及起信論真常心理論等
影響而成。憨山德清大師在佛教與他教的交會融合過程中，極有貢獻價值，
本文僅就他的中心思想與佛儒會通的觀念上，展開論述，並以他註解《大
學》為例，以見晚明兩教合流之特徵，及突顯佛教思想作用之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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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印度佛學的文化傳統和社會背景，與中國固有的儒道思想有著極大的差
異，故它自漢代傳入後，常融孔老之說以入佛，力求與中土原有思想的相適
應。這使得儒、釋、道三者間的辯論或調和的關係，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發展
上的重要內容，也使佛學不斷傳播發展。及至明朝各代仍以儒學為指導思
想，佛教的存在與發展不能避開儒家的影響。1晚明四大師蓮池祩宏、憨山德
清、達觀真可、蕅益智旭，他們的思想特點各有特色，都反映了當時佛教內
部及儒佛會通、三教調和之思想特點。
憨山德清（1546-1623），俗姓蔡，字澄印，號憨山。七歲見親人間的生
死，而對生命的課題有所啟悟。年十二，家人送至書院攻讀佛書，年十七便
熟讀且能誦講儒家之典籍，如《四書》《易》《左傳》等，並旁及諸子、詩
文。年十九在金陵棲霞山讀《中峰廣錄》後曰：「此予心之所悅也！」決心
出家，先從禪淨雙修而又深達華嚴教義的雲谷法會學禪；同年冬，聽講《華
嚴玄談》，受具足戒，又從法念受淨土念佛法門。2憨山的思想涉及的內容十
分廣泛，師承不拘於一人一家，學說不拘一宗一派。他自三十一歲撰《緒
言》起，就陸續著手寫作，以求三教之會通。他不僅努力建構會通之理論，
且用心詮註儒、道二家之重要典籍。3
晚明佛教叢林有自身內在矛盾及需整頓之處，4憨山又見學佛者「視他宗
為異，不能融通教觀」的生命有限之處，基於生命的和諧及開闊上，努力闡
述三家內在的關聯，提供給世人一個準則，也反映出晚明文化融合趨勢的特
點。有關此一研究已不少，5依筆者淺識的能力，本文僅試以憨山對儒佛會通
之觀念進行部分的討論與了解。
二、憨山會通三家之中心思想
憨山分別注莊及儒家典籍，闡述他三教同源的思想。在這之中，他有個核心
觀念，即「唯心識觀」之思想。他的「唯心識觀」曾在許多篇章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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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智：〈從四大高僧看明代佛教的融通趨勢〉收錄於《明代哲學史》
（北京：北京大學，2000
年）
，頁 628~660。
憨山德清（明），曹越主編，孔宏點校：〈憨山老人自序年譜實錄〉《憨山老人夢遊全集》
（北京 :
北京圖書館，2005 年），頁 548~586。
洪修平：《中國儒道佛三教關係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1 年）頁 275。在儒家經典方
面，注有《中庸直指》
、《大學綱目決疑》、道家經典方面，注有《老子道德經解》及《莊子內七
篇注》。
詳見江燦騰：
《晚明佛教叢林改革與佛學諍辯之研究－以憨山德清的改革生涯為中心》
（臺北：
新文豐，1990 年）
論文部分，已有陳運星：《儒道佛三教調合論之研究--以憨山德清的會通思想為例》
（中央大學哲
學所碩士論文，1991 年）
。蔡金昌：《憨山德清三教會通思想研究》（逢甲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2005 年）。以及李懿純：
《憨山德清註莊之研究》（臺北 : 花木蘭，2008 年），裡面所涉及儒佛之
思想。期刊部分：王開府：〈憨山德清儒佛會通思想評述─兼論其對《大學》
《中庸》之詮釋〉，
《國文學報》第 28 期，1999 年 6 月，頁 73-102。夏清瑕：
〈憨山德清的三教一元論〉
，宗教哲學
29 期 ，2003 年 9 月, 頁 200-215。另外尚有多種憨山會通三教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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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幼師孔而不知孔，師老不知老，及壯，師佛不知佛，退而入於深山大
澤，習靜以觀心焉，由是而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既「唯心識
觀」，則一切形，心之影也；一切聲，心之響也。是則，一切聖人，乃影
之端者，一切言教，乃響之順者。（〈論心法〉）6
所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以迷一心而為識，識則純妄用事，逐境攀
緣，不復知有本心矣。（〈示李福淨〉）7
所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以唯心故，三界寂然，了無一物；以唯識故，
萬法樅然。蓋萬法從唯識變現耳，求之自心自性了不可得。所以佛祖教
人，但言「心外無片事可得」。（〈示周暘孺〉）8
憨山認為「唯心識觀」是三界、萬法的中心思想，故一切形、一切聲皆出自於
「心」。以「心」外沒有他法，若能從內在悟自己的「心」，一切法都能處在它原
本的面貌中，幽然運作，這樣的境界，也只有聖人能達到。因為人有迷妄之差
別，落入了妄相中，而不知道本有真心，也就愈走愈遠；聖人能把握一心的意
涵，了解所顯現的事理不過是心之影、心之響、心之回應，不墮入表相而回歸真
實。要求「自心自性」之了悟，只有從本身的「心」出發，才有可能去除迷障，
讓本體通達暢然的顯現。憨山從自身的悟理，強調「心」之重要，也以此觀點解
釋三教合一。
至於憨山「唯心識觀」的觀點是如何產生及自成一格的？9憨山在〈觀老莊影
響論‧敘意〉中這樣說：「余坐海上枯坐之餘，因閱《楞嚴》、《法華》次，有請
益老莊之旨者，遂蔓衍及此，以自覺非敢求之於真人，以為必當之論也。」10憨
山閱讀佛教經典《楞嚴》、《法華經》而有所啟發，展開了佛道會通思想間請問受
益之論述。這兩本真常系統的經典，原本就相當凸顯人類透過心識主體的境界提
昇，以期達到超越一切現象上的別異分歧，進而化異求同、擴展生命層級的目
的。11又如之前引文所提到的「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三教本來一理」之觀念，
「唯心識觀」是他心中佛學最置高的論點，也是闡釋老莊本意，及融攝儒家會歸
於佛之重要理論依據。
三、以「心」出發之論點
6

《憨山老人夢遊全集》
，頁 330。
《憨山老人夢遊全集》
，頁 67。
8
《憨山老人夢遊全集》
，頁 47。
9
李懿純將憨山「唯心識觀」之思想探源以現代學者之研究分成五種系統追溯之，一是法界真心
流演而來，二是教取華嚴證用楞嚴，三是起信論真常心理論，四是真心一元論說法，五是占察
善惡業報經說。並分別比較之間之差異及總結各說法不足處，提出重新定位之本，此小段參考
其論述之觀點。見〈憨山德清唯心識觀之思想溯源〉收錄於《憨山德清註莊之研究》
（臺北 : 花
花木蘭出版社，2008 年）
。又李松柏言：「憨山之所謂『唯心識觀』，本身雖然具有唯識論『三界
唯心，萬法唯識』的理論色彩，但又不全然是純粹之唯識論點。……用比驗的立場來看，憨山
『唯識觀點』的思考方式，其實是馬鳴《大乘起信論》的唯識風格。」收錄於華梵大學哲學系
《第六次儒佛會通論文集》下冊，2002 年，頁 321。
10
《憨山老人夢遊全集》
，頁 329。
11
陳松柏：〈憨山老學之思考方式與世間特質〉收錄於（華梵大學哲學系《第六次儒佛會通論文
集》下冊，2002 年）
，頁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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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山曾言三教是為學的「三要」，並認為三要在於一心，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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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三者，經世、出世之學備矣。缺一則偏，缺二則
隘，三者無一而稱人者，則肖之而已。……然是三者之要在一心，……
一得而天下之理得矣。（〈說‧學要〉）12
憨山提出學問貫通之三要，分別是《春秋》、《老莊》及參禪。「習靜觀心」
是禪宗反觀內照的修行方法，憨山是從禪宗出發去洞徹三教之理的。禪宗的說法
就是談心說性，在憨山看來，禪即是心，天下萬物，根在於一，將禪宗的心法發
揮到了極致。13一方面他肯定學習儒道的價值，另一方面又提出三教一體的說
法，也就是所有的學問及修身養性的思考，最終要回到佛教的「一心」上，從
「心」洞徹外在的虛妄，唯有健全的內在思考，才能合理地面對外在環境，以此
建構秩序井然的社會。
從心性方面倡導三教一理之論說，唐末的永明延壽就提倡以心攝諸法，他
言：「無量功德，即是一心，一心為主，故名心王。」也就是說一切修行與善行
之所得，都是一心所致，由於一心為主、為根本，故名「心王」。14在佛家體系
中，禪宗把對佛的信仰轉化為對自心的信仰是傳統哲學由本體論向心性論轉化的
一個轉捩點，憨山將其對三教的信仰統歸於“自心”的信仰無疑是徹底貫徹了禪
宗“自信其心”之理論。憨山一切從“心”出發，也受到了儒家心學派的影響。
王陽明的心學是受佛學“心佛不二”、“自心即佛”的影響，表現出將呈現為外
在的普遍規範的“理”還原為個體內在意識之“心”的傾向，從而突出了注重個
人存在的心學特徵。15
由萬法唯心所現，故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以心外無法，故
法法皆真；迷者執之而不妙，若悟自心，則法無不妙，心法俱妙，唯聖
者能之。（〈論心法〉）16
古之聖人無他，特悟心之妙者。一切言教皆從妙悟心中流出，應機而示
淺深者也。故曰：「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論教源〉）17
由此而言，憨山以其隱含的湛然獨存的“天地之心”和心學相通。他認為世間有
形無形的存在都是依著順法而存在，自心了悟之後，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處在法
12

《憨山老人夢遊全集》
，頁 205。
夏清瑕：〈憨山德清的三教一元論〉
，《宗教哲學》 29 期 ，2003 年 9 月, 頁 202。
14
郭延成：《永明延壽「一心」與中觀思想的交涉》
（北京：宗教文化，2012 年）
，頁 107。
15
夏清瑕：〈憨山德清的三教一元論〉
，《宗教哲學》 29 期 ，2003 年 9 月, 頁 202。
16
《憨山老人夢遊全集》，頁 330。。
17
《憨山老人夢遊全集》，頁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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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妙處。所以解脫不在於出世或入世之間的選擇，而是消除了一切我執、法執之
後，人在人世間可以適意地生存，怎麼做都不逾矩，可以涉俗利生求人群的最大
益處。憨山明白地指出三教的中心宗旨只在「一心」，而以他的立場，此「心」
必定是「佛心」。他云：「原夫即一心而現十界之象，是則四聖六凡，皆一心之影
響也。由是觀之，捨人道無以立佛法，非佛法無以盡一心。是則佛法以人道為鎡
基，人道以佛法為究竟。」18張學智從此段而談論：「人道雖可經世，但必須了悟
自心，若不了悟自心，一切皆在世諦中。人之最後歸趣，在於佛法，在於得佛教
『心法』」。19此結論回應了憨山的最中心思想，儒家教導人恢復仁、義、禮、智
之本性；道家能使人清心寡欲、澹泊無為，離人而入於天；佛使人了悟本來面
目，出入人天，救度眾生，所以學習的最高宗旨莫不回歸一心。憨山以自身的預
設立場融攝三家，自有他圓融之處。
四、試看〈大學決疑〉之思想
憨山在其作〈大學綱目決疑〉20提出不少融攝儒佛的討論。首先，他引用了
《大學》裡開頭的前幾句話，認為「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三件事乃是
大學方法之重點。接著言「『大學』者，謂此乃沒量大人之學也……即如諸子百
家，奇謀異數，不過一曲之見，縱學得成，只成得個小人，若肯返求自己本有心
性，一旦悟了，當下便是大人。」憨山採用朱子註釋之言，以「大學」為大人之
學。大學的方法「不用多知多見」，這和朱子強調「即物窮理」之法有別，而略
近於陽明。21而人只要肯返求自己本有心性，一旦悟了，當下便是大人。
接著他分別論述三要點，明明德不僅是悟得自己的心體，也是使天下人同樣
得悟，能夠這樣無我，共享太平，就是做到親民。明德之「明」是指自己的心
體，而「明」明德的第一個「明」有兩層意涵，一是悟明，當一個人迷失本性而
醒悟找回便是，這是從私人領域的自悟上說；二是昭明，也就是曉諭、揭示之
意，這是擴展到親民的渡人範圍。這兩點都能做到，明明德與親民便是一事。大
家都能做到這樣，就是止於至善，不「以善破惡、惡去存善，而示善惡兩忘」，
才是可止之地，也就回到大人的境界。儒家注重性善及改過向善，憨山則說沒有
善惡，善不是終極去處，而是「善惡相忘，物我絕跡，無依倚，無明昧，無來
去，不動不搖，方為到家時節」的境界，勉強稱它為「至善」，知此始謂「知
止」。憨山除了以佛家思路為出發點，實然也帶入了道家的思維。
憨山的大學方法，重點在以佛教詮釋的「徹悟心體」，「心體」亦即主要思想
的「一心」觀念，並以此來談三綱領。憨山所說「無善無惡」的「至善」，也可
與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的思想互通，另一方面也可說王陽明的思想，受禪學
18

〈論行體〉
《憨山老人夢遊全集》，頁 337。
張學智：〈憨山德清的以佛解老莊〉收錄於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八輯（上海：上海古
籍，1995 年）
，頁 346。
20
《憨山老人夢遊全集》
，頁 318-328。以下參引此章節原文，不另附注。
21
王開府：〈憨山德清儒佛會通思想評述─兼論其對《大學》
《中庸》之詮釋〉
，《國文學報》第 28
期，1999 年 6 月，頁 7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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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是可見的。
憨山再分別對《大學》中的「定、靜、安、慮、得」做出定義。他解釋「知
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的「定」，乃是「自性本體寂然不動，湛然常定，不
待習而後定者。……苟能了達本體，當下寂然，此是自性定，不是強求得的
定。……汝但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見心體。」此便是「知止」的樣子，所以學人
貴要知止，知止自然定。「靜」則是「真見本體，而後能靜」；「安」是「既悟本
體，則將自足、安穩與自在」；再引用《易傳》的「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來詮釋他所提出的「慮為『不慮之慮』」；得則為「不
滲漏之義」。
在憨山的脈絡裡，「定、靜、安、慮、得」都是本體暢明後對外處顯現的一
種無所得，無所成，而又無所不得，無所不成的狀態。憨山的「定」非通過修習
而得，只要了達本體，主體自身將處於寂然不動，本體與主體也就融而為一。22
憨山闡釋儒家經典指出儒佛共同之處，顯然他試圖在正己與化物之間尋找某種關
連，這和他一直堅持倡導的佛法不離世間的佛教復興之路有關。23另一方面他又
指出儒佛相異之處，以示學者層層昇進之道，回歸於佛乘，交融而不失主體性，
也就是明末清初三教合一的主要論述。
（五）小結
儒家言性言命，佛教說心說性。宋儒天道性命之說與佛教心性之學之間的關
連問題，乃是晚明儒佛交涉的重要內容。24憨山將傳統儒家治國、道家治身、佛
家治心的分工說、歸善說統一於利生之中，以利生作為三教明體達用的共同旨
歸。晚明佛教由出世之學而為現實經世的思想轉向，是當時儒佛調和論思潮的現
實要求，也是當時佛教在現實層面上所面臨的改革選擇。憨山建構會通理論，成
一家之言，別開生面，若沒有切確的把握和熟透研究，沒有對自身義理上、方法
學上的成熟和自信，展開如此廣泛的思考是不可能想像的事情。在這個意義下
說，晚明佛教思想的成熟和自信遠甚於以往時代，表明佛教思考的進一步深入和
擴展，使晚明佛教得以超越佛教出世與儒家經世之間的思想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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