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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從憨山大師的生平與修證經驗談起，從著作中論其修行方法和特色，並

透過〈觀心銘〉所傳達的旨要，歸結憨山大師的修行方法。藉由分析觀心銘結構，

明其字句脈絡，以「信解行證」來概括憨山大師在此銘中透露的開悟方法及境界，

闡發短篇「心銘」在禪文學中所擔負的功能與意義。 

  藉由梳理此銘亦可以發現，憨山大師既善於表達原理，亦善於用文字描寫意

境。由於禪宗心銘的特殊功能性，純粹以文學欣賞角度來看，字詞不免重複，韻

腳也稍嫌貧乏，沒什麼變化。但如「覺即照破」為了合韻而化用自「覺之即失」，

這樣對典故成語的化用也可算點睛之筆。若從義理來看，用銘體講述道理，並且

對韻腳似有巧思安排，以此謀篇，則也十分難得。 

憨山大師主張「觀心」的重要，此心不論是淨是染、是真是妄，凡用觀照工

夫，便是一種修定的方法。「觀身非身，鏡像水月。觀心無相，光明皎潔。」對於

禪者而言，表相並不是他們所在意的，文字也是身，而看透此身，以明本心，看

見本心，而知無相，那麼此銘能表現出憨山講述信解行證的用意，我們得以此而

觀心，也就能師法其心，而與聖者以心印心。 

 

關鍵詞：〈觀心銘〉、憨山德清、信解行證、念起即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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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憨山德清（1546~1623），從其傳記《憨山大師年譜疏》以及著作《憨山大師

夢遊集》中，可窺見他一生如何修行、證悟經驗之描述，以及關於證悟後所帶來

各方面的轉化。 

  憨山大師所處時代背景「文官無能，武將無節」1，在皇帝不問朝政，寵信

宦官的政治腐敗之下，王朝逐漸走向滅亡。在《憨山大師夢遊集》中記載： 

 

九歲，讀書於寺中，聞僧念觀音經，能救世間苦，心大喜。因問僧求其本，

濳讀之，即能誦。母奉觀音大士，每燒香禮拜，予必隨之。2 

 

憨山大師年幼時即具慧根，不但有救世之心，更一心精進修行。 

  他在七歲時，心中便興起了生從何處來、死往何處去的疑惑。九歲時入寺廟

學習經論，直到十九歲才出家、受戒。他最初立志學禪，因沒有成果而轉修念佛

法門，對修行有了較深的體會。之後，他再重新修行禪法，終於獲得了成就。 

  在其禪修指引的詩偈之中，〈觀心銘〉是一部指導禪修者如何修行、指明修

行「心要」的詩偈，內容著重在「觀心無相」，也就是「觀」心清淨的本質，也

描述心的一般狀況，以及對修行與開悟之境的詮釋。3如同聖嚴師父所言：「這首

詩所提到的修行方法都離不開身和心，它們是修行的工具，但主要談的是心的作

用。」 

由此可知憨山大師將禪宗簡樸嚴峻的實修，與華嚴宗無盡圓融的廣大教理融

合為一，兼容並蓄、融合佛教各宗派與儒家思想元素，使印度傳入的佛教思想在

中國化的歷程中逐漸整合。 

本文從憨山大師的生平與修證經驗談起，從著作中論其修行方法和特色，並

透過〈觀心銘〉所傳達的旨要，歸結憨山大師的修行方法。 

二、憨山大師的生平與修證 

（一）憨山大師生平 

  憨山大師從小除了善根深厚，且悟性極高。在《憨山老人夢遊集》中有以下

記載： 

 

                                                       
1 釋聖嚴著，釋會靖譯：《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臺北：法鼓文化，2017 年），頁 30。 
2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 53（CBETA, X73, no. 1456, p. 831）。 
3 釋常慧：〈禪修指引的詩偈——憨山大師三「心銘」：〈澄心銘〉、〈觀心銘〉、〈師心銘〉〉，收錄

於聖嚴法師：《本來面目－觀心銘講記》（臺北：法鼓文化，2018 年），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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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年七歲。叔父鍾愛之。父母送予入社學。一日叔父死。停於牀。予歸。

母紿之曰。汝叔睡。可呼起。乃呼數聲。嬸母感痛。乃哭曰。天耶。那裏

去也。予愕然疑之。問母曰。叔身在此。又往何處耶。母曰。汝叔死矣。

予曰。死向甚麼處去。遂切疑之。未幾。次嬸母舉一子。母往視。予隨之。

見嬰兒如許大。乃問母曰。此兒從何得入嬸母腹中耶。母拍一掌云。癡子。

你從何入你娘腹中耶。又切疑之。由是死去生來之疑。不能解於懷矣。4 

 

一位年僅七歲的兒童，就會對生死大事所起疑，由此可見憨山大師不凡之處。而

後除了天資聰穎，更是勤學儒佛諸經，才氣縱橫於當時。終於在十九歲那年出家

受戒： 

 

年十九，同會諸友，皆取捷，有勸予往試者。時雲谷大師，正法眼也，住

栖霞山中。太師翁久供養。往來必欵留旬月。 

 

予執侍甚勤。適雲大師出山。聞有勸予之言。恐有去意。大師力開示出世

參禪。悟明心地之妙。歷數傳燈諸祖及高僧傳。命予取看。予檢書笥。得

中峰廣錄。讀之未終軸。乃大快。歎曰。此予心之所悅也。遂決志做出世

事。即請祖翁披剃。 

 

盡焚棄所習。專意參究一事。未得其要。乃專心念佛。日夜不斷。未幾。

一夕夢中見阿彌陀佛。現身立於空中。當日落處。覩其面目光相。了了分

明。予接足禮。哀戀無已。復願見觀音勢至二菩薩。即現半身。自此時時

三聖。炳然在目。自信修行可辦也。 

 

是年冬。本寺禪堂。建道場。請無極大師。講華嚴玄談。予即從受具戒。

隨聽講至十玄門。海印森羅常住處。恍然了悟。法界圓融無盡之旨。5 

 

憨山大師於十九歲時，在因緣際會下閱歷眾多祖師傳燈錄及高僧傳，於是決定披

剃出家。而後專意參究不得，故專心念佛日夜不斷，竟得見西方三聖顯現，也更

增強他的信心。而後更於華嚴玄談中了悟法界圓融無盡之旨。 

 

  二十歲時從禪期出來仍如同未離禪坐般「即行市中。如不見一人」6二十六

                                                       
4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 53 (CBETA, X73, no. 1456, p. 831)。 
5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 53(CBETA, X73, no. 1456, p. 832)。 
6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 53(CBETA, X73, no. 1456, p.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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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後「決興復之志，將修行以養道待時」，遂即開始行腳遠游7。二十九歲從《肇

論》〈物不遷論〉裡的「旋嵐偃岳」時恍然了悟「信乎諸法本無去來也。」三十

歲時「一日坐橋上。忽然忘身。則音聲寂然。自此眾響皆寂。不復為擾矣。予日

食麥麩和野菜。以合米為飲湯送之。初人送米三斗。半載尚有餘。一日粥罷經行。

忽立定。不見身心。唯一大光明藏。圓滿湛寂。如大圓鏡。山河大地。影現其中。

及覺則朗然。自覓身心。了不可得。」8三十一歲時，與遊於五臺的蓮池大師，

在數日的夜晚對談時感到契合。 

 

年三十一。春三月。蓮池大師。遊五臺過訪。留數日。夜對談心甚契。是

年予發悟後。無人請益。乃展楞伽印證。初未聞講此經。全不解義。故今

但以現量照之。少起心識。即不容思量。如是者八閱月。則全經旨趣。9 

 

故憨山大師在其三十一歲以前，已經有幾次的悟境現前經驗，閱經也能了然

宗旨。在四十一歲時，「一夕靜坐夜起。見海湛空澄。雪月交光。忽然身心世界。

當下平沉。如空華影落。洞然壹大光明藏。了無一物。即說偈曰。海湛空澄雪月

光。此中凡聖絕行藏。金剛眼突空華落。大地都歸寂滅場。即歸室中。取楞嚴印

正。開卷即見汝身汝心。外及山河虗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則全經觀境。

了然心目。隨命筆述楞嚴懸鏡一卷。燭才半枝。已就。」10可見其以自身的悟境

印證經典內容。 

聖嚴法師認為憨山大師其《自序年譜》，讀來猶如現代銀幕的景觀，生動、

活潑，充滿了真實感的撼人力量。姑且不論憨山大師的悟境究竟有多深，對於一

位禪者的定境、悟境的敍述，能有如此的細微而明朗者，在中國禪宗史上，當可

推為第一。11 

而憨山大師的行誼，可說是當代開創的典範，我們可以從二十歲剛出家時的

狀況窺知端倪： 

 

江南從來不知禪。而開創禪道。自雲谷大師始。少年僧之習禪者。獨予一

人。時寺僧服飾皆從俗。多豔色。予盡棄所習衣服。獨覓一衲被之。見者

以為怪。12 

 

                                                       
7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 53(CBETA, X73, no. 1456, p. 833)。 
8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 53(CBETA 2019.Q2, X73, no. 1456, p. 835)。 
9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 53(CBETA, X73, no. 1456, p. 835)。 
10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 53(CBETA, X73, no. 1456, p. 838)。 
11 聖嚴法師：《明末佛教研究》（臺北：東初出版，1992 年），頁 70。 
12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 53(CBETA, X73, no. 1456, p.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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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從憨山大師的生平歷程與修證經驗來看，他是一位「教理」與「禪觀」

並重的高僧，而禪修方法則重視實修實悟。 

（二）憨山大師的修行方法 

聖嚴法師在《明末佛教研究》認為明末的禪宗人物特色是：「禪者的修證經

驗，便是『省』及『悟』的過程及其現象。」「省」是到了彷彿知道而實際尚未

知道的程度；「悟」又有未徹底的悟及徹底的悟。唯有徹悟之後，始夠資格「只

知穿衣喫飯」，而去出世坐堂開法，代佛揚化。13 

憨山大師的修行方法所涉的範圍極廣，但他「出於禪而亦匯歸於禪」，所以

他的修行法門以參禪為主，亦以教人念佛、持咒為其方便。聖嚴法師從憨山大師

的《夢遊集》中，歸納了七篇教人如何修行的篇章，包含〈答鄭崑巖中丞〉、〈示

參禪切要〉、〈示念佛參禪切要〉、〈答德王問〉─示修淨土法門、〈示優婆塞結念

佛社〉、〈示念佛切要〉、〈示玄機參禪人〉─示如何持咒，以及其他散見教人修持

的文字。14 

憨山大師在〈答鄭崑巖中丞〉（又名〈初心修悟法要〉）中對於修悟之境界描

述細微而明朗：「所言修者，只是隨順自心，淨除妄想、習氣、影子，於此用力，

故謂之修。若一念妄想頓歇，徹見自心本來圓滿光明廣大，清淨本然，了無一物，

名之曰悟。」15此文講述了五個參禪的原則：不得貪求玄妙，不得將心待悟，不

得希求妙果，不可自生疑慮，決定深信自心是佛。 

例如其中提到「如今做工夫。先要剗去知解。目的只在一念上做。」16中「一

念」的方法，以及「至若藏識中習氣愛根種子。堅固深潛。話頭用力不得處。觀

心照不及處。自己下手不得。須禮佛誦經懺悔。又要密持呪心。仗佛密印以消除

之。」17 

由此可以初步發現，憨山大師對於「念」與「心」相當在意，不論是正面提

點方法，或是警測留意勿犯的過失，最終都到了心上著眼，〈觀心銘〉尤其可說

是其中代表的一篇作品。 

三、〈觀心銘〉的結構與內容 

（一）〈觀心銘〉的結構 

  〈觀心銘〉共五十二句，二百○八字，是四字句押韻之銘文。「心銘」可說是

                                                       
13 聖嚴法師：《明末佛教研究》（臺北：東初出版，1992 年），頁 71。 
14 聖嚴法師：《明末佛教研究》（臺北：東初出版，1992 年），頁 76-77。 
15 《憨山老人夢遊全集》卷 1(CBETA, J22,no.B116, p.0729)。 
16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 2 (CBETA, X73, no. 1456, p. 468)。 
17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 2 (CBETA, X73, no. 1456, p.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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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門中一種特別的文類，禪師多用以頌偈說明開悟的方法與境界。18而憨山大師

留有〈澄心銘〉、〈觀心銘〉、〈師心銘〉與〈正心銘〉19，都以四字句的韻文體式

書寫而成。其中〈正心銘〉參考《大學》的脈絡而作，另可與其〈誠意銘〉、〈修

身銘〉、〈齊家銘〉參照，其文云： 

 

心本光明，欲蔽故暗，天然之體，隨情耗散。今欲正之，祛慾制情，一真

既復，諸妄不生。20 

 

該銘闡明心本性光明，然被情所避，所以要袪除慾望、節制情感，如此便能免除

妄念煩惱，使天然的本體回復到原來的光明。廣義而言也算提點了禪師所認為有

悟能開的方法所依循的原理。而〈澄心銘〉、〈觀心銘〉、〈師心銘〉則可以一體而

視，澄旨在如何讓內心澄淨，觀旨在諦照清淨自心的本質，師則是學習聖者之心，

三者似乎有著修行次第的關係，先掃除蔽礙，然後觀見本心，知心後可以自心印

聖者心，繼而繼續修習修證。21 

  因此在大架構下，〈觀心銘〉亦是憨山大師三「心銘」的樞紐，擔有承先啟

後的架構意義，同時在內容上，前接澄心，而進入更微細的觀心方法，後言證得

的自心樣貌，以開啟與先哲聖者印心的進修，是以觀心銘在三銘中篇幅最長，在

完成澄心的前方便之後，觀心就是開悟的主要方法，必須藉由觀心而得境界，從

而才能師從聖人先哲的真諦，所謂「學其無為，行其無事，聽其無聽，視其無視，

返觀內照，念念不住。」22要能夠明瞭這些前人無為、無事、無聽、無視，亦即

在一切世事背後的空，必須返觀內照。所以〈觀心銘〉說明的方法與境界是三銘

中最能看見憨山對修證方法抱持的態度與對於修證經驗的描述。 

  關於〈觀心銘〉的銘文內容，大致可以用方法和悟境來區分。聖嚴法師在禪

七開示的講記中將之分成「觀心原則」、「觀心方法」與「觀心悟境」三部分，23

而「觀心原則」廣義也當屬方法的一環。不過或許法師講解銘文是佛事當中的開

示，因此講解有時間限制、有與大眾在禪期間應機與否的問題，所以《本來面目

－觀心銘講記》，更近於聖嚴法師以〈觀心銘〉當載體來貫徹在禪期內對禪眾的

指導，就如法師自己所言：「是根據自己的體驗來解說的，希望透過這首詩偈，

讓各位的修行能有所依。」24然就〈觀心銘〉內容而論，當非禪期開示的集結，

而是以描述觀心方法與證悟境界為宗旨，是以在細究內文文義前，當重新釐清〈觀

                                                       
18 論者所學所見淺薄，未能尋及有關修證銘體的研究，以 CBETA 初步查找發現，這樣的傳統很

可能源於禪宗三祖僧璨的信心銘，若以文類觀之，其形式內容有怎樣的演變似很有後續考證深掘

的價值。 
19《憨山老人夢遊集》卷 1 (CBETA 2019.Q1, X73, no. 1456, p. 467) 
20《憨山老人夢遊集》卷 36 (CBETA 2019.Q1, X73, no. 1456, p. 729) 
21 釋常慧：〈禪修指引的詩偈——憨山大師三「心銘」：〈澄心銘〉、〈觀心銘〉、〈師心銘〉〉，收錄

於聖嚴法師：《本來面目－觀心銘講記》（臺北：法鼓文化，2018 年），頁 103。 
22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 36 (CBETA 2019.Q1, X73, no. 1456, p. 728) 
23 聖嚴法師：《本來面目－觀心銘講記》，頁 4-7。 
24 聖嚴法師：《本來面目－觀心銘講記》，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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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銘〉的結構。25 

  從銘文形式上可見，觀心銘採用偶句押韻的形式行文，大抵上四句換一韻，

多押仄聲，尤其多見蕭豪韻目之字，唯有「內心不起，外境不生。但凡有相，不

是本真。」押平聲韻，也使全銘讀來勁道十足，肯切的訴寫其由觀而悟的道理。

巧合的是若由韻目來看，去聲蕭豪韻似乎大抵可將全文分成四份，而由此似乎也

剛好可以看出本銘文有四個結構，常慧法師將此銘分成「信、解、行、證」四次

第26，以此韻腳切分，似乎小節以蕭豪韻開頭，並且以此韻做結。而大抵上信證

是關於悟境的描述，而解行就是原則和方法。頭四句就如同序跋，開啟觀心修心

的大門，而接著以「解」的原理來承接，轉入「行」的如何實修，最後以「證」

做結談境界體會，扣緊「觀身非身，鏡像水月。觀心無相，光明皎潔。」強調若

能證悟，則方法亦可以完全的放下，而無時無刻都能逍遙而不迷於其中。下文將

依此依序細究，憨山大師在各句當中的表露對於證悟的次第觀念。 

 

▼表一、〈觀心銘〉韻腳與結構 

銘文 《中原音韻》 次第 結構 

觀身非身，鏡像水月。 

觀心無相，光明皎潔。 
入聲，車遮 信 起 

一念不生，虛靈寂照。 

圓同太虛，具含眾妙。 

不出不入，無狀無貌。 

百千方便，總歸一竅。 

去聲，蕭豪 

解 承 
不依形氣，形氣窒礙。 

莫認妄想，妄想生怪。 
去聲，皆來 

諦觀此心，空洞無物。 

瞥爾情生，便覺恍惚。 
入聲，魚模 

急處迴光，著力一照。 

雲散晴空，白日朗耀。 
去聲，蕭豪 

行 轉 
內心不起，外境不生。 

但凡有相，不是本真。 

陰平，庚青 

陰平，真文27 

念起即覺，覺即照破。 

境來便掃，掃即放過。 
去聲，歌戈 

                                                       
25 舉例而言，該書將「急處迴光，著力一照」斷分在「觀心原則」，而「雲散晴空，白日朗耀」

是「觀心方法」的前兩句。但單就該銘形式來看，這是該銘第 21-24 句，而且四句「照」、「耀」

押同韻，與前後文的韻腳皆不同，顯然這四句在憨山原來的作意脈絡中該一體而觀。見聖嚴法師：

《本來面目－觀心銘講記》，頁 65-72。 
26 釋常慧：〈領略憨山大師的修行心要〉，收入於聖嚴法師：《本來面目－觀心銘講記》，頁 21。 
27 「在《中原音韻》皆屬庚青韻 [-ŋ]，蘇州音則收 [-n]，因蘇人往往庚青犯真文，將舌根鼻音

收尾唱成舌尖鼻音。」見李惠綿：〈從音韻學角度論明代崑腔度曲論之形成與建構〉，《中國文哲

研究集刊》第 31 期(2007 年 9 月)，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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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惡之境，隨心轉變。 

凡聖之形，應念而現。 
去聲，先天 

持咒觀心，如磨鏡藥。 

塵垢若除，此亦不著。 

入聲，蕭豪 

去聲，魚模28 

廣大神通，自心全具。 

淨土天宮，逍遙任意。 

去聲，魚模 

去聲，齊微29 

證 合 
不用求真，心本是佛。 

熟處若生，生處自熟。 
入聲，魚模 

二六時中，頭頭盡妙。 

觸處不迷，是名心要。 
去聲，蕭豪 

 

（二）〈觀心銘〉的修證次第 

〈觀心銘〉30的修證次第可分為四層，分別是立信、釋心、修心方法、證悟

境界，也就是「信、解、行、證」。 

 

1.立信 

首先破題以明要旨使人生信，也就是「觀身非身」與「觀心無相」，破除修

行者對身與心的執著： 

（1）身：觀身非身。鏡像水月。 

打破對身體的執著，破除身體真實存在的知見，如同鏡像和水月般虛妄不

實。也就是了知到身體是由五蘊與四大結合而成，因為因緣和合而產生、因緣離

散即滅失，因此必須破除身見，當我們能觀身體是虛幻不實的，就可以開始參究

我們的心。 

（2）心：觀心無相。光明皎潔。 

心有種種的形象，由身體的的相狀所展現，是不斷變化的，因此如果身體沒

有了，也不會有心的形象。所以「無相」才是真正的實相，當凡夫離開執著的煩

惱心，而成光明皎潔的面貌，就是聖人的智慧心。事實上凡夫與聖人的心並非不

同，只是所顯現的相不同。  

憨山大師在銘中對身心分別論述，關於身，要以去除的方式觀照「身」，當

他鏡子當中的水與月，所以「不依形氣，形氣窒礙」；而關於心，則要去除心中

                                                       
28 一般南曲入聲遵循《洪武正韻》，二者韻目同為「藥」。 
29 魚模，齊微是否該當分韻是明末到元代韻家有所爭議，在南曲多可見通押的狀況，可見李惠

綿：〈從音韻學角度論明代崑腔度曲論之形成與建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1 期(2007 年 9

月)，頁 81-83。 
30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 36 (CBETA, X73, no. 1456, p.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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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相，使其光明，沒有任何汙點，所以「莫認妄想，妄想生怪。」 

不過關於身心的去除部分，有一點區別，對於身，憨山將之完全視為虛妄，

而對於心，在銘中仍然肯定其主體性，重點在於去念無相，換言之也可以由此推

得，身與心有著一點從屬關係，身也是心中的念、心中的相。 

2.釋心 

  既然聖凡之心並無不同，「心」的樣貌究竟為何？首先我們必須先了知「無

相」之境： 

 

一念不生。虛靈寂照。圓同太虛。具含眾妙。不出不入。無狀無貌。百千

方便。總歸一竅。 

 

  當我們心中沒有念頭的起伏，是明亮活潑、寧靜不動，且能清楚地映照一切。

便是一種圓滿無礙的境界。而這個「無相」，是沒有範圍、空間、大小的概念，

但一切的作用卻是不離「心」的造作。 

  然而，心中一個念頭都沒有時，是極為明朗清淨的，但並不是一片空白。空

虛無的心不是真正的無相，因為空白本身就是一種相。「無念」就是「無相」在

這個狀態下，心是不動的，但又清清楚楚的覺知到一切。31 

  在憨山大師在修行體悟的偈子「瞥然一念狂心歇，內外根塵俱洞徹；翻身觸

破太虛空。萬象森羅從起滅，自此內外湛然。」32即有描述到此圓滿的境界。我

們的心就如同太虛空般的圓滿，所有的一切現象都不會影響到心的清淨及普照的

功能。因此，我們的心若像太虛空般含融一切，在生活中接觸到的任何現象便不

會影響心的清淨與覺照的功能，這就是「圓同太虛，具含眾妙」。 

  在了解心的本質後，需分辨心「著相」的狀況： 

 

不依形氣。形氣窒礙。莫認妄想。妄想生怪。諦觀此心。空洞無物。瞥爾

情生。便覺恍惚。 

 

  形質與能量會障礙我們辨認心的本質，產生了妄想，當我們的心隨著妄想而

起舞，便生出種種怪誕的事情。因此若能「諦觀此心」，就會發現心是空洞而無

有物，故不會生起任何執著的念頭。 

3.修心方法 

  「諦觀此心」的方法為何？憨山認為要返照心念，知道一切相並非真實，境

來即掃、掃即放過，了解一切皆是唯心所造： 

 

                                                       
31 聖嚴法師：《本來面目－觀心銘講記》（臺北：法鼓文化，2018 年），頁 56-57。 
32 《憨山老人夢遊集》卷 53 (CBETA 2019.Q2, X73, no. 1456, p. 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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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處迴光，著力一照。雲散晴空，白日朗耀。 

內心不起，外境不生。但凡有相，不是本真。 

念起即覺，覺即照破。境來便掃，掃即放過。 

善惡之境，隨心轉變。凡聖之形，應念而現。 

 

當我們覺察到內心的混亂，便要提起方法清楚映照。看到自己的迷妄後，努力修

行而體證本來空寂的心，便會如同雲霧散盡的晴空，唯有日光朗照。因此要不斷

的回到方法，如果不起念頭，就不會感受到外境的變動，因為心外的一切顯象皆

是妄念，如同《六祖壇經》中「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33 

  「念起即覺，覺即照破」表述了「覺知」的重要性，當我們覺察到了念頭，

念頭便不存在了。因此聖嚴法師形容心應該像鏡子而非照相機34，能映照一切卻

不會存錄於其中。較早的用法可見於唐代圭峰宗密，其謂「念起即覺，覺之即無。」
35這樣的說法在宋元禪門當中被廣泛使用，而宋代亦開始有「覺之即失」的用法，

如宗賾的〈坐禪儀〉36，所謂念起即覺，亦同於「不怕念起，唯慮覺遲。」37強

調念生覺即生的剎那性，亦即是否有念，無甚要緊，但是要從不知不覺、到後知

後覺，從而先知先覺，去觀照升起的念頭，所以「即」是很短的時間，幾乎等於

同時發生之意，當念與覺的時間差消失，也代表了隨時能覺察，隨時都在「觀心」

的狀態。 

    而「覺之即失」與「覺之即無」，都是在表達念頭在有所察覺後就不復見， 

憨山大師沿用前句，卻化用了這兩句，而寫「覺即照破」，此四字可說將「覺」、

「照」、「觀」合在一塊，憨山大師並非沿用原本的句式寫成「覺之即破」，相較

於「覺之即如何」的句法，似乎如何去覺念是表達中的重點，但「覺即照破」又

有了「覺」就等於「照破」的意思，換言之，當有了明覺時，能觀能照，那些將

心蒙蔽的外相就會自然瓦解，是以「照破」之說是把重點放到了動詞之上，強調

過程重於結果，也更切合了題旨的「觀心」。而破字雖是為了押韻，但比起「失」

和「無」，少了點自然而然的禪家淡然，卻多了修行人主動自我鞭策以求上盡的

生命力，也更顯現了憨山大師，對於弘揚禪法、修行禪法的積極心態。 

  而心中若能像明鏡般映照萬物，便能不著相以及產生分別，也就是「不思善

惡」，一切善惡現象皆是唯心所造，當我們心不動，就不會起作用，了知這一切

境界的變化都是念頭的顯現。 

  因此，憨山大師歸結的修心方法在於「持咒觀心」，這是一種修行的方便法

                                                       
33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2019.Q2, T48, no. 2008, p. 349c12)。 
34 聖嚴法師：《本來面目－觀心銘講記》（臺北：法鼓文化，2018 年），頁 79。 
35 在與裴休問答的《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和《禪源諸詮集都序》都有「念起即覺，覺

之即無，修行妙門，唯在此也。」《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 (CBETA 2019.Q1, X63, no. 1225, 

p. 34a4-5 // R110, p. 872a4-5 // Z 2:15, p. 436c4-5)；《禪源諸詮集都序》卷 1 (CBETA 2019.Q1, T48, 

no. 2015, p. 403a5-6)。 
36 《(重雕補註)禪苑清規》卷 8 (CBETA 2019.Q1, X63, no. 1245, p. 545a10 // R111, p. 920b3 // Z 2:16, 

p. 460d3)。 
37 《宗鏡錄》卷 38 (CBETA 2019.Q1, T48, no. 2016, p. 638a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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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持呪觀心。如磨鏡藥。塵垢若除。此亦不著。 

 

事實上，「方法」只是修行的一種工具，訓練我們到無念的狀態，因此若已經沒

有煩惱，也就不需要執著在方法上了。 

 

4.證悟境界 

  最後一段則講述了修行證悟的境界，強調心無相的作用： 

 

廣大神通。自心全具。淨土天宮。逍遙任意。不用求真。心本是佛。熱處

若生。生處自熟。二六時中。頭頭盡妙。觸處不迷。是名心要。 

 

首先辨明「神通」之境，廣大的神通是自心所具備的，並不需要向外去尋求。而

所謂的淨土天宮，也是隨著我們念頭而顯現的，如果內心清淨則隨處是淨土，反

之則處於地獄或是煩惱痛苦當中。接下來，就是要了知到「自心本是佛」，也就

是《六祖壇經》「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38佛性本無差別的概念。

最後則說明心無相的作用，便能視親人如一般人、視眾生如同親人，發自內心而

生起感恩的心。 

 

四、結語 

  本文架構以〈觀心銘〉為核心，旨在深入一點的剖析憨山大師的〈觀心銘〉，

首先本文從憨山大師的生平與修證經驗談起，從著作中論其修行方法和特色，並

透過〈觀心銘〉所傳達的旨要，歸結憨山大師的修行方法。藉由分析觀心銘結構，

明其字句脈絡，以「信解行證」來概括憨山大師在此銘中透露的開悟方法與開悟

證境。以補充目前學界對憨山大師修證心要相關成果的研究。 

  此銘以韻文體短篇記載開悟方法，顯現禪法在文學表達下有無限可能，銘文

用字簡單易懂，也可能是聖嚴法師用以作為在 1980 年於紐約禪中心第一次舉辦

禪七時，對西方、東方禪眾開示內容的原因。 

  藉由梳理此銘亦可以發現，憨山大師既善於表達原理，亦善於用文字描寫意

境。由於禪宗心銘的特殊功能性，純粹以文學欣賞角度來看，字詞不免重複，韻

腳也稍嫌貧乏，沒什麼變化。但如「覺即照破」為了合韻而化用自「覺之即失」，

                                                       
38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1a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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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對典故成語的化用也可算點睛之筆。若從義理來看，用銘體講述道理，並且

對韻腳似有巧思安排，以此謀篇，則也十分難得。 

  憨山大師主張「觀心」的重要，此心不論是淨是染、是真是妄，凡用觀照工

夫，便是一種修定的方法。「觀身非身，鏡像水月。觀心無相，光明皎潔。」對

於禪者而言，表相並不是他們所在意的，文字也是身，而看透此身，以明本心，

看見本心，而知無相，那麼此銘能表現出憨山講述信解行證的用意，我們得以此

而觀心，也就能師法其心，而與聖者以心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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