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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月法藏禪師參禪指導之略探 

張桂菊 

佛光大學佛教學系碩士四年級 

提 要 

  明末時期禪宗復興，修學參禪者絡繹不絕。本論文旨在研究探討漢月法藏

（1573～1635）的參禪指導，以往現代學術研究對漢月法藏的研究大多著眼於「密

漢之諍」的探討，然而漢月法藏在提倡看話禪——以看話禪作為「參禪指導」與

「提振綱宗」方面，亦有獨特的貢獻。 

  於漢月生平中可見，漢月自幼學佛直至開悟皆未有導師，自身聰慧使其聲名

遠播，名師皆爭相邀請漢月能夠進入自己的宗派。隨著近年學者們對明清文獻的

發掘，漢月眾多著作也得以重見天日，探究漢月參禪的範圍也能越來越細緻，漢

月的著作《參禪四十偈》即是其中被發現的文獻之一。 

另外從漢月《語錄》中，亦可詳見漢月多次對眾說明參禪的叮嚀與提點，也

經常使用參公案、看話頭等方式教授參禪，特別的是漢月以看話禪法作為參禪的

教理依據，並將參究看話禪的過程寫成《參禪四十偈》，是一部有次第和有系統的

參禪指南，漢月並期許已證悟禪者們注重法脈、力闡綱宗和提振宗風。因此，筆

者藉由漢月的《參禪四十偈》來看漢月如何有系統的指導參禪，使後學禪者得以

依循此參禪指南並且徹悟，希望本論文能呈現出漢月禪師於明末時對參禪指導的

貢獻。 

關鍵詞：漢月法藏、參禪次第、看話頭、參禪四十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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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漢月生平介紹 

一、生平與其著作 

  漢月法藏，號於密，俗姓蘇，是橫跨明末、清初兩個朝代之禪師，出生於神

宗萬曆元年（1573），江蘇無錫人，家中是儒學家庭，漢月幼時有段神話般的故事，

七歲時至校讀書時，正巧湖水暴漲，家人遍尋不著時，漢月則乘龜衝破濤浪而回，

村里的人皆讚神之。十五歲時漢月辭父母至德慶院作為童子學習佛法，有師彌堅

欲為其剃髮，然漢月則已「茲大事，我不欲同俗草草。」漢月認為出家為大事，

不能隨便草草出家，拒絕剃髮，1後乞三年學方才於十九歲剃髮為僧。漢月專研佛

教經典，也精析儒術，2二十三歲時，又以《學》、《庸》、《論》、《孟》教授予門人

弟子，且與四方士大夫頗有交往，3後二十八歲時決意行腳遍參諸方名宿。 

  二十九歲與三十二歲時曾兩度向雲棲袾宏（1535-1615，以下簡稱為袾宏）乞

戒不果，並於當時獲得雲棲新刻《高峰語錄》，4閱讀後漢月自覺猶如出自己口，

自此之後便傾心專究，5甚至晝夜不放，閉關力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期

間也遍購古尊宿語錄讀之，更到雙徑禮拜大慧宗杲禪師之塔、至海虞東塔寺參訪，

遍遊諸方，漢月一直到三十七歲（1609）才得於金陵靈古寺古心和尚（1541～1615）

處受具足戒。6
 

  三十八歲時於海虞三峰的廢院修習，此處後來成為三峰派祖庭「三峰清涼禪

院」。據漢月《語錄》中可見，漢月曾對眾述說居於海虞三峰時，八年時間費盡

                                                      
1
 《三峰藏和尚語錄》，CBETA, J34, no. B299, p. 204, b2。 

2
 《續指月錄》卷 19：「無錫蘇氏子，年七歲就鄉塾，值湖水暴漲，家人徧尋不獲，即乘一大龜衝

濤而來，里人神之。十五出家，十九剃染，究心教典，精析儒術。」CBETA, X84, no. 1579, p. 132, 

b15-18。 
3
 釋見一，《漢月法藏之禪法研究》，頁 10。 

4
 《高峰原妙禪師語錄》CBETA, X70, no. 1400。 

5
 黃宗羲著，陳乃乾編，〈蘇州三峰漢月藏禪師塔銘〉，頁 289。 

6
 魏道儒，《中華佛教史‧宋元明清佛教史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 年 7 月第一版，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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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喫盡辛苦，只願參得其中之精隨： 

二十九歲見《高峰語錄》讀之，隱隱如獲故物，八年之內費盡心力、喫盡

辛苦，居海虞之三峰，虛簷罅壁，草屋蘿牆，床下水流，庭前草沒，麥麩

豆滓，掬水補衣，單單看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7
 

由於當時環境非常困苦，漢月始終如一的精進勤學，費十餘年，後立百日不語死

關終在四十歲一日深睡時，聞窗外二僧折竹子聲，猶如迅雷震般當下便頓悟，凡

先前讀過祖師大德之言句皆一一了悟，8隔年漢月便作《證心歌》、《大徹底人本

脫生死頌》二著作，以證自己是大徹悟之人。9據漢月《語錄》所載，漢月曾與密

雲書信往來中自述：「自謂得心於高峰，印法于寂音」，10認為自己是得到高峰與惠

洪的傳承。 

  四十六歲時，漢月隨名氣漸漲，四方各地來參學請益之僧眾、士大夫等追隨

者也日益增加，受到諸方各宗矚目，各方爭相邀請講法，與憨山德清（1546～1623）、

湛然圓澄（1561～1626）及密雲圓悟（1566～1642）來往密切，三位各別給予漢

月莫大的認可，甚至都有意圖將其攬於門下，此時漢月卻自嘆罪深：「威音以後，

不許無師，恐將來未得謂得者，倚我蔑古法，我罪深矣。」11原因就是禪宗傳法以

來，皆以師承承相傳，而漢月本身自己證悟，並沒有最為關鍵的「師承」，因此

害怕將來未開悟者，倚仗自己無師承之事，便胡亂宣稱自己得悟而蔑古法。  

  五十四歲時漢月於安隱寺開堂說法，始為密雲圓悟拈香，正式成為圓悟之法

嗣，12晚年卒於崇禎八年（1635），世壽六十三歲，僧臘四十五，全身葬於萬峰祖

塔之中，康熙四十四年（1705）蒙恩追諡鏡通禪師。黃宗羲和董其昌為其撰寫塔

                                                      
7
 《三峰藏和尚語錄》，CBETA, J34, no. B299, p. 152, c14-17。 

8
 釋見一，《漢月法藏之禪法研究》，頁 10 至頁 11。 

9
 呂真觀，《明末清初臨濟宗圓悟、漢月紛爭始末考論》，成都：巴蜀書社，2017 年 6 月，頁 32。 

10
 《三峰藏和尚語錄》，CBETA, J34, no. B299, p. 190, a30。 

11
 《三峰藏和尚語錄》，CBETA, J34, no. B299, p. 207, a4-5。 

12
 釋見一，《漢月法藏之禪法研究》，頁 9 至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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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其門人弟子弘儲集其語錄編輯成冊為《三峰藏和尚語錄》，13目前可見共十六

卷收錄於新文豐《嘉興大藏經》第三十四冊中。 

  漢月歷任住持過八座道場，分別為海虞三峰清涼寺、蘇州鄧尉聖恩寺、蘇州

北禪大慈寺、杭州臨平安隱寺、梁溪龍山錦樹院、杭州南屏淨慈寺、嘉興水西真

如寺以及蘇州松陵聖壽寺。漢月門下弟子共有十四位，此十四位名字於註腳處列

出，較為著名的為梵伊弘致（1595～1629）、具德弘禮（1600～1667）、繼起弘儲

（1605-1672）等。14漢月一生中也撰輯很多著作，如《三峰三十景詩》、《三峰

藏禪師山居詩》、《三峰藏和尚語錄》、《廣錄》、《於密滲施食旨要》、《弘

戒法儀》、《五宗原》、《修習瑜伽集要施食壇儀》、《傳授三壇弘戒法儀》、

《梵網一線》、〈濟宗頌語〉等刊刻行世，其中著作又以《五宗原》最具爭議。 

  另外，近年來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致力收集明清時期的稀見文獻，其中，

不少漢月著作被發掘出來，目前共有六部，分別為《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

《於密滲禪病偈》、《於密滲參禪諸偈》、《海虞三峰於密藏和尚普說》、《和

隱真子勸修偈》、《於密滲宋元三尊宿做工夫因緣邪正註》等，15學者黃繹勳將以

上稀見文獻各別進行「解題」、「內容說明」、「正文」等，現可見於黃繹勳著

《漢月法藏禪師珍稀文獻選輯（一）》一書。  

二、漢月多元禪法之形成 

  漢月自學法到開悟這一路上，思想上受到很多人的影響與啟發，其中受到惠

洪覺範（1071～1128）以及高峰原妙（1238～1296）的影響最深，學者釋見一、

廖肇亨及黃繹勳於著作中有各別探討。16筆者就三人研究成果整理出漢月受惠洪覺

                                                      
13

 黃宗羲著，陳乃乾編，〈蘇州三峰漢月藏禪師塔銘〉，頁 288-290。 
14

 漢月 14 位弟子：梵伊弘致、一默弘成、問石弘乘、大樹弘證、頂目弘徹、澹予弘垣、具德弘禮、

剖石弘璧、繼起弘儲、于槃弘鴻、慧刃弘銛、潭吉弘忍、碩機弘聖、劉道貞居士。參黃宗羲著，陳

乃乾編，〈蘇州三峰漢月藏禪師塔銘〉，頁 290。 
15

 黃繹勳，《漢月法藏禪師珍稀文獻選輯（一）》，頁 15 至頁 16。 
16

 依序分別為： 

 (1) 釋見一，《漢月法藏之禪法研究》，中華佛學研究所論叢，臺北：法鼓文化，200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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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及高峰原妙的影響原因。 

  漢月平生喜愛遍搜古尊宿著作來閱讀，因緣巧合下取覺範《臨濟宗旨》與《智

證傳》讀之，雖然惠洪覺範出生於宋朝，漢月出生於明朝，兩者年代相差近五百

年，卻深感猶如覺範親授，17便決心遙嗣繼承其宗旨。於漢月〈年譜〉中記載： 

宋崇寧間，寂音尊者作《智證傳》直究綱宗，行祖令四百年，少有洞明此

書者。萬曆丙辰，和尚結夏三峰，對眾日提一則，既而病，或越四日、五

日一提，甚或越月，至庚申，痛念法門，強為卒業，自言：「收覺範狼藉之

夜光復胎明月」首座聽石敏錄成帙曰《於密禪師提智證傳》。18
 

漢月深感惠洪作《智證傳》直究綱宗，至今已四百年有，卻少有人洞明此書，便

對眾開始每日或四、五日等拈提一則，最終門人弟子石敏將漢月對眾所拈之提語

集結成為《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19黃繹勳於研究中認為漢月拈提《智證傳》

的原因，是與開悟一事有所關連，漢月自悟後苦尋不得能為他印可之人，透過閱

讀覺範兩部著作《智證傳》與《臨濟宗旨》，有如與惠洪覿面相印。20廖肇亨說明

惠洪將臨濟正法寄託於文字之中，而漢月批讀其著作，成為了惠洪五百年後的知

音。 

  漢月〈塔銘〉記載，所謂宗旨，各宗各有所不同，目的皆是為辨別棒喝、機

語的正確與否，而這些皆是從惠洪所遺留下來的著作中所領悟的。21惠洪《臨濟宗

                                                                                                                                                            
   初版。 

 (2) 廖肇亨，〈惠洪覺範在明代―宋代禪學在晚明的書寫、衍異與反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集刊第 75 本第 4 分，2004 年 12 月，頁 797 至頁 837。 

 (3) 黃繹勳，〈漢月法藏《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稀見本之研究〉，宜蘭：佛光大學佛教研 

究中心舉辦「第二屆「近世東亞佛教文獻與研究」國際研討會論文集」，6 月 2-3 日，頁 30

至頁 59。 
17

 同上，參頁 33。 
18

 《三峰藏和尚語錄》，CBETA, J34, no. B299, p. 207, b11-16。 
19

 此著作於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所藏，黃繹勳於〈明清三峰派藏外典籍提解Ｉ〉中對《於密滲

提寂音尊者智證傳》此著作提供編輯者、編撰年代、結構等基本訊息。 
20

 黃繹勳，〈漢月法藏《於密滲提寂音尊者智證傳》稀見本之研究〉，宜蘭：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

心舉辦「第二屆「近世東亞佛教文獻與研究」國際研討會論文集」，6 月 2-3 日，頁 36。 
21

 黃宗羲著，陳乃乾編，《黃梨洲文集》，頁 287 至頁 288。 



6 
 

旨》與《智證傳》此二部著希望能藉此來提振五家宗旨，充分展現五家並重，22以

及對禪宗各家綱宗表達關切之態度，釋見一提出漢月對惠洪禪觀的契合、重視與

推崇，23這於漢月與其師密雲圓悟的書信當中更能體現，漢月直接向圓悟表明「見

寂音尊者著《臨濟宗旨》，遂肯心此老，願宏其法。」。24惠洪的《臨濟宗旨》著實

打中漢月的心，並且漢月希望能夠弘揚惠洪的禪法。 

  高峰原妙的《高峰語錄》是伴隨漢月參禪，甚至是致使漢月開悟的指導書，

也是啟發其傾心專究參禪的原因之一。《高峰語錄》原於袾宏處所得，漢月曾於

上堂時表述自己在閱讀《高峰語錄》時「瞭然如昨日背誦、參究明白底一般，身

心歡喜，踊躍無量。」，25更加深身漢月參究禪法的信心，從而閉關日夜打坐，力

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此話頭。 

  高峰重視參話頭，因參話頭起疑情而開悟，並以參禪三要「大信根」、「大疑

情」與「大憤志」來教導後人，漢月也因高峰的《語錄》參話頭而徹悟，26與高峰

同樣重視看話頭，也著作《參禪四十偈》使後學人得以參照此步驟參禪。27釋見一

著作中更指出「《高峰語錄》扮演者師長的角色，指引漢月前進的方向，深深影響

者漢月的精神世界。」28這樣的說法，實因漢月二十九歲時於袾宏處得《高峰語錄》

便一直努力參究長達十一年，直至四十歲時徹悟。 

  漢月上堂時也喜愛講述大慧宗杲的「竹篦子」話頭。「竹篦子」是以竹子做成

香板，於禪堂中警策學人之器具。29大慧常以「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

如何？」來向學人作機語勘問，30當見竹篦子時，喚它叫做竹篦，是觸動了心意識，

                                                      
22

 林伯謙、陳弘學，《標點注釋智證傳》，頁 43。 
23

 釋見一，《漢月法藏之禪法研究》，頁 44。 
24

 《三峰藏和尚語錄》，CBETA, J34, no. B299, p. 190, a29-30。 
25

 《三峰藏和尚語錄》，CBETA, J34, no. B299, p. 153, a30-b1。 
26

 釋見一，《漢月法藏之禪法研究》，頁 10 至頁 11。 
27

 漢月《參禪四十偈》現可於漢月《語錄》以及《於密滲參禪諸偈》中可見。 
28

 釋見一，《漢月法藏之禪法研究》，頁 63。 
29

 釋見一，《漢月法藏之禪法研究》，頁 94。 
30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8A, p. 882, a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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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人心意識一動，就舉竹篦子逼拶；不喚它做竹篦，則又違背了常理，學人喚也

不是，不喚也不是，一切總不得，這是以此「話頭」將人逼至進退兩難的境地，

正是要學生完全無心意識的思量、分別、我執等作用。31禪宗史上，早有葉縣歸省

禪師因參「竹篦子」話頭而開悟，32之後透過大慧宗杲提倡「竹篦子」話頭，進而

普遍流行。漢月也於上堂時多次講述「竹篦子」話頭， 漢月認為當時禪風太惡，

事因諸方師家指示話頭不明所至，使一般信心不足之學人，疑滯不前，於是於北

禪寺時以「竹篦子」開發做工夫之方法。33
 

  另外，大慧宗杲（1089～1163）的話頭禪正於晚明時期普遍流行，34漢月承襲

宗杲的話頭禪，同時也將它做些許的改變，漢月曾說：「所謂話頭者，即目前一事

一法也。」35任何日常事項都可以成為參究的對象，36譬如漢月於聖恩寺普說時曾

拿眼前一瓦片為例，37此舉融入平凡的生活當中，讓更多得人能於日常之中接觸禪

法。 

  禪宗到了明末時期，禪宗與淨土宗相當興盛，甚至吹起一股「禪、淨」的融

合，比如說禪門之參究功夫與淨土持名念佛相結合為「參究念佛禪」開始盛行，

進而形成禪淨雙修的風潮，許多著名高僧是禪淨共修的提倡與實踐者，像是與漢

月往來甚密，明末四大高僧中的雲棲袾宏、憨山德清等，都是同時修習禪與淨的

                                                      
31

 涂艷秋，〈聖嚴法師對話頭禪與默照禪的繼承與發展〉，《聖嚴研究》3，頁 203。 
32

 葉縣歸省禪師開悟一事可見《五燈會元》記載：「葉縣歸省禪師參首山，山一日舉竹篦問曰：「喚

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喚作甚麼？」師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麼？」山曰：「瞎！」師於言

下豁然頓悟。」CBETA, X80, no. 1565, p. 235, a7-9。 
33

 釋見一，《漢月法藏之禪法研究》頁 92 至頁 97。 
34

 釋見一認為，大慧宗杲的話頭禪雖於晚明時期普遍流行，但並非特別只影響漢月。釋見一，《漢

月法藏之禪法研究》頁 41。 
35《三峰藏和尚語錄》：「所謂話頭者，即目前一事一法也。凡人平居無事，隨心任運，千思百量，

正是無生死處，只為將一件物事到前，便生九種見解，所以流浪生死，無有出期，故祖師家令人于

一事一物上坐斷九種知見，討箇出格之路，故謂之看話頭。」CBETA, J34, no. B299, p. 154, c29-p. 155, 

a3。漢月將祖師禪與如來禪的判析，與「十法界」之說法相連繫，「十法界」是佛教對世間、出世

間眾生按境界所作之分類，依序分別為：地獄、餓鬼、畜牲、阿修羅、人、天、聲聞、緣覺、菩薩

以及佛。漢月認為需坐斷九種知見，也就是佛以前之九類，於佛之境界時，仍要討個出格之路。漢

月論說祖師禪與如來禪之分別時，將如來禪判為佛界，將祖師禪認為是出格於十界以外。張文良，

〈漢月法藏論如來禪祖師禪〉，《法音》3，1995 年，頁 30 至頁 31。 
36

 魏道儒，《中華佛教史．宋元明清佛教史卷》，頁 304。 
37

 漢月於聖恩寺普說時曾拿眼前一瓦片為例，來說明十法界之歧見，以及祖師禪與如來禪之分別。

張文良，〈漢月法藏論如來禪祖師禪〉，《法音》3，1995 年，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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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人物。 

  漢月與袾宏相識前，就已經先從文章認識袾宏。據漢月〈年譜〉記載，漢月

九歲時因不忍傷害動物的生命，開始每日茹素，有蘇氏先輩見其行為，便對他說：

「孺子欲為蓮池耶？學其放生？」，38漢月因此語開始遍索袾宏「放生文」，39看了

之後痛哭流涕，更說：「不異我義。」，40可見當時漢月便與袾宏修行理念甚為認同，

這是漢月初次對袾宏接觸，從此展開兩人之因緣。 

  從前述漢月生平中可知漢月曾兩次向袾宏求戒，皆因朝廷未開戒壇，而未能

得以圓戒，於第二次求戒時，雲棲再次拒絕漢月後，漢月懇求雲棲為其改名，而

雲棲仍是拒絕道：「皇恩得度，名不可改。」。41僧人請人為其改名，即有拜其為師

之意，因此雲棲拒絕為漢月法藏改名，就是拒絕收他為徒。42雖然漢月求戒、求師

不果，卻於袾宏處得到新刻《高峰語錄》，自此開始專研力參，歷經辛苦終得徹悟，

可以說袾宏是漢月得悟助力之一。於漢月《語錄》中有段記載： 

禪宗絕響，幸得雲棲大師出世，雖以念佛收盡法中英傑，其實參究一著，

是渠本旨，故晚年於淨土、戒律之外，特特提起此事，乃刻《禪關策進》。

43
 

從這一段話語可以看出，漢月認為禪宗能有袾宏的出世是屬難得之事，對於袾宏

雖身為禪師，但以淨土念佛法門攝受大眾一事，更是如此讚嘆。漢月著作《弘戒

法儀》自序中便可看出漢月對袾宏重視，於古心律師處得戒後，仍至袾宏墳前相

稟。 

                                                      
38

 《三峰藏和尚語錄》，CBETA, J34, no. B299, p. 204, a9。 
39

 此放生文為〈戒殺放生文〉，收入在《雲棲法彙》卷 11 當中。《雲棲法彙》，CBETA, J32, no. B277。 
40

 在漢月的年譜就有記載其九歲時就因不忍傷害生命作為食物而茹素，有長輩見到漢月如此行為，

便說：「孺子欲為蓮池耶？學其放生。」因為聽到這樣的話語，漢月開始遍索株宏的放生文，看了

之後痛哭流涕，因此更說祩宏的放生文與自己的義旨沒有差異。 
41《三峰藏和尚語錄》，CBETA, J34, no. B299, p. 205, b6-7。 
42

 張雪松，〈晚明以來僧人名號及譜系研究〉，《玄奘佛學研究》，2011 年，頁 259。 
43

 《禪關策進》為雲棲所輯，1600 年行世，現今收錄至《卍續藏》一一四冊。依釋聖嚴，《明末佛

教研究》，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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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月所撰《於密滲宋元三尊宿做工夫因緣邪正註》和〈和隱真子勸修偈 并序〉

也以「吾師」對袾宏之尊稱，文中對其法闡述道「此雲棲以禪、教、律兼修而攝

淨土者也，末法光明幢政以此也。」，44對於袾宏在此末法時期，以禪、教、律等

兼修作法的是非常推崇的，同時漢月也宣揚此等理念，並提出對當時佛學風氣之

見解： 

今人不喜參禪，單學念佛，遂謗參禪為非法，不解講教，遂以說教為餘文。

不肯就律之拘束，遂以律為多事，固知單提一句彌陀為橫出三界捷徑之徑

矣，而不知謗之與「餘」與「多」，即為念佛之大障也。45
 

漢月認為當時喜歡修行念佛之人是多於參禪者，漢月認為單只學念佛，因此毀謗

參禪、說教為餘文、律為不必要之事，只知單念彌陀作為捷徑，卻不知有禪、教、

律，學佛法不應只單學一法門，且排除其他法門、誹謗其他法門，這是念佛的一

大障礙。釋果燈於《明末清初之叢林改革與律學主張》中認為： 

漢月的律學思想深受古心和袾宏的影響，他認為當時叢林之弊端在於禪、

教、律三宗各自為政，不能相輔相成。46
 

除了再次看見漢月對袾宏認同與肯定外，對漢月而言，袾宏是致使漢月得悟的助

力之一，且擁有相同的弘法理念。 

  縱觀上述，漢月參禪的道路上，受到很多人的影響與啟發，雖各有不同教理，

但漢月也不排斥的學習，更將所學融會貫通後，成為他以後以多元方式教授後學

弟子們的教學方法，只望能以此讓佛教、禪門更為繁榮。 

                                                      
44

 引自《於密滲宋元三尊宿做工夫因緣邪正註》，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所藏，第 38 冊。 
45

 引自《於密滲宋元三尊宿做工夫因緣邪正註》，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所藏，第 38 冊。 
46

 釋果燈，《明末清初之叢林改革與律學主張》，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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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漢月《參禪四十偈》的參禪要領 

  筆者依據漢月《語錄》中所記載之《參禪四十偈》，探討漢月指導參禪者的參

禪要領。47按漢月〈年譜〉記載可知，漢月於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時作《參禪

四十偈》，提出參禪修行次第指南的四十個偈語。48漢月《參禪四十偈》現可於漢

月《語錄》以及《於密滲參禪諸偈》中可見。49黃繹勳於《漢月法藏禪師珍稀文獻

選輯（一）》一書中，依據參禪者禪悟經驗的深淺，將漢月教導參禪者的《參禪四

十偈》分為四類，依序分別如下： 

1. 「初學者」：「大信」、「直心」、「持戒」、「發憤」、「去我」、「絕情」、「絕理」、

「絕善惡」、「絕簡點」、「絕修證」、「近知識」、「受鍛鍊」、「看話頭」、「勤問

話」。 

2. 「參禪稍有體會者」：「莫妄答」、「便要徹」、「少打坐」、「莫習靜」、「勿墮工

夫窟」、「勿立主宰」。 

3. 「有較深體會的參禪者與證悟者」：「疑情」、「壁立萬仞」、「懸崖撒手」、「斷

命根」、「莫坐前後際斷處」、「以證悟為期」、「更進一步」、「服勤」、「入鍛須

深」、「遍參」、「到家」。 

4. 「已開始擔任寺院住持的參禪者」：「住山」、「出格」、「相應」、「不肯住」、「出

入生死」、「重法脈」、「提振宗風」、「終始重戒」、「總頌」。 

除以上分類外，並對四類參禪次地的內容稍作簡述，於本章筆者也將延用以上四

分類，各別深入探討漢月教導參禪者的參禪要領。50
 

  漢月本人雖然非常重視高峰原妙參禪作功夫的方法，但他在教導學人參禪方

                                                      
47

 《三峰藏和尚語錄》，CBETA, J34, no. B299, p. 183, b27-p. 184, c27。 
48

 《三峰藏和尚語錄》，CBETA, J34, no. B299, p. 207, a20-b8。 
49

 黃繹勳，《漢月法藏禪師珍稀文獻選輯（一）》，頁 237 至頁 249。 
50

 黃繹勳，《漢月法藏禪師珍稀文獻選輯（一）》，頁 237 至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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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仍有不同於高峰原妙之處。許淑雅〈高峰原妙之看話禪法研究─以《高峰原妙禪

師禪要》為中心〉中提出高峰原妙認為參話頭的方法有三個要把握的要點，分別

是「大信根」、「大憤志」與「大疑情」，幫助學人能在修行上能掌握住重點。51

漢月的《參禪四十偈》中雖然同樣也有此三要點，但是，漢月的《參禪四十偈》

更加謹慎、精細的對參禪修行提出四十個次第，說明參禪者從最初要做的準備，

到需要去除不好的情識，接著要多注意修行的方法，最終得到徹悟後依然要多加

鍛鍊遍參知識。而從《參禪四十偈》的內容可以看出，《參禪四十偈》是針對「參

話頭」而言，當中部分內容「看話頭」、「勤問話」、「莫妄答」等諸多偈語，都是

作看話頭修行的參禪方式。 

  另外，漢月《年譜》記載《參禪四十偈》與《於密滲禪病偈》都是同一時間

所作，學者黃繹勳於《漢月法藏禪師珍稀文獻選輯（一）》書中說明一六一八年至

一六一九年間，禪路乍開，參禪的人越來越多，52筆者認為漢月因見參禪人在參學

路上諸多禪病，因此特別對參禪作以系統性的《參禪四十偈》教導學人。53
 

一、對參禪初學者之指導 

  依據學者黃繹勳對漢月《參禪四十偈》所作的分析，漢月針對剛剛開始學習

參禪的初學者，提出「鼓勵」、「提醒」、「正面指示」三個面向。54以下筆者將依序

介紹此三個面向。 

（一）鼓勵初學者 

  漢月在鼓勵初學者時提出要「大信、直心、持戒、發憤」。以下筆者列出四個

                                                      
51

 許淑雅，〈高峰原妙之看話禪法研究〉，頁 60。  
52

 黃繹勳，《漢月法藏禪師珍稀文獻選輯（一）》，頁 220。 
53

 漢月曾於示眾中說明：「比年以來，諸方看話頭者，可惜又在話頭上生出枝節，輾轉難參，禪病

益多，悟者路絕，山僧憤不得已，于下水救人處深深下水，用古人開發做工夫法子，細細周折一上，

令人先曉得話頭兩字，則不被話頭枝節所轉。」《三峰藏和尚語錄》，CBETA, J34, no. B299, p. 158, 

b19-23。 
54

 黃繹勳，《漢月法藏禪師珍稀文獻選輯（一）》，頁 237 至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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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語後，再進行論述： 

【大信】 

佛祖機關出悟迷，信知一見得全提； 

分明大事本條直，不上多門次第梯。 

【直心】 

心言兩直勿思惟，應事如鐘付木椎； 

捩轉鼻頭生死切，不知面目是阿誰？ 

【持戒】 

滌盡唯餘潔白存，才添一點是瑕痕； 

聖凡兩路齊拋卻，戒是當機狹小門。 

【發憤】 

生死門頭好放拌，一條血刃耀人寒； 

者回突入重關去，不斬樓闌不下鞍。55
 

首先，他以「大信」作為參禪者入門所須具備的條件，所謂「大信」，亦指相信自

己本具佛信與信任參話頭的修行方法。56信佛而不疑，接著要抱持著「直心」亦指

平常心，即是不偏執凡聖、有無、善惡，沒有分別執著。再來要學人努力參禪，

然而卻不偏廢「持戒」，接著「發憤」57以生死事大而決心參禪到底。 

  透過漢月《語錄》向參禪學人提點的內容，有助於理解漢月《參禪偈》所說

的「大信」： 

真修行人須具一箇信字，然此信字本一分際有三，一者遙信，二者證信，

                                                      
55

 黃繹勳，《漢月法藏禪師珍稀文獻選輯（一）》，頁 237 至頁 238。 
56

 許淑雅，〈高峰原妙之看話禪法研究〉，頁 64。 
57

 大慧宗杲認為要有堅定的出離心，發願一生一定要打破生死疑團，見到自己的本來面目，不達

目標絕不罷休。明堯明潔校注，《大慧宗杲禪法心要－大慧尺牘校注》，北京：金城出版社，2016

年，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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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了信。58
 

漢月強調真正的修行人都需要具有一個信字，「信」是整個參禪修行過程中最初且

最重要的一個關鍵，所以在《參禪四十偈》漢月將「大信」擺在參禪的首要位置，

而且這個「信」字不單單只是意謂著相信，漢月也在《語錄》中提到「信」有三

個層次，第一是「遙信」，第二是「證信」，第三是「了信」，而這三「信」都是互

相關聯的，並對三信分別開示如下，首先是「遙信」：  

所謂「遙信」者，未能親見此事，先須信得自己，直下本來是佛，只是聖

凡情理所障，動輒落在意根下，東緣西緣，狂心難歇，直須討箇歇處，纔

信得有歇處，便肯撇下六塵，捨將三毒，求箇明師指點，廣參博問，看箇

有疑情話頭，務祈一觸一磕，打破髑髏中間，便從信字上先立大志，任他

千岐萬惑，終不搖動，一直到底，魔來佛來，總不干些子事。59
 

關於「遙信」者，要先相信自己本具佛性，60只是受到聖凡情理所障，因此相信之

後要肯撇去障礙我們的六塵，持無執著的心，尋求明眼宗師指點，廣參博問，並

且參看能起疑情的話頭，因此，必須先從信字上立發憤大志，這段論述「遙信者」

的引文中，已充分的表達從「大信」、「直心」、「持戒」一直到發憤參禪，漢月所

提點的修行重點即是看話頭，而這個看話頭的修行，必須建構在大信以及直心上，

有此二者後才能看話頭。 

  前者「遙信」者已經解說完畢，接著漢月說明「證信」與「了信」： 

既已立志，便能鼓發浩氣，其氣憤憤勃勃，蓋天蓋地不可屈撓，以志率氣，

以氣成志，志氣堅凝，打成一片，如純鋼渾鐵一般，把一箇話頭疑處，通

身一迸，千飛萬碎，那時見得自己下落，方謂之證信。既證之後，不疑生、

                                                      
58

 《三峰藏和尚語錄》，CBETA, J34, no. B299, p. 147, a20-21。 
59

 《三峰藏和尚語錄》，CBETA, J34, no. B299, p. 147, a21-28。 
60

 大慧宗杲「決定信心」亦認為「相信自性本具、自性即佛。」。明堯明潔校注，《大慧宗杲禪法

心要－大慧尺牘校注》，頁 12 至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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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疑死、不疑佛祖、不疑古今、不疑自他、不疑參究，方信得前來，信字

也不消得到，此方謂之了信，可見不發遙信無有證信，不發證信不得了信，

三者一貫到底。61
 

因此發憤決心努力參話頭之後，便能鼓舞起浩氣，並且「以志率氣，以氣成志，

志氣堅凝，打成一片」好好的向一個話頭疑處參去，使得通身一蹦，那時便見得

著自己下落，證信，即是由實踐而證得沒有疑惑的淨信成就，證信之後則是要了

信，了解相信自己參話頭的修行法門不去懷疑，信就會前來，而且也不須要特別

去得到它，由此可見若不先發起「遙信」的心，不會有「證信」，更遑論能有「了

信」，此三者信是一體、一連貫的，此說法與高峰原妙的三個參禪要點中的「信任

參話頭這個修行方法相符合。62
 

  從以上討論來看，漢月對「信」的三個層次解說中，除了有「相信佛性」與

「實踐而證得沒有疑惑的淨信成就」，還要去「信任參話頭這個修行方法」。高

峰於〈紫柏大師與萬曆社會研究〉中認為，漢月以禪宗的立場，從對佛的信仰變

成對參禪者個人修行上的「信」。63另外，前述所說高峰原妙的三個參禪要點中的

「大信根」，透過許淑雅分析下，其意思有「相信佛性」與「信任參話頭這個修行

方法」等意涵，64
 與漢月所詮釋的「大信」意涵相去不遠，但筆者認為漢月在「相

信佛性」與「信任參話頭」此二者間，加入了「實踐證得淨信成就」，是因為參

禪者先相信本性清淨，接著實際參話頭獲得淨信成就後，才能去信任此法門，當

然也是因為參禪者實際實證過後，對於看話頭法門的信心才會升起。 

                                                      
61

 《三峰藏和尚語錄》，CBETA, J34, no. B299, p. 147, a28-b5。 
62

 許淑雅，〈高峰原妙之看話禪法研究〉，頁 64。 
63

 作者高峰在晚明佛教流派及其復興中，闡述漢月宗教思想主要體現有三點： 

(1)對禪和參禪重新解釋。 

(2)漢月對信的理解，認為漢月以禪宗的立場，從對佛的信仰便成對參禪者個人修行上的「信」。(3)

提出了十個成佛的條件。高峰，〈紫柏大師與萬曆社會研究〉，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 年，

頁 58。 
64

 許淑雅，〈高峰原妙之看話禪法研究〉，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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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醒初學者 

  漢月在前述向未曾接觸過，或初次接觸參禪的學人們，激勵起相信自己的心，

並且發起憤志參話頭，接著在此開始提醒已經接觸的初學者，在修行上的工夫，

依序要「去我、絕情、絕理、絕善惡、絕簡點、絕修證」，在此，漢月以「去、絕」

作為提點主軸，以上所提醒要去除絕去的這些東西，都是在於分別執著上，要明

瞭萬法一如之理，修行之人，心若有所住，便容易被世俗牽絆，被外物遮蔽。65前

四偈「去我、絕情、絕理、絕善惡」都是從心意識上下手，去除我見我執，絕去

邪妄見解、絕去理路攀緣、絕去分別善惡，漢月曾於「離心意識」兩篇文中，藉

由唯識的八識闡述過，可詳見本論文第三章第三節中的探討。 

  「簡點」在古代可通檢點或點檢，依據《禪宗大詞典》的說明，意指清點、

檢察的意思，66五祖法演曾說：「若是做工夫，須要時時檢點，刻刻提撕。」，67也

就是在修行上反覆的檢查自己，並且專注於作工夫上，是否有升起我執、分別妄

心。依照順序，前四者絕去後緊接著要「絕簡點」，「絕簡點」即是要將反覆檢查

照看的心去除，漢月在偈語中如此表述： 

【絕簡點】 

從來不做虧心事，夜半敲門不喫驚； 

若更佇思看逆順，太平草木盡成兵。68
 

漢月說明，做工夫時反覆檢查照看自己，必然會升起思維，便容易落入前四偈所

已經去除的「我、情、理、善惡」當中，一但有了思維分別，便落入妄想念頭當

中，一念生起簡點心亦是如此，漢月在此比喻，若是自己從來不曾做虧心事，夜

半有人敲門時根本不用害怕，因為入妄想念頭在前面的修行中已經歇去、絕去了。 

                                                      
65

 耿静波，〈＂看話頭＂禪法的特質探析〉，第 33 卷《國學研究》5，2018 年，頁 84。 
66

 袁賓，康健主編《禪宗大詞典》，頁 200。 
67

 《禪關策進》，CBETA, T48, no. 2024, p. 1098, c20-21。 
68

 《三峰藏和尚語錄》，CBETA, J34, no. B299, p. 183, c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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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要絕去修證，漢月於〈示戒初上人〉曾講述： 

參禪人第一要絕卻修行道理、知見，洗滌到獃樁樁，如木、如石，無些子

人情世態。飯來即喫，茶來即喫，屙得屎、撒得尿而已，此則聖胎已辦，

開悟無疑。69
 

漢月強調參禪人第一就是要絕卻修行道理、知見，在學習的過程中，所學習到的

當理知見，要全部洗滌到對這些事情沒有分別，好像木頭和石頭一樣，沒一點的

人情世態，這種見解並不是漢月獨有的，而是在禪宗傳統中，亦有如此說法，譬

如趙州禪師「洗缽去」、70有源律師問大珠慧海禪師對答所要表達的亦是「安住當

下」，71因此，應該要抱持平常心，如實了知事物的實像，沒有執取與分別，如此

便已達至由凡轉聖之地，俱備開悟的資格。 

  從上述「絕簡點」與「絕修證」討論中來看，漢月所要表達的都是不希望再

升起任何的念頭，安住於當下。《禪門修證旨要》中說明，參禪最重要的莫若「屏

息諸緣，一念不生」，即是任何一個念頭都不升起，如此才會了知自性，本是清淨，

先有了知後，參禪的條件俱備了，再用功參究，才有明心見性的可能。72秦萌於〈不

二法門與禪宗參話頭〉文中認為以看話頭作為修行有「三不」，不運用意識思維、

不有期待開悟的念頭，以及不執著於參禪過程中某些特殊的宗教體驗，73由此可見，

檢察觀照與自身的修行道理、知見在某一層面來說，是對參禪的修行行為理解與

覺察，另一層面，卻是一種對觀照、知見所升起的念頭，因此，這樣的念頭在了

解之後，一樣要絕去，如此才會一念不升，便能向「明心見性」邁進。 

                                                      
69

 《三峰藏和尚語錄》，CBETA, J34, no. B299, p. 187, a17-19。 
70

 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鉢盂

去。」其僧忽然省悟。」《五燈會元》，CBETA, X80, no. 1565, p. 93, a19-21。 
71「有源律師來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

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

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校，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景德傳燈錄》，

CBETA, T51, no. 2076, p. 247, c1-6。 
72

 此論述原是虛雲和尚的「參禪法要」，學者釋聖嚴將其收錄於書中。釋聖嚴編，《禪門修證旨要》，

頁 231 至頁 233。 
73 秦萌，〈不二法門與禪宗參話頭〉，《佛學研究》23，2014 年，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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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正面指示初學者 

  提醒完參禪者應該要將所見所聞、惡知惡覺、經教語錄一齊放下去除、絕去

後，緊接著漢月指示要參學者親進善知識，並且要向難下手處鍛鍊，最後指點看

話頭並且要在話頭上勤問話。以下漢月先以「近知識」、「受鍛鍊」作為指示： 

【近知識】 

湛堂顧命付雲門，要了須參佛果勤； 

不向迅雷行處薦，三僧祗劫下功勳。 

【受鍛鍊】 

習惑從來不自知，隱人胸次法如絲； 

須向紅爐難下處，百千炮煮百千椎。74
 

在「近知識」的偈語當中，漢月所說「湛堂顧命付雲門，要了須參佛果勤」此句

有一個故事淵源，即是大慧宗杲曾去拜見湛堂文準，一日湛堂因病日益嚴重而示

寂，宗杲向湛堂請示未來的去處，湛堂則向宗杲指點去參竭圓悟克勤，前去依止、

學習，必能了生死大事，後來大慧宗杲也前去向圓悟克勤學習，並且在克勤這個

善知識的幫助下得到徹悟。75從親近善知識聽聞禪法，到不斷鍛鍊的過程，就是歷

經聞、思、修三慧，就是在薰習本有的「般若種子」使其增長，76禪宗不主張一切

形式的外求，而是強調在善知識的指引下，能開發自心佛性，做明心見性的功夫，

77如此受到善知識的幫助，才能使之徹悟。 

  接著在「受鍛鍊」偈語處，漢月說明「習惑從來不自知」我們一直以來受到

                                                      
74

 《三峰藏和尚語錄》，CBETA, J34, no. B299, p. 183, c28-p. 184, a3。 
75

 詳參《續傳燈錄》，CBETA, T51, no. 2077, p. 649, a22-p. 654, a6。 
76

 許淑雅於文中解釋「般若種子」的意義，在大乘佛法中，「般若」是指讓人們超越世俗，解脫成

佛的智慧，也就是體悟一切事物都是「空」的智慧。而參話頭修行就是要體悟諸法空相，所以就如

高峰說，開悟就是「契悟真空」，由此般若智慧而從煩惱中解脫，達成了脫生死的目的。許淑雅，〈高

峰原妙之看話禪法研究〉，頁 93 至頁 94。 
77

 江泓，〈對「文字禪」問題的解讀與澄清〉，《臺北大學中文學報》12，2016 年，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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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明煩惱的薰習，卻從不曾覺知，而這些無名煩惱猶如「隱人胸次法如絲」一般，

難以覺察，因此漢月告誡參禪初學者要百千炮煮百千椎，向難下手處去鍛鍊，只

要不歇不斷地持之以恆，腳踏實地的做工夫，肯定會有水到渠成的一天。 

  最後漢月指點參禪者看話頭，並且要在話頭上勤問話。看話頭的修行是鍛鍊

心的工夫，凡夫之心易妄生知見，因此看話頭起疑情將心安住於話頭之上，能破

除所升起的妄見，78但同時心也是最難下手之處，因此漢月在此才向初學者指示要

作「看話頭」、「勤問話」的修行： 

 

【看話頭】 

空腹還吞熱鐵團，四天無路不中安； 

忍將三寸孃生氣，憤出骷髏迸腦乾。 

【勤問話】 

無心死水話頭遲，悶處逢師急問之； 

鐵鎖銅關敲斷後，始知參請占便宜。79
 

看話頭需要專心一志的看緊一個話頭，不作其他雜想，漢月對「看話頭」、「勤問

話」的偈語描述，可以藉由大慧宗杲看話頭的闡述協助理解： 

須是行也提撕，坐也提撕，喜怒哀樂時，應用酬酢時，總是提撕時節，提

撕來，提撕去，沒滋味。心頭恰如頓一團熱鐵相似，那時便是好處，不得

放捨，忽然心華發明。照十方剎，便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

轉大法輪。80
 

                                                      
78

 釋見一，《漢月法藏之禪法研究》，頁 34。  
79《三峰藏和尚語錄》，CBETA, J34, no. B299, p. 184, a4-9。 
80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8A, p. 886, a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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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慧宗杲認為看話頭需要時時提撕，提撕至沒滋味時，如此這樣的狀態，猶如「空

腹還吞熱鐵團」，吞了熱鐵丸，想吞又吞不進，想吐又吐不出，到此仍然不放棄，

反而愈鑽愈深，直到衝破疑團撥雲見日。81漢月所想表達修行工夫的態度，亦是要

勤勞的鍛鍊、提撕話頭。 

二、對參禪稍有體會者之指導 

  前述漢月所作的鼓勵、提點和指示，都是學參禪者在參禪上，應該要具備的

知識與條件，以及知道所要做的修行工夫，到此時參禪者已經稍有體會，但仍是

有許多需要小心、謹慎的地方，若一個閃失，可能又要向頭重新開始，所以漢月

在這裏開始向已經有體會者，講述參禪要注意的、不能做部分，以下筆者以參話

頭、坐禪以及墮工夫窟、勿立主宰分為三部分。 

（一）參話頭須注意之功夫 

  前述漢月指示做初學者工夫的修行方式中，在最後表達要開始作看話頭的修

行，並且勤勞問話。看話頭是在古則公案、對話中參去，在一念生起的疑情上提

話逼問，去除掉心識的一切流動，在參的過程，漢月要學參禪者注意，看話頭時

「莫妄答」，就是對所參的話頭不要妄自答意： 

【莫妄答】 

當機拶著莫彽徊，下語須曾會得來； 

莫學今時油滑輩，便將狗口向人開。82
 

當有契合的禪機拶著時在任何話頭都不要去用知解來賦予任何意義、亂下結論，

不去思量卜度。例如，大慧宗杲亦在室中常問禪和子： 

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思量，不得

                                                      
81

 涂艷秋，〈聖嚴法師對話頭禪與默照禪的繼承與發展〉，《聖嚴研究》，頁 210。 
82《三峰藏和尚語錄》，CBETA, J34, no. B299, p. 184, a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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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度；不得拂袖便行，一切總不得。83
 

大慧宗杲在這裏提出種種「不得」的用意，即是希望不要再使心意識於參究的話

頭上運轉，如此所發起的疑情就僅僅是在外境上攀緣。84因此漢月要已稍有體會者

注意，參話頭只是徹悟的一種方法，要避免節外生枝，不要向話頭去分析思考，

別在向思量分別上又輪迴一次。 

  漢月又提出參話頭要注意「便要徹」：  

【便要徹】 

不是工夫要久長，話頭綿密是災殃； 

冤家撞著便當死，拌命和他戰一場。85
 

筆者認為，這裡的「便要徹」蓋為急切渴求開悟，總執著工夫要做得久常，話頭

要參的綿密，看話頭不是一定要做工夫做得久久長長、話頭綿密就有用的，而是

要發生死心切，時時警策自己，拼命的和生死心戰一場，將心意識斷除，參透自

己的本來面目。86
 

（二）坐禪須注意之功夫 

  坐禪在參禪者的修行工夫當中，是一定會做的事情，因為坐禪能使波騰的心

平靜下來，雖有益處，卻也有壞處，《於密滲禪病偈》中漢月所見的禪病也有關於

此項。87漢月在此叮嚀參禪者要注意「少打坐」、「莫習靜」，因為坐禪較容易墮入

空寂處，無異元來也在《博山禪警語》中叮嚀，在參究時對於靜處的所害怕的事

情： 

                                                      
83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CBETA, T47, no. 1998A, p. 879, c11-13。 
84

 楊白衣，〈看話禪之研究〉，《華崗佛學學報》4，1980 年，頁 29。 
85

 《三峰藏和尚語錄》，CBETA, J34, no. B299, p. 184, a13-15。 
86

 釋聖嚴，《禪門修證旨要》，頁 231 至頁 233。 
87

 《於密滲禪病偈》，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所藏，明清佛教稀見文獻第 38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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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工夫最怕耽著靜境，使人困於枯寂，不覺不知。動境人厭，靜境多不生

厭。良以行人一向處乎喧鬧之場，一與靜境相應，如食飴食蜜，如人倦久

喜睡，安得自知耶？88
 

做工夫最怕的就是沉浸於靜處坐禪，因為會使人在不知不覺當中困於枯寂當中，

久而久之，就有如吃了蜜糖般，討厭喧鬧，只喜愛於靜處坐禪，導致墮於無知當

中，六祖慧能曾說：「道由心悟，豈在坐也。」，89參禪貴在於能明心見性、能直指

本心，且參話頭的重點是要藉由話頭來產生「疑情」，在靜處當中，心會趨於平靜，

較不容易起心動念，因此要於心動念處起疑情較不易。90所以漢月希望學人能少坐

禪，也不要習慣處於安靜，但是若不坐禪要用怎樣的修行方法呢？漢月說於一事

一法上看話頭，其實都能誘發徹悟，91永嘉曰「行亦禪，坐亦禪。」92就算在行住

坐臥之間，只要能夠頓明，處處都是禪機。 

（三）須注意勿墮工夫窟、勿立主宰 

  漢月的參禪要領講述至這裏，也提醒注意作工夫時「勿墮工夫窟」、「勿立主

宰」，這是稍有體會者容易引發的詬病。「工夫」的意涵，是欲達到某一個修行目

標所設想出的方法或手段。93這個修行方式當中種種步驟具有重複性質，漸漸的會

熟練變成一種習慣。然而在此所作的參禪工夫，僅是為了得悟的一個「修行方式」，

以下我們藉由漢月講述的偈語來了解「勿墮工夫窟」： 

【勿墮工夫窟】 

覺無昏散話常提，穩穩蒲團念不迷； 

                                                      
88

 《博山禪警語》，CBETA, X63, no. 1257, p. 756, a24-b8。 
89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CBETA, T48, no. 2008, p. 359, c20-21。 
90

 詳參吳立民主編，《禪宗宗派源流》，頁 2；許淑雅，〈高峰原妙之看話禪法研究〉，頁 54。 
91

 漢月將看話頭推廣至日常事像中的一事一法上，都可以做為參究的對象，亦可從中得到證悟解

脫。魏道儒，《中華佛教史‧宋元明清佛教史卷》，頁 303 至頁 304。 
92《永嘉證道歌》，CBETA, T48, no. 2014, p. 396, a10。 
93

 林永勝，〈功夫試探—以初期佛教譯經為線索〉，《臺大佛學研究》21，2011 年，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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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法工夫真重病，自驅老象入深泥。94
 

在參禪時有一定的工作需要持守、把握，從發了大心參話頭，歷經種種艱苦過程，

終於使自己不昏沉掉舉，常提念話頭，穩穩的參去，然而卻不能只停留在這穩定

性的階段，這些只是為了達到得悟而設想出的修行，所以，並不能為了享受這種

穩定而造成「為了修行而修行」，這就是所謂的「墮工夫窟」中。 

  另外漢月指出一項比較容易犯著的問題就是執守有「我」，佛教講述「空」、「無

我」，但是我們都以自己為出發點去看待任何事物，陸沉於〈論唯識學之第七識及

自我或無我〉當中說明： 

我們執著甚至執迷地固守一個“我”，即固守一個永恆不變（常）、獨立自存

（一）、中心之所有主（主）、具有支配能力（宰）、為靈魂或本體之實有者。

於是我們的迷惑、煩惱通通由此生起。95
 

這個能主宰的我，按照唯識學的說法即是第七意識，第七識也就是意識的根本，

並且還會將第八識的一切種子，視為自己牢牢執認為我，將外在認識的境界認為

是真實的，恆常久遠的執取不放，96是生起我執的關鍵，所以思維、知見產生無名

煩惱障也會被視為理所當然，因此漢月提點要注意「勿立主宰」，要知道世間萬法

皆是因緣合和而生，不執取有我，不執著所認識的境界。 

三、對參禪有較深體會與證悟者之指導 

（一）有較深體會者 

  在看話頭的過程中，必須要經過「疑情」和「斷絕」才能夠達到「證悟」的

境界。在前述的參禪過程中，漢月是向初學者、稍有體會者提點在參話頭前要知

                                                      
94《三峰藏和尚語錄》，CBETA, J34, no. B299, p. 184, a22-24。 
95

 陸沉，〈論唯識學之第七識及自我或無我〉，《宗教學研究》4，2013 年，頁 95。 
96

 張冠葶，〈《佛地經論》四種無分別智研究〉，佛光大學碩士論文，2016 年，頁 12 至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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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要注意的、不能做的，在此漢月所談的主題是向有較深體會者而講述，所

以在這裡講述的參禪次第，一定要是參禪者對參禪有了一定了解，做了一切準備，

如此才能邁入參究看話頭的重點。 

  參究看話頭首要以「疑情」作為參禪之境，接著依「壁立萬仞」、「懸崖撒手」、

「斷命根」、「莫坐前後際斷處」來次第禪觀種種念處，最後「以證悟為期」。以下

為漢月《參禪四十偈》從「疑情」至「以證悟為期」的偈語： 

【疑情】 

斷識還須用識心，不隨明路逐漂沉； 

只緣一點難分剖，疑到通身血迸淋。 

【壁立萬仞】 

鳥飛不度目前高，百尺深潭腳未牢； 

驀地一聲雷送尾，打翻星斗出重霄。 

【懸崖撒手】 

攀躋不住突然翻，千里黃河徹底渾； 

颺盡皮毛和骨節，更無消息向君論。 

【斷命根】 

鏡光燈影逼天寒，照徹森羅絕不干； 

不是渠儂言不會，要言思去也應難。 

【莫坐前後際斷處】 

翻身跌入水晶宮，一片寒江夢裏空； 

岐路暫時休坐著，頂門要見日輪紅。 

【以證悟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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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狹路偶相逢，果與尋常見不同； 

惺夢昏沉齊受用，任他魔佛變無窮。97
 

  首先，看話頭基本首要升起「疑情」，是透過提問話頭而升起，「疑情」不是

一種思考，而是指一種內心的狀態。98進入「疑情」時，因不涉一切思量，故能截

斷一切知見，99不隨妄想漂流，因此要以疑破疑，往不疑處疑去，最後要疑到通身

血迸淋。當「疑情」升起時的感覺，有如胸中撞著鐵壁相似，猶如一道銅牆鐵壁

擋住了去路，接著，必須將之穿透，不斷往前撞，往前靠過去，100如此即是「壁

立萬仞」的意涵。當一直不斷往前撞，會猶如站在懸崖邊，此時參禪者「懸崖撒

手」要有大死過一翻的決心，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的心理準備，101撒手一跳，終至

撞透。當終於撞破時，即是「斷卻命根」時，所謂「斷命根」，即是將會使生死輪

迴的妄想、知見、執著等都斷除乾淨，102以顯自性本是清淨。最後漢月希望參學

人「莫坐前後際斷處」當中，要將過去未來之際都截斷，並且要「以證悟為期」，

將話頭參到情消識盡處。103
  

  從「疑情」至「以證悟為期」的參禪次第，使參禪者透過看話頭升起疑情，

並逼至懸崖邊撒手一跳，終置之死地而後生，使情意識消失殆盡，致使能直下參

破頓悟，任佛來佛斬、魔來魔斬，如此方見本來面目。 

（二）證悟者 

  在此雖然已經達到使情意識消失殆盡，但是漢月認為不是達到目的後便停留

                                                      
97《三峰藏和尚語錄》，CBETA, J34, no. B299, p. 184, a28-b15。 
98

 劉劍，〈疑情與頓悟—高峰原妙的禪學思想〉，第 37 卷《大慶師範學院學報》2，2017 年，頁 31。 
99

 釋有晃，〈元代中峰明本之禪學思想與禪法略探〉，《中華佛學研究》10，2006 年，頁 224。 
100

 同上，頁 230 
101

 釋聖嚴，《公案 100》，台北：法鼓文化出版社，2000 年，頁 166。 
102

 無異元來曾感嘆命根難斷，因為參禪人起執情謬解，被心意識迷惑，不在機境上求參破，反而

是向別處討，或是被言句所障礙等，所以眾生才會依舊處在生死之中。《博山禪警語》，CBETA, X63, 

no. 1257, p. 755, a15-20。 
103

 釋有晃，〈元代中峰明本之禪學思想與禪法略探〉，《中華佛學研究》10，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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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境界中，應該要繼續往前更加邁進，104所以提出要「更進一步」、「服勤」、「入

鍛須深」、「遍參」、「到家」等方法，指導參禪者不能對境界產生執著，否則終究

不徹底，105要繼續廣求諸法。 

【更進一步】 

處處分明礙眼睛，要憑一轉過平生； 

若為嫡骨親生子，不向東宮問帝京。 

【服勤】 

碎身不獨報師恩，要見親孃腳後跟； 

八萬四千門透過，末梢愁殺一場渾。 

【入鍛須深】 

爐椎萬遍滓仍生，鍊到寒芒逼斗橫； 

砥礪勤勤休鈍置，龍蛇轉變自成精。 

【遍參】 

濟上門庭次第參，五家求遍古人函； 

翻身行腳問諸老，內外書須向後探。 

【到家】 

玅高不見別峰逢，歷遍南方到閣中； 

此處安身未奇絕，更知格外有高風。106
 

從「更進一步」至「到家」的偈語中，「更進一步」漢月所要表達的是，既已知道

自己本性清淨，就不需要再向外求去，臨濟義玄用自心三光來說明人人具有佛的

三身，本來與佛沒有差別，因此，爲達到覺悟解脫，不應向外追求，而應內探心

                                                      
104

 黃繹勳，《漢月法藏禪師珍稀文獻選輯（一）》，頁 238。 
105

 釋有晃，〈元代中峰明本之禪學思想與禪法略探〉，《中華佛學研究》10，頁 232。 
106《三峰藏和尚語錄》，CBETA, J34, no. B299, p. 184, b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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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領悟自性。107所以要「服勤」將八萬四千塵勞煩惱透去，要徹底的翻遍八識，

接著「入鍛須深」進一步的將習氣痕跡都去除乾淨，亦是要再更深入的參究鍛鍊

去，再來要「遍參」臨濟宗傳授的門庭禪法，108以及五家宗旨的要義，如此即至

「到家」的境界，也就是不住佛境界，在此無住生心，住而無住的意思。109
 

  由上述的偈頌，可看出漢月對參禪的修習態度，漢月認為此時的禪觀，不僅

僅是隻身在蒲團上坐禪證悟而已，而是要開始更進一步由內向外觀緣修禪。在臨

濟門庭裡次第修禪，更要探求五家宗旨綱要，乃至行腳名山廣問諸老，遍參一切

善知識，方能於諸修證歷程中參悟禪心。 

四、對開始擔任寺院住持的參禪者之指導 

  漢月針對開始擔任寺院住持的參禪者所給予的參禪次地依序如下：「住山」、

「出格」、「相應」、「不肯住」、「出入生死」、「重法脈」、「提振宗風」、「終始重戒」、

「總頌」。110
 

  漢月一生中特別注重法脈、力闡綱宗、提振宗風，其一原因就是漢月本身曾

有法脈傳承上的問題。111其二，當時的禪風衰蔽，不明宗旨，以及忽視宗旨價值

與抹殺宗旨的問題出現。112漢月還因此而作《五宗原》闡明綱宗。總的來說，漢

月對這法脈與綱宗二者特別的重視，釋見一認為漢月在《參禪四十偈》修行次第

中，表明了他對堅持綱宗的立場： 

將重法脈、提振綱宗安排於徹悟之後，正可顯現漢月堅持綱宗的立場，……

蓋漢月以為唯有真正了悟之人，才能承受法脈、才能擔當提振宗風之重任。

                                                      
107

 楊曾文，〈臨濟宗的門庭施設及其現代詮釋〉，海峽兩岸當代禪學學術研討會，1998 年。 
108

 楊曾文，〈臨濟宗的門庭施設及其現代詮釋〉，海峽兩岸當代禪學學術研討會，1998 年。 
109

 明堯、明潔校注，《大慧宗杲禪法心要－大慧尺牘校注》，頁 25。 
110《三峰藏和尚語錄》，CBETA, J34, no. B299, p. 184, c1-27。 
111

 連瑞枝，〈漢月法藏 1537-1635 與晚明三峰派的建立〉，《中華佛學學報》9，頁 170。 
112

 釋見一，《漢月法藏之禪法研究》，頁 114。 



27 
 

113
 

漢月本身是自修自徹悟的，認為自己是得到高峰與惠洪的傳承。114禪宗一直以來

重視師承法嗣，以心印心，且一直依循著這樣的方式，代代傳承。115然而這在明

末之際卻出現了弊端，有憨山德清說： 

今禪家寂寥久矣！何幸一時發心參究者多，雖有知識，或量機權進，隨情

印證，學人心淺，便以為得。又不信如來聖教，不求真正路頭，只管懵懂

做，即便以冬瓜印子印人為的決，不但自誤，又且誤人，可不懼哉！116
 

從上述引文中可見，禪宗傳至明代已經寂寥很久了，終於有幸有發心原意參究禪

法之人，然而卻在接引學人時，未嚴加勘驗而隨便印可證明，憨山德清感嘆，如

此不但自誤而且又誤人，使得參學者以為自己已經得悟，此謂為「冬瓜印子」。117
 

  關於提振宗風部分，當時的參禪者多不明宗旨，甚至是呈現衰息的狀態，此

事可見黃宗羲《南雷文案》〈蘇州三峰漢月藏禪師塔銘〉： 

萬曆以前，宗風衰息，雲門、溈仰、法眼皆絕，曹洞之存密室傳帕，臨濟

亦若存若沒，什百為偶，甲乙相授，類多墮窳之徒，紫柏、憨山別樹法幢，

過而唾之，紫柏、憨山亦遂受未詳法嗣之抹殺，此不附之害。118
 

可見萬曆以前，禪家三家宗派以絕，曹洞之存密室傳帕，臨濟若有似無，參禪者

又有很多的禪病，禪門真的非常的衰敗，已經到了不復存在的地步，所以漢月亦

作《五宗原》藉以提振宗風。漢月做此《參禪四十偈》亦是如此，希望透過有次

地的參禪次地，能誘發更多人入禪宗麾下。陳永革於《晚明佛教思想研究》一書

                                                      
113

 同上，頁 105。 
114

 漢月自述：「自謂得心於高峰，印法于寂音」，《三峰藏和尚語錄》CBETA, J34, no. B299, p. 190, 

a30。 
115

 釋見一，《漢月法藏之禪法研究》，頁 35。 
116《憨山老人夢遊集》，CBETA, X73, no. 1456, p. 499, c12-16。 
117

 謂師家勘驗不嚴，對並未悟道者給予印證。袁賓，康健主編《禪宗大詞典》，頁 107。 
118

 黃宗羲，〈蘇州三峰漢月藏禪師塔銘〉，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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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說明，雖然禪宗衰息，但是卻非常的重視這樣的問題，試圖通過綱宗來恢復對

佛教的信心： 

明末叢林非常重視佛教綱宗問題,其根本理由在於通過對綱宗的強調,重新

喚起宗門對參究心印的信心 ,並希望藉此在末法時代全面恢復對佛教的正

信。119
 

所以，漢月對已經開始擔任寺院住持的參禪者，有一些的期許，所賦予已證悟禪

者們的任務，即是要注重法脈、提振綱宗，最終目的即是使禪門再興。提振綱宗

的議題，自漢月提出後，後來的晦山戒顯120同樣的也非常注重。釋聖嚴於《明末

佛教研究》中說明，晦山戒顯有《禪門鍛鍊說》一書是給住持禪林的方丈長老們

所編寫的，內容當中包含了「研究綱宗」、「謹嚴付授」二者，可見明末流弊問題

的嚴重，迫使禪者們嚴謹看待。121
 

  接著，漢月以「終始重戒」為題，說明參禪從始至終都必須持戒。122在漢月

《語錄》〈示持戒者〉篇中我們可以看到漢月將戒律與心互相結合： 

懸知戒是心戒，本來具足，豈可以持犯開遮種種名相為律哉？知心是戒，

何敢觸心，知心是禪，何更擬心，知心是佛，便好歇心，知心本無，何妨

用心，何妨持戒，何妨參禪，何妨證佛，何妨入魔，何妨出世、入世，為

自在人去，公今持戒，請自無念入。123
 

戒是心戒，是每個人本來就具足的、就有的，漢月在這裏的看法是何須依靠外在

                                                      
119

 陳永革，《晚明佛教思想研究》，頁 40。  
120

 晦山戒顯（1610-1672）橫跨明清兩朝代的禪師，是漢月的法孫，嗣法清初三峰派具德弘禮

（1600-1667）。周玟觀，〈遺民僧的日常：以《晦山顯和尚全集》為討論中心〉，宜蘭：佛光大學佛

教研究中心舉辦「第三屆「近世東亞佛教文獻與研究」國際研討會論文集」，2019 年，頁 89 至頁

90。 
121

 作者另將《禪門鍛鍊說》與《祖庭鉗鎚錄》比較，認為《禪門鍛鍊說》有層次與有先後及細則

說明的，應該是受叢林長老們所重視的好書。釋聖嚴，《明末佛教研究》，頁 86 至頁 87。 
122

 漢月重視戒律，著有《弘戒法儀》一書，並強調「參禪者務以持律以固禪宗，受戒者當參禪以

求戒體。」黃繹勳，《漢月法藏禪師珍稀文獻選輯（一）》，頁 238。 
123《三峰藏和尚語錄》，CBETA, J34, no. B299, p. 189,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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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文字所立的名相為持戒之律儀？因為攝心即是戒。如《六祖壇經》云：「於諸

境上心不染，曰無念。」。124即是於諸境上心不生執著。 

  上述也顯示出漢月的禪觀：「心就是禪，心就是佛，心就是本無，當由無念入。」

但不是沒有念頭、意識、知覺等，而是對一切所見、所知都是以如實觀見，不執

取於相上之境。因此，漢月認為戒即心戒，不能假於文字外求。 

  最後，漢月在《參禪四十偈》末以「總頌」表達參禪得悟的自在：125
 

【總頌】 

歷過通身便放憨，舊來方信是奇男； 

一般碌碌塵沙界，數樹藤花斗大菴。126
 

  漢月在偈語的最後特別以「總頌」說明自身的得悟境界，筆者認為是漢月想

給予參禪學人，在參禪的時能有一個美好的目標，如此在參禪次第中、在做工夫

時，因有這樣一個目標可以期許、勉勵自己，早日得悟。 

參、結論 

  漢月的《參禪四十偈》，是一個有系統性、以看話禪法作為指導參禪的教理依

據，教導參禪者參禪次地的參學指南，是參學人在參禪過程中借鏡的一個依據。《參

禪四十偈》照看到每一個參禪的階段，前半段從鼓勵、提醒、指示到需注意的地

方，是給予初學者參禪的入門方法，後半段則是給是給較深入修禪的人作為看話

頭使用的參禪指要，讓人可以藉此提起疑情，趣入參禪。但透過這些偈頌所表達

的內容，可以看出漢月認為，看話頭只是一種方便權法，提醒參禪者切勿執著在

話頭上的文字境意，因為真正的「證悟」是言語道斷的。 

                                                      
12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 1， CBETA, T48, no. 2008, p. 353, a19-20。 
125

 黃繹勳，《漢月法藏禪師珍稀文獻選輯（一）》，頁 240。 
126《三峰藏和尚語錄》，CBETA, J34, no. B299, p. 184, c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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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禪四十偈》從參禪的入門方法，到實參實究，並且期許已證悟禪者們注

重法脈、力闡綱宗、提振宗風，作為參學人在參禪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指導，現代

參禪者也可以依此檢視自己的參禪方式。從這些偈頌當中可以看出漢月經歷過這

些禪觀經驗，如此才有辦法將參禪工夫做系統性的變成參禪次第。整體而論漢月

雖以話頭使人趣入參禪，但亦可以看出，看話頭對漢月而言亦只是一種方便權法，

漢月提醒參禪者切勿執著在話頭上的文字境意，因為真正的「證悟」是言語道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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