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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鏡三昧的正偏五位與唯識合參           

文 /黃高証

前言：中華文化與未來的唯識

中國夢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所謂復興，就是要

重現過去的輝煌時代。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有明文記載且

普遍公認的輝煌時代有三：

一、西漢盛世，從漢文帝即位（西元前一八〇年）到

漢宣帝去 世（西元前四九年），持續一百三十年。由文景

之治到漢武帝建立大一統帝國，再到漢宣帝收服了蒙古

草原的遊牧帝國，並統治了中亞各國，成為華夷共主。

在當時的世界上，漢朝文明的興盛，只有西方的羅馬帝

國可與之匹敵。但羅馬帝國對佔領地只有武攻沒有文

治，所以當漢朝及羅馬帝國垮台以後，羅馬的拉丁語與

文化走入歷史，漢字、漢語和漢學則延續了下來。

二、唐朝盛世：從唐太宗即位（六二七年）到唐玄

宗開元年間（七四一年），持續一百一十多年，大唐不只

建立了一個統一東亞區與中亞遊牧區的大帝國。且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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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進行中印精神文明交融，在佛教中出現了華嚴祖師

杜順、唯識祖師玄奘、達摩祖師的第五代傳承者六祖惠

能，之後又有馬祖道一等大禪師橫空出世，造就中華文

化的黃金時代，鄰國紛紛派遣留學生、留學僧來學習中

華文化。當時，唐王朝與阿拉伯帝國並列為世界超級強

國。後來，兩國都盛極而衰，阿拉伯帝國和其文化分崩

離析，但在唐朝興起的唯識和禪文化，持續在歷史演變

中不斷開花結果。

三、清初盛世：康熙、雍正、乾隆三任皇帝在位的時

期，從一六六二年到一七九五年，持續一百三十多年。大

約同一時期，伊莉莎白一世統治的大英帝國縱橫大洋，西

方傳教士紛紛到世界各地蓋教堂傳教。後來大英帝國與

大清王朝世紀對決，清王朝不敵，因此走下歷史舞台。

由上可知，文化是民族延續的命脈，文化昌盛則人心

安定，文化傾頹則民心渙散。而中華優秀文化中最具代表

者，除了在亂世中孕育出的儒家與道家文化以外，還有在盛

世中綻放的唯識與禪文化。唯識學指出了人類動亂的根源與

解脫的方法；禪則直指人心，參悟一切存在的本來面目，二

者殊途同歸，都是中華精神文明的瑰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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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自鴉片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八三九 -一九四五），神

州大地在列強瓜分下，中華民族首次面臨生死存亡之際，文

化的自信幾乎被船堅砲利的西洋文化全面擊垮。好不容易

拖到了日本投降，但內戰隨之又起，舉國無寧日，路有凍死

骨，文化淪為政治宣傳的工具。

民國四十四年（一九五五年），南太老師懷瑾先生有鑑於

世局動盪，邪說橫行，世人無法分辨正宗禪門心法，遂特出

版《禪海蠡測》，在自序中指出當時已是「魔言鼎沸、正法衰

微」，該書封底印著幾個豎排的大字：

「為保衛民族文化而戰！」

這是因為當時國內有胡適以理性主義者自居，從歷史考

據角度入手，推崇神會為正統，污衊禪宗歷史多為捏造；國

外有號稱「世界禪者」的日本鈴木大拙，從思想的面向來談

禪，提倡禪乃非邏輯、非理性的。兩位名人於一九四九年在

夏威夷大學東西哲學會議上大打論戰，傳遍國際。但兩人論

點皆以偏概全、似是而非，反使禪門蒙塵，幾欲斷絕。太老師

為正視聽，故在《禪海蠡測》一書中，以不指名方式大大批

判了二人的錯見，力陳中華禪風不容濫竽充數。

後來虛雲老和尚、袁煥仙先生相繼圓寂，時輪劫濁，大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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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十年文革自殘，禪門心燈險遭鬥爭狂風吹滅，是以《禪海蠡

測》又有了再版（一九七三年），同時極力於禪宗文化的振興。

民國六十九年（一九八〇年）吾師張公尚德先生於南公懷瑾

先生的禪七中悟道，內觸妙樂，常光現前。經過南太老師將近

六年的日夜調教後，囑其致力於兩岸文化交流，弘揚唯識與禪。

自此，張老師篳路藍縷，先後在台灣創辦達摩書院、中華

唯識學會，在湖南興設湘潭道南書院，並協助推動大陸改革

開放、兩岸辜汪會談、建設文化鐵路。在文化推廣方面，張老

師數十年來固定在達摩書院與道南書院，主持七日禪修，接

引海內外道友，不計其數。首開風氣之先，以禪門證量解釋

玄奘大師的唯識正法，出版《唯識新引》大系，推翻過去歷史

上的諸多錯解，揭示「沒有空與體」。二〇一四年應緬甸僧王

邀請，到千年佛教古城蒲甘，對中國、印度、緬甸等國的宗教

文化領導人，發表主題演講「人類新希望」，呼籲人類化干戈

為玉帛，真正走向唯識與禪的境界，也就是至真、至善、至美

的大同世界。該演講集已於二〇一七年十月一日道南書院新

禪堂啟用日，正式出版。

今年新春，中華唯識學會第五屆理事長蔡宗儒教授與

秘書長侯天儀老師新上任，又逢南太老師懷瑾先生百年誕



14

辰，故特創辦此期刊，以景念太老師百年專輯為創刊號。

筆者以為，未來唯識學的發展，必然是上承五千年精神

文明，中通世界各國精華文化，下啟兆民宇宙和諧永續之

道。故拋磚引玉，以〈寶鏡三昧的正偏五位與唯識合參〉一

文，把洞山禪與唯識、周易參同契做一會通，希望天下有志

之士，共同將這一盞傳承千年的文化心燈，薪火相傳，使中

華文化大明於十方。

正文

寶鏡三昧是曹洞宗的重要心法，由開山祖師瑞州洞山

良价（以下簡稱洞山）所傳。當時在禪門人物中，和洞山祖

師同一輩份的，有溈仰宗祖師仰山慧寂、臨濟宗祖師臨濟義

玄、德山棒的德山宣鑒、船子誠的傳人夾山善會，以及同在瑞

州且威震一方的末山尼等大禪師，全國禪風鼎盛。禪是高貴

中的高貴，在那個棒喝交馳的年代，有誰不想超佛越祖。洞

山有鑒於魚龍混雜，似是而非，故不得不立此正偏五位作為

修證的總綱與勘驗之方便，其中融合了易經、丹道、唯識、華

嚴與禪於一爐，所以在禪門五宗（溈仰、臨濟、曹洞、法

眼、雲門）裡獨樹一幟，以綿密著稱，流傳至今。

筆者於二〇〇九年底，曾隨吾師張公尚德先生前往太湖



15

大學堂拜見南太老師懷瑾先生，適逢太老師於晚餐後錘示曹

洞宗意旨，故有幸恭聞「寶鏡三昧」聖號。其時太老師還安

排我去向一些小學生講一堂「太空黑洞」的科普課，並囑咐

「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然後賜名「高証」。今值中華

唯識學會舉辦南太老師百歲誕辰學術研討會，特以寶鏡三昧

與唯識為題，管窺其正偏五位家風。

洞山當年在雲巖曇晟禪師座下，得印寶鏡三昧。後來洞

山再秘付給曹山本寂，親授〈寶鏡三昧歌〉[1]。〈寶鏡三昧

歌〉不但繼承了祖師爺石頭希遷名著《參同契》的精神，且

融匯了道家魏伯陽的《參同契》之內涵，寓意深遠。

〈寶鏡三昧歌〉說：

「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為三、變盡成五」

離卦在《易經》系統中，代表的是火光、動能。而人的身

體中，心臟晝夜不停跳動，心念也是不斷躍遷，因此《易經》

常常以離卦代表人心。在六十四卦中，任何一正卦都可透過

錯、綜、互、變，與其他六十三卦相呼應。至於洞山祖師為何

特別提出離卦來，筆者以為有這幾重意義：

ㄧ、表火候，《易經》以離卦為火，故此處用來表明三昧

真火的火候，也就是要如何達到「真空性火，性火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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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心王，《參同契》、《黃帝內經》也以離卦表心，代

表君王，魏伯陽的《參同契》一開始就講〈御政〉，既然以心

為王，王正則政御，所以這裡也就是講正心的道理。太老師

說：「心君泰然，寂然不動。這一步是〈御政〉的要點，是入

手的工夫。」[2]

三、表回互，陰陽二爻交替回互。始於陽（初爻）且終於

陽（末爻）者，在六十四卦中，以離卦最具代表。

所謂「偏正回互、疊而為三」，是以陰爻為偏，陽爻為

正。將離卦的六爻分為三疊，上疊表天，中疊表人，下疊

表地，透過一陰一陽的兩兩互變，即所謂「疊而為三」。另

外，《易經》以奇數位一、三、五為陽位，偶數位二、四、六為

陰位。表列如下：

上疊表天
第六爻 陽爻 陰位

第五爻 陰爻 陽位

中疊表人
第四爻 陽爻 陰位

第三爻 陽爻 陽位

下疊表地
第二爻 陰爻 陰位

初爻 陽爻 陽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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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疊表天{ 
中疊表人{ 
下疊表地{ 

所謂「變盡成五」是曹洞宗方便設立的五個階段。洞山

由此開展出正偏五位，分別是正中偏、偏中正、正中來、兼中

至、兼中到。有詩如下：

正中偏：

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

偏中正：

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別無真，休更迷頭猶認影。

正中來：

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

兼中至：

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裡蓮，宛然自有沖天志。

兼中到：

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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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此之後，洞山又拈出功勳五位，其弟子曹山作君臣

五位，石霜則提出王子五位等等，都是大同小異。只要了

解了〈寶鏡三昧歌〉中離卦所象徵的層次，其它皆可觸類

旁通。

離卦六爻中，第二爻和第五爻為陰爻，其它為陽爻。此

六爻代表的意思很多，筆者試以唯識學的方式來對應解釋

之，則第二爻可代表後天的分別障惑，第五爻可代表先天的

俱生障惑，或者說，第二爻象徵見所斷惑，第五爻象徵修所

斷惑。內文中將以印度世親菩薩說的唯識果位來對照正偏

五位，盼讀者們皆能會心以忘形，切莫刻舟而求劍。

接著分別略解正偏五位如下。

一、正中偏

三更初夜月明前，
莫怪相逢不相識，
隱隱猶懷舊日嫌。

從卦象上看，初爻為陽，代表正理；二爻為陰，代表有所

偏向或偏頗、偏執。陰爻在陽爻之上，表示陰氣凌駕於陽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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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故初正後偏，為正中偏。

詩偈的三更指子時，此詩大意是：在剛進入子時的時

候，有月亮光明現前。不應責怪為何相逢而不相識，只因為

心中還有往昔的雜染啊！

這意味著理上剛剛發菩提心，想步入正軌，但實行時有

偏，不夠全面：之所以有偏，是因為自己還做不了主。此指

行者初步了解到佛法殊勝，猶如在無明暗夜中看到一分光

明，但是由於受到過去濃厚的業習（人我是非的嫌隙）所牽

扯，很容易對真相、實相，視而不見。若因情緒爆發、或為欲

樂所牽、或為生計所逼、或為家庭所需、或想要太多，以致世

法與出世法的追求二者無法協調，便會忽左忽右，甚至精神

分裂，難以向前。

如果依魏伯陽的《參同契》來解讀，「三更初夜月明前」

是以離卦中的陰爻，為月亮之精華。子時就是一陽初動之

時，子時的月光可比喻煉精化氣時的小周天光明，也就是水

火互藏，坎離會合，身心休息到極點，生命動能在「活子時」

一陽初動。《參同契闡幽》說：「此時當溫養潛龍，勿可輕

用。」這是因為陽氣初發，還沒有穩固，所以在靜定中如果出

現月相盈虧的境界，代表了氣血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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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老師說：「所謂小周天是月亮之出沒，就是我們修

到身體氣脈一部分一部分轉通了。轉通了以後，到達什麼程

度呢？像十五的月亮一樣明，而且晝夜長明。」[2]

當明月在靜謐的子時初現，光明猶弱，用唯識學來解

釋，就是煩惱障與所知障都還在，遮蔽了自性光明。這是

因為行者仍被現象界的生滅表相所困，不知道萬法唯識所

現，自己不但做不了主，而且又放心不下，所以說：「隱隱猶

懷舊日嫌」，即使偶然遇到什麼好的境界，也是擦肩而過，相

逢而不相識。此時只能先累積福德與智慧的資糧，才能使心

中的月亮，在烏雲密布的三更夜晚再次升起。這個階段相當

於唯識五位的「資糧位」。

二、偏中正

失曉老婆逢古鏡，
分明覿面別無真，
休更迷頭猶認影。

偏中正者，由個別事相（偏）而悟入正道。從卦象上

看，陰爻升往陽爻，詩中的「老婆子」代表老陰，陰極而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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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開始從離卦三疊的下疊（表地）透出，進到中疊。就像

《參同契闡幽》說：「直到陽光透出地上，方纔大明中天。」

假如身心寒濕太重，便會影響到陽氣的透發。

詩偈的「失曉」是指起身太晚，不知天色已亮。本偈大

意是：睡過頭的老婆子一覺醒來，才發現豔陽已經高照。

她不再迷物為己，而是可以從古鏡中看到自己本來面目

的投影（有頭有臉）。但是鏡子所反映出來的畢竟只是影

像，不是真正的本來面目，所以不應迷戀，還要打破明鏡

來相見。

洞山語錄記載，洞山以前曾向弟子舉過一個比喻，說有

位八十歲老婆子嫁給三歲小孩[3]，此喻的原型應與《參同契》

有關。在魏伯陽《參同契》中也有個黃婆與嬰兒的比喻。黃

婆的「黃」，是表五行的中央黃土。當人快要達到輕安時，身

中水火二用必然歸到中土，這在《參同契》裡面代表了「真

意」。太老師說：

「黃婆是指真意，嬰兒是比喻本性。」

「中土就是剛才講的真意。一念不生的時候，濁氣下

降，清氣上升，頭頂清涼。」[2]

所謂真意，就是沒有雜念妄想。假如一有雜念妄想，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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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假意。當行者達到清明覺照、沒有雜念時，不能把直觀的相

似影象當做真實。因此洞山引用了《楞嚴經》「迷頭認影」的

典故，這典故是說有位狂者叫演若達多，在鏡子看到自己面

目影像清秀而歡喜，又因看不到自己實際面目而發狂奔走。

要注意的是，不管看到或經歷到什麼殊勝或怖畏的境

界，都可看成是文法中的受詞，而不是主詞（無論什麼語

言，一個句子在文法中通常會包含了主詞、動詞和受詞）。

參禪是要超越受詞、動詞，才能不著相，找到萬象背後的主

詞。就像有人念佛，佛是受詞，念是動詞，參「念佛是誰」

的話頭，便是要找出主詞。話說回來，此時「偏中正」的鏡

中影像只是受詞，本身無法起用。所以說不能迷頭認影。其

次，有受者必然有主者與之對應，如能進一步親證「一切法

無主無受」的時候，便進入第三階段「正中來」。

若依魏伯陽的《參同契》來解讀，此境界是煉氣化神的

大周天，從第二爻陰爻的槁木死灰中拔地而起，在乾坤二氣

交化之後出現大光明，故以太陽來比喻之。太老師說：「『從

坤爐升入乾鼎』，從下面上升，到頭頂這裡打開了，中脈通

了，升到『乾鼎』。佛像頭頂上的一塊紅色就代表這個，『升

入乾鼎，方得凝而成丹』，叫做『乾坤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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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功夫境界，在佛法上屬於四加行（煖、頂、忍、世

第一法）。也就是可以與天地淨氣相往來，漸漸伏除後天分

別而起的煩惱障與所知障，但此時還是以有所得之心，著相

修有為法，沒有盡斷世間的得失有無，故未證到勝義諦，唯

識學將此階段稱之為「加行位」。

三、正中來

無中有路隔塵埃，
但能不觸當今諱，
也勝前朝斷舌才。

從卦象上看，正中來，是由第三爻升到第四爻，二爻處

在全卦的正中位置，且同為陽爻。此時還沒有碰到第五爻陰

爻，第五爻代表當朝君上之位，今為陰氣所占，好在此時尚

未接觸，故說「不觸當今諱」。

詩偈的大意是：無中有路，是「言語道斷、心行處

滅」的無路之路，這時身心讓位，六根六塵通通銷落，豁

然開朗，證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如果能保任

下去，不沉空或執有，便處在不可思議的空性境界中。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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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執相為愚，執空為癡，再怎麼樣的巧舌如簧，耍嘴皮

子，把舌頭都說斷了，與此不可說的證量相比，只不過像

太空中的一粒灰塵而已。

所以早年洞山去向溈山求法時，溈山已告訴他：「父母

所生的口舌，終究無法為你說明白。」後來洞山祖師坐化前

也留偈說：「學者恒沙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

泯蹤跡，努力殷勤空裏步。」因為一切存在的本身是不需

說、不可說、不能說、不必說的。當下即是，盡在不言中，說

個什麼？

若依魏伯陽的《參同契》來解讀，此階段是煉神還虛，又

無虛可得的「了性」成就。太老師說：

「人若不知本來真性，末後何歸？也是枉然。了性是

末後大事，在道家講了性是什麼呢？……粉碎虛空！虛

空都要打破，所謂『虛空粉碎，大地平沉』，這個時候就了

性。」

這可對應到唯識五位的「見道位」，由於空性的力量，知

道身心都是假的，自然超越了後天分別而起的煩惱障與所知

障（第二爻）。若能不忘初心，行菩薩道者，便是初地的歡喜

地菩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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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兼中至

兩刃交鋒不須避，
好手猶如火裏蓮，
宛然自有沖天志。

從卦理上看，雖然跟正中偏一樣，陰氣再度凌駕於陽氣之

上，但相對而言，「正中偏」是為了離苦得樂而入道，屬於「荊

棘叢中下足易」；如今的兼中至，則是「月明簾下轉身難」，要

悟後起修，重返苦海度眾，所以說「兩刃交鋒不須避」。卦象

上亦顯示，由第四爻升到第五爻，第四（陽爻陰位）和第五

（陰爻陽位）都具有陰陽之爻相或爻位，故稱之為「兼」。陰

陽交互易位，故比喻為「兩刃交鋒」。又由於第四爻沖上第五

爻，第五爻屬於三疊中的上疊（表天），故稱其為「沖天志」。

詩偈的大意是講菩薩在槍林彈雨中的慈悲與承擔。

兼，又指理和事都兼顧。「至」字是「到」字的左半邊，代表

已經到了一半，還要繼續往第五「兼中到」努力。

兼中至是正中來的進一步，從實際理地不著一塵，進到

萬行門中不捨一法，開始幫助苦難眾生得解脫。但眾生的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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瞋癡總在把別人搞死的同時，也把自己搞死。那麼處於陰陽

二爻交鋒之間，如何迴旋有餘呢？只要能深入了解到自己的

貪瞋癡，自然也就能了解到別人的貪瞋癡。接著是修六波羅

蜜（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難忍能忍，難行

能行。其實就是犧牲自我的成就，奉獻畢生身家與血淚。這

種向上一路的個中滋味，冷暖自知，非千聖可以傳也。即使

在最後事與願違的情況，也能夠定心把業力的火焰化為清淨

的紅蓮，那才是能夠超越自己先天業習的人物。因為體驗到

一切如夢如幻，所以兩刃交鋒才不須避啊！

所謂「沖天志」，文義上是指壯志凌雲，不向如來行處

行，在卦義上第五爻已經跳出了離卦三疊中的人疊，成了人

上人，隱含著意生身的成就。

太老師是這麼說「意生身」的：「『赤子從坤爐中，躍然

而出，上升乾鼎』，……從我們那個混混沌沌的坤爐，也可以

說從丹田開始一直上來，『躍然而出』，向上衝上來，等於嬰

兒長大。……這個是實際的工夫，你說它無形無相，又是有

形有相。」[2]這是講意生身既可以散而為氣，又可以聚而成形。

但意生身也有程度的不同。《楞伽經》將其分為三類 [4]：

（一）由第三發光地到第七地的菩薩，證到三昧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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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受意生身；

（二）到了第八不動地，離了心意識，得無生法

忍，證到覺法自性性意生身，可以往來一切佛國；

（三）最後是通透一切佛法，成就無作妙力的意生

身，也就是可以隨緣普現，不假造作。

兼中至相當於唯識五位的修道位，是指初地以上的菩

薩，遠離了主觀的能取心與客觀的所取境，再不斷修習，可

以能所雙亡，超越與生俱來的煩惱障、所知障，並轉煩惱障

成大涅槃，寂靜莊嚴；轉所知障成大菩提，正等正覺。

五、兼中到

不落有無誰敢和？
人人盡欲出常流，
折合還歸炭裏坐。

從卦象上看，第五爻為陰爻陽位，第六爻是陽爻陰

位，也是兼有陰陽，故名為「兼」。兼中到是指自覺與覺他都

已究竟圓滿。第六爻是陽爻住陰位。意指純陽居陰地，故比

喻為「還歸炭裏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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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偈的大意是指在我空和法空中，踏破毗盧頂，天上天

下，唯我獨尊，那還有誰能與之爭鋒或唱和呢？雖然人人都

自命不凡，想要超凡脫俗，高人一等。但事實上，本地風光

無修無證，甚是平凡。從前總想的什麼入世或入山之事，現

在看來猶如昨夢。此時「折合還歸炭裏坐」，是講在和光

同塵中恆順眾生，在恆順眾生中常樂我淨，在常樂我淨中

和光同塵，唯識學中稱之為「究竟位」。也就是雖知無佛可

成，無眾生可度，卻又徧住在每一位眾生的內心深處，達到

心、佛、眾生等無差別。

每當眾生在人性的鑊湯爐炭中死去活來的時候，只要回心

返觀，祂就像心中的寶鏡明燈，常住在每位眾生的佛性中，可

是眾生日用而不覺，真乃度盡一切眾生，而實無眾生得度者。

如此的「兼中到」，筆者謹改編一首小詩〈見或不

見〉，以比擬之，並藉此禮讚南太老師百歲華誕：

不管是信佛，或者不信佛，

祂都在那裡，

不來‧不去；

不管是修道，或者不修道，

祂都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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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生‧不滅；

不管是清淨，或者不清淨，

祂都在那裡，

不垢‧不淨；

不管是見性，或者不見性，

祂都在那裡，

不增‧不減；

驀然回首，彼此相遇，

或者

一去不回，依然相隨。

盡虛空‧遍法界，

法界‧緣起、

緣起‧性空、

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

結論

「兼中到」代表寶鏡三昧的圓滿，而事實上是自性本來

圓滿，既然本來圓滿，也就沒有什麼正偏不正偏了，所以五

位即是一位，一位也了不可得。真正遍一切一位又超越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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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寶鏡三昧，印證了石頭希遷禪師在《參同契》說的「回互

不回互」。石頭路滑，無可立錐，何況六爻，指月而已。筆者

畫蛇添足，試解如下：

回互者，法界是我，我是法界，捨己為眾也；

不回互者，法界非我，我非法界，功成不居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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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洞山悟本禪師語錄》。

[4]南懷瑾先生，《楞伽大義今釋》。

尚德讀後：

一、	中華民族定能：海晏河清。

二、	中國人文學問的精華很多，原始道家、原始儒家，都

離不開《易經》。《易經》的結論是：

絜靜精微

《易經》說八八六十四卦，從佛法的《華嚴經》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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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無一事一物不為卦。深透華嚴哲學的方東美老

師，有一篇極重要的論文：〈易經的邏輯問題〉。

三、	唯識學在人類知識的文獻中，最大的貢獻有幾點：

（一）解釋了存在的起始：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
子如瀑流。

（二）說人的存在與投胎，是由衆生的煩惱無明而起

的，除非是菩薩度眾投胎，無人不在煩惱中。

（三）唯識把人的煩惱與清淨，說得好清楚。中國人文

精華文化，有大成就的人物極多。實際上，孔子、老

子、墨子……，都是大禪師也。暌諸以往，每位大禪

師的成就，都是和唯識的知識與經驗結合在一起

的。中國禪的始祖達摩大師，來到中國所展示的風

範和成就，就是一個好例子。

黃高証博士沉潛於禪與唯識的參究，寫就〈寶鏡三昧

的正偏五位與唯識合參〉一文，且將《易經》與唯識相照

應，可謂開風氣之先，難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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