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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指授 無盡的願行
十年學習報告兼淺探南先生一代教化旨宗          

文/共青

引子

稽首圓滿遍知覺　寂靜平等本真源

相好嚴特非有無　慧明普照微塵剎

稽首湛然真妙覺　甚深十二修多羅

非文非字非言詮　一音隨類皆明了

稽首清淨諸賢聖　十方和合應真僧

執持禁戒無有違　振錫攜瓶利含識

──恭錄自永嘉大師《發願文》

十年前，我一度對生活絕望，不知道人活著究竟有什

麼意義？那時，在身心一塌糊塗的情況下，偶然間，我聽說

「南懷瑾」的名號（下稱「南先生」或「先生」），從此始

於《佛說入胎經》，一路搜尋至今，頗為驚歎。在這個過程

中，緣於對〈野地黃花分外香〉一文的震撼，從神往到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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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我也有幸追隨張公尚德先生（以下簡稱「張老師」或

「老師」）到今天。 還記得第一次見到老師，即被當頭棒喝

「話癆」，印象深刻。

這次景念先生百年誕辰，因緣難得！由是，我想到：

──六年前，先生示寂，一時默然，離言說，而又以

水作墨，寫下「平凡」二字，並且稍縱即逝，話頭很大。

──想當初，先生入峨嵋閉關，寫就千古名句：「了

了了時無可了，行行行到法王家；雲霞遮斷來時路，水遠

山高歸暮鴉」，讀來不禁令人振聾發聵。

──而今，聖者已遠行，一代教化仍在接續，老師寫

下〈國學大師南懷瑾先生的成就在哪裡〉一文，總括先

生成就：「在平凡中做心安理得的事，以歸到自己本來該

有的寂淨；在寂淨中攝日常平凡的事，以展示自己應有

的心安理得」，可謂字字珠璣、意味深長。

還有很多很多……

「從來蹭蹬覺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料想自己半

生，於極度迷茫之際，幸得先生和老師哀憫垂憐，這份恩情

不是用「再生父母」所能形容的。這些年來，在我心中，南

先生和張老師，其實早就是一個了。特別是偶得閒暇，孤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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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盞，合參兩位大德話語，一個天馬行空、清風拂面，一個言

簡意賅、驚濤駭浪，真是很有意思的事。

此番感懷先生百年，我雖力有不逮，惟願先生見憫、老師

眷顧，擬對自己十年來之學習作一報告，並將以《圓覺經略

說》（南懷瑾講述，復旦大學出版社）和《華嚴法界觀門》（張

尚德講述，達摩出版社）為主要參考，淺探先生一代教化的

旨宗，假以名之，以茲紀念，並伏望指正。

一、宗旨探析

常言宗教，宗是宗，教是教，不可混同。宗也者，一

也。超越時空、亙古不變，宇宙之真理、吾人之自性。教也

者，說也。意在剖明心跡，闡釋生死輪迴不過自心現量，分

析內外因緣皆屬無明妄想，以求達旨歸宗。是故，宗中有

教、教必依宗，教不及宗、因教明宗，是為宗教。

今言旨歸平凡，試證之。

（一）文殊之密

佛法之密，全在「文殊」二字。其所意涵，可謂高明透

頂、廣大無邊而又妙不可言，為一切密中之密。文殊悟道，因

緣殊勝，此也。即從語言文字表象，直抵心宗，繼而踏破毗

盧遮那頂，轉身回歸萬類千差，在在處處、無時無刻，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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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淨、不禪、不密，本來不見一法，無從捨棄一塵，一切現

成、歸無所得，非言語問答之所能及。

由此可知，凡聖本來不隔一線，心、佛、眾生三無差

別。宇宙本來真善美，塵塵剎剎本來真善美，眾生本來真

善美，一切的一切，從未離開過真善美。過去如此，現在如

此，未來亦如此。

何以又不如耶？答曰：只為眾生自迷，惑在道理不通、心

量不夠、日用失當，故而作繭自縛、自作沉淪。因此，釋迦牟

尼佛在菩提樹下悟道後，才會發出無限感歎：「眾生實至為

可憐憫者。」

一切賢聖應化，即為指明此理，令知「貧子衣中珠」，意

在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瞭解了這一點，才知所謂聖與

凡、迷與悟，明與暗、內與外，乃至三乘十二部，無一不是勉

強施設建立，以楔出楔，以求當人自省自反、自悟自證。

惟此惟一！

先生自不例外。所不同者，因著因緣際遇不同，故方便

施行，亦隨所制宜，究其原旨，並無二致。是以，吾觀先生

之化，源自佛心一味，應在時節因緣，甘為時代橋樑，是謂

「化之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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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生之和

既明佛法本真、聖者願行，今不妨效例《圓覺經略

說》，拈取幾則，以觀先生之唱和。

──於開篇緣起：「我平常不太喜歡講《圓覺經》，為什

麼？這真是一本大經，太大了。若分科判教的話，則歸入最

大的華嚴宗，……其根本經典《華嚴經》的內容包羅萬象，是

佛教的大寶庫，所謂『不讀華嚴，不知佛家之富貴』。」

──又說：「《華嚴經》重點是講『一真法界』，處處皆

是佛，一切眾生人人皆是佛，『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

的確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法門，真是太大、太直截

了。所以，我平常很少講《華嚴經》及《圓覺經》。」

──又說：「唯有《華嚴經》所講的，認為這個世界無所

謂缺陷，即使是缺陷，也是美的；這個世界是至真、至善、至

美，是一真法界，萬法自如，處處成佛，時時成道。這也就是

所謂的華嚴境界。」

──又說：「《圓覺經》講的是一乘圓教，沒有所謂的

大乘、小乘之分，只有『見性成佛』，而且是無所偏的圓教。」

──然後，於總綱之「入於神通大光明藏三昧正受，一

切如來光嚴住持」時指示：「佛在哪裡說這部大《圓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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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不在天上，也不在人間，是在自性中講。」

──然後，於總綱之「是諸眾生清淨覺地」時指示：

「假如眾生一念清淨，也一樣可以進入此神通大光明莊嚴

境界之中。此境界人人具足，本來就有。不只是人，就連

貓、狗、牛、老鼠乃至小小細菌等一切眾生，本身都有此境界。」

──然後，於總綱之「身心寂滅，平等本際，圓滿十

方，不二隨順，於不二境現諸淨土。」時指示：「若能把握住

這段經文，《圓覺經》不需要講，已經講完了，再講就是多

餘，再講就是第二義。」

──然後，於〈文殊師利菩薩〉章「無上法王有大陀羅

尼門，名為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羅

蜜，教授菩薩，一切如來本起因地，皆依圓照清淨覺相，永斷

無明，方成佛道。」時指示：「所有佛都是依此圓覺法門教授

歷代菩薩，此圓覺法門是佛法之根本大法」、「成佛的工具從

哪裡找？在我們自己這裡找。」

這是在說什麼？真的很難回答！納而束之，其義不

外：一、是法平等、自性是佛，本自具足、不假外求，即是

「文殊」之密；二、自修自行、自成佛道，在在處處、無不真

實，即是「圓覺」之門；三、綜而述之，只為太近、所以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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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故先生常言，平凡即奇特，奇特即平凡，此實乃十方三世

一切諸佛所說。

旨歸平凡，意在此也。非關文字、假以指授。契之，則一

代時教，無不統攝於一心；冥合，則千經萬論，窮源皆自本性

之流。

（三）圓覺之示

圓旨歸平凡。《圓覺經》十二菩薩之排布，對此亦是最

好例證。先生通篇略說，深意在此。

十二菩薩之排列是：一、文殊菩薩、普賢菩薩、普眼菩

薩、金剛藏菩薩，代表宗門極致，是立地成佛的圓頓法門，一

真法界，旨歸平凡、宗在華嚴。二、彌勒菩薩、清淨慧菩

薩、威德自在菩薩、辨音菩薩，代表教門極則，是從一貫法入

手漸修成佛，無諸歧路，直破無明、一音明瞭，亦不礙即事歸

理、透脫宗門。三、淨諸業障菩薩、普覺菩薩、圓覺菩薩、賢

善首菩薩，代表宗教的隨類開展，是從差別法入手從凡夫到

成佛的階梯法門，枝繁葉茂，應在不異、漸次躍升，亦不礙十

方和合、直升佛地。

試以第一組四位菩薩為例，稍作開展：

文殊菩薩之重點：無明及無明之綜合作用──剎那空



165

華、歸無所得，謂純粹理性、未及方便之無上法門，契之則普

賢行願自在其中，更不必作性與非性、明與無明、夢與非夢等

第二義之討論。

普賢菩薩之重點：夢幻及夢幻輾轉之不二隨順──出沒

即離、不出自性，謂純粹現實、不作方便之一行三昧，體之則

文殊至理自在其中，直了變易生死、三界輪迴，更不作細枝

末節之敷衍。

由此可知，文殊普賢，一個即理望事、全事歸一理，一個

即事望理、全理只一事。

本來不二，表達不同。

再述普眼、金剛藏兩大菩薩，何以承接、展示文殊智、普

賢行，並終契上下迴向之觀音法門。於此需要留心，普眼與

金剛藏所示，是落於千差萬別而又縱橫貫通、妙契圓旨的。

與文殊、普賢之門，於演說層次，有絕對相待之分。

普眼菩薩之重點：從普賢菩薩存在本身差別相之幻化

入，冥契文殊菩薩之空華觀，故不依身、不依心乃至不依也

不依，離四句、絕百非，可作「普賢行之實現手段」思之。

金剛藏菩薩之重點：從文殊菩薩存在非存在之空華無

相、無住入手，冥契普賢菩薩之幻化門，了達諸法從本來、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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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寂滅相，直破無明、超越輪迴，可作「文殊智之存在條件」

思之。

綜合而言，即是文殊智、普賢行之日用施為，乃化身契應

圓旨之展示歸納。

於《圓覺經略說》，先生對經義終極旨趣，可謂極盡開

示。此處不妨於〈文殊師利菩薩〉章，再截取幾則，以茲探

求。

「由此可見宇宙萬有的現象都是相對的，……現象界

兩邊相對，是靠不住的，能生能滅的，而不生不滅的才是佛

道。」──不異說。

「我們再來體會空……『彼知覺者，猶如虛空』，因為

空，所以有知覺，如果沒有知覺，就不叫空。」──隨所說。

（註：關於佛法內、外、中間之甄別會意，亦即對「空」的體

認，如先生言，確是關鍵之一步，入者即入門。先生在在處

處，常行提點，而又言不盡意、欲說還休，不可掠過。老師說

「意識是橋樑」，對此亦多所開示。《楞伽大義今釋》（卷一）

也特別強調：「即彼五識身俱。因差別分段相知，當知是意

識因。」大須注意。）

「佛說無明如虛空之花，無生處無滅處，不了自了，了而不



167

了。這個道理聽起來好像很玄妙，其實很平凡。」──了了說。

至此，圓旨歸平凡，先生坦露無疑。明矣！

二、見地淺深

圓旨歸平凡，雖然無疑，但此非世間文字，非不世間文

字，於實際見地，在認知層次上，確有深淺之差，不可不察。

究竟而言，若非忘言絕解，無以旨契平凡。試以老師所述《華

嚴法界觀門》為參考，即理即事，準以辨之。

先明「忘言絕解」之層次淺深。（一）惑於二法。對境

生心，執於異見，囿於斷常，此凡外世間知見，尚未入流。

（二）言忘解未絕。離二趣一，或隨緣即假不除，或忘情對境

無心，見一切法，皆如空中華及第二月，猶滯悟迷，此二乘

人無我出世間知見，入於內法而偏小。（三）言忘解亦絕。

了達一切法，皆如夢如幻，空中華亦不住，然正行未圓、猶隔

一線，此大乘法無我世出世間正解，通達內外法而未圓脫。

（四）絕解入正行。行起解絕，了達萬法自如，法界同一緣

起，法爾如是、究竟不可得，轉身一路平凡，此一乘圓融無

礙之知見。

（註：如上「一」、「二」、「三」、「四」所標之淺深，可謂

「隔之毫釐，差之千里」，實難於清晰表達。故先生常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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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禪宗易落偏空小果，惟達摩祖師禪不同。唐代黃檗希運禪

師也曾大喝：「大唐國內無禪師，不道無禪，只道無師。」）

次考《華嚴法界觀門》真空觀，簡示以法揀情之要。如

師所說，正以此文難讀，推知正見難得。引文真空觀略作四

句：（一）會色歸空觀。（二）明空即色觀。（三）空色無礙觀。

（四）泯絕無寄觀。

會意有三：一者，抽離建立真空之名，以辨萬法無實

真空性。二者，施設假色（成色）、青黃、無色（斷空）及

與真空之名，進行內外中間即體離體之系統分析，圓成十

門，以明離真空之性，空色及其互化作用，無以建立掃蕩。

三者，以一切法離真空無自性，即此揀情訖，會歸泯絕無寄

觀，正成行體，名真空觀。繼而，即此真空觀，於理事鎔融

非可分析，同上以即事即理、非事非理等為推演，建立理事

無礙觀十門，一一辨之，進而歸到實際差別世界之周遍含容

觀，大明一真法界圓融無礙之華嚴宗旨。

上既以真空觀四句十門為開展，一一遮情絕解畢。今更

當反十歸一，徹底歸納，直取真空本義，洞徹同一緣起，方可

不拘文字、出入自在、妙契宗原。設以威音王前，純一真空。

爾後，宇宙形成，萬類參差，眾生出沒。究其種種，不出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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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造色。思之，四大及造色等，同一真空性，以真空力，則形

器之存，無不攝而歸之，化為微末，此中豈有佛、魔、眾生之

可得？而微末之非存，復以真空不掛一絲之力，無不排而遍

覆，長養形器，此中山河大地何處不露法王身？即此開合之

間，真空本無為，法性自不動，萬法自來去而實無來去，體之

可得。則知馬祖大行之前，唯道「日面佛、月面佛」意欲何

為？而先生苦口叮嚀真理唯一，天地宇宙法則呆定，唯離心

力向心力耳，豈不大矣哉！

上既依理辨析知見層次，今更當於聞思修之日用行

持，再陳須當警惕之事。

一者，忌淺嘗輒止。嘗聞現今有道侶，初讀經坐立不

安，遂謀抄寫。如此一抄數年，幾抄遍先生著述。如先生所

指，般若、涅槃、瑜伽、宗境、華嚴、楞嚴、楞伽、寶積、指月

等典籍原文，亦是無一不抄閱一至多遍。其間若遇老師一有

開示，亦是先必恭抄、再行拜讀，如此，愚乎？不愚乎？予則

以為，實誠也！而知障之破，要在誠也！

二者，忌不究語義。佛法非世間知識，不過文字關，難明

佛法義。如臨濟所言，一句中有三玄三要，大須注意。此間

當知，於無始之始、無終之終，一旦開展歸結於佛法的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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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其中凡有所說，無不一一在縱橫交織之假構系統，確

有切切之所指，乃至種種關聯可不可說。若不深思甄別語

義，含混吞之，難免為文字所惑。譬如「修行」，修是修，行

是行，在佛法系統，是有嚴格定義的。

三者，忌背離身心。佛法不在書本，不在師所，而在當

人身心實踐，離開對自我之反省，對家庭、社會、國家、天下

之照應（當然，此中難免欲說還休、欲罷不能，一歎也。若也

未發孔子「如喪家之犬，惶惶不可終日」之警惕心，急需反

省），對宇宙一家、六道輪迴之切切考究，非真學法之為，實

乃逃避之舉。慎之！

三、正道實行

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故達摩祖師，切示以理入

行。先生常道，佛法重實行，此生不上如來座，收拾河山亦

要人。老師誓言，生生世世為眾生服務。承上以來，凡聖者

之用心，由此可見。

正法何以實行？略而述之，不出治病救人四字，試論。

所謂治病救人，病者，無明、昏亂也。救者，藥方、悲智耳！

由此，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一路向前。於中，非同非

異，理則以願行切實為圭臬，事則以見地真實為旨要，實無



171

二說，統歸一味。

自覺。自修證除昏亂之要，如《圓覺經》所示，不外以寂

靜力出粗塵（生理實體層面之生化），以變化力明微心（心理

精神層面之業報），以寂滅力徹心源（非心非物而又即心即

物之法性），此乃一而三、三而一之辯證統一，而又實無能修

能證者可得也。失之一二，則難免落偏拘局。圓之一體，必

終契無礙通達。當知，說食不飽，要在躬行。無明非慧劍而

不斬，妙行非實悟而不達。此中又以不忘初心，最為難得。

初心若現，備以正見，是為入禪。此事切要堅心一志，須從

智慧功德起行，假神仙道一路向前，永無退怯。故先生常

示，無論內外，莫不從專一入。仙也者，不動如山，意在此

也。六祖更見教，自修自行，自成佛道。是為至言，若能默

契，餘則不必贅述。

覺他。維摩大士有言，以眾生病故吾病，若眾生無病，吾

何病之有？自他不二，密不可分，由此明也。推而廣之，宇

宙事即分內事，分內事即宇宙事，非關情懷，乃實際理則、事

出必然，不可不察。故先生常告誡，憶往聖先賢，無不背負

時代之痛苦，雖千萬人而不反。今先生遠行，大業未成。放

眼當今世界，由著交通之便利，種種文明衝突，異端輩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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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無可奈何，事事紛亂如麻。世序離亂之昏散、基層治理

之崩塌，教育失當之嚴重、人才匱乏之罕見等等，雖暫未見

刀兵之大動干戈，然圖存之艱辛、人心之負重，可謂未之有

也。吾輩學子，尊師莫若承志，當奮不顧身、迎難而上、孜孜

以求，以為文明之匯通、人心之回歸、時代之開創，竭盡所

能，雖萬死而弗敢辭也！

覺行圓滿。先德云，無明實性是佛性，幻化空身是法

身，佛法究竟義，盡於此也。此本為人人分上事，本有今

無，本無今有，能不懺悔精進？當知無始垢重難穿，非悲智雙

運不達。正如《華嚴五教止觀》指授，「有即空而不失有故，悲

導智而不住空；空即有而不失空故，智導悲而不滯有」，「然

後方入圓明。若有直見色等諸法從緣，即是法界緣起也。」此

即覺行圓滿之指，因該果海、果徹因源，要在實行。

由此想及，《指月錄》記載，廣額屠兒自云，是「賢劫千

佛一數」，何等之氣派！更妙的是，文殊令善財採藥，善財隨

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文殊接得示眾曰：此藥能殺人，亦能

活人（不覺拈云：咄哉！文殊！惑人作麼？天上人間，可曾

見活得忒明白、死得忒徹底的？）。

平凡乎？奇特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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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七年十二月

尚德讀後：

一、要無我，才能成為無己無私的菩薩，服務眾生。

要無法，才能去除主觀的妄想與執著的偏見，毫無
分別心的面對一切空與有的存在。

二、歷劫修行，才能真解脫。

其他種種，何足道哉！

三、勉勵！勉勵

承擔！承擔！

君子大人者，在宇宙萬類中同行也。

尚德 於台灣二水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