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東弘法之旅，啟程……
6/10 果如法師率領法師、居士等一行五人從台
北啟程，歷經 20 多小時漫長的飛行及路上交通接
駁，在 6/11 半夜抵達美國紐約法鼓山象岡道場，開
啟長達一個多月的美東弘法行程。
￭6/14～6/16 紐約象岡道場 • 教理研習營
經過兩日的時差調整，首先進行的是 6/14 日起
為期三天的禪修教理研習營。由於象岡道場成立以
來多舉辦禪修活動，「教理研習營」為首次舉辦，
因此許多學員都是第一次參加此類型活動。學員涵
括中外人士，大都是特別請假參與的上班族，且多
數人都做足前行功課，甚至有位教授帶了許多禪宗
的書籍，打算跟果如法師好好討教一番，認真的態
度讓人讚許。

實禪法。三天內雖未能將五宗全數宣說完畢，但深
刻的教理及生動的公案故事，以及解門(教理研習)
行門(打坐實修)並重的內容，皆讓學員們收穫良多，
也意猶未盡，期盼明年有機會再度參加。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為了讓象岡道場的常聞、
常襄法師懂得運用方法甚至指導禪修，果如法師要
求兩位法師
在禪堂裡運
用香板對禪
眾進行逼拶、
小參時間擔
任指導，讓兩
位法師實際
歷練。無論是
禪堂內的開
果如法師對常聞法師(中)、常襄法師(左)的指
示或私下的時 導，處處顯示大師兄對師弟們的關愛。
間，對兩位法師於心性上、體驗上的問題，果如法
師皆下了很大工夫來指導，處處顯露出對師兄弟的
用心、關愛，以及對法的傳承，令人備受感動。
￭6/17 費城 • 賓州大學佛學社/佛法講演

本次研習營果如法師以「一花開五葉」
為主軸，
講述中國禪宗於六祖惠能大師之後，開展出的五大
宗脈—臨濟、曹洞、潙仰、雲門、法眼。三天的研
習營，詳細講解潙仰及臨濟兩宗，將許多深奧的佛
法及禪修工夫，透過公案故事講得透徹又生動，讓
學員們既能理解祖師們流傳下來的公案是如此活
潑、精彩，又能於其中窺見祖師們如何於生活中落

6/16 日研習營甫圓滿，下午一行人從象岡驅車
急趕，於深夜抵達費城。翌日一早至賓州大學佛學
社進行佛法教學。雖然參與的人數不多，果如法師
以一貫的熱忱開示宣講，下午則帶領數息、慢步經
行…等幾個修行的前方便法。參與的學員多為來自
中國大陸的留學生，雖然大都是初接觸佛門甚至毫
無禪修經驗者，卻都極具善根，不論是對法的尊敬、
渴望，或對生命的實相與佛法的究竟所提出的問題，
皆契入法要，果如法師與學子間的問答，層層深入
且充滿禪機，互動精彩熱烈，令在場的老參新學都
別有收穫及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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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6/19 南澤西念佛會 • 念佛開示及帶領

目一新，讓大家都深深陶醉其中。

6/18、6/19 兩日，弘法團來到已經營十餘年的
南澤西念佛會的佛堂帶領念佛。由早上九點至晚上
九點，念佛、開示輪番進行，由於非周末假日，白
天參與念佛的人雖不多，卻莊嚴攝心，晚上下班後
趕來參與者不少。兩天的念佛活動啟發了果如法師
日後到海外弘法時，要將禪修與念佛做結合的想法，
並打算將念佛禪規劃為祖師禪林的重點禪修活動
之一。

￭7/7~7/9 法鼓山紐澤西州分會•佛學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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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教理研習營結束後，隨即趕往法鼓山紐澤
西州分會，展開連續 3 天晚上的講座。雖然 3 天主
題分別為 : 默照、話頭、念佛，但基本上仍不離祖
師禪。由於是第 3 次到訪，且師父講經開示風格不
同於其他法師，禪修指導上也能根據禪眾的身心狀
況、當下的問題等做出適切回應，因此得到禪眾們
熱切的迴響。紐澤西分會新添購的道場新址明年即
將落成，大眾希望明年師父到訪時除了佛學講座外，
還能帶領禪修。
￭7/10 紐約•佛學講座
7/10 弘法團一行人到紐約的居士家辦佛學講
座，向讀書會成員講授祖師禪，弘法行程至此告一
段落。
花絮

弘法團成員與南澤西念佛會佛友一起念佛。

￭6/21~6/30 紐約象岡道場 • 精進話頭禪十
6/20 自費城回到象岡，第二天即進行精進話頭
禪十(6/21-6/30)。過去，果如法師每次只以話頭禪
或默照禪中的一種方法來指導禪眾，本次禪十的特
色在於，師父不單只強調某種方法，而是整理出漢
傳佛教中禪宗的源頭思想。不僅上溯六祖惠能大師，
還推及五祖、四祖乃至初祖達摩所傳下的博大精深
的禪法。這些祖師們的法，不僅止於｢如來藏｣思想，
還涵括｢般若空慧｣思想、｢唯識｣思想，然而在時光
的遞嬗中，後兩者卻在禪宗法脈中被漸次忽略、淡
忘。果如法師在本次禪期中即著重於此三系思想的
宣說，同時他也發下大願，要將之融合彙整出一套
理論，運用在禪修指導上，以之利益更多眾生。

￭聖嚴師公早期在美國的多位西方弟子，當年來台時由
果如法師負責接待，此次得知果如法師至美東弘法，特
別花了數小時的車程趕來敘舊、請法，談話過程中，果
如法師亦發願，將來要直接多用英文弘法甚至禪修指導，
計畫多些時間留在美國，改進並提升自己的英文能力。
￭此行弘法團也參訪了聖嚴師公初到美國時駐錫、也擔
任過住持的大覺寺，並由現任住持法曜法師接待。追撫
昔時聖嚴師公篳路藍縷的弘法足跡，也讓大家更加堅定
將祖師禪法廣弘海外的願心。
￭感恩所有美東佛友周延的協助、安排，讓本次弘法之
行圓滿順利，謹此一併致謝。

￭7/3~7/7 紐約東初禪寺•禪修教理研習營
話頭禪十後短暫休息兩天，7/3-7/7 登場的是由
東初禪寺主辦，於象岡道場進行的五天禪修教理研
習營。師父延續先前「一花開五葉」的內容授課，
從臨濟宗開始將所有的內容講畢。本次學員，大部
分是念佛、發心的義工或參加佛學課程的成員，較
無禪修經驗，加以過去少有法師講解禪宗的公案、
教義，師父生動活潑的講授內容對他們而言皆是耳

果如法師率領弘法團成員常舜法師(後排右二)、資濟時師兄(前
排右一)、廖素香師姐(前排右三)、許美真師姐(前排左二)及美
東佛友參訪大覺寺，由住持法曜法師(後排右三)等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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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照見五蘊皆空」，也照見一切正報及依報的現
象都是緣起性空。色、受、想、行、識五蘊的當下
都是空，空的當下也是色、受、想、行、識，也都
有種種作用。當我們能用智慧觀照時，就會知道「受」
的本質當下是空，但空的當下就有愛恨情愁、貪愛
禪修者依照教理、思想體系做為修行的最高指
憎惡的種種感受體驗。可惜眾生往往只感受到「受」
導原則，需知如何去落實，步步延續著過去的軌跡，
的苦與樂，而沒有用智慧去觀照它是空的，因而掉
清楚這就是佛講的，祖師如何化成他們自己的智慧， 入五欲塵勞裡生死流轉，無法建立起解脫生死的修
在生活上指導我們。從印度時代的三論與唯識開始， 行。而小乘只見到空，沒有見到「空即是色」，認
大乘教理已講到一切諸法的究竟實相是圓滿清淨、
為除掉色以後就叫空，除掉受、想、行、識以後，
不生不滅、不來不去，這叫實相論。實相論不建立
「所作已辦」——所該做都已經辦完了——就叫空，
實相，它掃蕩一切的相，雖然有如幻假、不真的諸
就叫「梵行已立」。
法，但是從實相來說，它就是空寂的。然而很多人
大乘菩薩知道空的當下就是色，色的當下即是
陷入空見時，認為它是斷滅虛無的：「既然是虛無
空，所以能在花花世界裡生死自在。他看到眾生不
的煩惱，何必去斷？既然佛果是空寂的，何必去
知當下是空，而在生死塵勞裡起種種顛倒煩惱，故
證？」如果佛跟眾生一樣有生有死，就非真正的不
發心要度眾。於是菩薩在空裡產生願力、慈悲與種
生不死。小乘的教理無法圓滿解決這些問題。直到
種妙用，把它們從身心推衍到山河大地及一切萬法，
大乘的般若空思想出現，便講一切諸法的實相不離
甚至包括世間法、出世間法，這就是「空即是色」。
現象，現象的當下又是真正的空寂。眾生的顛倒意
從世間法(身心和世界)，到出世間法(四聖諦、
識認為煩惱、涅槃等一切都是實有，但從因緣法來
十二因緣、六度)，都一樣要觀照它當下是空的，
講，緣起空寂故，一切諸法都不是究竟實有，這與
繼之證到「法」與「非法」都是平等的，都是無老
小乘的緣起空義的甚深義是互相貫串的。
死，亦無老死盡，根本不必起心動念要去斬斷或遠
既然煩惱也是緣起法，那它就不是實有的，我
離煩惱。無煩惱可斷，也無法可修，所以不必擔心
們要不要去斷它？當下這個煩惱的現象，本質就是
如何去斷煩惱、去修法。大乘菩薩不否定有這些法，
空，但它又顯現出煩惱的業相與業用。這些業相業
只是不像小乘一樣把法、把證得的智慧果位、把生
用，從凡夫看來無法忍受，而就諸佛化世而言，有
死、苦、空、無常當作實有，當我們證知，原來一
時反倒是一種度化眾生的方便。就像當佛陀示現有
切都是緣起性空的如幻假有，就不必去擔心它。
病時，似乎與眾生無二樣，但眾生會被境轉，佛陀
如幻假有的現象雖千差萬別，但不管粗細染淨，
則不被迷惑、不被境轉。當我們用般若的空慧一觀
相相都平等，當下都是空。從空的角度來看，一切
察，就了解：要度一切煩惱苦厄就要先｢發心｣。
現象都清淨圓滿、不生不滅；從如幻假的角度來講，
要發心令一切眾生都究竟成佛，但不掉在我執、
每一現象各有其性、相、體、力、作用…種種的差
我相裡。因見眾生有種種顛倒愚癡，所以不為己求，
別因緣，並不是空就什麼作用都沒有。
相應於諸法的無我，但無我不是空無，它有種種的
￭唯識系──生滅不住的當下，又圓滿成就
妙用，會產生出大願力、大慈悲，這就是修行菩薩
大乘的唯識系主張真空不空，即｢勝義有｣、｢
道的前提了。發心之後，要知道學佛及發心度生的
勝義不空｣。即眾生因為自己顛倒，由錯誤的認知
真實本質，即是真正智慧的顯現，以智慧觀照諸法
而對諸法當中的某些法產生虛妄的執著，把沒有的
現前的當下，就是清淨、沒有生滅來去的，才不會
掉在顛倒恐懼裡。
￭以般若慧觀照，一切法｢色空不二｣
從自己的身心到外在的山河大地(即五蘊，或
六根、六塵、六識)，都要一一用智慧去覺照它們
當下就是空寂的，緣起性空故無實際的相可得，不
掉入有一個真實的我、或任何真實的法可執著，就

東西當作實有，就叫遍計執。就佛法而言，一切法
緣起性空才是真正的實相，但我們的遍計執卻認為
有個實際的我、實際的相、實際的得，從而陷入感
情裡去計較、追逐，無論是世間法的五欲塵勞、出
世間法的成佛做祖的念頭，都是遍計執。另一個觀
點是｢依他起｣，就是眾緣和合時，某個法就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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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屬於遍計執。有因有緣，才有這個法，離開因與
緣，這個法就不存在。
從唯識觀點來看，離開遍計執以外，一切諸法
是因緣和合的，當下看起來有一個相的存在，但每
個相都在因緣中剎那生滅，你說它有，它已經不存
在了；你說它不存在，它又有那時候的因緣所呈現
出來的相，我們說它是依他起，又是一種｢圓成實｣，
意指諸法雖然依他起，看起來生滅不住，但是每一
法都有它如幻假的一段因緣。因緣和合的當下只要
不起妄想執著、還它本來的面目，一切諸法都圓滿
如如。所以，唯識系要轉識成智，轉我們的虛妄計
執，相應於一切諸法依他起、不可得，當下就是圓
成實。從圓成實的角度來講，它是不空的，是實有
的，亦即見性成佛以後，一切諸法的實相是｢勝義
不空｣的，這與《中論》裡說實相是畢竟空不同。
￭性空系──｢空｣ 的當下同時有三個面向
性空系的《中論》談的就是中觀，中觀當下就
是空觀，只是天台宗又建立一個「中觀」，以區別
於空觀。就三論宗而言，既然一切諸法都是性空的，
你不落兩邊，知道諸法當下空就是色，則空觀當下
就是「假觀」。真正的無所取，無老死、亦無老死
盡，是名菩薩，這就叫中道。
性空系未真正建立所謂的假與中。從性空系來
說，一切諸法性｢空｣，所以當下是如幻假，既然是
｢假｣，即遠離兩邊(是法、非法)，就是無老死、亦
無老死盡，無證無得，故稱做｢中｣，所以性空系當
下有所謂的空、假、中，雖不成立三個，但因為它
的空觀，不是小乘的偏真的空，它有如幻假的作用，
所以空當下具足假，而空假當下的圓滿就叫中道，
一個「空」的當下同時有三個面向。但是天台宗把
一心具足三觀變成具備空、假、中三個不同的東西，
這就很麻煩。唯識的「勝義不空」是在印度的大乘
佛法裡面建立的，但他們不叫如來藏，而從緣起法
上面來說，依照緣起空寂之理，到達般若的色空不
二、勝義的有、勝義不空，所以諸法當下是圓成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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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能說大圓鏡智是沒有的，在三論宗的中觀
裡說無智亦無得，但從唯識系來說，轉識成智以後，
智的功德妙用──佛的三明六通、種種悲智妙德
──不是完全斷滅虛無的，仍然是有的，只是那個
有是｢勝義有｣(大圓鏡智)，不是眾生顛倒執著的有。
如此，就能消彌眾生對「佛的色身跟我們一樣，進
入涅槃後變成斷滅、變成什麼都沒有」的疑問與恐
懼。從唯識裡就能知道眾生轉識成智以後就是佛，
而佛是見到生命實相、了知一切相的當下就是涅槃。
所以，佛之於生死，不住不離，雖然恆在寂滅中、
不動本處，但仍時時刻刻在教化眾生，不管是領眾
遊化四方之時，或捨棄肉身入滅之際，他都叫恆住
世間、恆於世間。
￭如來藏系──佛性本自具足，不假外求
大乘真性系所謂的｢如來藏｣，是依《如來藏經》
說明眾生如同佛一樣，本來具足一切，但就像真金
被敗絮所包覆，所以顯現不出本質來，只要眾生放
下所有煩惱，當下即佛。這是肯定人人都是佛，不
管妄想執著真不真實，都不必在意。般若(性空)系
與唯識系都還要經過後天的努力，才達到見性成佛，
例如見到實相的空性，知道佛本來無有增減、來去、
生滅，這是屬於實相論。唯識也是要經過轉識成智
的修行過程，方能見到一切諸法本來都是圓成實。
如來藏體系卻直言：本來就是如此，不管修或
不修，都是不增不減。這很容易讓眾生誤會是無所
作為。事實上，如來藏(真性)系所謂的不必修，可
以用「絕學無為閒道人」來形容。絕學，是不住著
在身心的煩惱顛倒上，清楚知道諸法的究竟實相是
本來空寂、圓滿、清淨，明白以後，不必刻意去念
佛拜佛、打坐修行，只要當下相應於諸法的實相即
可，所以叫做絕學。並非好逸惡勞的無所作為，或
以為既然一切現成，就什麼都不必做，而是在了解
諸法的究竟實相以後，知道落在有所作為的，都是
顛倒錯誤。

雖然認知煩惱的本質當下即空、即實相，但煩
惱的如幻假相的業用，你仍然沒辦法跳脫，就不能
從般若(性空)系上來看｢見性成佛｣，見性是知
叫絕學無為閒道人。你必須以相應於諸法實相的方
道諸法實相畢竟空寂，所以無佛可成，才是諸法的
式來用功，不管是用般若的空性觀，用唯識的轉識
究竟實相，才叫見性成佛。從唯識系來看見性成佛，
成智，還是用如來藏系的當下承擔方式──我們就
是知道一切諸法的本質不離遍計執、依他起、圓成
是佛，既然是佛，就沒有這些顛倒的問題──都是
實，清楚明白而不掉在虛妄計執裡，並認知一切諸
法都是因緣和合但不著在相裡，能夠轉眾生的妄執， 修行的方法。大乘祖師禪就是要用這三種教理來用
功。(本文摘錄自果如法師─祖師禪三系思想架構開示)
當下就叫圓成實、大圓鏡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