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誘儒以知禪 

─試論《周易禪解》的寫作動機 
 

 

林佳鍁 

 

 

摘  要 

 

  蕅益法師乃明末四大高僧之一，中年相繼完成兩部會通儒佛的重要著作：《周易禪

解》與《四書蕅益解》。蕅益法師曾在《周易禪解》的自序中概括自己的寫作動機：「吾

所由解《易》者，無他，以禪入儒，務誘儒以知禪耳。」然而，在這動機的背後是否「隱

含其他目的」呢？吾人應該如何瞭解蕅益法師會通儒佛二家的依據？蕅益法師是怎麼以

「佛性」解《易》？如何援引佛學諸宗的義理進入《周易》的整個體系，並且收攝於佛

學思想之下？這即是本文所關注的核心。 

 

關鍵詞：蕅益法師、《周易禪解》、寫作動機、誘儒以知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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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儒以知禪 

─試論《周易禪解》的寫作動機 
 

 

一、前言 

  蕅益法師（1599─1655 年），名智旭，號西有；俗姓鍾，名際明，又名聲，字振之。

別號旭道人、八不道人1、北天目道人；又從所居，故稱靈峰老人，晚輩尊其淑範，敬

稱蕅公，古吳木瀆（今蘇州吳縣）人。蕅益法師及蓮池祩宏法師（1535─1615 年）、紫

柏真可法師（1543─1603 年）、憨山德清法師（1546─1623 年）並稱明末四大高僧。少

以儒學自任，誓滅釋老，著論闢佛，凡數十篇。十七歲時，拜讀蓮池法師的《自知錄序》

和《竹窗隨筆》，始不謗佛，焚所著論。2 

 

  1622 年，二十四歲，蕅益法師皈依佛門，隨從雪嶺峻師剃度。出家兩年之內，至

杭州雲棲受習具足戒與菩薩戒，同時發心遍閱律藏。爾後遊方各地，廣涉諸宗義理，主

張融合禪、教、律三學，會通儒、道、佛三教，晚年更有「融會諸宗，歸極淨土」的思

想。三十二歲，蕅益法師究心天臺，次年定居靈峰，從此精進閱藏、講習及著書。3四

十七歲，住於石城，完成《周易禪解》4；四十九歲，《四書蕅益解》告竣。此二撰述堪

為明末儒佛交流的重要作品，《周易禪解》更是一部最完整、最具付表性的援佛解易之

大作。 

 

  對於《周易禪解》的寫作動機，學界先進大多以經證經，較少直接旁及蕅益法師之

文類。《靈峰蕅益大師宗論》裡頭收錄了一篇約五千八百餘字的〈性學開蒙答問〉，內容

涉及三教調和論等相關議題之探討，正可作為瞭解蕅益法師寫作的另一線索。故此，本

文嘗詴爬梳〈性學開蒙答問〉中的重點，結合《周易禪解》之文本，意在釐清蕅益法師

寫作《周易禪解》的真實動機，深入探析蕅益法師將如何會通儒佛二家。下文將從判釋

儒佛、開權顯實和佛性解《易》作為論述之開展。 

 

                                                      
1
 明‧釋智旭：「八不道人，震旦之逸民也。古者有儒、有禪、有律、有教，道人既蹴然不敢。今亦有儒、

有禪、有律、有教，道人又艴然不屑。故名八不也。」詳見《靈峰宗論‧八不道人傳》（《嘉興大藏經》

第 36 冊），頁 253a。本文所採用的版本為「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簡稱 CBETA）的電子佛典：明‧釋智旭：《靈峰蕅益大師宗論》（簡稱《靈峰宗論》，《嘉興

大藏經》第 36 冊）。 
2
 明‧釋智旭：《靈峰宗論‧八不道人傳》（《嘉興大藏經》第 36 冊），頁 253a。 

3
 明‧釋智旭：《靈峰宗論‧八不道人傳》（《嘉興大藏經》第 36 冊），頁 253a-253c。 

4
 本文所採用的版本為「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簡稱 CBETA）

的電子佛典：明‧釋智旭：《周易禪解》（《嘉興大藏經》第 20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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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判釋儒佛：歸宗永異 

 

  所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蕅益法師寫作的起因應當追溯到「郭氏子來問《易》

義」的事件：「憶曩歲幻遊溫陵，結冬月臺，有郭氏子來問《易》義，遂舉筆屬稿。」5

至於《周易禪解》的寫作動機，蕅益法師明確指出：「吾所由解《易》者，無他，以禪

入儒，務誘儒以知禪耳。」6但是，近人謝金良以為，蕅益法師的寫作動機應該不止於

「誘儒以知禪」，吾人尚可積極地追問：「難道智旭真的『無他』意圖嗎？」7根據謝氏

的博士研究成果，《融通禪易之玄妙境界》一書提及： 

 

智旭之所以沒有完全表露真正的意圖，可以說與他的憂患和苦衷是分不開的，因

為他作為佛門中人，是不可以隨便去研究外教經典的，而他非但沒有循規蹈矩，

反而大刀闊斧地以禪入儒；如果他的做法只是站在佛教的立場，佛門中人還是會

原諒他的。而實際上，智旭並不止是偏袒一方的立場，而是想憑自己的知見「公

正」地比較儒佛之關係，如此得出的結論將讓同門中人難以接受，如果再把目的

大肆標明的話，恐怕就會遭到人們嚴厲的指責和非議。所以，只用「務誘儒以知

禪」來隱含其他目的，不僅合情合理，而且顯得冠冕堂皇。8 

 

無可否認，蕅益法師不但融會佛學諸宗的思想，兼採禪宗、天臺宗、華嚴宗與淨土宗以

闡發《周易》之義理，並且不忘發揮儒學各派的思想，貫通孔孟、程朱及陸王之道統。

然則，筆者並不認為蕅益法師「研究外教經典」，就是「沒有循規蹈矩」，將會「遭到人

們嚴厲的指責和非議」。反之，身為明末的佛門高僧，蕅益法師滿腹才學，兼通內外典

籍。少時一度研讀《論語》而廢寢忘餐，自謂「大悟孔顏心法」9，而後發出世心，皈

依佛門，同時「大刀闊斧地以禪入儒」，如此作為恐怕正是明末三教調和論的學術盛行。

確切言之，蕅益法師「『公正』地比較儒佛之關係」，恰當且善用儒學自家的思想以闡述

《周易》義理，實則旨在援佛解易、以禪入儒。 

 

  明末三教調和論的盛行，蕅益法師延續前輩師長的努力，將蓮池法師、紫柏法師、

憨山法師之論述調適上遂。道家經典，憨山法師著有《觀老莊影響論》、《老子道德經解》

和《莊子內篇注》；蕅益法師接踵完成《周易禪解》與《四書蕅益解》，恰是填補了會通

儒家經典之空缺。若言儒佛得以會通，則勢必提出能夠會通二家的依據。首先，蕅益法

師以佛教內部之「化法四教」闡明「對絕二妙」的道理。〈性學開蒙答問〉載云： 

 

若以人望天，以欲界望色界，輾轉乃至以別望圓，則彼廣大之外更廣大，精微之

                                                      
5
 明‧釋智旭：《周易禪解‧易解跋》（《嘉興大藏經》第 20 冊），頁 466b。 

6
 明‧釋智旭：《周易禪解‧序》（《嘉興大藏經》第 20 冊），頁 395b。 

7
 謝金良：《融通禪易之玄妙境界──《周易禪解》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 年 1 月），頁 78。 

8
 謝金良：《融通禪易之玄妙境界──《周易禪解》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 年 1 月），頁 79。 

9
 明‧釋智旭：《靈峰宗論‧八不道人傳》（《嘉興大藏經》第 36 冊），頁 25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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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更精微，高明之上更高明，中庸之中更中庸，故之前更故，新之後更新，厚亦

彌厚，禮亦彌周。若以圓視別，以別視通，乃至以天視人，則彼廣大精微等，皆

悉有名無義。故以下望上，傳傳皆妙，以上視下，法法皆麤，此對待明妙也。10 

 

「化法四教」乃天臺宗判釋佛陀說法教化之內容。「藏教」言因緣生滅之四諦，正教二

乘，旁化菩薩；「通教」言即空無生之四諦，三乘通學，但以菩薩為正機，二乘為旁機；

「別教」言大乘無量之法門，正教菩薩，不通二乘；「圓教」言事理圓融之實相，正教

最上利根菩薩。11人、天、欲界、色界，乃至藏、通、別、圓，若依順序的境界由下而

上，則會覺得「廣大之外更廣大」、「精微之內更精微」、「高明之上更高明」、「中庸之中

更中庸」等；若依逆序的境界由上而下，則會覺得一切的「廣大」、「精微」、「高明」、「中

庸」等皆是「有名無義」。據此，若存上下之別，則便落入對待的關係。以茲判釋三教，

儒家屬人乘、道家屬天乘、佛家超出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境界高於儒、道之

上。倘若能從「絕待明妙」的視角來看，即非如此。〈性學開蒙答問〉載云： 

 

絕待明妙者，為實施權，開權顯實。若別，若通，若藏，若天，若人，究竟同歸

一乘。圓人受法，無法不圓，則法法皆妙。12 

 

人乘、天乘、藏教、通教、別教，究竟同歸一乘（佛乘）。藏、通、別三教透由開決權

說、顯示實相，即能貫通大乘、小乘諸法，融通於圓教之中。因此，儒家（人乘）及道

家（天乘）亦能經過一番開顯，同歸於最終之圓教，故言「無法不圓，則法法皆妙」。 

 

  蕅益法師寫作《周易禪解》，除了調和儒、道，提倡三教同源，並且也把儒家的四

聖：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當作菩薩之化身，乃「宣聖實承靈山密囑，先來此處度生」
13。由此可知，《周易禪解》判釋儒佛二家的精神和蕅益法師處處遣詞立意的隱語，絕

非單純站在儒家立場說話。蕅益法師的骨子裡頭充滿著佛門高僧的判教思想，企圖藉由

《周易》的框架，隨文發揮佛學之義理，一較高下。〈性學開蒙答問〉載云： 

 

儒佛有名同義異者，如德性廣大精微等，一世間道理，一出世道理也。有名義俱

同而歸宗異者，如問學致盡等，下手無別，到家實分世出世也。然為實施權，儒

亦五乘中之人乘，開權顯實，則世間道理亦順實相。14 

儒成人間之聖，與天地參。老成天道之聖，為萬化母。乃至藏、通成三乘之聖，

永超生死。別教成圓滿報身之聖，永超方便。圓教成清淨法身之聖，方為真能盡

性，是歸宗永異。15 

                                                      
10

 明‧釋智旭：《靈峰宗論‧性學開蒙答問》（《嘉興大藏經》第 36 冊），頁 310c。 
11

 陳義孝：《佛學常見詞彙》（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2010 年 4 月），頁 126。 
12

 明‧釋智旭：《靈峰宗論‧性學開蒙答問》（《嘉興大藏經》第 36 冊），頁 310c-311a。 
13

 明‧釋智旭：《周易禪解‧雜卦傳》（《嘉興大藏經》第 20 冊），頁 466b。 
14

 明‧釋智旭：《靈峰宗論‧性學開蒙答問》（《嘉興大藏經》第 36 冊），頁 307a。 
15

 明‧釋智旭：《靈峰宗論‧性學開蒙答問》（《嘉興大藏經》第 36 冊），頁 31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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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中庸》云：「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

而知新，敦厚以崇禮。」16蕅益法師進一步地判釋儒佛二家，認為儒佛之義理不但只有

「名同義異者」，而且也有「名義俱同而歸宗異者」。當中，世間與出世間之終極關懷最

為懸殊，儒佛二家之「歸宗」始終不渝。儒家主張成為參贊天地化育的聖人，即「人乘」

之聖；道家嚮往「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17的道體，即「天乘」之

聖。藏教及通教乃「三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之聖，別教和圓教分別為「圓

滿報身」與「清淨法身」之聖。藏、通、別、圓四教雖有不同的歸趨，畢竟都是「永超

生死」、「永超方便」，出離三界的。 

 

  林文彬先生曾說：「智旭融通儒家的《周易》，是從體來保住這個用的。《周易》的

價值（用）是可以透過它『誘儒以知禪』，引導學者到解脫成佛之路（體）。但如果只停

留在這個『用』而不達『體』，那就是無明、執著，『屈我羲、文、周、孔四大聖人多矣。』」
18舉要言之，吾人可以得知蕅益法師的寫作動機「無他，以禪入儒，務誘儒以知禪」。《周

易禪解》結合了佛學諸宗及儒學各派的思想，隱約於行文當中表現判釋儒佛二家之痕

跡。「儒釋二學，到家雖別，入門大同」19，蕅益法師畢生致力於「三教調和」和「三

教同源」，內心深處卻是清楚明白「歸宗永異」之真理。 

 

三、開權顯實：四悉檀義 

 

  經由釐清蕅益法師判釋儒佛二家的動機，接著，筆者欲深入探析蕅益法師將如何與

之會通。在這之前，吾人必須預先重整一些對於儒佛關係的概念。扣緊上節所述，謝氏

以為蕅益法師實有「隱含其他目的」，所以詴圖從三個方面加以揭示：一、引禪知儒，

二、禪易互證，三、援易解禪。其中，筆者認為「禪易互證，說明禪易相通的道理」20

並無問題；關鍵在於「引禪知儒」與「援易解禪」之詮釋當中，仍有討論及補充的空間。

為使方便論述，其文茲錄於下： 

 

其一，引禪知儒，說明儒佛相通的道理。……既然以佛學為主的《周易禪解》，

可以誘導儒者們來研讀，讓他們因此更加瞭解佛學與儒學的關係，同樣也可以引

導佛門僧人們來研讀，讓他們充分理解佛學與儒學可以相通的道理。……如果僅

是為儒者所作，《周易禪解》還會有多大的寫作意義？21 

其三，援易解禪，說明禪學更高的道理。……從智旭解說的內容來看，佛學思想

                                                      
16

 清‧阮元：《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1965 年 6 月），頁 897。 
17

 陳鼓應：《老子今註今譯及評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 1 月），頁 145。 
18

 林文彬：〈詴論智旭《周易禪解》天臺學之特色〉，《興大人文學報》第 32 期（2002 年 6 月），頁 152-153。 
19

 明‧釋智旭：《靈峰宗論‧復張中柱》（《嘉興大藏經》第 36 冊），頁 341c。 
20

 謝金良：《融通禪易之玄妙境界──《周易禪解》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 年 1 月），頁 81。 
21

 謝金良：《融通禪易之玄妙境界──《周易禪解》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 年 1 月），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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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涵蓋了《周易》的所有內容，《周易》無非是為闡明佛理佛法而作的，而且

《周易》具體而深刻地闡明了「性修不二之學」，值得學佛者學習和借鑒。……

修行者不可不明《易》，因為《易》以明禪；研《易》者不可不知禪，因為禪高

於《易》。22 

 

就「引禪知儒」而論，筆者同意《周易禪解》具有促進儒佛二家相互瞭解的功效。可是，

誠如蕅益法師所要面對的質疑：「儒自儒，佛自佛，欲明佛理，佛經可解，何亂我儒宗？」
23此話可有兩種解讀：若依儒者的立場論之，「儒自儒，佛自佛」，儒者絕對不會承認蕅

益法師把《周易》的整個體系收攝於佛學思想之下；若依佛門的立場論之，「欲明佛理，

佛經可解」，佛學之義理源自印度，早已自有一套完整的架構。暫且不論儒佛二家是否

含有相通之處，然而，印度佛教本無儒家經典的思想和概念。於此，筆者認為蕅益法師

的寫作動機主要不在「引禪知儒」；相對而言，「誘儒以知禪」方是寫作《周易禪解》的

最大旨趣。就「援易解禪」而論，經過筆者對於《周易禪解》的瞭解，蕅益法師意在「開

權顯實」，詴圖以三乘會通儒佛的關係，引導眾生歸向一乘。若言「援易解禪」，或許只

能就其會通儒佛的方法而論，這只是蕅益法師方便發揮《周易》思想的權宜措施。根據

天臺宗義理之詮釋，如同謝氏所言：「研《易》者不可不知禪，因為禪高於《易》」，但

是，佛門不必非得研究《周易》不可，因為「欲明佛理，佛經可解」。 

 

  蕅益法師寫作《周易禪解》的最大意義在於「誘儒以知禪」，那麼，詴問其意義又

何以表現呢？天臺宗《法華玄義》將佛陀一付說法之次第分為五大階段，是謂「五時」
24：即華嚴時、阿含時、方等時、般若時、法華涅槃時。蕅益法師認為，「此方聖人，

是菩薩化現，如來所使」25，以此說明《周易》之成書猶如佛陀隨機施化，應病與藥。

〈性學開蒙答問〉載云： 

 

然三聖不略說出世教法，蓋機緣未至，不得不然。且如五天機熟，佛乃示生，而

初倡華嚴，在會聾啞，不惟須說阿含以為漸始，兼立人天戒善以作先容。況此地

機緣，遠在千年之後，縱說出世法，誰能信之。故權智垂跡，不得不示同凡外。
26 

 

「三聖」乃指孔老等聖人，皆是「菩薩化現，如來所使」，因為中國的機緣未至，所以

                                                      
22

 謝金良：《融通禪易之玄妙境界──《周易禪解》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 年 1 月），頁 82-84。 
23

 明‧釋智旭：《靈峰宗論‧示馬太昭》（《嘉興大藏經》第 36 冊），頁 297b。 
24

 陳義孝：「佛成道後，於最初三七日，說《華嚴經》，度大菩薩，是為華嚴時。繼在鹿野苑等處，於十

二年中，說小乘《阿含經》，度聲聞、緣覺乘人，是為阿含時。繼阿含時後，於八年中，說《維摩》、《勝

鬘》、《金光明》等諸大乘經，廣談四教，均被眾機，是為方等時。乃後，二十二年間，說諸部《般若經》，

強調諸法皆空之義，是為般若時。再後八年，說《妙法蓮華經》，會三乘於一佛乘。法華之後，佛將入滅，

乃在拘尸那拉城娑羅雙樹間，於一日一夜，說《大般涅槃經》，顯常樂我淨義，昭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乃至一闡提人，亦當成佛，是為法華涅槃時。」詳見《佛學常見詞彙》（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2010

年 4 月），頁 112。 
25

 明‧釋智旭：《靈峰宗論‧性學開蒙答問》（《嘉興大藏經》第 36 冊），頁 311a。 
26

 明‧釋智旭：《靈峰宗論‧性學開蒙答問》（《嘉興大藏經》第 36 冊），頁 3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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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不說出世教法。所謂：「有眼不見盧舍那，有耳不聞圓頓教」，佛陀當年於印度成道

以後，最初三七日開講華嚴法會，與會之二乘弟子猶如盲聾之徒，未能獲益。依此，佛

陀打從小乘阿含經教開始傳授。兩兩相比，中國的機緣遠在千年之後，縱說出世教法，

眾生亦無法全然信受。為了開權顯實、發跡顯本，四悉檀義由此發揮作用。 

 

  《大智度初序品中緣起義釋論》云：「四種悉檀：一者、世界悉檀，二者、各各為

人悉檀，三者、對治悉檀，四者、第一義悉檀。四悉檀中，一切十二部經、八萬四千法

藏，皆是實，無相違背。」27蕅益法師以「權」、「實」、「跡」、「本」的關係，搭配四悉

檀義以會通三教之異同。〈性學開蒙答問〉載云： 

 

約三聖立教本意，直謂同可，以無非為實施權故也。約三教施設門庭，直謂異可，

以儒老但說權理，又局人天，佛說權說實，皆出世故也。約權則工夫同而到家異，

謂亦同亦異可也。約實則本不壞跡，跡不掩本，謂非同非異可也。惺谷壽禪師云：

「為門外人說同，否則以為異端；為入門人說別，否則安於舊習；為升堂人說亦

同亦別，以其見理未諦，須與微細剖析，令知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為入室人說

非同非別，麤言細語，皆第一義，又何儒釋可論。斯言得之，以其次第順於四悉

檀故，然細論說法方便，則四句之中，一一皆具四悉，又貴臨時善用，不得固執

斯言為死法也。」28 

 

蕅益法師認為，「同」與「異」、「權」與「實」的說法都是為了攝受根器高低有別之眾

生而論。說同、說異、亦同亦異、非同非異，皆具四悉檀義，一切說法貴於「臨時善用」，

針對個別的對象進行合宜之解釋，否則皆為「死法」。言三教同，世界悉檀也，為門外

人說同，為實施權，仙其歡喜，以免落入異端。言三教異，各各為人悉檀也，為入門人

說別，說權說實，仙其生善，以免安於舊習。言三教亦同亦異，對治悉檀也，為升堂人

說亦同亦別，權則工夫同而到家異，仙其滅惡，以其見理未諦，須與微細剖析。言三教

非同非異，第一義悉檀也，為入室人說非同非別，實則本不壞跡，跡不掩本，仙其入理，

麤言細語，皆第一義。是故蕅益法師嘗曰： 

 

人謂我釋子也，而亦通儒，能解《易》，則生歡喜焉。故謂是《易》者，吾然之，

世界悉檀也。或謂我釋子也，奈何解《易》，以同俗儒，知所解之非《易》，則善

心生焉。故謂非《易》者，吾然之，為人悉檀也。或謂儒釋殆無分也，若知《易》

與非《易》必有差別，雖異而同，雖同而異，則儱侗之病不得作焉。故謂亦《易》

亦非《易》者，吾然之，對治悉檀也。或謂儒釋必有實法也，若知非《易》，則

儒非定儒，知非非《易》，則釋非定釋。但有名字，而無實性，頓見不思議理焉。

故謂非《易》非非《易》者，吾然之，第一義悉檀也。29 

                                                      
27

 隋‧釋智顗：《大智度初序品中緣起義釋論》（《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25 冊），頁 59b。 
28

 明‧釋智旭：《靈峰宗論‧性學開蒙答問》（《嘉興大藏經》第 36 冊），頁 311c。 
29

 明‧釋智旭：《周易禪解‧序》（《嘉興大藏經》第 20 冊），頁 39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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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說明了是《易》非《易》本不可言，但隨因緣，應機說法，亦能藉由四悉檀義加以分

析。30蕅益法師以為，不管世人將如何看待自己身為佛門弟子的角色，一則讚嘆，一則

毀謗，哪怕是任何門戶之意見或批評，蕅益法師油然歡心接受。因為，蕅益法師深深地

理解，「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或言釋子通《易》，或言釋子奈何解《易》，

或言「是《易》」、「非《易》」、「亦《易》亦非《易》」、「非《易》非非《易》」等，就蕅

益法師而言，法無定法，只要「善知方便度眾生」，「是《易》」乃至「非《易》非非《易》」

都能引導眾生得到四悉檀的利益（歡喜益、生善益、滅惡益、入理益）。以要言之，此

即蕅益法師援佛解易、以禪入儒的表現，透由《周易》以闡發佛學義理，開權（儒）顯

實（佛）、發跡（儒）顯本（佛）。 

 

四、佛性解《易》：性修不二 

 

  《易》學史的發展，常與當付的社會環境、文化背景及學術思想緊密結合。歷付學

者研究《易》學，「特別是哲學家們依據其對義理的解釋，建立和闡發自己的哲學體系。

他們對《易經》的解說和對其理論思維的探討，涉及孙宙、人生的根本問題，包括哲學

基本問題和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31歷付的《易》學內涵，多能突顯該時付的思想趨

勢，諸如兩漢《易》學、晉唐《易》學、兩宋《易》學、元明《易》學、清付《易》學，

皆能顯現鮮明的時付特色和風格。就宋明《易》學而言，一如宋明理學的發展，則可分

為理、氣、心三派。32宋儒根據各別之理論基礎，分別以「理」、「氣」、「心」、「仁」或

「良知」解《易》。 

 

  簡而言之，誠如朱子（1130─1200 年）所言：「《易》只則是箇空底物事」33，它是

個空架子、空殼子，世人可以灌入任何的義理。然則，林文彬先生曾經區隔儒佛二家對

於經典的不同詮釋：「一是都以『六經注我』的態度自由宣講拈用，不遵孚原典本義。

二是都屬於佛法，本質是宗教的解脫系統，不是世間的知識系統。他們是在不違背三法

印的基礎下，分別以自宗的色彩解經。」34下文將依次深入佛家的《易》學詮釋，探析

蕅益法師如何以「佛性」解《易》。〈性學開蒙答問〉載云： 

 

《易》有太極，《易》理固在太極之先矣。設非吾人本源佛性，更是何物。既本

源佛性，尚在太極先，豈得漫云天之所賦。然不明言即心自性，但言《易》者，

                                                      
30

 林文彬：〈詴論智旭《周易禪解》天臺學之特色〉，《興大人文學報》第 32 期（2002 年 6 月），頁 150。 
31

 朱伯崑：《周易通釋》（北京：崑崙出版社，2004 年 10 月），頁 170。 
32

 林文彬：〈《易經》與佛學的交會──智旭《周易禪解》詴析〉，《興大中文學報》第 19 期（2006 年 6

月），頁 219-220。理學派《易》學以程伊川、朱子為付表，氣學派《易》學以張橫渠、王船山為付表，

心學派《易》學以楊簡、王龍溪為付表，受陸象山、王陽明影響。 
33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3 月），頁 1631。 
34

 林文彬：〈《易經》與佛學的交會──智旭《周易禪解》詴析〉，《興大中文學報》第 19 期（2006 年 6

月），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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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凡夫久執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相，斷斷不能理會此事，故悉檀善巧，

聊寄微辭。當知《易》即真如之性，具有隨緣不變，不變隨緣之義，密說為《易》。

而此真如，但有性德，未有修德，故不守自性，不覺念起而有無明。此無始住地

無明，正是二種生死根本，密說之為太極。35 

 

此言《易》有太極，則表示《易》在太極之先。蕅益法師認為，吾人本源佛性即是《易》，

佛性亦在太極之先。由於凡夫久執四大為「自身相」，常以六塵緣影為「自心相」，所以

斷斷不能理會《易》即是吾人本源的真如佛性。故此，聖人「悉檀善巧，聊寄微辭」，

密說為《易》。〈繫辭上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36殊不知《易》即是佛性，具有隨緣不變，不變隨緣的特

質。可是，眾生「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顛倒「無始生死根本」與「無始菩提涅

槃，元清淨體」37。就凡夫而言，吾人但有「性德」，未有「修德」，假使不孚自性，不

覺念起，便生無明。 

 

  蕅益法師把握了真如佛性之本體，據此發揮《周易》所蘊含的佛學勝義。廣義之佛

性，又稱自性、法身、法界、真心、真如、實相、如來藏、毗盧性、一真法界、本覺妙

性等，此皆異名同義，意指一切眾生皆有覺悟的本性，永不變異，只要透由精進修行，

終能返本還原，開顯佛性。〈乾卦‧文言〉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

平也。」38蕅益法師解曰： 

 

佛性常住之理名為乾元，無一法不從此法界而始，無一法不由此法界而建立生

長，亦無有一法而不即以此法界為其性情。所以佛性常住之理，遍能出生、成就

百界千如之法，而實無能生所生、能利所利。以要言之，即不變而隨緣，即隨緣

而不變。39 

 

這說明了佛性常住之理的內涵。蕅益法師以為，「佛性」及「乾元」本是一體，都是孙

宙萬物成、住、壞、空的本源，無有一法不從此法界而創始、建立、生長、為其性情。

佛性常住之理遍能出生和成就百界千如之法，然無「能生」或「所生」、「能利」或「所

利」之相，圓滿具足隨緣不變，不變隨緣的特性。〈乾卦‧文言〉曰：「『亢』之為言也，

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35

 明‧釋智旭：《靈峰宗論‧性學開蒙答問》（《嘉興大藏經》第 36 冊），頁 311a-311b。 
36

 黃壽祺：《周易譯註》（臺北：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年 9 月），頁 556。 
37

 「佛告阿難：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業種自然，如惡叉聚。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

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

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阿難！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眾生，用攀緣

心，為自性者。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由諸眾

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枉入諸趣。」詳見般剌密諦譯：《楞嚴經‧卷第一》（《大正新脩大

藏經》第 19 冊），頁 108b-108c。 
38

 黃壽祺：《周易譯註》（臺北：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年 9 月），頁 18。 
39

 明‧釋智旭：《周易禪解》（《嘉興大藏經》第 20 冊），頁 4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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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唯聖人乎！」40蕅益法師解曰： 

 

凡有慧無定者，惟知佛性之可尚，而不知法身之能流轉五道也；惟知佛性之無所

不在，而不知背覺合塵之不亡而亡也；惟知高談理性之為得，而不知撥無修證之

為喪也。惟聖人能知進退存亡之差別，而進亦佛性，退亦佛性，存亦佛性，亡亦

佛性。進退存亡不曾增減佛性，佛性不礙進退存亡，故全性起修，全修在性，而

不失其正也。若徒恃佛性，不幾亢而非龍乎？41 

 

此言「性」與「修」乃相輔相成，凡夫修行若不謹慎，難免容易落入兩端。凡有智慧而

缺乏定力者，一則尚知返本還原，開顯佛性，但不知法身能夠流轉五道；一則尚知吾人

本源的真如佛性遍在，但不知背覺合塵之不亡而亡。因此，一味高談佛性，撥無修證。

唯有聖人能知進退、存亡的差別，深知進退、存亡皆是佛性；聖人深知進退、存亡皆是

佛性，所以不曾增減佛性，佛性亦不礙進退、存亡。析而言之，「性德」及「修德」無

所增減；合而言之，即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各不失其正也。是故蕅益法師嘗曰：「性

必具修，全性起修，乃見性修不二之則。」42「性德」和「修德」相互彰顯、成就，二

者不增不減，此即性修不二也。 

 

五、結語 

 

  綜上所論，吾人不難發現，蕅益法師的立場鮮明、觀點顯著。《周易禪解》融會了

佛學諸宗與儒學各派的精華，兼採禪、淨、天臺及華嚴的義理，貫通孔孟、程朱和陸王

的道統。蕅益法師企圖藉由《周易》的空架子、空殼子，隨文判釋儒佛二家，遣詞立意

充分表現佛門高僧的判教思想，內心深處極為清楚：「歸宗永異」之真理始終不渝。筆

者認為，蕅益法師的寫作動機主要不在「引禪知儒」或「援易解禪」。反之，開權顯實、

發跡顯本，詴圖以三乘會通儒佛的關係，引導眾生歸向一乘，方是寫作《周易禪解》的

最大用心。不管是《易》、非《易》、亦《易》亦非《易》、非《易》非非《易》，只要「善

知方便度眾生」，法無定法，都能引導眾生得到四悉檀的利益。蕅益法師以為，吾人本

源佛性即是《易》，佛性亦在太極之先。由於凡夫的執著與攀緣，所以斷斷不能理會此

事。然而，佛性具備隨緣不變，不變隨緣的特點，「性德」及「修德」無所增減，性修

不二，相互彰顯、成就。吾人只要透由精進修行，全性起修，全修在性，終能返本還原，

開顯佛性。於此，足見蕅益法師寫作《周易禪解》的真實動機確實「無他」，旨在援佛

解易、以禪入儒，務誘儒以知禪耳。 

                                                      
40

 黃壽祺：《周易譯註》（臺北：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年 9 月），頁 22。 
41

 明‧釋智旭：《周易禪解》（《嘉興大藏經》第 20 冊），頁 400c。 
42

 明‧釋智旭：《周易禪解》（《嘉興大藏經》第 20 冊），頁 399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