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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貫道玄關修持管窺
   撰文／謝居憲  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通識教育中心

摘要

一貫道目前已成為一個國際化的信仰實體，其中三寶心法扮演著

舉足輕重的實踐條件。本文暫先討論第一寶玄關修持的部分。玄關之

實理可以用「一」表示。其中「一」（理）具有「主宰性」、「收攝性」，

能夠主宰數學（二二三三）與象學（事事物物），同時亦可以收攝所

有的妄心妄念。就修持而言，玄關靈竅便有「根源性」、「開創性」、「主

宰性」與「收攝性」。大體而言，玄關修持是總持法。可以分為兩個

層次的功夫：「有欲觀竅守一的覺心」功夫與「無欲觀竅歸空的復性」

功夫。就前者而言，必須經過一代天命明師打開真空妙有的玄關妙體，

在此「明心」的基源下，可為守玄、守一以降伏妄心的歸一功夫；而

後者是在前者覺心歸一的基礎上，融通淘汰，證悟心法空，不守而守，

歸根復性，讓真人二六時中都能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關鍵字：一貫道、玄關、守一、守玄、歸空、真人靜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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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貫道目前不僅廣佈世界，更受到學術界重視，中央民族大學博

士生丁乙在〈一貫道在台灣：一個值得研究的宗教現象〉一文中更認

為一貫道是「最為國際化的中國本土型信仰實體」，因此引發了學術

界對一貫道的注意。１一貫道之所以能夠在短時間傳遍世界各國，道統

真傳、天命真傳，以及心法真傳是關鍵所在。２其中三寶心法是一貫道

強調「先得後修」之最重要的修持與成道條件。積極而言，一貫道認

為，應以三寶修持作為修行的法門，３只要抱持三寶心法精進修持，始

終不退轉，皆能成就無上佛果。４消極而言，過去一貫道修士偏重在客

觀天命的道統真傳、天命真傳，而忽略了人人所俱備之「自性真佛」

實相實義，忽略了白陽三寶，本是天地萬法之結晶，盡含歷代祖師之

真傳妙意，通貫古今千經萬典之實相奧機。隨之而來便可能引發：求

道而不知道的尊貴；學道而不知堅認道統；修道而不知堅定道心；講

道而不知堅守道義；辦道而不知堅恆道念；行道而不知堅貞道脈。意

即雖名求道、學道、修道、講道、辦道、行道，但實無法「默契道妙」，

雖肯定真傳但卻選擇離開一貫道。５若依此，吾人可說：三寶修持極可

1. 丁乙說：「台灣一貫道現有組織 70 多個，信徒 120 萬人以上，是人數僅次於道教、佛教的第三大宗教。同時，一貫道向全
世界發展，目前已在 80 多個國家和地區傳教，特別是在華人聚居的東南亞、北美等地區，已成為最為國際化的中國本土型
信仰實體。」見氏著：〈一貫道在台灣：一個值得研究的宗教現象〉，《中國評論》月刊，總第 147 期（2010 年 3 月）。

2. 蘇鳴東：《天道的辨正與真理》（臺南：青氣巨書局，1983 年），頁 362-453。林榮澤：〈百年來一貫道的發展與變遷〉，《一
貫道學研究》首卷：歷史與經典詮釋（臺北：一貫道學研究院籌備處，2013 年），頁 21-76。

3. 濟公老師云：「身為天道的弟子，就應以三寶修持作為修行的法門。」《德慧雜誌》78 期（臺北：德慧雜誌社，2005 年 3 月），
頁 37。

4. 見發一崇德聖訓資料庫：〈仙佛聖訓〉（南投：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編號 20110903（加德滿都，富德壇）。詳後論。

5. 濟公老師云：「明師一點在那裡？你的真主人在那裡？……。三寶就是代表你的佛性，每一個人的佛性都是平等的。……。
擔心你們修道的方法不對，越修越痛苦。就是因為方法一開始就錯誤，有很多人修到一半就不修了，認為這個道是假的，認
為這個道場是假的，很多人離開了，老師不希望你們繼續用這種錯誤的方法修下去。」〈明師一指，喚醒真主〉，《老師的
話》第三輯（臺北，明德出版社，1993 年），頁 124-127。

壹、前言
貳、白陽三寶應時應機
參、打開真空妙有的玄關妙體
肆、「一」以貫之
伍、歸空：真人靜坐

陸、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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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一貫道「最為國際化的中國本土型信仰實體」的實踐條件。６

然而筆者研究發現，過去不管在一貫道道內或學術界，著重在三

寶的名相與殊勝性解釋為主，而較少著墨在三寶的功夫修持上。７忽略

了三寶修持是一貫道「普遍化、國際化」不可或缺的實踐條件。礙於

篇幅之限，本文暫先研究三寶心法之第一寶玄關修持。

貳、白陽三寶應時應機

釋迦牟尼佛飛鸞宣化云：8「吾念過去久遠劫，先修後得結善緣。

昔時修者雖雲集，然開悟者可數焉。眾賢曾為吾弟子，願修成佛乘愿

還。昔時僧團苦修煉，種下善根戒律嚴，早已約定今共辦，同舟共濟

為諾言。幸逢大道開科選，應時應運求指玄。明心見性行一貫，報恩

了愿助道宣。吾今特領 皇 命，見見大家天話傳。上天慈憫眾感受，

莫忘誓愿更邁前。參悟參研道妙玄，應合時勢。唯有悟道才能解脫，

今拜在當代明師濟公活佛門下，謹記尊師重道，抱持三寶心法精進修

持，始終不退轉，皆能成就無上佛果。9」

按釋迦牟尼佛飛鸞宣化的說法，吾人可以清楚的發現，過去紅陽

期「先修後得」的型態，開悟得道者鮮矣！如今，應時應運，天開科

選，大開普渡，只要拜在一代明師濟公活佛門下，謹記「尊師重道，

抱持三寶心法精進修持，始終不退轉，皆能成就無上佛果」。相較過

去修道者如牛毛，成道者如牛角的困境，白陽修士可謂佔盡天時之利。

然而，求道似乎不是成道的充分條件，如何抱持三寶心法精進修持乃

成佛的重要課題。10

6. 一貫道認為成道除了仰仗客觀道統、天命真傳之外，更重要的是主體的內、外功修持，在此謂之為「實踐條件」。

7. 王延平：《從《皇 訓子十誡》談一貫道的修行實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宗教所碩士論文，2011 年）。

8. 一貫道主張天人共辦。有諸天仙佛、萬仙菩薩的搭幫助道。其搭幫助道的方式是透過「開沙」（飛鸞宣化）及「借竅」的方
式臨壇，留下來的文字謂之訓文。以下諸天仙佛所示之訓文，本文便不再註明「飛鸞宣化」或「借竅」。活佛師尊：《一貫
道疑問解答》（彰化：光明國學出版社，2000 年），頁 24。林榮澤：〈一貫道天書訓文初探〉，《一貫道學研究》首卷：
歷史與經典詮釋，頁 377-379。

9. 發一崇德聖訓資料庫：〈仙佛聖訓〉（南投：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編號 20110903（加德滿都，富德壇）。

10. 一貫道韓道長生前強調：「三寶心法要研究研究」。韓雨霖：《白水老人道義輯要》（南投：埔里天元佛院，1996 年），
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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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修持」，吾人皆知，其可以說是各宗各教由凡入聖的必要

條件。過去五教聖人皆有其修持觀，儘管因為因緣不同而有其不同的

修行進路、心性功夫，或戒律要求，然而受「天命明師的指點」確是

回天的必要條件。11 換言之，儘管各教的教義不同，但是受「天命明師

的指點」是必經的樞紐。自詡道統真傳、天命真傳的一貫道似乎亦不

能例外。如三天院長飛鸞宣化所云：「爾等今得受明師一指，將蔽塞

六萬年來之性障，截然稍斷；得道後，再以日新又新之功夫，涵養本來，

一旦雲散日朗，佛性重光，爾不為佛，佛由誰成？ 12」簡要地說，除了

藉由明師打開性障之外，仍要精進修持以涵養本來。那麼一貫道修士

如何悟後起修呢？

一貫道有各式各樣應人應機的修持觀。然而，三寶修持是最殊勝、

最切要的功夫，可說是一貫道之通見。《天佛院遊記》云：

三寶真藏確為超生了死之心法與密法。其中蘊含了道統真傳、天命

真傳、及心法真傳。雖然得道佛子是從身擔天命之點傳師領受三寶

者，但三寶真藏依然絲毫不減半分。得道佛子若能依三寶真藏修

持，則今生修持，今生即得解脫，不墜六道輪迴。蓋更能於龍華三

會，見佛、聞法、證果也。13 

道統真傳、天命真傳及心法真傳，依一貫道天然師尊的解釋：「道

統真傳，天命真傳皆是依天定十佛掌教而來，而普化之的更是依彌勒

祖師之大願與天命而開。至於心法真傳，實為代代祖師，諸佛諸聖之

香火薪傳，其所秉者皆一。亦即人人俱備，個個不無之『自性真佛』

11.〈天道真理講義〉：「古聖仙佛回天，皆須求得天命明師指點與心法秘傳。如：孔子受點於老君；釋迦受記於燃燈；老子受
道於太乙；耶穌遇約翰，接受洗禮於約旦河；穆聖受天神之指點；此皆註明於遺經：「必受點，始能成真」也。受點後，
當遵守戒律，在心性上修煉。孔子以三綱五常立教；存心養性為修煉；正心修身、克己復禮為功夫；功果圓滿而成聖。釋
迦以三皈五戒立教；明心見性為修煉；六度萬行為功夫；功果圓滿而成佛。老子以三清五行立教；修心煉性為修煉，五百
大戒為功夫；功果圓滿而成仙。此三教聖人，得道、修道、了道之法也。其所走之路，皆真理、真命之路耳。今爾人（一
貫道弟子）所得者；真理天道；所受者：明師指點；依此循規作去，其成功，不卜可知也！」「孔門高賢子貢，常嘆：『夫
子文章，可得而聞；性理天道，不可得聞。』以其未能得道，故只成一賢人而已，未能成得聖果。丹經云：『任君聰明過顏、
閔，不遇明師莫強猜。」收入林榮澤主編：《一貫道藏》聖典之部二，頁 337、342。

12. 見〈天道真理講義〉，收入林榮澤主編：《一貫道藏》聖典之部二，頁 347。

13.《天佛院遊記》（臺北：德慧雜誌社，2001 年），頁 30、76。三寶修持之殊勝性亦可參見韓雨霖：《白水老人道義輯要》，
頁 3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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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實相實義也！ 14」此三寶真藏乃超生了死之心法與密法。然一

貫道弟子往往或只偏重於道統真傳；或僅著力於天命真傳，對於

三寶心法真傳，如來真實妙義，往往忽視印證與實踐。15 故一貫

道在肯定道真、理真、天命真的同時，更要依三寶心法真傳修

持。依天然師尊的說法：「白陽三寶，本是天地萬法之結晶，盡

含歷代祖師之真傳妙意，全貫古今千經萬典之實相奧機。16」非

時不降，非人不傳，應運而生之法門，真可謂包羅萬法萬象，貫

通三界諸義，瀰綸大千三千，實乃蘊含了天地最珍貴之寶藏。

除此之外，三寶修持適合各種根器的眾生。一貫道天然師尊特別

叮嚀白陽弟子應切記：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只是悟有頓漸，此乃隨

個人之機緣與慧根而定。17 但修道有千門萬戶，究竟以那一門悟入，則

不可不辨。修士若不選擇最適合自己慧根之法門修持，則胡參亂參，

瞎修盲練，終究是苦死無成。一般而言，依五教聖人所傳授之心法來

修持是比較安穩的，不過五教聖人所傳授之法門，究竟那一個法門最

適合自己呢？這就很難辨別了，尤其中下根人更是無所適從。十八代

祖師所傳之關、訣、印三寶，實乃大開方便普渡收圓之無上法門，不

但適合上根人，也適合中根人及下根人之修持。故三寶之意，深者會

其深，淺者見其淺。下根之人，視三寶為保平安，消災改厄之利器；

中乘根人，則把三寶當成脫劫避難，通天回天之信物；上根之器，認

執三寶乃為五教妙意，千經萬典，不出三寶之外。儘管說此三根人皆

未得三寶真藏之密意，但是至少讓下根之人保持道心火種，中乘根人

能發誠心修行，上根之器拳拳服膺於三寶。18 未來皆具備回兜率天的條

件。19

14.《天佛院遊記》，頁 59-60。

15.《天佛院遊記》，頁 30、43。

16.《天佛院遊記》，頁 19。韓雨霖：《白水老人道義輯要》，頁 63-74。

17.《一條金線》〈修道之過程〉：「值此天恩寬厚，聖道普渡，先得而後修，機緣幸遇實乃根基之深厚也，然各人之環境不同，
而修道之方法亦異。」收入林榮澤主編：《一貫道藏》聖典之部二（臺北：一貫義理編輯苑，2009 年），頁 139。六祖惠
能亦言：「法即無頓漸，迷悟有遲疾」、「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人中有愚有智。」見孟穎集註：《六
祖壇經》（臺南：青氣巨書局出版，1989 年），頁 91-92、103。

18. 濟公活佛云：「下根之人，不能澈悟三寶甚深妙意；中乘根人，離三寶真藏甚遠；上根之器，但心有所住，亦離天然本來。」
《天佛院遊記》，頁 31。

19.《天佛院遊記》，頁 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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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若依月慧菩薩《天道佛音》「平等法」與「無上法」的概念

辨析，過去五教聖人設教，因人之材資而施說「平等法」（教）。在

施說「平等法」之場合中，再密意審察大智慧之弟子，另密傳其「無

上法」（道）。佛陀講經說法四十九年皆可說是「平等法」，惟靈鷲

山拈花示眾之一剎那，暗指大道之妙體所在為「無上法」。20 一貫道謂

之為「先修後得」。相較於過去五教的修行法，一貫道強調他們是「先

得後修」。21 先求得「無上法」（求道），再依三寶「平等法」來修行。

那麼「先修後得」與「先得後修」是否有不同意義的內涵呢？一貫道

認為有其應時應機的殊勝內涵。亦即先得「無上法」再修持「平等法」，

悟後起修，淺者見其淺，深者會其深，適合各種根器的眾生。這裡必

須一提的是，一貫道所謂的「先得」（得道）不是已成事實的得義解，

而是一種存有論式的「得」。22 換言之，得道之後還必須要「修持」以

達到真正的「得道」（無上法）。只是先得此「無上法」（指開玄關

妙體）可以啟動修行的原動力，去掉修行的包袱。23 同時三寶「是天地

的全部能量，這股力量都是領著你走向光明；這股力量給了你新希望；

這股力量就是改變這黑暗世間五濁地的源頭」。24 換言之，三寶可以讓

我們進一步「明性」、「見性」。25 以下將在得道之無上法的基源上來

討論玄關修持。

20. 月慧菩薩將法分為「平等法」與「無上法」。詳細內容請參見月慧菩薩：《天道佛音》（新北市：明德出版社，2013 年），
頁 161-166。

21. 一貫道認為，過去先修後得，必須先修三千功滿，感動上蒼，暗暗差明人指示。活佛師尊：《一貫道疑問解答》，頁 6。

22. 如清靜經所云：「雖名得道，實無所得」。實無所得，乃因道本來就在自身，天命之性人人生而有之，此謂之存有論式的有。

23.《仙佛聖訓》（臺北：佳洲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頁 110。除此之外，故一貫道道長韓雨霖曾提出明師一指：
開啟通天神竅、正法眼開，一竅通竅竅通、創造人精神生命的價值、登堂入室、得授生命的權柄。參見林榮澤：〈一貫道
教義與社會教化〉，《一貫道學研究》首卷：歷史與經典詮釋，頁 327-329。

24. 發一崇德聖訓資料庫：〈仙佛聖訓〉（南投：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編號 20111217030001。

25. 林榮澤主編：《一貫道藏》聖典之部二，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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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打開真空妙有的玄關妙體

「玄關一竅」一直是道教主要的丹訣修持之一，然而其內涵因時

而異。26 其中歷經了三教合一的思想轉化之後，「玄關一竅」從道教生

命仙學轉化為民間宗教的靈性得救思想。27「玄關一竅」發展到一貫道

有何重要的修持觀呢？一貫道提出，除了信道不篤與反道敗德之人外，

只要領受天命明師指開玄關竅便可超生了死，靈性得救。28 乍看之下，

在一貫道得道解脫之道似乎特別的簡單。29 話雖如此，不過，一貫道認

為，在此三期末劫年能夠得道以脫離輪迴之苦，除了祖德與個人過去

累世累劫所修來的根基緣份、蒙受上天降道之恩與明師降世傳道之德

之外，一貫道也提出，「得道」之後，更重要的是要「修道」以培養內、

外功。30 而第一寶玄關修持是一貫道認為最通用的功夫。31

由是觀來，「先得後修」與「先修後得」，從成道的結果來看，

前者比後者容易許多。除了天恩師德、應時應運之外，指開玄關亦是

重要的關鍵。按一貫道的說法，玄關竅有以下重要的特點。32

1. 靈性所居住之地

2. 天人相通之關鍵

3. 靈性生來死去出入之門戶

所謂玄關，乃人身之靈竅，亦真靈之所居，屬純陽之聚。33 一貫道

認為，就是儒家所謂的：「至善寶地，率性之所」。佛家所言的：「正

 

26. 玄關一竅就位置而言，有指腦泥丸、丹田、二腎、眉眼之間，甚至亦有「無有定處」之說。參閱黃進士：《清代黃元吉丹
道研究》（新竹：玄奘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頁 46-62。

27. 林榮澤：〈「玄關一竅」：道教生命仙學向民間宗教轉化〉，《一貫道學研究》首卷：歷史與經典詮釋，頁 77-117。

28. 活佛師尊：「若遇明師直指大道，地府抽丁，天堂掛號，則脫閻君，不落無常之手。其證驗可以再往生者面色如生，冬不挺屍，
夏不腐臭，證驗其靈性已登善境。其中亦有靈性到壇說明」。見活佛師尊著，孟穎譯著：《性理題釋教材教本》（臺南：  
青氣巨書局，?? 年），頁 47、144-145。

29.《皇 訓子十誡》第七誡：「亙古來修天道原非易事，今時下較比古另有安排， 寬恩施大德乾坤拯救，故此的佛規寬減少
魔災。現如今修天道容易得很，即不受大難處又不遭災。」連鳳良整編：《皇 訓子十誡淺註》（臺北：正一善書出版社，
2000 年），頁 143。

30. 一貫道在規程中提到，入道之後要勤修內、外功課，須有修行的功夫。活佛師尊：《一貫道疑問解答》（彰化：光明國學
出版社，2000 年），頁 5、10、22-23。

31.《德慧雜誌》78 期，頁 38。

32.《天佛院遊記》，頁 64。

33.《仙佛聖訓》，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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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眼藏，涅槃妙心」。道家所名的：「玄牝之門，天地之根」。34 分解

地說，靈竅就是上天賦予人人純然無雜、至精至一、至善至極的天命

之性，就如天道一般，所發露出來的都是合乎天地的法度，合乎人倫

的次序，是含藏正法的神竅；亦如天道一般，具有創生性，是天地萬

物生成變化的根本。所以濟公活佛飛鸞指示，求道指玄就是開啟「原

本之源頭」，即開啟了天地之本，天地聚其精。35

月慧菩薩在《天道佛音》亦指出，玄關者，不可言說，不可思議

之處也。此玄關放之彌六合，遍法界，大而無外；卷之則退藏於不可

知之密微妙處，小而無內。能悟此者，可會正法眼藏！明師一指乃無

極而太極的⊙，此⊙即玄關也，可大可小，圓融一切，合同真空與妙有。
36 ⊙之○象為無極，即老子所謂的：「無名天地之始」；⊙之 ‧ 象為

太極，是放之則彌六合之「一」退藏於密的「點」，即老子所謂的：

「有名萬物之母」。要之，打開玄關⊙，就是開啟了吾人大而無外，

小而無內，無所不貫，無所不包，彌綸天地，包羅萬象，真空妙有的

萬靈主宰。37 用宋儒張橫渠的哲學概念來說，玄關就是「天道性命相貫

通」38 的樞紐。意即玄關神竅是天人合一的通孔。換言之，求道便是開

啟了人道上達天道的可能性。從修持的視域而言，玄關神竅似乎就是

孟子成為大人的關鍵「大體」，可以對治「小體」任何不合理的表現。
39 要之，一貫道認為，求道可以為我們找到聖賢候選人的門票，能否內

外功圓滿，就看修持功夫了。

34.《天佛院遊記》，頁 65。

35. 發一崇德聖訓資料庫：〈仙佛聖訓〉（南投：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編號 20111217030001。

36. 月慧菩薩：《天道佛音》，頁 166-167。

37. 活佛師尊著，孟穎譯著：《性理題釋教材教本》，頁 1。

38. 牟宗三先生語。其義出自於橫渠〈正蒙誠明篇〉：「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
吉凶不足以戕之」。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一冊（臺北：正中書局，1999 年），頁 417。

39. 孟子曰：「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
『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
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告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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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一」以貫之

「玄關一竅」是一個名相，亦可以以其他宗教的名相來形容之。 
40 但一貫道強調，不可僅僅停留在名相或表面的意義而已，必須徹悟到

實相實意。41 從理氣象三界的概念而言，「理即聖域氣賢關，象本下乘

最淺近」。42簡要說之，入聖必須探究玄關之實理，這個實理可以「一」

示之。在《一貫道疑問解答》的〈什麼是一貫道〉一文中，對此之探

究頗具深意，值得討論：

一貫道者：其意甚深，其理至妙；簡而言之，「一」即是無極之真，

先天之妙，至神至明，亦名之曰「理」。「貫」即貫徹一切之意，

由無貫有，由始貫終之無極至理。因此理貫徹天地萬物，而天地萬

物各具此理，故曰「一貫」。所謂「道」者，路也。亦即理也。萬

事萬物莫不有是路，亦莫不有是理。合乎理者，即合乎道。違於理

者，必背乎道。故一貫道者，合而言之，則是貫徹天地萬物萬事萬

類之無極真理。亦即是貫通天地古今中外，普救眾生之光明大道。

行於大道，則能返還至善。行於邪途，則必淪墮重劫。總之，天地

萬物，未有出乎一貫之道者。故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

斯道也？」43

教名「一貫道」三字，並非只是一個名相招牌而已，同時具有深

廣的內涵。簡要地說，就是「貫徹天地萬物萬事萬類之無極真理、貫

通天地古今中外，普救眾生之光明大道」。即一貫道就是依據「一」

這個無極真理（又名「真一」）來貫通天地萬物、古今中外。44意即「一」

這個無極真理是超越時間、空間的，可以讓古今中外的天地萬物都能

40. 三教或五教分別以種種不同的名相來形容之。參閱林榮澤：〈「玄關一竅」：道教生命仙學向民間宗教轉化〉，《一貫道
學研究》首卷：歷史與經典詮釋，頁 77-117。或韓雨霖：《白水老人道義輯要》，頁 31-74。

41.《天佛院遊記》頁 64-65。

42. 濟公活佛：〈醒世指南〉，《白陽四書》（新北市：明德出版社，2012 年），頁 27。「愚人執相，賢人通氣，聖人明理。」
《天佛院遊記》，頁 198。

43. 活佛師尊：《一貫道疑問解答》，頁 2。

44.《皇 訓子十誡》第三誡：「貫乾坤貫三界無處不貫，天與地合萬類離此成空，強曰道稱真一挽化宇宙，此本是真來源無極
根恒。……，生萬有長萬類賴一而成。」連鳳良整編：《皇 訓子十誡淺註》，頁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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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道而盡其情。這不僅僅是一貫道的實義，同時也是孔子的「一貫之

道」，亦不離中國哲學所謂的「易簡之道」。45 因「一」所以能「貫」，

因「一貫」所以謂之「道」。46 所以要真正了解一貫道，「一」是關鍵

樞紐，應當進一步探討之。

然而「一」很難說清楚。根據〈皇 十三嘆〉的說法，「天道之

一原無相，伏羲畫卦理象明，假一為用數學始，一畫判開闔闢生，一

切萬有自一始，一者本也即根恆」47。又《一貫道疑問解答》：「伏羲

氏畫先天八卦，以圓圈象之。又一畫開天，取一字以代之，取其義曰

無極。48」〈至聖先師孔子慈訓〉：「道本一字一理成，無極一動太極

生。49」這裡隱含著兩個問題，就是無極與太極似是二物，與朱熹僅為

一物的說法迥異；其次是「一」到底是無極或太極？就第一個問題而言，

筆者不打算議論，僅從一貫道系統內的說法；50 關於第二個問題，上文

的說法是，伏羲氏以圓圈○象無極，動而為無極之用──太極一。一

切萬有從太極一開始。換言之，無極○乃「無名天地之始」；太極一

乃「有名萬物之母」。就此而言，太極一亦同無極有生育天地人類萬

物之功能。51如是，太極一謂之無極亦可。是以，「一」是無極之「用」，

45.《易經 ‧ 繫辭上傳》開宗明義地提出：「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
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
乎其中矣。」徐芹庭：《細說易經》（臺北：聖環圖書公司，2001 年），頁 137-139。老子《道德經》第三十九章：「昔
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王弼原注，袁
保新導讀：《老子》（臺北：金楓出版社，1986 年），頁 134。白水聖帝亦曾在一貫道發一組崇德學院先修班批示了〈易
簡之道〉聖訓：「志士仁人，立身治世，歸於易簡，化難為易，化繁為簡。簡要則言之有物，平易則近悅遠來；簡單純真
為美，易知易從為範，……心一則明，光被千里；性一則清，妙靜用取；神一則靈，感應天地；氣一則雄，善養正氣；形
一則篤，宣講仁義；德一則正，聖業奠基。」發一崇德聖訓資料庫：〈仙佛聖訓〉（南投：發一崇德道務中心），編號
20121229。

46. 謝居憲：〈孔子「一以貫之」之工夫探微〉，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八十九週年校慶學術研討會，高雄：2013.05.17。
六祖惠能以不二之性來釋道，亦有此義。〈護法品〉：「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
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
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頁 276

47. 林榮澤主編：《一貫道藏》聖典之部一（臺北：一貫義理編輯苑，2009 年），頁 430。

48. 活佛師尊：《一貫道疑問解答》，頁 12。

49. 林榮澤主編：《一貫道藏》聖典之部一，頁 233。

50. 一貫道認為太極上面還有一個無極。太極為氣，無極為理。無極生太極，太極之動，皆無極之理，太極之事，皆無極宰之。
太極為無極中之一物，無極為太極外之一範。見王覺一著，林立仁整編：〈談真錄〉，《北海老人全書》，頁 10-13。又《招
賢經》：「孟子〈原道〉「無極」之說，出於老子，迨宋周濂溪著《太極圖說》，使表而出之。數傳之後，會其意義者鮮矣。
俗學之士，坐井觀天，大都以太極為理，置無極而不論。豈知太極已墜於陰陽五行，是氣也，非理也。」收入林榮澤主編：
《一貫道藏》聖典之部一，頁 188。關此二物或一物之辨，非本文重點，故暫不論。

51. 活佛師尊：《一貫道疑問解答》，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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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太極」。無極為體，太極為用，體用合一。所以從萬物開闔闢

生（萬物之母）的視域來說，「一」是開始、創生，亦可名為「道」。 
52 一貫道祖師張光璧在世之時曾撰寫《招賢經》，當中〈一字真經〉便

指出「一者人之本也，世上無一不能立。53」。釋迦文佛〈一字妙〉聖

訓與〈白陽寶筏〉更直指玄關一點通天徹地，一根而發：

千門萬教只一源，一理貫穿細悟參，如今大道承天運，

一起求道指玄關。一者乃是真道理，萬教歸一是真詮，

如能參透一字理，一步直超返先天。54

明瞭一點真宗旨，有感悉通神至神，神靈莫測化萬億，

千變萬化是一根，一字為之萬物本，萬殊末後歸一根。55

「一」字無形無相，至妙至玄，即便聰穎、悟性高的子貢亦無法

默契孔子「一貫」之理。那麼「一」到底有何理，為何參透此理即可

一步直超返先天？就上文而言，吾人得知，玄關一根神靈莫測，其可

以是萬教之萬法，是以萬教歸一；其亦可以是萬事萬物的根源，故守一，

萬事萬物即將歸一。而一終究要歸到無極。凡此種種除了義理之思辨

之外，還必須靠默識心融、不言而心解的方式來參悟。56

由此可知，「一字」真經可以說是古代先聖道脈相傳的心法。57 此

「一」蘊含的深意並非語言或文字所能窮盡的。「一」隱含了「根源性」

與「開創性」。「根源性」強調「一」具足一切萬事萬物、萬教萬法、

52. 無極而太極，太極即無極。即體即用，即用見體。故道生一，一即道。

53.〈一字真經〉：「一字包羅天合地，生人生物從此一，一字分出天合地，治化世界全憑一，……，一字分三人天地，人為三
才太極一，……，陰陽相交煉成一，陰陽二氣分水火，水火既濟又歸一，……，四相和合又歸一，者原來戊己土，土為根
本不可離，世人要是忘了本，何能歸一到瑤池。」收入林榮澤主編：《一貫道藏》聖典之部一，頁 70、85。

54. 林榮澤主編：《一貫道藏》聖典之部一，頁 451。

55.〈白陽寶筏〉，收入《白陽四書》，頁 124。

56.「默識」（默識心融、不言而心解）是學道的一種重要功夫。表現在孔子與顏回身上。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
不倦，何有於我哉？」（《論語 ‧ 述而》）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論
語 ‧ 為政》）朱子謂顏回「默識心融，觸處洞然，發明夫子之道」。（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臺北：鵝湖出版社，
1984 年），頁 56、93。

57. 堯舜禹有惟一心法，老子有得一心法，孔子有一貫心法。上文亦有〈一字真經〉、〈一字妙〉等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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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經萬典，著重在即體即用的說明；「開創性」其實根源於「根源性」，

說明「一」是一切生成的開始，著重在即用見體的說明。要之，「一」

是體用不二下的「一」，是心法不二下的「一」，是德行問學不二下

的「一」，是高明中庸下的「一」，是廣大精微下的「一」，是生死

不二下的「一」。一能生二（從開創性說），一同時也包含了二（從

根源性說），所有相對的概念都包含在「一」之中。就此而言，「一」

（理）具有「主宰性」、「收攝性」，能夠主宰數學（二二三三）與

象學（事事物物），同時亦可以收攝所有的妄心妄念、七情六慾。回

到修持而言，玄關靈竅便有「根源性」、「開創性」、「主宰性」與「收

攝性」。以下將進一步來探討一字修持。

一、一心即多門

從根源性而言，〈皇 十三嘆〉有如是說：58

道有三千六百種，玄關一竅是根源。

道分三乘上中下，上乘大法無為然，中乘之法去打坐，

下乘之法唸韻篇，……，性者理也是本源，本源便是玄關竅，

無字真經了凡塵，此乃三期之大令。……。三寶記住為最要，

西天大路由此觀。

執中貫一孔聖語，一者包天裹地全，參透一字真玄妙，

勝過讀書一萬卷。

很明顯，一貫道認為玄關靈竅是一切法門、德性、義理或經典的

根源。就一貫道內部義理的說法，此義理可說是三教之共法。四祖道

信云：「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59 六祖惠能謂：

58.〈皇 十三嘆〉，收入林榮澤主編：《一貫道藏》聖典之部一，頁 419-420、452。

59.（宋）普濟編：《五燈元會》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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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所以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萬法盡

在自心」、「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說即雖

萬般，合理還歸一」；60 老子謂：「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孔子以

「『一』貫『多聞』」61 亦表此義。因此修道之人，勤修法門、勤讀經

典固然是好，然而不識本心，學再多的法，也只是「入海算沙徒自困」
62，終似子貢難契孔子一貫之奧。所以，玄關一竅可以融涉多法門，一

貫可以融涉多聞。換言之，一是本，多是末，本固自然可以枝榮。故〈白

陽寶筏〉謂「聖賢俱從一貫修」63，而明代大儒羅近溪「遐想孔子十五

學聖，則必先學一矣」64 亦甚能相應此說。

如是，從根源性而言，一貫道強調了「立根」（立一）的優先性。

從開創性而言，則強調了依本心說法、學法的重要性。即如六祖惠能

所言：「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名為相說。65」意即離開心

體性體說法不能成為真正的法藥而救渡眾生，唯有識自本心才能真正

入眾生的性理。先得玄關一竅才能奠定多門、多聞的基礎。尤有甚者，

若善現玄關妙竅，亦不須多門、多聞之助緣。故一貫道謂：「六祖不

識一文字，但悟真道貫徹通，達摩西來無一字，直指見性超三乘。66」

「真經不在紙字上，儒教的四書，五經，釋教的經、律、論，三藏的

經典，老子的道德五千，清靜經，黃庭經等，處處雖有藏著這真道的

奧秘的證明，但不得明洩，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若不得受命的

明師來指授真傳，點開竅妙，闡明真理的奇秘者，任你甚麼名儒碩學，

亦無法可以發現其奧秘呢！ 67」

60. 孟穎集註：《六祖壇經》，頁 85、92、95、104。

61. 謝居憲：〈孔子「一以貫之」之工夫探微〉，中華民國陸軍軍官學校，八十九週年校慶學術研討會，高雄：2013.05.17。

62.（唐）永嘉玄覺禪師（665~713 年）〈永嘉證道歌〉：「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
自困。」蔣九愚注譯：《永嘉證道歌》（臺北：三民書局，2005 年），頁 8。

62.〈白陽寶筏〉：「聖賢俱從一貫修」。收入《白陽四書》，頁 138。

64. 羅子曰：「（一貫多聞）亦非二事也。……，夫自伏羲畫乾而一之體立，繼自堯舜傳心而一之義彰。遐想孔子十五學聖，
則必先學一矣。」（明）羅近溪著，李慶龍彙集：《羅近溪先生語錄彙集》，頁 164。

65. 孟穎集註：《六祖壇經》，頁 256。

66. 林榮澤主編：《一貫道藏》聖典之部一，頁 428。

67.〈認理歸真〉，收入林榮澤主編：《一貫道藏》義理之部第三冊（臺北：一貫義理編輯苑，2011 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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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守一：一真觀想引導法

( 一 ) 二九歸一

〈皇 十三嘆〉云：

得明曉先天易理本無極，一字用太極變成無極體，一生二，二至

九，二九歸一。此乃是先天數確實真理，或萬事與萬物不離乎一，

先天理雖無象萬物發育，無即有，有即無，終久歸一，大千界雖有

象，無中而有，有形者有象者，理本無極，無極理本不動至善之地，

或人事或物理不出此一。68

《性理題釋教材教本》亦云：

無極動「一」生，一本散於萬殊，天得一則清，地得一則寧，人得

一則聖。故佛曰：「明心見性，萬法歸一。」道曰：「修心煉性，

抱元守一。」儒曰「存心養性，執中貫一。」一者理也，人得天之

理以成性，得天之一以成形。故在先天，一性圓明，洞然天理，不

飲不食，無思無慮，隨母呼吸，一氣流行，迨自降生而後，或的一

聲，陰二氣隨口鼻而入，則一份為二矣！ 69。

道祖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字的精微奧

妙，無微不至，人若得之，豈不是也可成賢作聖嗎？所以允執厥中

的中字，便是一字，這個一字，也就是聖聖相傳的心法。要想知道

這個一字的根源，非誠心求道不可，求道後才能明白這個本身一字

的真來歷。……，一者自性也，在天為理，在人為性，性為一，氣

為二，身為三，所以說能識一二三，就可學神仙。70

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性為一，氣

為二，身為三，二至九可說是道體之發用，即氣、象的衍遞。71 數三之

68.〈皇 十三嘆〉，收入林榮澤主編：《一貫道藏》聖典之部一，頁 208。

69. 活佛師尊著，孟穎譯著：《性理題釋教材教本》，頁 61。

70. 活佛師尊著，孟穎譯著：《性理題釋教材教本》，頁 187-188。

71. 一、二、三、四至九數字之變易，首出於河圖、洛書。王覺一祖師云：「河圖順行相生，一本萬殊，由體入用。洛書逆行相剋，
萬殊一本，攝用歸體。」林立仁整編：〈三易探原〉，《北海老人全書》，頁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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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即上文萬事、萬物之意。上文亦提及，「一」具有「根源性」、「開

創性」、「主宰性」與「收攝性」。從「根源性」、「開創性」而言，

一本散為萬殊，萬殊終將歸於根源一；從「主宰性」與「收攝性」立言，

必須有「明心見性」、「修心煉性」、「存心養性」等「歸一」、「守一」、

「貫一」的收攝功夫。「一」是聖聖相傳的心法，是成賢作聖的根源，

從義理上不難如此理解，然而要真正識得「一」，還需誠心求道以識

得一字的真來歷。這是一貫道求道的殊勝，也是一貫道自稱別於其他

宗教最關鍵之處。72 一貫道道長韓雨霖說：「這一竅包天裹地，無所不

包」、「所有的事情由這裡發出去，科學、哲學全由這一點發出去的。
73」那麼明師一指打開玄關一竅後，如何做二九歸一的功夫呢？

( 二 ) 守一

求道找到自性真佛一，一貫道謂之「明心」，但不必然已「見性」， 
74 故需要有進一步「守一」的修持。《仙佛聖訓》三官大帝云：

全身唯性是真，身外皆是虛妄不實。因此時時觀想此「一真」，而

不讓六賊走旁門，心不隨外境所轉。……。守玄之人，最初乃以收

萬念皈一念，收一念而率性，至終則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如此一真

觀法成矣。75

《性理題釋教材教本》提到：一點靈性，散於眼而知觀色，散於

耳而知聽聲，散於心而生六慾，散於意而有七情。76 人之身心言動、喜

怒哀樂，都是一點靈性作用下的結果。以象棋為例，一點靈性就像將

帥，「將帥登壇，然後卒伍自肅。」反之，「主將不專，砲馬徒紛馳矣」，

則「天以人勝，真以妄奪」。77而「動一毫妄念，心內就短少一分真氣」。 

 

72. 活佛師尊：《一貫道疑問解答》，頁 35。《明德新民進修選輯》（臺北，德慧雜誌社印行，2001 年），頁 41-44。

73. 韓雨霖：《白水老人道義輯要》，頁 41、54。

74. 韓雨霖：《白水老人道義輯要》，頁 48-49。

75.《天佛院遊記》，頁 81。

76. 活佛師尊著，孟穎譯著：《性理題釋教材教本》，頁 62。

77.（明）羅近溪，李慶龍彙集：《羅近溪先生語錄彙集》，233 條。一貫道道長韓雨霖：「鎖心猿，栓意馬。鎖心猿從哪裡鎖？
栓意馬往哪栓？一定有個地方。明師一點處。」韓雨霖：《白水老人道義輯要》，頁 65。《三寶心法實現彌勒家園》：「三
天主考院長：妄念一生神即遷，神遷六賊亂心田。」（新北市：明德出版社，?? 年），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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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性理題釋教材教本》亦提及，人在後天，思念是多的，向外思則順，

向內思則逆，順行為鬼，逆行為道，換言之，放作鬼，收作聖，故勸

人學道，則曰回心，回心即回思，回思即迴光返照也。一時有閒，若

肯收心於這裡，人我兩忘，一念純誠，便是離苦得樂的法則。79《六祖

壇經》亦謂：「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澈，

不異西方」、「學道常於自性觀，即與諸佛同一類」。80 是以，如何讓

一點靈性登壇、專一，是避免真以妄奪、六賊走旁門的不二法門。

守玄關一竅（守玄）或守一乃觀想此「真一」，「懷抱太極」81，

可以降伏妄心，82 收萬念皈一念。不過，這還是有一念之執，仍帶著意

識心在觀想玄關一竅。不過守一已經將萬念皈於一念，實屬不易。儘

管如此，皈於一念終究是有為法，而非究竟、率性、至善之境。以下

將進一步探討守玄的要領與注意事項：

玄關是個門，是下手處，開了正門往裏走，才能找到真主人。……。

有志於道者，以「守玄」功夫為修行之基石。守玄功夫非專指打坐

禪定而言，而是在行、住、坐、臥中常收束身心，取念於前，意守

玄關，念念不離而相續。把心收回玄關，就不會起邪念和妄想。從

玄關發出的念頭，都是正念，都是慈悲心、喜捨心、智慧心。輕提

心念在玄關，再用玄關去聽、去看、去應對一切事物，如此便能與

師以心印心。83

我們道中有內功，是真人靜坐，坐的時候，身體要自然，背脊要直，

兩眼自然八分閉，舌頂上顎，閉上嘴說一，舌自然頂上顎，兩膀輕

鬆，自然氣貫丹田。呂祖說過：「一二三四五，二人守一土，若解

其中意，便是未來祖」。中央戊己土，兩人守一土，你一竅通，百

竅通。萬法不離自性，迴光返照，反躬自省，合乎大自然，這是內

功—真人靜坐。84

78.《天佛院遊記》，頁 105。

79. 活佛師尊著，孟穎譯著：《性理題釋教材教本》，頁 237。

80. 孟穎集註：《六祖壇經》，頁 127-128、189。

81.〈白陽寶筏〉：「明師指爾玄關竅，萬象包羅在裡頭，傳爾迴光並返照，懷抱太極把道修。」收入《白陽四書》，頁 138

82. 濟公活佛云：「三寶妙用就是在降伏『其心』。用三寶降伏你的『不安、煩惱、痛苦、愛慾』之心， 就是因為你用了三寶，
所以你不會造罪， 不會造輪迴生死的根本。」《德慧雜誌》78 期，頁 37-38。

83.《德慧雜誌》78 期，頁 38。

84. 韓雨霖：《白水老人道義輯要》，頁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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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反對色身打坐、運周天與轉法輪。85 而主張真人靜坐。所謂

的真人靜坐，有兩層的意思。分別是有欲觀竅（湯武身之）與無欲觀

妙（堯舜性之）。86 就前者有欲觀竅而言：二目守玄（兩眼守玄關竅）。

全身放鬆，兩眼似閉不閉，不往外看，迴光返照，用意念回來看住玄

關一竅，讓真人回歸本位。87 就後者無欲觀妙而言，屬先天的靜坐，

二六時中不離真人，允執厥中，隨時隨地都是真人靜坐。88 意即無時無

刻都以真主人應事。若有雜念，則輕提心念回到靈竅一點，經過真主

人的過濾而起念。其中的訣竅在於「守心之訣，在求其未動時。定心

之訣，在定其心動時。收心之訣，在收其已動時。收之不易，先要察

其機而隨起隨收，收之愈疾，守之愈堅，定之愈固，此乃修心之妙訣也。 
89」此功夫做熟了，久久功純，守而無守，也能離妄顯真。90

守玄，基本上是透過「玄關引眼入心丹」91，「收視、垂簾」92 的

回心功夫來返妄歸真，明善復初。究極而言，就是堯舜心法「惟精惟一」 
93 的積極、本質功夫。94 只要二六時中，一心注於玄關，乾乾不息，百

日之功，可得心清智朗之味，行之既久，道心用事，六門不閉而自閉矣。 

不過，儘管守玄是本質功夫，仍需要助緣功夫來輔助之。例如，一貫

道提出玄關呼吸法。手抱合同在胸前，眼睛八分閉，二分張，舌頂上顎，

意守玄關，想像著呼吸從玄關進出。呼吸時默念口訣第一個字，吐氣

時默念口訣後四個字，抑或吐氣時念一次真經或一次氣唸一字都可以。 
95 呼吸的形式可以因人而異，重點是藉由玄關呼吸法觀想玄關，迴光返

85. 一貫道道長韓雨霖說：「國家的事情也不管，父母也不要。打坐活了兩百歲，只是個守屍鬼，沒有用的。」韓雨霖：《白
水老人道義輯要》，頁 336。

86. 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也。」（盡心上）。朱子對這段的解釋是，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
以復其性。見（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 358。就此而言，堯舜性之即無欲觀妙之境，不假修習；而湯武身之，
則仍需要修身方能體道（守一），最後還要復性（歸於無極），屬有欲觀竅的層次。

87. 仙佛慈語《光明的智慧》第二輯：「真人靜坐，如何坐？二六時中，時時刻刻迴光返照，二目守玄，眼睛閉八分睜二分，
看住我們明師所指點的地方，不思善、不思惡，就是所謂的真人靜坐。」 （臺中：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頁 46。意密是密宗三密中最主要的一環。以意念作觀想的修法，以止息心波為歸真返璞的究竟。南懷瑾：《道家、密宗與
東方神秘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 年），頁 46、50。就此意涵而言，意守玄關與之有異曲同工之妙。

88. 韓雨霖：《白水老人道義輯要》，頁 328-335。

89.《天佛院遊記》，頁 105。

90.《德慧雜誌》78 期，頁 38。

91.《天佛院遊記》，頁 42。

92.〈醒世指南〉，《白陽四書》，頁 33。

93. 活佛師尊云：「惟精以治昏沉，惟一以治散亂」。活佛師尊著，孟穎譯著：《性理題釋教材教本》，頁 359。

94. 活佛師尊著，孟穎譯著：《性理題釋教材教本》，頁 319。

95.《仙佛聖訓》，頁 8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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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舉凡凝視佛燈、專注燃香的紅點等，皆可輔助意守玄關。96 除此之

外，從「制欲以體仁」（羅近溪語）的功夫義理而言，心「不要再一

直往外放，沒有利益的話不要講太多，沒有用的東西不要吃太多，不

是善念的念頭不要常常想。97」「非禮勿聽，任憑他談的是蓮花美景，

將六門緊鎖閉常守中庭。98」「靜心寡慾無二念，掃盡三心四相根，無

人無我勿逐妄，屏除血心道心存。99」

不過，一貫道強調，守玄有其必須注意的事項。（1）守玄守的是

無形的玄關自性佛，不是有形的玄關。100（2）守玄固然是斂心息念方

便之法門，然而務必要有明師指點，以防「識神用事，認假為真」。 
101（3）守玄不可守太久，否則會變成頑空。102（4）守玄之過程中，也

許會出現許多幻境，千萬不可當真（以為神通），以免走火入魔。103

總括而言，一貫道玄關修持，基本上是秉持玄關之「根源性」、「開

創性」、「主宰性」與「收攝性」等特性的一種功夫涵養，是永嘉大

師《證道歌》「直截根源」的功夫，反對摘葉尋枝等細微末節、不究

竟的功夫。104 不過，守玄的功夫若仍有「意念」之有意、有為之時，

不能收這最後一念而率性、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則守玄仍不是「了手」

的功夫，只是「下手」的功夫。105 是以，守而無守才是究竟功夫。

 

96. 郭明義：《三寶修持講義》（臺北：慈鼎出版社，2006 年），頁 154。

97.《德慧雜誌》78 期，頁 38。

98.《老 血書》，收入林榮澤主編：《一貫道藏》聖典之部一，頁 7。

99.〈白陽寶筏〉，《白陽四書》，頁 118。

100.《仙佛聖訓》，頁 97。

101.《天佛院遊記》，頁 84。

102.《仙佛聖訓》，頁 162。關於頑空與真空的差別，簡要的說，頑空就是空而不有；而真空卻能生妙有。詳細請參見王覺一：
〈談真錄〉，《北海老人全書》，頁 3-5。

103.《天佛院遊記》，頁 84。

104. 蔣九愚注譯：《證道歌》，頁 2。

105. 王覺一祖師云：「萬法歸一，乃下手之事，非了手之事。」林立仁整編：〈一貫探原〉，《北海老人全書》，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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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歸空：真人靜坐

《皇 訓子十誡》第九誡云：「這三教歸一理，一歸何處？由一

本散萬殊，一從何起？ 106」言「一從何起」，便暗示了一不是根源，

一必須回歸到根源、本來之處。上文提到，一是從道、無極而來，所

以各教守一、歸一、貫一，最終一要歸於無極真空、歸於零。

萬教歸一一字無，空而不空到玉都。……。洗去塵心得真空……真

空原來是天性……煉精還氣氣上昇，煉氣還神把性見，煉神還虛虛

還空，這是真空相生理。107

萬教最終還是會回到原點。沒有零，怎麼會有一？怎麼會有二、會

有三？怎麼會有無限的延伸呢？ 108 

「一」在一貫道可以是玄關靈竅意。但一貫道強調，玄關著重的

不在名相或知解上，而是在「覺行」上。月慧菩薩《天道佛音》云：「覺

者，覺玄關之真空如來義；行者，行玄關之妙有率性意」。109 守玄的

終極目的不在「守」（守竅），而是回歸到自己的「玄」（玄妙）。〈白

陽寶筏〉云：「妙竅雖二同一玄，谷神不死常存在，綿綿常存用不盡，

無為而為玄中妙。」110 當有二念、有欲時，要觀竅；而無欲之時，要

觀妙。111 竅與妙雖為二，但皆出自於「玄」。故觀竅當進一步提升到

觀妙。觀竅的觀是有意識的觀，觀妙的觀則是觀而不觀、不觀而觀，

是無為而為，是率性的表現。112 那麼如何從有為的觀竅跳躍到無為的

觀妙呢？一貫道提出，需要「放下」的功夫。

 

106. 連鳳良整編：《皇 訓子十誡淺註》，頁 164。

107.《招賢經》，收入林榮澤主編：《一貫道藏》聖典之部一，頁 89-90。

108. 仙佛慈語：《光明的智慧》第二輯有聲文稿（臺中：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頁 28。仙佛慈語：《光明的智慧》
第二輯：「當心歸於『零』時，心量是無限大的，什麼都擁有。若想要擁有很多，實際上並沒有那麼多，若你心不執著，
就能擁有更多東西。」（臺中：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頁 51。

109. 月慧菩薩：《天道佛音》，頁 168。

110.《白陽寶筏》，收入林榮澤主編：《一貫道藏》聖典之部一，頁 301。

111. 仙佛慈語：「無欲觀妙參妙玄，有欲觀竅守意馬。」《道德經講義》（臺北：天道之光出版社，2009 年），頁 39。 

112.《三寶心法實現彌勒家園》，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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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寶的第一寶，點在這裡，讓你明心，讓你守玄，

把萬念歸於一念，再把這一念放下來，那就是你本來的面目。113 

玄關一竅引誘人，即到彼岸捨此心。114 

極樂乃是不動天，達摩西來一字無，自性如如是功夫。115

玄關一竅固然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源所在，然而一旦起心在玄關

上用功夫，都是妄念，皆非本來面目。何謂本來面目呢？月慧菩薩《天

道佛音》有善解：「慧可祖師拚命想『去找去安』之心，並非真心，

而是妄心。真心是主體，如如不動，永恆常安。假如人們一旦想到它，

或是企圖把握它時，便不是主體而是客體矣，當然也不再是真心。達

摩祖師所以令慧可拿出心來，只是要他自己發現所謂的『心』是虛幻

的，如此由於初祖這種出人意外之指點，喚醒了慧可二祖之『直觀』

而了悟了自己之『真心』。116」換言之，任何起心都必須放下。117 唯

有以「直觀」（如其本來之心之自體覺悟）118 才能真正了悟本心。這

個直觀功夫就是儒家「超自覺」之「不思不勉」，或是羅近溪「解纜

放舡（船），順風張棹」的無功夫相的工夫。其中「無」（非分解）

的工夫是建立在「有」（分解）之融通淘汰下的結果。119 從王陽明良

知學的發展而言，無功夫相的工夫是透過對良知的分解到破除、放下

對良知的把捉。120 比觀而言，一貫道守玄的最後功夫，其實也是從對

玄關的把捉到最後的放下。121 此「放下」的功夫，其實就是「無為」 

 

113.《德慧雜誌》78 期，頁 38。

114. 王覺一著，林立仁整編：〈談真錄〉，《北海老人全書》，頁 38。

115. 王覺一著，林立仁整編：〈談真錄〉，《北海老人全書》，頁 46。

116. 月慧菩薩：《天道佛音》，頁 139。

117.〈談真錄〉：「一動便是輪迴種，一靜即是金剛身；此間若能分明了，常為神仙不為人。」王覺一著，林立仁整編：《北
海老人全書》，頁 12。

118. 近於牟宗三先生所謂的「自體觀」或「智的直覺」（康德語）之意。所謂的「自體觀」是指思、識、覺、意收歸於靈魂心
體之自己。思即如如常思而無起滅；覺亦如如常覺而無起滅，識與意亦復如是。而「智的直覺」強調靈魂心體之自我活動
而單表象或判斷靈魂心體自己者。非辨解的、概念的理解模式，而是直覺、純智的作用。參見氏著：《智的直覺與中國哲學》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 年），頁 136-145。

119. 十五代祖師王覺一謂：「『一合相』者，凡諸相既飛之後，所餘之相耳。此『相』也，乃無相之相，不空之空，一塵不染，
萬緣俱寂」。王覺一著，林立仁整編：〈談真錄〉，《北海老人全書》，頁 5。

120. 謝居憲：〈牟宗三先生對羅近溪哲學的詮釋〉，《當代儒學研究》第八期（2010 年 6 月），頁 211-244。

121. 濟公師尊云：「指開玄關見真佛，執著玄關跟人走，忘了玄關已成佛」《仙佛聖訓》，頁 204。亦即是《六祖壇經》〈機緣品〉：
「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的雙遣功夫。孟穎集註：《六祖壇經》，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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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與「忘」123 的功夫。

然而，不管是「放下」、「無為」或「忘」的功夫，無非就是要

回到無極真空狀態。一貫道謂之為「歸空」。《彌勒祖師一大事因緣

記》謂：「『歸空』是受明師指點之求道者終生奮勉的目標。『歸空』

未必然是大限現前才稱之，而是日用倫常中能『即有限而轉成無限」

即是「歸空』的生命境界。124」「空一分心，見一分性」。125 要之，

歸空不是死亡的一個代名詞，而是一種境界義。126 即修行要修到「空」

的境界。何謂「無極真空」的境界呢？十五代祖北海老人有善解，其謂：

「吾之身中：常清之神，常靜之心，常寂之性，皆未生以前得於無極

理天，即吾身之無極也。吾之念頭一靜，即吾身中之神靜矣，吾之神靜，

即與身外無極之神相通，通則至矣。127」天命之謂性，吾人降生人間，

無極理天常清之神、常靜之心、常寂之性便降予吾身。故人人身上皆

固有一常清之神、常靜之心、常寂之性。只要「念頭一靜」，自然神清、

心靜、性寂，真人靜坐，回到無極真空狀態。

守玄、守一的功夫，基本上都是中庸「修道之謂教」的範疇，必

須提升到「率性之謂道」才是究竟。就前者而言，當天心落入人心，

開始有了分別、對待，有三心四相、七情六慾之後，便需要修道以回

復天心、道心。各宗各教積極修道，便以歸一、守一、貫一為修道目標。

 

122. 王覺一〈勸大眾修行歌〉謂：「無為法原來是古佛密印，無為法原來是三教道綱、一無為了萬法即到天堂、修道人那一個
不為性命，為何不學無為歸根還鄉」。王覺一著，林立仁整編：〈談真錄〉，《北海老人全書》，頁 54-56。

123. 仙佛慈語《光明的智慧》第二輯有聲文稿：「做人要有『善忘心』，你如果能夠忘，那麼你就能夠得到清淨之心。」（臺
中：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頁 42。白玉蟾〈玄關顯密論〉謂：「忘之一字上做功夫，可以入大道之淵微，
奪自然之妙用，入丹基於頃刻，運造化於一身。白玉蟾著，朱逸輝等校注：《白玉蟾全集校注本》（海南：海南出版社，
2004 年），頁 112-114。「忘」在道家、道教是重要的修煉功夫。莊子之坐忘即是。《永嘉證道歌》亦謂：「不求真，不
斷妄，了知二法空無相。無相無空無不空。即是如來真實相。……。真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二十空門元不著，
一性如來體自同。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蔣九愚注譯：《永嘉證道歌》，
頁 5、7。

124. 金樑編著：《彌勒祖師一大事因緣記》（臺北：圓晟出版社，1991 年），頁 139。

125. 濟公師尊慈語。見《仙佛聖訓》，頁 161。

126. 仙佛慈語《光明的智慧》第二輯：要讓自己的心「歸空」，心量才能擴大啊！能歸於空，才能彌六合，才能來去自如啊！
既是歸空，就能與天地合一；既與天地合一，就應秉持天心。天心即大公無私，是很自然、很無為、很公平的。（臺中：
光慧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頁 30。

127. 王覺一著，林立仁整編：〈談真錄〉，《北海老人全書》，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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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即視聽言動、行住坐臥都要合乎於道。就功夫而言，都是有欲觀竅

的功夫型態。此時觀竅的「觀」是有意識下的觀，屬六祖惠能所謂「依

法修行之大乘」階段。然而還不到「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一切不染，

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一切時中，自性自如」的境界。 
128 所以《皇 訓子十誡》告誡云：「這三教歸一理，一歸何處？由一

本散萬殊，一從何起？」是以，觀竅還要提升到觀妙，一念要歸於無念，

不思不勉、不學不慮之自然無欲狀態。二六時中都能達致真人靜坐、

自性自如之無極真空狀態。

陸、結論

三寶修持是一貫道最根本，最直接、最簡單的修行方法。其中玄

關修持又是白陽修士最通用的修行法門。129 大體而言，玄關修持是總

持法。可以分為兩個層次的功夫。依次為「有欲觀竅守一的覺心」功

夫與「無欲觀竅歸空的復性」功夫。130 就前者而言，必須經過一代天

命明師指開玄關一竅，在此「明心」的基源下，做守玄以降伏妄心的

歸一功夫；而後者是在前者覺心歸一的基礎上，融通淘汰，證悟心法空，
131 守而不守，不守而守，復性見性，讓真人時時刻刻都能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

本文主要針對玄關修持做第一序研究。其實，影響一貫道玄關修

持效能之因子亦不容小覷，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議題。132

128. 孟穎集註：《六祖壇經》，頁 221。

129.《德慧雜誌》78 期，頁 38。

130. 覺心與復性兩層功夫對一貫道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參見鍾雲鶯：〈一貫道對「格物致知」之詮釋及其呈現的宗教意義〉，《宗
教、文學與人生》（桃園：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2006 年 12 月），頁 181-218。本文借用《學庸淺言新註》中覺心與
復性（覺性）的兩層功夫概念。呂祖註解：《學庸淺言新註》（臺北：正一善書出版社，?? 年），頁 24-27。

131. 活佛師尊著，孟穎譯著《性理題釋教材教本》：「復觀如來，所談經法，皆是方便，引導法門，如水洗塵，似病與藥，若
證得心空法了，病去，則藥可除，此之謂悟法空。總之正法無他，唯悟心源。」，頁 310。

132. 例如信心、皈戒誓願、外功、口訣修持、合同修持對玄關修持皆有助緣。《招賢經》：「如今修道者最多，成道者最少，
因何之故？因為修道之人，不立志也。修道之人無有誓願，不守皈戒，憑何成道。民憑文契，官憑印，修道憑皈戒誓願」。
〈皇 十三嘆〉：「三寶妙用無邊，惟以信為基礎」。收入林榮澤主編《一貫道藏》聖典之部一，頁 88、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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