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發菩提心義訣發菩提心義訣發菩提心義訣發菩提心義訣    

華藏上師◎講述 

 

 

發菩提心義訣講義發菩提心義訣講義發菩提心義訣講義發菩提心義訣講義    

智崇居士◎講述 

 

 

圓覺文教基金會編製 

    

 

 

 

 

〈〈〈〈要目要目要目要目〉〉〉〉    

◎發菩提心義訣（華藏上師講述） 1 

◎發菩提心義訣講義（智崇居士講述） 5 

 

附錄：圓覺文教基金會簡介                       

      智崇居士簡介：梁乃崇笑談人生轉捩點 

 

 

 

 

 

 

 

 

 

圓覺文教基金會編輯群謹誌 

TEL：02-2389-3366 

FAX：02-2361-9265 

網址：http://www.obf.org.tw  

E-MAIL：service.oah@msa.hinet.net 

地址：10046台北市襄陽路6號2樓 



 2 

發菩提心義訣發菩提心義訣發菩提心義訣發菩提心義訣    

    

華藏上師講述    

    

初機學佛，必須明瞭世間法與出世法。世間法一切一切以唯物為主，

出世法以唯心為主。世間一切物質，如天地、日月、山河，一切植物、礦

物，必經成、住、壞、空四個時期；一切生物必經生、老、病、死四個時

期──一切物質終必空壞，一切生物終必老死。學佛者先看透一切畢竟

空，然後將唯物觀念打破；繼看破一切生命畢竟死亡，而看破色身，乃至

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畢竟空寂。其不空者何？唯心是也。心者意

也，不指肉團心而言，分為心識、心性兩種。心識者眾生心也，亦謂之生

滅心；心性者佛心也，謂之菩提心，亦謂之不生不滅心。 

 

何謂眾生心？由六根攀緣六塵、八識，而生分別、愛惡、取捨，包括

一切貪、瞋、癡、慢、妒，七情六慾，是非恩怨得失之報復心理，以及種

種意氣用事，由眼、耳、鼻、舌、身、意、末那識、阿賴耶識等而起之妄

念，均屬心識，謂之眾生心。 

 

迷，則由此心識成生滅，落三界，入輪迴，而成六凡；悟，則由此心

性超生滅，證真如，頓般涅槃而成四聖。 

 

夫人皆有心，有心必有念，念起必有染淨——染謂取著六塵，淨謂不

取六塵——世人未有不染六塵者，若取著之而起貪、瞋、淫、殺等業是為

惡；反之則為善。又於六塵而行施、戒、忍者是謂善。善惡之業成於今，

苦樂之報應於後。因地善惡有上、中、下之不同，故果地升沉，有天、人、

修羅、地獄、餓鬼、畜生之各異，六道中繼續造業受果，從而輪迴不息。 

 

觀其始由眾生心念而生，故佛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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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明乎此，故慎其初念，制其染心，斯為要法。若於六塵不取即無業，從

而無報。是故一念不生則六道俱銷，輪迴斯絕，業種便斷，斯出三界矣。

若居不生而證真，身心永息，是為二乘。若從不生處而起六度萬行，是為

菩薩大乘。若似斷未證帶異計邪見者，是為外道，未免輪迴。是故縛脫由

心，得失在我，修行者其共鑑之。 

 

彌勒菩薩法語云：「分別是識，不分別是智。依識染，依智淨。染有

生死，淨無諸佛。」又佛教行人有四依法：「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

依智不依識，依了義不依不了義。」又云：「依智不依識，依識入地獄。」

明瞭此旨，學佛庶乎近焉。 

 

何謂佛心？即「自覺覺他，自度度他，覺行圓滿」。依之而修，謂之

發菩提心；依之而證，謂之佛陀。佛者覺也，覺分三種：一、外覺，二、

內覺，三、直覺。外覺即「澄心」，專修一個「惺」字。內覺即「住心」，

專修一個「靜」字。直覺即「攝心」，專修一個「寂」字——以上三點合

為一修持，是為「大圓覺」，亦即發大菩提心。依此而修持，是為法身常

住境界。此時行者安住甚深三摩地（正定），不分別、不愛惡、不取捨，

自性平等而住，不生不滅，謂之究竟涅槃。 

 

「澄心」之教理：是教行者對一切外境，不分別、不愛惡、不取捨，

自心平等而住，心不取境，境不臨心是也。其真義是令行者依此口訣徹底

修行，使六根清淨。 

 

「住心」之教理：是教行者對心內一切事——過去、現在、未來——

不分別、不愛惡、不取捨，自心平等而住，於心無事，於事無心是也。其

真義是令行者依此口訣，徹底修行，使第七識（末那識）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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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心」之教理：是教行者對一切外境及心內一切事，將外境內事打

成一片，是為「中境」。觀外境如夢如幻，內事悉皆空寂，空幻一如，不

分別、不愛惡、不取捨，自心平等而住，住世同一夢境，出世還歸一如是

也。其真義是令行者依此口訣，徹底修行，由第八識（阿賴耶識）清淨，

轉成第九識（菴摩羅識，即「清淨無垢」意），此識即為行者之清淨心性。

經云：「諸佛清涼月，遊於畢竟空，眾生心水淨，菩提影現中。」繼要安

住甚深三摩地，保任此正定，則自性與法界性打成一片，即究竟涅槃矣。 

 

修行之道無他，唯有革心而已，即將眾生之生滅心轉為不生不滅之大

菩提心是也。 

 

總之，一切眾生未明心見性時，見色住色，聞聲住聲，心為六塵所轉，

四大五蘊所障，四相所迷，自己作不得主，故輪迴生滅；現性之後，六塵

還原為佛性矣。 

 

佛言：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我是已成之佛，汝是未成之佛。過去諸佛

如是悟，如是修，如是證；未來諸佛亦如是悟，如是修，如是證；我今亦

如是悟，如是修，如是證，望為勉旃。 

 

 

（註）：《發菩提心義訣》係華藏上師於1966年12月25日，首度在香港為弟

子講授。此篇乃上師修行數十年的結晶，全文理論與實踐並陳，文字簡要，義理

深刻，實為難得之佛法重要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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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菩提心義訣講義發菩提心義訣講義發菩提心義訣講義發菩提心義訣講義    

 

智崇居士講述 

 

    

  華藏祖師的《發菩提心義訣》，大家可能都非常熟了，有些人甚至會背了，

但是其中的真義也許還不太明白，所以今天我們就來深入探究一番。現在先唸原

文，如果有比較不清楚的地方，要馬上提出來，否則我可能就唸過去了。 

 

 

「初機學佛，必須明瞭世間法與出世法。世間法一切一切以唯物為

主，出世法以唯心為主。」 
 

  這一段是說開始學佛的人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宇宙萬法，有世間的，有出

世間的。 

 

  「世間法一切一切以唯物為主」，就是說世間法是重視這些物質的。這裡的

「唯物」，意思就是有相的、具相的，以這些具相的為它主要的內容。出世法呢，

就是以「唯心」為主。這裡所指的「心」，講得更清楚一點的話，指的是「菩提

心」。世間法與出世法的不同點，主要在一個是唯物的，另一個是唯心的，有這

樣的差別。而這個差別，和我常說的：一個是有相的，另一個是無相的；一個是

被知的，另一個是不被知的；一個是分別的，是分別心所運作的世界；另一個是

無分別的，是無分別心所運作的世界，完全可以對照！ 

 

 

「世間一切物質，如天地、日⺝、山河，一切植物、礦物，必經成、

住、壞、空四個時期，一切生物必經生、老、病、死四個時期——一

切物質終必空壞，一切生物終必老死。學佛者先看透一切畢竟空，然

後將唯物觀念打破；繼看破一切生命畢竟死亡，而看破色身，乃至我

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畢竟空寂。」 
 

  這一段先講世間囉！既然世間是以唯物為主，所以華藏祖師就從世間的物質

開始講起。世間一切的物質，就是天地啦、日月啦、山河啦、植物、礦物啦，當

然，我們有的時候也會把這些東西歸為「器世間」。這「器世間」必然會經過成、

住、壞、空四個時期——「成」，就是生成；「住」，就是保持；「壞」，就是

慢慢在毀壞；「空」則是毀壞到極點以後，就沒有啦！就空了！——世間的東西

都必然經過這四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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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所述是佛經的講法，那麼現在的科學是不是也這麼描述這些物質的變化

呢？還是這樣說的！現在的科學家還是認為整個宇宙最終是要壞的，壞到後來就

沒有了。同時近代天文學「宇宙論」裡面的「霹靂說」，亦認為這個宇宙的生成

是從空來的，而佛經裡面早就這麼說了。 

 

  「一切生物必經生、老、病、死四個時期」，這個我們都不必解釋了，原來

就已經知道了，是吧？當然，科學也沒有不認為是這樣的。因為「一切物質終必

空壞」，所有的物質，也就是整個宇宙到最後一定會毀壞了、沒有了；那麼「一

切生物終必老死」，所有的生物最後都是要老、要死的。這裡的「一切生物」不

包括植物，因為已經放到前面有關「物質」那邊去了，所以這裡指的主要還是動

物。「學佛者先看透一切畢竟空，而將唯物觀念打破」，學佛的人一定要先明白

這件事情，其實這件事情、這些問題早就已經清楚地擺在這裡，只看你要不要這

樣子認識而已。 

 

  前面舉的例子最後都「終必空壞」、「終必老死」，這是沒有辦法反駁的事

實，那麼學佛的人就要把這件事情看清楚，所有的物質最後通通都會沒有、都空

了。你就不要執著這些物質、執著這些生物，以為不會壞、不會死，是永遠存在

的。你能夠瞭解的話，就曉得一切畢竟空，到最後都會沒有，那麼就可以將心中

的「唯物觀念」（就是執著物質的那種心、那種想法）打破。這麼一打破，再繼

續「看破一切生命畢竟死亡，乃至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畢竟空寂」。

既然所有的生命最後都是要死亡的，那麼就可以把色身，也就是我們這個身體，

以及比較抽象一點的四相看破，因為到最後一定都沒有了！一切的一切都會沒

有！也就是要體會「畢竟空」——世間的一切最後畢竟空寂，就是要能夠看到這

一點。 

 

 

「其不空者何？唯心是也。心者意也，不指肉團心而言，分為心識、

心性兩種：心識者眾生心也，亦謂之生滅心；心性者佛心也，謂之菩

提心，亦謂之不生不滅心。」 
 

  世間的一切都會空掉，都會沒有；「其不空者何？唯心是也」，那麼不會空

掉，不會毀滅的究竟是什麼呢？那就是心！「心者意也，不指肉團心而言」，「心」

指的是「意」，當然不是指心臟。這個「意」，又分為心識和心性兩種。「心識

者眾生心也，亦謂之生滅心」，眾生心就是生滅心，這個心會起起落落、有生有

滅，最後會沒有，也就是有生、住、異、滅。「心性者佛心也，謂之菩提心」，

說到心性的話，指的就是佛心，也就是菩提心。「亦謂之不生不滅心」，這就是

所謂的不生不滅心。這個不生不滅心是不會毀壞、不會沒有的，它的性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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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也就是我常說的「知覺者」。所以「知覺者」指的不是心識，因為心識

還是被知的。 

 

 

「何謂眾生心？由六根攀緣六塵、八識，而生分別、愛惡、取捨，包

括一切貪、瞋、痴、慢、妒，七情六慾，是非恩怨得失之報復心理，

以及種種意氣用事，由眼、耳、鼻、舌、身、意、末那識、阿賴耶識

等而起之妄念，均屬心識，謂之眾生心。」 
 

  我們就先來解釋什麼是「眾生心」，它告訴你是「由六根攀緣六塵八識，而

生分別、愛惡、取捨，包括一切貪、瞋、痴、慢、妒，七情六欲，是非恩怨得失

之報復心理，及種種意氣用事」，這一段要描繪清楚實在是很難的。 

 

  「眾生心」是什麼呢？首先它要經過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去攀

緣外面的六塵（六境）。這六根我常常說就是detector（偵測器），是一些器官，

譬如說眼根，它就會去攀緣色塵，耳根就會去攀緣聲塵，鼻根就會去攀緣香塵─

─每一根都會去攀某一類的塵。如果用現在科學的說法，就是某一種儀器，它可

以detect（偵測）某一類的訊號，只是這樣的不同。這六根不但攀緣六塵，而且

還攀緣八識，然後要做綜合的解釋。這六根就像電腦的硬體，那八識則像是電腦

的軟體，像它的作業系統，要做一些分別，做一些解釋、一些整合、一些關連，

或者做一些運算。由這樣一個構造——六根攀緣六塵，然後八識在裡面做各種的

識別、各種的解釋、關連，以及組織綜合，而生出分別、愛惡、取捨這一類的想

法、決定或意念。而這一類的分別、愛惡、取捨包含了一些什麼呢？包含了所謂

的貪、瞋、痴、慢、妒，七情六欲，是非、恩怨、得失之報復心理，及種種意氣

用事。 

 

  平常我們要貪錢或貪什麼東西的時候，都是經過六根攀緣六塵、八識這樣運

作出來以後，而產生了一個「我要去奪取或要爭取……」的決定，會有這樣一個

整體的決策。也就是說當我們心中有一個貪的決定出來、一個行動出來，或是個

心念出來，事實上是一個整體的決定，所以一個貪念並不是只有這一個念而已，

它是一整套的program啊！它複雜的程度我們只能說它是一個系統，而這個系統

很難說清楚。 

 

  「第一屆佛學與科學研討會」裡，郭正典醫師不是曾提過一個問題：「你說

的分別、無分別，是不是只是理論，而實際的情況是怎麼樣的呢？當一個蘋果掉

在你面前的時候，你用無分別心看它的時候是怎麼樣的？用分別心去看它，又是

怎麼樣的？」大家是否還記得？我那時候回答他，就是用了這一段道理。就是說：

我們在看的時候，不要以為自己心中並沒有裝很多執著，其實已經裝進去很多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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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了！ 

 

  首先我們已經接受了自己的身體，也就是有了六根，有了八識，先有了這些

東西以後，再透過這六根八識的運作來看東西的，本身就已經有相當多的執著、

共業在裡頭，所以整個是一個執著的系統、一個業障的系統在那裡運作，無法得

到用無分別心看的答案。因此，所產生的心就有貪、瞋、癡、慢、妒⋯⋯這一類的

東西。 

 

  上一次，我們特別讓大家來省察自己的心裡什麼樣的狀況是貪，大家談到最

後都覺得並不容易把握。你看光這一個「貪」就這麼不容易了，那還有「瞋、癡、

慢、妒」，一個一個來，還多得很；此外還有「七情六欲」，以及「是非、恩怨、

得失之報復心理，以及種種意氣用事」，全都是這樣子運作出來的。 

 

  下面所說的，其實跟前面的文字是類似的，不過再重複一下罷了：「由眼、

耳、鼻、舌、身、意、末那識、阿賴耶識等而起之妄念，均屬心識，謂之『眾生

心』」，這些就是八識，而這些識心所產生的妄念就是「眾生心」。以前有人問

我：「什麼是眾生心？」我回答說：「你現在感覺得到的所有的心都是眾生心！」

無論你現在動什麼腦筋或想什麼東西，都是眾生心！ 

 

 

「迷，則由此心識成生滅，落三界，入輪迴，而成六凡；悟，則由此

心性，超生滅，證真如，頓般涅槃而成四聖。」 
 

  如果我們「迷」在這個眾生心裡面，「則由此心識成生滅，落三界，入輪迴，

而成六凡」，這個心識就會讓你產生生滅，而落在三界裡面。所謂「三界」，就

是無色界、色界和欲界，也就是世間。你一迷的話，就會因為這個眾生心而落到

三界，落在世間，掉入輪迴生生死死，而成六道凡夫。「六道」就是地獄、餓鬼、

畜生、人、修羅、天，「天」也屬六凡。 

 

  如果一旦悟了，就會「由此心性（這裡他直接由『心識』轉換為『心性』），

超生滅，證真如，頓般涅槃，而成四聖。」我的解釋就是你能由心識悟到心性的

話，就能夠超出生滅，證入真如，達到涅槃，而成四聖。「般」是達到的意思。

而「四聖」是指羅漢、辟支佛、菩薩和佛。那就是：悟則由此心識，轉成心性，

「超生滅，證真如，頓般涅槃而成四聖」。這件事情的關鍵就是在這個心性了！ 

 

  這一段對心是怎麼成生滅、怎麼落三界、怎麼入輪迴而成六凡，有比較詳細

一點的說明。人都有心，而這個心可以是心性，也可以是心識。如果迷的話，就

成為心識；一旦悟了，這個心就會成為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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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皆有心，有心必有念，念起必有染淨——染謂取著六塵，淨謂

不取六塵——世人未有不染六塵者，若取著之而起貪、瞋、淫、殺等

業是為惡；反之則為善。又於六塵而行施、戒、忍者是謂善。善惡之

業成於今，苦樂之報應於後。因地善惡有上、中、下之不同，故果地

升沉，有天、人、修羅、地獄、餓鬼、畜生之各異，六道中繼續造業

受果，從而輪迴不息。」 
 

  這一段他繼續分析：「夫人皆有心，有心必有念，念起必有染淨」，人都是

有心的，一有心的時候，就有意念出來；而這個念一起的時候，就必然有染的、

有淨的。「染」，指的是「取著六塵」，就是跟六塵黏在一起，攀緣起來了；「淨」

的話，就是「不取六塵」，與六塵不攀緣。所以「染」的定義就是取著六塵，「淨」

的定義就是不取著六塵。「世人未有不染著六塵者」，這個世間的人沒有一個不

跟六塵染在一起，而染還有不同的狀況：「若取著之而起貪、瞋、淫、殺等業，

是為惡」，染就是取著，取著就是染。染的話呢，又會產生一些貪的心、瞋的心、

淫的心、殺的心，那麼就會造貪、瞋、淫、殺的業，這樣的染就是惡；「反之，

則為善」，如果反過來，染雖是染，但是他不貪、不瞋、不淫、不殺，那麼就是

善。下面就進一步舉了一些例子：「又於六塵而行施、戒、忍者，是為善」，所

以他雖然有染，但是所做的若是布施、持戒、忍辱，那就是善。「善惡之業成於

今，苦樂之報應於後」，現在他造了善業或者是惡業，那麼以後就會有受苦或者

受樂的報應。 

 

  「因地善惡有上、中、下之不同，故果地升沉有天、人、修羅、地獄、餓鬼、

畜生之各異」，因為你開始造這些業的時候，善的有上、中、下三種品級，惡的

話也有上、中、下三種不同程度的惡，所以結果就會去不同的道投胎受報。天、

人、修羅是善道，屬於善的上、中、下三品所受的果報；惡的話，就會因為所造

的上、中、下不同的惡，而落入畜生、餓鬼、地獄。「六道中繼續造業受果，從

而輪迴不息」，眾生在六道中不停地製造善惡的業，也就會不停地去受這六道的

果報，而輪迴不息。其實這跟「生生不息」的意思也差不多。因為輪迴本身就有

循環的意思，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就是定在那裡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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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其始由眾生心念而生，故佛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善修

行者明乎此，故慎其初念，制其染心，斯為要法。若於六塵不取即無

業，從而無報。是故一念不生則六道俱銷，輪迴斯絕，業種便斷，斯

出三界矣！」 
 

  所以從以上的情況來看，「觀其始，由眾生心念而生」，這些事情的源頭，

都是由眾生心念所生的。「故佛言：『三界唯心，萬法為識』」，所以佛才會說

這個世間，這個有無色界、色界和欲界的世間，是由心而產生的；這個世間的各

種法，通通是「識」，也就是「心識」所成的。 

 

  「善修行者明乎此，故慎其初念，制其染心」，會修行的人瞭解這個道理，

所以修行的時候，對初念要非常地審慎，要把這個染心制止。「初念」的意思，

可以解釋得很深，是指「第一義」；倘若比較簡單地說，就是你開始起的第一念，

也就是一開始想事情的時候的那個心所發出來的那個想法，而不是這個想法以後

再衍生出來的想法。譬如說：我看到一個食物，就想要拿來吃，可是這一個心已

經不是初念了。初念是「覺得肚子餓」，當然你也可以說「覺得肚子餓」前面還

有念──這是由比較簡單的角度來說所謂的「初」與「後」的一種說法。 

 

  如果要從深的角度——真諦的角度來講這個最初的念，就是「第一義諦」。

要講第一義諦，就會講到我所說的「知覺者」，「知覺者」這樣一動，那就是初

念。所以「第一義諦」，就是初念，也就是第一個念。 

 

  我們這個念頭一出來的時候，事實上已經滾了好幾道以後的念，都已不是初

念，初念就是比較前面的念。當然我們講不了那麼清楚的時候，就說是比較前面

的念就叫「初念」。就像我剛才舉的這個例子，是你肚子先餓了，然後才決定要

去搶那個食物。所以你搶食物的這個念並不是初念，它比較前面一點的念頭是「覺

得肚子餓」。 

 

  從這個例子，你可以追到任何東西真正第一個念。你只要反省，反省到最早

最早的那個念，看看那個念是什麼。那個念，佛經就把它叫「第一義諦」。所謂

「第一義」，也就是最原始的、最基本的、最早的，萬法都是從那裡出來的。像

所有的理論，它的公設都接近第一義；而後面那些推導出來的定律，已經是第二

義了。由這個角度來看，可以看出來這個「知覺者」（本來面目）本身就是最純

粹的第一義。 

 

  當然，前面所提出來的「不生不滅心」、「菩提心」，指的都是最純正的第

一義。我們一下子沒有辦法體會到這個第一義，體會不到那麼深，所以只要找到

比較初始、比較源頭的念就可以了。而這些源頭其實也常常是我們心中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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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譬如說發生了一些困難，發生了一些問題，我們想要找出這個問題是怎

麼產生的，就去找那個原因。其實找那個原因，就是要找這個初念。 

 

  所以善修行的人明白這個道理，對於我們的初念，就要十分謹慎小心，而且

還要讓這個心不跟六塵染在一起。「制其染心」就是把會跟六塵攀緣在一起、染

在一起的這個問題制止。「斯為要法」，這是個非常重要的原則。所以「慎其初

念，制其染心」，是修行裡面非常重要的兩個原則。 

 

  「若於六塵不取，即無業，從而無報」，所以如果對六塵能夠不取，那麼就

沒有業，也就不會受到果報。「是故一念不生則六道俱銷，輪迴斯絕，業種便斷，

斯出三界」，所以你只要一念不生，這個六道也就沒有了，那麼輪迴也就停止了，

那些業種也就斷了、沒有了，就不受報了！這是一種什麼情況呢？就會超出三

界，也就是超出世間、脫開這個世間。說起來也不難啦，是吧？ 

 

 

「若居不生而證真，身心永息，是為二乘。若從不生處而起六度萬行，

是為菩薩大乘。若似斷未證帶異計邪見者，是為外道，未免輪迴。是

故縛脫由心，得失在我，修行者其共鑑之。」 
 

  「若居不生而證真」，假若能夠做到一念不生，就是達到了「不生」，即可

證到真相、實相。「身心永息，是為二乘」，此時身體和心念都停下來了、永息

了，這樣就叫做「二乘」，也就是羅漢道與辟支佛道（聲聞和緣覺）。 

 

  「若從不生處，而起六度萬行」，他證到了不生，又從這個不生這裡開始，

起六度萬行。所謂「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和般若。所謂

「萬行」就是指這樣的六度做了很多很多。如此一來，就不是身心永息。因為做

六度萬行時，身心沒有辦法歇下來，不能息下來；息下來，就不能行六度萬行。

他如此做，是先證到不生處，然後從不生處開始做起，並不是在生滅處行六度萬

行！ 

 

  如果從不生處而起六度萬行，是謂「菩薩大乘」；如果從生滅處而起六度萬

行，那就只是個大善人。修這個六度萬行，尤其是六度後面的禪定、般若，嚴格

說來，要在不生處那邊才能做到，也才能稱為大乘菩薩。當然這完全看你要把這

個「菩薩」定義成多高，不過這裡很清楚是定義在「從不生處，而起六度萬行，

是謂菩薩大乘」。所以如果是從生滅處而起六度萬行的話，就不是華藏祖師這裡

所定義的菩薩大乘。當然，你要另外定義菩薩大乘的意思，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若似斷未證帶異計邪見者，是為外道，未免輪迴」，這一段就更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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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斷未證帶異計邪見者」，這種人就是不生處還沒有證，而且還帶一點異計邪

見，看起來好像已經斷了，其實是未證；也就是他「不生」做得不好，是比較差

的不生，而且還附帶了有異計邪見。所謂「異計」，就是有些喜歡做六度萬行的

人常常會好大喜功，他一有好大喜功的心理時，就會產生一個想法：我要辦一個

很偉大的事業，要萬古流芳……等等，他有這樣的願望、這種心理一出來時，就

很容易有異計，就是想弄一些手段，好達到偉大而輝煌的功業，一心希望萬古流

芳。他在做的時候，會有很多很多阻礙，讓他不容易成功。他想要排除那些困難，

就常常會弄些計謀出來。這樣就會有異計，同時也會產生偏見。這就是因為他把

這些功業看得太當真了，所以就會產生邪見。 

 

  這裡會說：「似斷未證」，是因為他們並不是沒有功夫，功夫是有一點，所

以也有一點像接近了「不生」；但他又沒有真做到，所以是「似斷未證」，也就

是他還沒有真的證到。「是為外道」，這種人就是外道。「未免輪迴」，就是他

還沒有辦法脫離輪迴，所以仍得受果報，還要生生死死輪迴不息。如果他到了天

道，壽命可能會很長。 

 

  「是故縛脫由心，得失在我」，所以我們是被綁的，還是解脫的，就要看自

己是怎麼用心了。我們能成道，或者不能成道；能夠脫離輪迴，或者不能脫離輪

迴，關鍵就在自己。「修行者，其共鑑之」，修行的人啊！大家都要注意啊！ 

 

 

「彌勒菩薩法語云：『分別是識，不分別是智。依識染，依智淨。染

有生死，淨無諸佛。』又佛教行人有四依法：『依法不依人，依義不

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不依不了義。』又云：『依智不依識，依

識入地獄。』明瞭此旨，學佛庶乎近焉。」 
 

  彌勒菩薩曾說過：「分別是識，不分別是智」，無分別心是「智」，分別心

是「識」，所以「智」與「識」的定義就在這裡。「依識染，依智淨」，你一分

別，心就會染；如果依智，則不會染，就淨了。染的話就有生死，淨則連佛都沒

有。 

 

  「又佛教行人有四依法」，佛又教修行者四個依據，四個可以依循的原則。

第一個是「依法不依人」，所謂「依」就是聽從的意思。我們要聽從道理，而不

是跟隨那一個人。我們常常會有一個情形，就是根本把道理都忘掉了，常常只聽

某一個人的話。他怎麼說，就照著怎麼樣做，而不是依據真理去行事，這是不對

的。所以大家也不要聽我的話，而是要聽我講的道理。 

 

  「依義不依語」，不只是說不要聽我的，連釋迦牟尼佛或是任何一位祖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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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只是聽他的道理！並不是他們所說的話，我就要無條件接受，不是這樣子

的。對於釋迦牟尼佛或祖師所說的話，我們不是死死地去遵守，而是要聽從、遵

守這些話所代表的真諦、所代表的精神。 

 

  像這類問題，我們也常常在這個社會裡遇到。譬如有些法律，如果大家堅持

要遵守那項條文，那就是依文字、依語了。而有些人就說：「這些法律的文字是

很僵硬的，我們不能這樣完全去遵照，而是要把握它的精神」，這就是「依義不

依語」。再來就是「依智不依識」。我們要依無分別心，不要依分別心。我們要

順著無分別心來做事，要聽從這個無分別心，而不去聽從分別心。 

 

  「依了義不依不了義」，如果有兩種道理，一個是究竟的，一個是不究竟的

（所謂「了義」，就是究竟的、徹底的；「不了義」，就是局部的、不徹底的），

那麼碰到這種情況的時候，我們要選擇哪一個？我們要選擇了義，要選那個究

竟、徹底的道理。 

 

  「又云：依智不依識，依識入地獄」，就是說：我們應該要依智不依識，如

果依識的話，就會墮入地獄——其實不見得會那麼嚴重，依識的話就會入三界，

入輪迴；如果做錯了，就有可能會墮入地獄。「明瞭此旨，學佛庶乎近焉」，如

果明白這個道理，學佛就差不多了。 

 

 

「何謂佛心？即自覺覺他，自度度他，覺行圓滿。依之而修，謂之發

菩提心，依之而證，謂之佛陀。佛者覺也，覺分三種：一、外覺，二、

內覺，三、直覺。外覺即『澄心』，專修一個『惺』字。內覺即『住

心』，專修一個『靜』字。直覺即『攝心』，專修一個『寂』字。以

上三點合為一修持，是為『大圓覺』，亦即發大菩提心。依此而修持，

是為法身常住境界。此時行者安住甚深三摩地，不分別、不愛惡、不

取捨，自性平等而住，不生不滅，謂之究竟涅槃。」 
 

  什麼是佛心？也就是什麼是心性？那就是「自覺覺他，自度度他，覺行圓

滿」，這就叫佛性。這裡的「自度度他」是一種「覺」的推廣，所以「何謂佛心」

這一段，重點就是一個「覺」字，就是要「自覺覺他，自度度他，覺行圓滿，依

之而修，謂之發菩提心；依之而證，謂之佛陀。佛者，覺也」。這裡說：「佛者，

覺也」，所以佛和人並沒有什麼不同，如果你覺悟就是佛。佛就是徹底的覺悟者，

就是無上正等正覺。所以他不認為自己是什麼神，也不自以為是什麼上帝，他就

只是覺悟，是對宇宙、人生真正最奧秘的東西都覺悟了、瞭解了，不再有疑惑了，

是個徹底的覺悟者。其實任何一個人都有覺悟的本質，只看他是否做到了，一旦

做到了，他就是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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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覺」又分成三種層次（當然不分成三種也可以），如果合成一個就叫「大圓

覺」。倘若要分成三個層次，那就是：一、「外覺」，二、「內覺」，三、「直

覺」。 

 

  「外覺」就是「澄心」。譬如說：有一桶水是混濁的，我們慢慢把那些混濁

的雜質沉澱下來，水就變清了——把心澄清就是這個狀況，此即「外覺」，即「澄

心」。「專修一個『惺』字」，我把這個「惺」字，解成「清醒的樣子」，就是

清醒了。對照到「澄心」，對照「外覺」的「外」字，所指的就是對這些外相不

迷了。這些外相，如果你迷的時候，它就像一陣煙霧一樣，會讓你弄不清楚。「澄

心」的話，也就是把這些都澄淨下來、清澈下來，此時才會看清楚，人也就清醒

了。所以這個「惺」字，就是外相對你來講，不會讓你迷惑，你的心就不受外相

所左右了。 

 

  「內覺」即住心，就是要安住在這個心上。因為我們心中的妄念很強，所以

要它安住，不要讓它東想西想。那要怎麼樣才能安住在心上呢？就是要能掌握到

自己內心的性質。因此「內覺」就是在修空。而所謂「住心」，也就是安住於空，

這個時候就是專修一個「靜」字。要注意：我們是「依義不依語」，所以要注意

的不是這個字，而是這個字的意思。「靜」的意思就是妄念靜止下來，故「靜」

跟那個「空」的意思是相通的。「內覺」修成了，你就不受心中的妄念所控制了。 

 

  「直覺」即「攝心」，就是把心「攝回來」。本來一直在分裂的這個心，把

它收回來，不分裂了。像我們在解剖東西時，那個心都是一直分裂下去的。譬如

物理中的「基本粒子」，就是把一個東西一直分、一直剖，一直把它碎下去、碎

下去、碎下去，再分、分、分、分。也就是先把一個東西剖成兩個，然後再把剩

下的剖成兩個；而剩下的那個，又再把它剖成兩個……，就一直這樣剖下去，所

以是一種一直連續不斷分裂下去的狀況——這不是「攝心」，而是分裂心。「攝

心」就是把這個心合起來，收回來。這個收回來的動作就是「攝心」的過程，本

身就是在找源頭，就是在找初發心，也就是在歸元。攝到最後，就會攝到「本來

面目」。 

 

  我們在修行的過程中，常常會做得到「外覺」，而做不到「內覺」；或是「內

覺」做到了，而外覺不會做；更有甚者，是兩者都做不到，或是都只做到一部分。

「直覺」是不管什麼內或外，因為都是被知的，所以一概都不理，也就不受它們

的限制，只是把心攝回來。這一攝如果攝得徹底，就回到「本來面目」。 

 

  本來我們這個心沒有歸位，沒有歸元，沒有回到「本來面目」時，是因一部

份分到外相上去，一部份則分到心識（即內心）裡去，這時候你就被拉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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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也就被分出去了。如果你把它一收，而且收得夠徹底，就會回到一個沒有東西、

不知所云的地方，那就是回到了自己的本心。 

 

  這一攝就是「直覺」，直覺一做到，就寂滅了，什麼都沒有了，也就是不入

世、脫離世間了。原先「內覺」、「外覺」所面對的問題都還在世間，而這一攝

就回去了。所以「直覺」就是專修一個「寂」字，比「靜」還要徹底。因為「靜」

還只是安靜，心中還有其他東西；而「寂」就什麼都沒有了，比「靜」還要深沉

或者寂滅。 

 

  這「惺」、「靜」、「寂」三字就是代表這三種「覺」的狀況，或是給人的

感覺。我們一直在講：對事情要有感覺，這三個字就是這三種覺的感受：你修「外

覺」的時候，就會有「惺」的感受；修「內覺」的時候，就會有「靜」的感受；

修「直覺」的話，則會有「寂」的感受。 

 

  「以上三點合為一修持，是為『大圓覺』，亦即『發大菩提心』」，那我們

怎麼發大菩提心呢？粗淺的講就是要做好多事，要去布施、去救度眾生……等

等；而深的解釋則是修「外覺」、「內覺」和「直覺」，再進一步將以上三覺合

成一個，一次修持，即是「大圓覺」，這才是發大菩提心。 

 

  「依此而修持，是為法身常住境界」，你依照這樣子去修，就是住在法身境

界。住在那裡的話，是沒有什麼分別，也沒有什麼喜歡與不喜歡、要或不要的問

題，心中十分平等。此時它不受一切內外的影響，事實上是連內、外都沒有了，

因為有內有外，就還不平等。 

 

  所以下面接著說：「此時行者安住甚深三摩地（正定），不分別、不愛惡、

不取捨，自性平等而住不生不滅，謂之究竟涅槃。」如果這個時候，修行者能夠

安住甚深三摩地，就是修得很深，做到不分別、不愛惡、不取捨，自性平等而住

不生不滅，「自性平等而住不生不滅」，就是你的心性已經很平等、很安穩、很

寧靜，沒有扭曲，是很順暢的；就如此停留、保持在不生不滅的狀況，這就叫做

「究竟涅槃」。 

 

  所謂「不生」，就是沒有生出來，那是不是什麼都沒有了？不是的，因此它

馬上告訴你：「不滅」。所以那裡就是不能講什麼，無論講什麼都不對。如果你

心裡還要找它是什麼，那就不是了，它什麼都不是。證到這個境界的時候，如果

要用話來講，就只好用「不生不滅」來表達，其他的話都很難正確說明。因為一

般要不是偏「生」，就是偏「滅」，總是在這兩個之間擺來擺去。現在它既不是

生，也不是滅，是平等而住，心是在中間。但我們說「中間」的意思，就是兩邊

都一樣，其實它沒有兩邊。我們一般講「中間」的時候，你心裡還有一個兩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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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它的意思。它講「中間」是連兩邊都沒有了，所以你沒有辦法取兩邊——

這就是「法身常住境界」，也就是「究竟涅槃」。 

 

  事實上，我們可以把「何謂佛心」和「佛者，覺也」中間這一段用括弧括上，

那麼讀起來整個就很單一、很順暢。也就是說把「即自覺覺他，自度度他，覺行

圓滿。依之而修，謂之發菩提心；依之而證，謂之佛陀」，當作對「佛」的註解，

那麼這一段一開始就是「何謂佛心？佛者覺也，覺分三種……」，這樣就很單純。 

 

 

「澄心之教理：是教行者對一切外境，不分別、不愛惡、不取捨，自

心平等而住，心不取境，境不臨心是也。其真義是令行者依此口訣徹

底修行，使六根清淨。」 
 

  「澄心」就是「外覺」，是教修行人對一切外境，就是外相，要「不分別、

不愛惡、不取捨，自心平等而住。心不取境，境不臨心是也」。這個其實就是大

家法本裡面看到的「外修」，教人怎麼修外修。就是心跟境不要勾結，也就是心

不跟六塵勾結，不向外追逐，不向外攀緣。你不追逐攀緣外境，就能使六根清淨，

六塵也就不會在這個六根上面製造煙霧、製造迷障。一旦你六根清淨了，就是澄

心了，心就沒有受到六塵的污濁之氣，那麼這也是前面提到的，你就不染了。 

 

  「自心平等而住」的意思就是：安住在自心平等的狀況。這裡只要審察一下，

就可以知道：你看你在分別的時候，心是很忙的啊，你要愛惡——喜歡這個，討

厭那個；還要取捨──要拿這個，丟那個。你的心一直在做這些活動的時候，是

不會平等的。只有在不分別、不愛惡、不取捨的時候，心就平等了，沒有起伏了，

也就安靜下來了。 

 

  所謂「心不取境，境不臨心」，就是要心不取外境，境也不掛在心上，那麼

就跟六塵切斷了關係，心就可以不受外境所染著，而可以純淨下來。此時心沒有

向外看，不受外境所牽制，就能做到六根清淨。這一段「澄心」，主要是針對修

六塵這個外相的階段而言的。平常我們的心被太多的事情給束縛住，煩惱太多，

心就不平，因此就靜不下來。而且我們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念頭，要它不想，卻

沒辦法。當你在想的時候，如果去審察心的狀況，會發現它總是一下擠到這端，

一下又擠到那端，那怎麼會平等？就是不會平。所以這裡的句子都是由感覺出發

來講的，都是有感覺的東西。如果你讀這些東西，讀不出感覺的話，就是還不懂，

要讀到有感覺才算懂。 

 

 

「住心之教理：是教行者對心內一切事──過去、現在、未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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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不愛惡、不取捨，自心平等而住，於心無事，於事無心是也。

其真義是令行者依此口訣，徹底修行，使第七識（末那識）清淨。」 
 

  「住心」是住什麼呢？是一個怎麼樣的修行法呢？也就是「內覺」是做什麼

的呢？就是教行者面對內心無形無相的事，如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觀念；或

是一些抽象的想法，如數目字；以及內心許多沒有形相的心情——比如說心中有

一種喜歡的情緒或是怨恨的情緒，它可以沒有對象，你不知道自己在喜歡什麼或

討厭什麼，但就是有這種心情——面對這些無形無相的心念時，也還是一樣，要

「不分別、不愛惡、不取捨，自心平等而住」。面對內心的事的時候，要不去分

別，不去愛惡，不去取捨，那麼你的心就安了，不會跟內心的事以及時間、壽命

糾纏在一起，心中沒有波動，自會平靜下來，這就是「內覺」。 

 

  修「內覺」、「住心」有個要訣，就是「於心無事，於事無心」。也就是心

裡面沒事，事裡面也沒把心放上去，是這樣子來修。它真正的意思是「令行者依

此口訣，徹底修行，使第七識清淨」。「第七識」指的就是比較抽象的思考、抽

象的心念，如前面提到的時間觀念或數目字。 

 

 

「攝心之教理：是教行者對一切外境及心內一切事，將外境內事打成

一片，是為『中境』。觀外境如夢如幻，內事悉皆空寂，空幻一如，

不分別、不愛惡、不取捨，自心平等而住，住世同一夢境，出世還歸

一如是也。其真義是令行者依此口訣，徹底修行，由第八識（阿賴耶

識）清淨，轉成第九識（菴摩羅識，即「清淨無垢」意），此識即為

行者之清淨心性。」 
 

  「攝心」的教理是什麼呢？就是教導修行人，對一切外境和內心一切的事情，

把外境跟內心的事情連成一體，打成一片，就是連成一個，這就是「中境」。看

外境的時候，是如夢如幻的；而自己內心的事情呢，是空寂的。空寂的內事與如

夢如幻的外境是一如的，就是「空幻一如」。所謂「一如」，全是一個真如，就

是空幻是一個真如。也就是說在修「攝心」、「直覺」這一段的時候，是要把前

面的「外覺」和「內覺」一起修。前面還分成有外境，有內事；到這裡，外境、

內事根本就是一個東西，就是一如，就是一體，也就是所謂的「中境」。這個時

候就要觀外境如夢如幻，觀內事悉皆空寂。那個空寂的跟如夢如幻的狀況，根本

是連通一體的，也就是空幻一如。 

 

  面對這樣的中境，我們要不分別、不愛惡、不取捨，自心平等而住。也就是

面對外境和面對內事（也就是內境），其實是一樣的。此時「住世同一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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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現在這個狀況，在世間跟大家做同一個夢。也就是已經修到中觀、已經攝心

的人，這個時候是什麼呢？是跟世間的人做同樣的夢。「出世還歸一如是也」，

如果他離開了這個世界，就又回到真如了。「其真義是令行者依此口訣，徹底修

行，由第八識清淨轉成第九識」，這樣子修下去，就是把你的第八識清淨轉成第

九識—就是「清淨無垢」的意思。這個第九識（菴摩羅識），就是行者的清淨心

性，也就是佛心、菩提心。 

 

 

「經云：『諸佛清涼⺝，遊於畢竟空，眾生心水淨，菩提影現中。』」 
 

  各位知道這一段是什麼味道嗎？就是菴摩羅識的味道。 

 

 

「繼要安住甚深三摩地，保任此正定，則自性與法界性打成一片，即

究竟涅槃矣。」 
 

  如果你繼續保持在很深的正定上，那麼就能夠使得自性與法界打成一片。「自

性」指的就是內心、內事這邊的性質——空寂的性質。「法界」指的是外境。（當

然這個外境，用「法界」來敘述的話，是很複雜的，而且其複雜的程度是難以說

明的。）這個時候，自性就跟全宇宙可以打成一片了。「打成一片」，就是混成

一體。這個狀況就像什麼呢？就會像觀外境如夢如幻，內事悉皆空寂。「空寂」

的內心與「如夢如幻」的外境是相通的、一體的，此時即究竟涅槃。 

 

  當然這個地方不是那麼簡單的，自性可能還比較單純一點，而法界不是那麼

單純，它不只是肉眼所能體察的這個法界，同時還有另外很多層次、更高層次所

體驗的法界，都要包含在這個法界性的內涵裡面。而我一直也在說明這個世間、

這個宇宙本身就有什麼非因非果啦，又有無限囉，有許多性質。其實這些說法就

是在做打成一片的事情，就在表現打成一片是什麼狀況。像我在「第一屆佛學與

科學研討會」中講「無分別心與對稱性」，說明在物理的定律裡面，本身有無分

別的性質，這就是在連接自性與法界，不過是舉一些實例就是了。我在前幾年講

到無分別、講到空性時，都不會拿現象界、也就是法界的狀況來做例子，直到最

近一、兩年才開始這麼做。同時也常常會從財富上來看，從什麼上面來看，這都

是在法界裡面找出自性，找出他們相似的地方。這些說辭無非是在表達自性與法

性打成一片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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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之道無他，惟有革心而已，即將眾生之生滅心轉為不生不滅之

大菩提心是也。」 
 

  這一段話把前面所有的內容都統合在這裡了。「修行之道無他，惟有革心而

已」，就是說修行其實並沒有什麼別的方法，只不過是革心而已，也就是要改革

我們的心。那要怎麼改革呢？要將眾生的生滅心轉變為不生不滅的大菩提心，就

是把生滅心轉變成不生不滅心，就這麼簡單，這就是修行。 

 

 

「總之，一切眾生未明心見性時，見色住色，聞聲住聲，心為六塵所

轉，四大五蘊所障，四相所迷，自己作不得主，故輪迴生滅；現性之

後，六塵還原為佛性矣。」 
 

  所以總括來說，眾生在沒有明心現性的時候，他「見色住色，聞聲住聲，心

為六塵所轉」，心被這個六塵所牽制，被它們牽著鼻子走。「四大五蘊所障」，

「四大」是地、水、火、風，「五蘊」則是色、受、想、行、識。也就是心被地、

水、火、風及色、受、想、行、識所障礙了。「四相所迷」，「四相」就是我、

人、眾生、壽者相，心被這四種層次的相所迷惑，弄得糊里糊塗的。「自己作不

得主」，這個「自己」指的是什麼？「本來面目」、「自性」就是你真正的自己，

那個真正的自己就不能作主，而是被別的東西作主，被六塵、四大、五蘊、四相

奪權了，是它們在作主。真正的主人反而不能作主，那不能作主就是被奪權了。 

 

  所以我說要提倡「佛權」，佛權才是真正的主權，是真正的自己做主人的權。

也許有的人一旦聽到「佛權」，就會想成是由釋迦牟尼佛作主，或是師父作主，

我們不得作主。如果聽成這個意思，那簡直完全歪曲了這句話的原意。 

 

  「故輪迴生滅」，因此就會一直在六道中循環生死、輪迴生滅。「現性之後，

六塵還原為佛性矣」，如果明心現性了以後，六塵就還歸為佛性，那麼佛性就不

會被外面這些塵相所控制了，他自己就可以作主了。其實那些外相、外境原本都

是佛性，都不離佛性；你一旦現性之後，它們也都還原為佛性了，是一體的。 

 

  以上這一段就是告訴我們人為什麼會被迷，是被些什麼東西所迷；而清醒之

後，又是怎麼一種情形。 

 

 

「佛言：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我是已成之佛，汝是未成之佛。過去諸

佛如是悟，如是修，如是證；未來諸佛如是悟，如是修，如是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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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亦如是悟，如是修，如是證，望為勉旃。」 
 

  「佛言：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佛說所有的眾生都有佛性，因此無論是中國

人、馬來人、西方人、阿拉伯人、印地安人、非洲人統統都有佛性，一切都是平

等無差的。 

 

  「我是已成之佛，汝是未成之佛」， 佛陀說：「我是已經修成的佛；你呢，

還沒有修成，是未成的佛。」 

 

  「過去諸佛，如是悟，如是修，如是證；未來諸佛，亦如是悟，如是修，如

是證；我今亦如是悟，如是修，如是證，望為勉旃」，過去諸佛，就是指過去已

經修成的佛，都是像《發菩提心義訣》裡面講的這些狀況，都是這樣子悟的，這

樣子修的，這樣子證的。以後要修成的這些佛呢，「亦如是悟，如是修，如是證」，

也還是一樣要經歷這同樣的過程。「我今亦如是悟，如是修，如是證」，佛陀說

他自己也是這樣悟，這樣修，這樣證，他用這點來勉勵大家，希望大家早日成佛。 

 

  因為以前的佛是這樣，以後的佛也是這樣，現在一樣如此，那不是已經穩妥

了嗎？這不是在向大家保證：只要依照這同樣的方法去修，就一定可以成道嗎？

而不是要去考證以前釋迦牟尼佛穿什麼袈裟，住在什麼樣的地方──這些外在的

形式是可以變的，而修行的方法是沒辦法改變的。因此無論是在什麼時代，無論

是怎麼樣的環境，無論是哪一類的人，這些容或有不同，但是亙古不變的是這個

修行的方法，是百千萬佛實驗成功的，這麼重要且寶貴的成佛心法，大家務必要

珍惜！ 

 

 

【現場問答與分享】 

 

Q：我在唸咒、觀想時，心靈上不太會運作，我不知道要如何和這篇《發菩提心

義訣》裡講的道理配合。 

 

A：唸咒和觀想是在習定，講這個就比較複雜，而且要因人而異。這篇文章比較

相關的是在「澄心」的教理這一段。大家如果還記得，以前我們在教一些法的時

候，在觀想之前先要唸一個咒，叫做「淨業觀空」，然後才觀想。而觀的時候是

觀前面空，然後在空中再現出什麼來，是吧？如果你不能夠觀前面空，前面不空，

很實在，你就變不出東西來。你想要變，都變不出來的。 

 

 

Q：另外有一個問題，就是所觀出來的像，跟肉眼看到的，會不會互相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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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觀出來了就算數，並不去比較正誤。若要審察，就要審察你在觀的時候，心

是不是分別的、愛惡的、取捨的？是不是自性平等而住的？你如此審察就對了。

我以前曾說要用菴摩羅識去觀想，就是把心一空，它自己就要現出來。它不出來，

你也不必在乎，不去管它。就只是一個意願，希望它出來。而不是用那個心去刻、

去雕、去畫；不過，剛開始修的人是做不到的。所以你還是先去刻、去畫、去描，

不過不是用筆，而是用心。這樣可以讓你練習專注，所以還是有用的，只是不夠

好而已。當你的心力相當集中的時候，才能描得出來。所以這樣修，至少「心專

注的能力」可以練出來，這對修行還是有幫助的。凡是不會專注的人，還是要先

練習專注。 

 

  所謂「專注」就是集中精神。所以法本上面也有寫道：「制心一境，無事不

辦」。因此倘若你做不到觀空，就要先練習集中精神，這只要下死工夫就可以了。

其他的，好像要有點慧根，那沒有慧根怎麼辦？沒有慧根，也是要先下死功夫，

去練習專注；專注久了，慢慢地其他的能力就會培養出來。 

 

  講到這裡，我想起以前有人曾問過華藏上師要怎麼修《發菩提心義訣》，他

說要每天誦讀，若能如是用功，自心菩提本性終有顯現的一天。 

 

 

  於此，我們請陳國鎮教授提供他的經驗分享各位： 

 

A：關於修「初念」之分享：當初，拿到這篇《發菩提心義訣》的時候，我只修

兩個字，就是「初念」，我去審查什麼叫做「初念」？到後來才知道它是怎麼一

回事，這給我修行帶來很多幫助。因為審察初念，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你必

須心要定，還要很分明，同時分明中又不能去攀緣，然後才能夠一步一步找到心

念的根，這中間就要琢磨好多事情，我就在這個「初念」上花了很多功夫。當時

我還不敢修什麼「制其染心」，因為根本還不曉得什麼叫做被染，所以就先去找

何謂「初念」。我發現心中本來有個念頭，覺得它滿簡單的，仔細再一鑽，哇！

底下一大叢念頭糾結在一起，是由很多念頭糾結成一個我認為很簡單的念頭；然

後我再抽絲剝繭，慢慢去找，發現原先以為很簡單的念頭，底下還是這麼一叢又

一叢的，我又慢慢地找，找到後來才發現，噢！原來「初念」竟是那麼簡單又那

麼深邃，當你的心稍微這樣搖晃一下，就是初念了。那裡間不容髮，而且連痕跡

都還不能講，只要你心中一不定，就是一個初念。怎麼個不定？說起來就太多了。 

 

  從這樣的反省裡面，我一直回頭去找，這一個尋找的過程是滿辛苦的，不過

卻是滿有味的，因為每找對了以後，我就會看清楚自己的內心，裡面有許多障礙

糾在一塊兒。每解了一個，就會快活一陣子，好像脫胎換骨一樣，是一種大死而

後大生的感覺。所以開始時，《發菩提心義訣》中最打動我的，就是「初念」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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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字，其他的我還不懂。後來才知道，原來所謂「制其染心」就要在源頭（初

念）上去注意，如果源頭上不注意，後面想要收拾，都煞費工夫，而且也不見得

收拾得了。就像傳染病一樣，一旦傳染開來以後，你再想去撲滅它、消除它，是

件好難好難的事。 

 

  我由「初念」這兩個字開始修，後來越來越明白，才知道《發菩提心義訣》

中每一句話都那麼好，真是一篇偉大的著作。我們如果不深入到裡面去，會覺得

其中的文字並沒有什麼特別精彩獨到處，可是他講得簡明扼要，脈絡清楚，不同

層次的修行感覺，通通都包羅在這裡面，所以這篇文章真是值得我們時常誦讀。 

 

 

A：關於修「誦讀」之分享：至於講到「誦讀」，這個方法其實非常好，不過就

是要真的用心去讀，而不是在讀這些文字。這些文字裡，若唸到有些地方有點中

斷或者很突兀的感覺，或者你常常會卡在那個地方，這就表示你的心不太能自

主。你如果能順暢地唸下來，不覺得句子斷得不妥，對你來說，就是那麼的流暢；

有沒有標點符號都無所謂，反正你的心很順暢。甚至於你不是從頭唸到尾，而是

隨便看到哪一句，就覺得很貼心，那就對了。所以，我們不能在那個字面上盤桓，

這會使得你脫離不了「文字相」，不算是真正在修。 

 

  真正修行是：每唸一句，每唸一個字，在你心裡面就好像有迴響一樣的感覺，

就好像在山洞裡面喊叫一樣，會有回應。如果你有這種回應的感覺，那麼任何一

段文字看起來，都會有非常豐富的意思在裡面。所以佛法不離字裡行間，也不在

字裡行間。實際上，你能唸到心底去的話，就會發現： 華藏上師所講的真的非

常微妙，每一個字都可以打動你的身心。 

 

  我發現只要把這篇華藏上師的《發菩提心義訣》看完了，幾乎所有的佛理差

不多都在裡面，只是有些地方像「十法界」等很複雜的境界，它沒有辦法敘述得

那麼豐富、那麼完整而已。實際上，真正佛法的要旨統統都在裡面，而且這篇《發

菩提心義訣》，它的文字很符合我們現代人使用的習慣，所以看起來也最順暢，

不會像一般讀佛經有逐字逐句去理解的困擾，所以我覺得這是一篇很好的經文。

真正看得懂的人，真的會讚歎，覺得其中每一個字都是寶。 

 

 

A：關於修「持咒」與「觀想」之分享：有關持咒和觀想的問題，在「澄心」、

「住心」這裡面可以看到兩句話，所謂的「澄心」，就是「心不取境，境不臨心」

（或「於心無境，於境無心」）；「住心」呢，則是「於心無事，於事無心」。

如果還要持咒、觀想，實際上你的心裡面，有境也有事，所以還不是「澄心」的

情況。如果你還不懂這裡的意思，建議你就繼續地持咒，繼續地觀想，一直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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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到有一天，你自己會懂得怎麼樣是心裡面沒有境，這境裡面也不住心；又

怎麼樣是心裡面沒有事，在事裡面也無心。這是比較偏向反省的方式在修，而不

是循著一些境或者是事。 

 

  而用文字的方式在修：開始時，可以把文字當做一條路，慢慢地修上去。到

後來不需要再攀附文字的話，你就比較知道這個心到底是什麼狀況，於是你會知

道什麼叫做「於境無心」，就是碰到一些境界時，你的心不會被它所轉，不會被

它所迷，你也不會在無中生心，這是比較難一點。 

 

  你可以看看《發菩提心義訣》裡面有一段話：「觀其始由眾生心念而生，故

佛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善修行者明乎此，故慎其初念，制其染心，斯

為要法。」這是很重要的一段。所以你要先察覺到你的心，然後還要知道這個心

是不是初心，是不是初念。要先覺察到這個，你才會修後面這三個覺，如果沒有

辦法察覺到你的初心，就不必勉強，還是繼續持咒語或修觀想。 

 

  說起來我們也是一步步修上來的，也不是說一下子就懂的。華藏上師的這篇

東西，我是看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不是頭一次或頭幾次就看懂了，而是

看了好久好久以後，我才似乎明白了一點點；然後才又慢慢一點一點、鍥而不捨

地逐漸去了解。所以你也不必急著用自己的話去詮釋這些句子，結果反而容易走

樣，而且走樣了自己還不見得有感覺，這並不是很好的修行。當然，如果沒有體

會，卻做了太多的詮釋和嘗試，這會讓你導致邪見。這種做法是自己的心去纏自

己的心，纏得非常的複雜，反而很難破繭而出。「直心是道場」，所以你就先一

直修，不要時時刻刻都想要用自己的話去詮釋。你要用心去「感覺」它到底是什

麼味道，用這個方式，慢慢地你就可以走出各種困惑了！ 

 

 

（1990.12.2／於新竹．明星諾那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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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圓覺文教基金會 

 
 
創會緣起創會緣起創會緣起創會緣起 
  「財團法人圓覺文教基金會」於一九八八年八月創立，以「從事佛學與相關

學術之研究，推展文化教育事業，提升人類心靈層次與生活品質」為宗旨；即藉

由佛法的研究體證，以恢復人心的圓覺自性，進而圓滿人類的智慧與生活。 
  緣此理念，圓覺成員於迎接新世紀之際，期盼廣結善緣，增益社會賢達，遂

於兩千年九月設立「社團法人中華圓智學會」，並公開徵求會員、志工，歡迎有

緣人士共同耕耘灌溉屬於大家的心靈成長園地！ 
 
服務領域服務領域服務領域服務領域 
〔〔〔〔一一一一〕〕〕〕圓覺講座圓覺講座圓覺講座圓覺講座：：：：佛法經典講授佛法經典講授佛法經典講授佛法經典講授（（（（2009～）～）～）～） 
  2009 年 2 月 14 日（週六）起，原本的「公益講座」將轉型為「圓覺講座」，

我們特別邀請梁乃崇教授帶領大家一起領略佛法經典之究竟意涵，首部經即是佛

法中最重要的一部經典——《金剛經》！ 
  聆聽梁教授的聲音是一種享受，彷彿徜徉在無盡且安心的時空裡，慢慢地，

身體，鬆了～心，放下了～慢慢地，整個人都自由自在了～而佛法的核心，就在

心與心的交融中，自然而然的浮現出來…… 
  一生能有幾次這樣的機會？您一定要好好把握，帶著親朋好友一起來！（詳

情請見圓覺網站 http://www.obf.org.tw） 
 
〔〔〔〔二二二二〕〕〕〕佛法圓覺修行佛法圓覺修行佛法圓覺修行佛法圓覺修行 

  「圓覺宗」之修行法門是依佛法的無上心法為根源，歷經多位成就祖師流傳

下來，至華藏祖師始立名圓覺宗，並由智崇居士傳承菩提心法之法脈；秉持佛法

要義，修行次第以《心經》自度，以《金剛經》度他，並依《圓覺經》覺行圓滿。 

 

 ◎圓覺修行研修 2000～） 

  指導老師為智崇居士（梁乃崇教授）；以階段式循序漸進之互動教學為主，

採小班制。學程共分三個階段，每階段研修十個小時；「初階班」適合初學人士，

參加資格不拘（不論年齡、 別、學歷、職業、教派、宗教），每年開辦數梯次，

意者請洽本會（結業人士將獲贈《圓覺修行指引》乙冊）。 

  「中、高階班」，則視該前階段與平日之修習情況，再予進階研修。 

 ◎圓覺共修會：（2000～）以參加過修行班之同修為對象，舉辦時間請見網路

每月行事曆。 

 ◎經典講述：（1988～）每月一次，目前正講述《華嚴經》。 

 ◎圓覺網路法會：（2001～） 

  上述共修、經典講述將透過網路直播，方便全球各地同修不受地理限制，同

步參與共修、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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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佛學科學研討佛學科學研討佛學科學研討佛學科學研討：〈：〈：〈：〈以科學態度探討佛學以科學態度探討佛學以科學態度探討佛學以科學態度探討佛學，，，，以佛學內涵充實科學以佛學內涵充實科學以佛學內涵充實科學以佛學內涵充實科學。〉。〉。〉。〉 

 ◎歷經十年（1990～1999）舉辦五次「佛學與科學研討會」，並出版五冊《佛

學與科學研討會》論文集。 

 ◎自 2000 年開始舉辦四屆：「佛學與科學」講座（2000～2003）。並自 2004

年起融入社會「公益講座」系列，至 2008 年止。 

 ◎2000 年 7 月創刊發行：「佛學與科學（Buddhism and Science）」期刊（2000

～）。 

 

〔〔〔〔四四四四〕〕〕〕推廣服務推廣服務推廣服務推廣服務 

 ◎身心成長禪修班：（1999～） 

  課程以提升身心靈之健康與成長為主旨。全學程計有十堂課，每周一次兩小

時，每年舉辦一梯次。講授人陳國鎮教授。（意者請洽本會或查尋本會網站） 

 ◎圓智天地（定期刊物）：（2001～） 

  本刊於 2001 年元月創辦，以「生命因智慧而圓滿，智慧因生命而發光」為

發刊之理念。主要內容有每期專題（以佛法相關文章為主）、修行心得分享、圓

覺活 訊息等要目。 

 

〔〔〔〔五五五五〕〕〕〕圓覺叢書圓覺叢書圓覺叢書圓覺叢書 

    （（（（一一一一）「）「）「）「圓覺經典系列圓覺經典系列圓覺經典系列圓覺經典系列」：」：」：」： 

  1《探究真心》：（2005 年新修版），主講人智崇居士。 

  2《心經現代直解》：（2005 年新修版），主講人智崇居士。 

  3《金剛經現代直解》：（2005 年新修版），主講人智崇居士。 

  4《圓覺經現代直解》：（2005 年出版），主講人智崇居士。 

  5《六祖壇經現代直解》：（2005 年新修版），主講人智崇居士。 

  6《維摩詰經現代直解》：（2006 年新修版），主講人智崇居士。 

 

    （（（（二二二二）「）「）「）「圓覺現代系列圓覺現代系列圓覺現代系列圓覺現代系列」：」：」：」： 

  1《又是人間走一回》：（2004 年新修版），作者陳國鎮教授。 

  2《享受修行》：（2004 年出版），作者智崇居士（梁乃崇教授）。 

  3《現代化佛學精要四篇》：（2008 年出版），作者智益居士（王守益教授）。 

  4《智說心語》：（2005 年出版），作者智崇居士（梁乃崇教授）。 

  5《人生經營分享錄》：（2005 年出版）。 

  6、 7《生命信息說》上、下：（2007 年出版），作者陳國鎮教授。 

  8《真愛》：（2007 年出版），作者智崇居士（梁乃崇教授）。 

 

    （（（（三三三三）「）「）「）「圓覺文摘系列圓覺文摘系列圓覺文摘系列圓覺文摘系列」：」：」：」：結緣品結緣品結緣品結緣品（（（（32 開素裝本開素裝本開素裝本開素裝本）））） 

  《物理說法》《回頭是岸》《生死大事》《來去平常》《享受修行文摘》《我為

什麼要學佛 1》《我為什麼要學佛 2》《隨師弘法記行》《如何幫因》《發菩提心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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訣》《修行圓舞曲》《理性、感性與願性》《對災難的省思》《宇宙生命的奧秘》 

 

洽詢相關資料洽詢相關資料洽詢相關資料洽詢相關資料：：：： 

電話：（02）2389-3366     傳真：（02）2361-9265 

e-mail: service.oah@msa.hinet.net 

oahfound@ms51.hinet.net 

網址：http: //www.obf.org.tw 

會址：10046 台北市中正區襄陽路 6 號 2 樓 

○郵政劃撥：財團法人圓覺文教基金會 13216768 帳號 

     （請註明匯款用途，俾便辦理及檢核之用。） 

 

 

尋根究理自解因．明了因果順法性 

自覺覺他齊悟真．隨緣行願入佛境！ 

 

 

 

 

梁乃崇笑談人生轉捩點 

一個徹底的無神論者。 

一個只相信科學證據的物理學者。 

一個排斥宗教迷信、勇往直前的真理追求者。 

一個努力探索西方文明、立志救國救民的時代菁英。 

這些，都只是梁乃崇如夢的前半生。 

三十八歲那年，因緣際會，他開啟了完全不同的人生。 

 

 

諦聽這世界的言外之意諦聽這世界的言外之意諦聽這世界的言外之意諦聽這世界的言外之意 

 
  梁乃崇出生於民國二十八年大陸廣西省的陽朔。十歲隨父搭船抵基隆，此後

定居台灣至今。他自小功課成績優異，畢業於台南一中、國立師範大學理化系物

理組。而後任教於建國中學。五年後，受聘為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助理員，任職於

位在新竹清華大學的中研院與清大合作的物理中心，其後並合聘為清大物理研究

所教授。 

  整整二十七年歲月裏，梁乃崇憑著近五十篇受國際物理學術期刊肯定的物理

論文，從助理研究員晉升至副研究員、研究員。他沒有碩士、博士學位，純憑研

究論文一路升等，這在近年中研院是罕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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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決定去考考太子爺他決定去考考太子爺他決定去考考太子爺他決定去考考太子爺 

        梁乃崇向來看重的是實證，自信的也是實證；除非實證，否則一切不過是泡

影。他說。 

在他年輕的時候，就有過一件關於實證的趣事。 

  那時他聽同事說，新竹某地有個太子爺廟的乩童很神。他很好奇，決定自己

去探個究竟。 

  於是，梁乃崇和一群太太、阿婆一起「掛號」排隊。輪到他時，他一個人直

挺挺坐在「太子爺」對面，不發一語，心想：「既然你有神通，哪還用得著我開

口？」不料「太子爺」劈頭便說：「事業我不管！」然後又說：「我只幫人家解決

病痛困難！」梁乃崇一聽，便反駁：「跟你有關啊！」言下之意是你怎麼能不管

呢？說到這裡，「太子爺」突然翻臉了。大聲怒斥道：「我不是人家玩的東西！」 

  當下，梁乃崇心頭一震，知道「實驗」已經做完了。原來。梁乃崇心裡想的

是：他要在扯鈴的桿上套個紙哪吒，扯鈴滾來滾去，不就活像哪叱太子爺在踩風

火輪嗎？然後再去申請個玩具專利，說不定可以發財呢！太子爺你意下如何呢？ 

  被「太子爺」這樣義正辭嚴一番，梁乃崇覺得自己那樣去「鬧場」非常不好

意思，但至少證實了世上真有所謂的「他心通」。 

  這個小小的經驗，卻對講究科學精神的梁乃崇造成不小的影響。他反省自己

過去從未實證，便相信什麼神、佛、上帝、超能力都是騙人的「迷信」，這種態

度其實一點也不科學；他因此幡然變成「不反對、不排斥宗教」，但還是沒辦法

去信教。只是對佛教比較有與趣，便開始把清大圖書館裏有關禪宗的書全借出來

研究，包括像鈴木大拙的禪書、胡適的《六祖壇經考》、吳經熊的《禪學的黃金

時代》……。 

  「那些禪宗公案我實際上是看不懂的，但每次看了都十分歡喜，也不知道自

己在歡喜甚麼。」而這種「莫名其妙」的親身感受，又激起他更大的研究佛法與

探索自我的力量。 

  就這樣抱著實驗、實證的態度，梁乃崇一方面摸索自修，一方面隨清大一些

學佛的教授參訪寺廟、打佛七，一直到三十六歲那年，因同事化工系顏孝欽教授

引介，認識了他後來拜入門下的師父──修習密宗老紅教裡「圓覺宗」法門的吳

潤江先生。 

 

修行就是要修出本來面目修行就是要修出本來面目修行就是要修出本來面目修行就是要修出本來面目 

        吳潤江先生定居在香港，到民國六十八年辭世前，梁乃崇總共與師父見面不

過二十次左右。每次向師父請教，大都也只問一句，師父簡答一句、兩句而已。

但梁乃崇深深體會到，師父的指引讓他在探索真理的路上，實實在在地進了一大

步。「師父教我最重要的一件事，也是我從他那裡接受、肯定的一件事就是：人

有自性！也就是有本來面目，修行就是要修出這個。在這之前對這點我還有疑

惑。但從他那裡，我完全確知了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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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乃崇說，師父教的方法都是針對怎麼把自己的本來面目修出來，目標清清

楚楚。「他也明白告訴我們，認為『不可能今生修成，一定要往生極樂世界才有

希望』這種說法不正確，只有老實修心才是正法。」梁乃崇說經師父一點，此後

他讀《金剛經》便豁然貫通了。 

  梁乃崇有一份講「《金剛經》中四相的真義」的演講記錄便流傳甚廣。尤其

是他推理周密犀利，說法深入淺出，很能引起學術界人士的共鳴。早在十年前，

便由梁乃崇主導，結合幾位科學界的佛學同好，舉辦了「佛學與科學研討會」，

至今已辦到第五屆了，發表過許多海內外學者的研究論文。如「從量子力學看心

物合一」、「活性與佛性」、「禪宗公案的創造性思維」……等等。 

  從科學到佛學，梁乃崇有一個思想上的轉捩點：「我檢討一件事：過去我之

所以有勇氣堅定地做一個無神論者，是有依據的。這個依據就是科學無論什麼，

都是定性定量證明出來的；沒辦法證明，它就不接受。而宗教只要直接接受、相

信就好了。但我一反省，赫然發現科學這個強勢的證明基礎垮掉了。因為其實所

有科學在證明之前，一定要接受、相信一些假設、公設或是預設，而那些其實也

是不能被證明的。」所以，若從基礎來看，所謂科學與宗教根本沒有分別。但梁

乃崇仍肯定長時間的科學訓練養成的「嚴謹」習慣，是他在宗教探索上的得力條

件。 

 

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feeling，，，，學問文章皆虛幻學問文章皆虛幻學問文章皆虛幻學問文章皆虛幻 

        「當然，也不是得先學科學才能學佛、修行。」梁乃崇說。那麼「修行」該

從什麼地方出發呢？梁乃崇的「名言」之一是——「修行要把握 feeling（感覺），

從 feeling 下手。」他提到現代教育失敗的根源便在完全不重視 feeling，甚至抹

煞、遮蔽了 feeling。他說，「回頭是岸」，惟有不斷向內找出自己真正的 feeling，

修行才會有勁，對世界、生命的認識也才能真正深入。若沒有 feeling，再高明

的學問文章也虛幻不值。梁乃崇微笑道，他現在看萬事萬物，與過去有些不同是

「常看出這世界的言外之意」，他覺得人生宛如歡慶，自由的創造更是快樂。 

  梁乃崇為專心講經說法，已在六年前提前退休。他說自性人人本有，他並不

是高人一等的「大師」，而只是這條探索旅途上去過又回來的有實際經驗的人，

所以他目前全心投入的工作，不過是在為這條路上的旅人做「導遊」罷了。 

 

懺悔偈懺悔偈懺悔偈懺悔偈：：：： 

罪從因起將因懺 因地轉善果亦善 

果報來時不推卸 心甘情願自承擔 

業報化盡罪自消 無罪無業方自在 

痛改前非不造惡 如是方名真懺悔 

 

四無量心四無量心四無量心四無量心：：：： 

慈愛寬厚廣修善 悲天憫人願消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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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讚天性化生美 捨離虛假證菩提 

 

回向偈回向偈回向偈回向偈：：：： 

尋根究理自解因 明了因果順法性 

自覺覺他齊悟真 隨緣行願入佛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