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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修行最重要的目標，乃是探究真正的自己；而修行的方法，有很多條路，也有很多的面

向──我們可以在靜心中找自己，也可以在變動中找自己；我們可以在閉門沈思中找自己，

也可以在與人互動中找自己；我們可以在內心裡面找自己，也可以在大千世界中找自己。這

這本結緣小冊，名為《修行圓舞曲》，主要就是在探討人我互動中的修行之道。 

 

本冊編輯的次序，首先指出修行的目標是「無我」；而達到「無我」的做法，是有次第的

──就是「我相」、「人相」、「眾生相」、「壽命相」（即「四相」）的逐層健全、成熟，然後超

越，最後做到離「四相」，而體證「無我」；了解修行次第之後，便開始解說實踐方法──認

識「我相」、健全「我相」，然後如何超越「我相」進入「人相」；最後，就人我互動的意義，

提出一番闡釋。至於「眾生相」、「壽命相」，都是很龐大的主題，我們將以其它的出版方式，

來介紹給各位讀者。 

 

對於修行次第，人們也許會有一個疑問：我們實際的生活環境，根本就是與眾人在一起

的，並且必然與之發生關係；我們不可能對他人說：「等一下，等我的『我相』修好了以後，

再來和你互動。」 

 

所謂「修行」，是指個人對於所面對的處境，能夠有覺知地、自主地認識、瞭解、調整、

改變……，即使眾人感之為困境，個人身處其中，亦能覺得解脫和自在。「知」的能力，隨著

修行者的逐漸深行，其能「知」的範圍、層次和內涵也會變得更為深刻和開闊；而這樣的歷

程，是沒有止境的。 

 

通常，人們都是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就存處於某種環境中；我們雖然身處其中，

並不意味著我們就能「知道」自己所面對的是什麼。然而，就在不斷地遭受許多的摩擦和打

擊過程中，我們學會摸索和「觀看」；等到能夠「覺知」了，不代表修行就做完了，後面還有

重重的奮鬥，等待我們從種種情境中，學習、領悟、體會和成長。 

 

人我之間，是來來回回的互動過程，人們若能在這些互動過程中，用心觀察、思考、體

會，便能有很多的發現。誠如智崇居士所言：「我們對自己的內心要非常瞭解，才有能力進入

別人的心靈世界。」認識自己，不只是閉門深思；當我們與他人互動時，是很好的機會，可

以讓我們在他人身上，看見許多未曾被自己發現的某些面向。在我們瞭解自己的過程中，其

實也漸能瞭解了別人；因為瞭解了別人，反過頭來便可以更深入、更廣泛地認識自己；就這

樣一來一回、一來一回的逐層探索過程中，同時也逐漸開展對整體生命的覺知。 

 

人我互動間，有歡樂，有痛苦，也有悲傷；之所以快樂，往往是因為意氣相契；之所以

痛苦，往往是因為兩個「我相」之間的抵觸、撞擊；之所以悲傷，往往是因為相合卻要分離。

種種「情」，也許是支持、保護、依慰，也許是壓力、箝制、打擊；情，就隨著我們心靈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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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到達的不同景點，而有了不同的溫度與力道。 

 

生命，是自我內在力量，與外在力量不斷地相遇、依伴、撞擊、拉扯、脫離、揉和、交

織、相融的過程。生命本身，處處充滿了矛盾：一方面，我們的心靈期望能夠獨立自主；一

方面，卻又嚮往某種歸屬。就在不斷地懷疑與確立的過程中，心靈，也許會穿上一層又一層

的沈積，而變得沈重固著；也許會脫去層層的包裹，而逐步邁向輕盈與自在。 

 

智崇居士言：「修行，是兩種極端間的互動，並且要將這些矛盾超越、化解，這也就是《金

剛經》要做的事情。」世界，是修行的舞台，人們就在這個「有情」的世間中，不斷地探索

佛法所說的「自覺覺他，自度度他，覺行圓滿」。 

 

圓覺編輯群謹誌 2006/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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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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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世界，是修行的舞台──所有來到這個世間的生命，都是為了使自己的心靈能夠更為提

昇；換句話說，不管人們有沒有宗教信仰，不管人們是不是有意識地進行自我修練，其實，

每一個人，都已經走在修行的路上，只是快慢、好壞、順逆有別罷了。 

 

那麼，世界各門各派的宗教又在做什麼呢？這些宗教，也是在幫助人們提昇自己的心靈

層次，只是因各地的風俗文化、民族特性、領導人物的特質……等諸多因素，而發展出不同

的修行方法與主張。人間的佛法，從釋迦牟尼佛創建佛教開始，至今已有二、三千年的時間；

在世界各個不同的地域，佛法已經開展出許多特色各異的宗門派別。 

 

也許有人會有疑問：既然每一個人都已經在修行了，那麼有沒有參加宗教活動，又有什

麼差別呢？每一個宗教派別所留下的修行方法，都是一群修行人，長期修行的心得累積和整

理；循著前人所遺留的智慧結晶，後面接續的修行人，便能有更為充份的指引和資源，來協

助他們進行心靈世界的探索。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修行座標圖修行座標圖修行座標圖修行座標圖」」」」 

 

  我是從 華藏上師那裡，學習了圓覺宗的佛法。 華藏上師將佛法裡面很多衝突矛盾、

混亂糾結、眾說紛云的觀點，都加以釐清，並整理出一條脈絡清晰的修行之路。循著這條大

道，就可以讓人直接修到「入解脫門」，這就是他所謂的「心法」。此外，他還告訴修行人，

入了「解脫門」以後，不要停留在「解脫門」，應當還要「出菩提路」，也就是要回到世間，

普度眾生。 

 

學習佛法，將近三十年，我以 上師的心法為根基，揉和佛經的義理、世間各領域的學

習，以及自己的修行心得，將「入解脫門」和「出菩提路」，也就是出世和入世兩個方向的修

行道路，結合起來，形成一個「修行座標圖」，以做為修行人修行參考的地圖。 

 

這個「修行座標圖」，由橫向的 X 軸與縱向的 Y 軸相交；兩條軸線，都由「我相」、「人

相」、「眾生相」、「壽者相」、「離四相」，各劃出五個區段。縱向 Y 軸的「四相」是《圓覺經》

對「四相」的定義，橫向的 X 軸是我做的定義；前者我稱之為「自性深度的修行」，後者我

稱之為「法性廣度的修行」；而這兩個修行向度是彼此影響、相互關聯的。 

 

我對「四相」的定義是這樣的：站在「我」的立場看出去，看到所有的景象都是「我相」；

站在別人的立場看出去，看到的景象都是「人相」；站在一個團體組織的立場去看一切的事物，

看到的都是「眾生相」；「壽命相」是站在一切生命的立場，或是從時間的立場，所看見的景

象，就是「壽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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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圓覺經》對「四相」所做的定義，不論是「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其實指的都是「我相」，是不同深度的「我相」；因為這四個相沒有別的，只有他自己，是逐

層深入的自己。 

 

「我相」指的就是我們的肉體，身體就是「我相」。那麼能知道自己身體的人，他並不是

這個身體，而是另外一個人，所以叫「人相」；這個情況其實是自己的心，知道了自己的身體，

而那個心就是「人相」。那麼「眾生相」呢？就是能夠知道「我相」、「人相」，可是他也不是

「人相」也不是「我相」，他是另外一個，那就是「眾生相」──這個「眾生相」又比「人相」

更深一層了，他就是「人相」背後的一個「能知能覺」！從「十二因緣」來看，此時，修行

人的「能知能覺」已經修到了「行」這個層次。在「行」這個層次的「能知能覺」，他能夠知

道「識」和「名色」，當然他也可以知道這個身體，但是他不是這個身體，也不是「識」和「名

色」。修到這個程度，就進入了更深層的自我了。 

 

「壽命相」在經典裡面，說的就更不清楚了，它的意思其實就是行者的修行程度已經進

入了「無明」。在「無明」階段，「能知能覺」他能夠知道「眾生相」、「人相」、「我相」；換句

話說，「行」、「識」和「六入」，都是他的「被知」。所以，當行者的修行程度已經進入了「無

明」時，其實就是進入了「壽命相」。 

 

這個「壽命相」也可以成為被知啊！被誰知呢？被「本明」知呀！當「無明」成為「被

知」，被「本明」知道的時候，意味著「能知能覺」已經進入了「本明」。這個情形，就是行

者已經修到了「離四相」。而「本明」是「無相」的，因為祂不能被知。 

 

《圓覺經》的這個系統，我就給它定義，這是「自性」的深度；因為它是依「自性」的

深度，來定義「四相」的。《圓覺經》所講的「四相」，有「我相」、「人相」，又有「眾生相」、

「壽命相」，看起來好像有好多人；事實上沒有那麼多人，只有自己一個人。 

 

《圓覺經》的「四相」，是就「自性」的深度而定義的；而我所定義的「四相」是就「法

性」的廣度來看的。這兩者的定義不同，但他們卻是相關的。為什麼會相關呢？因為修行修

到後來，一定要「自性」與「法性」融成一體，才會入解脫門；二者融成一體以後，這樣才

是「佛性」。所以，要成就「佛性」的話，這兩個向度的修行之路都要走，才有可能成就；若

只單獨修其中一條路，是無法達到這個目標的。 

 

「「「「無我無我無我無我」」」」不是摧毀不是摧毀不是摧毀不是摧毀「「「「自我自我自我自我」」」」 

 

  「無我」，是佛法義理的核心；然而，長久以來，許多佛教宗派以為「無我」就是「沒有

我」，並以「去我執」的做法，意圖使人們能夠達到「無我」。很多人依這個錯誤的解釋去修

練，一再地摧毀自己的自我，結果他的「我相」，他的自尊，就變得殘破不堪。一個殘破不堪

的自尊，怎麼可能修成？這是不可能的！所以第一步就走得不對，把自己摧殘得很破碎，就

是一個不健全、不成熟的「我相」，那是很畸形的，人格都會變得不正常，連一個普通人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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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所以，弄清楚「無我」究竟是什麼意思，便是修行最重要的前提，也是最核心的指引。

然而，要知道什麼是「無我」之前，必須先瞭解什麼是「我」。 

 

「「「「我我我我」」」」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的定義 

 

  當我問人們：什麼是「我」？通常出現最多的回答是：「我的身體是我。」爾後，會陸陸

續續出現：我的想法、觀念、意志、情感、感覺、願望……等等，是「我」。 

 

其實，「我」，最完整的說明，必須包括「有相」的部份，以及「無相」的部份。「有相」

的「我」，即是「我相」；「無相」的「我」，在佛法裡，就稱之為「自性」（或是真心、本來面

目、本覺、本體、覺性……等名詞。） 

 

首先，我們來談「我相」。「有相」的「我」，有一個基地；而這個基地，就像城堡一樣。

這個城堡，裡面什麼東西都有，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有硬體的部份，也有軟體的部份；

硬體就是「身體」，軟體就是「心靈」。心靈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的，包含了：觀念、價值觀、

願望、慾望、需要、個性、特性、習性、嗜好、專長、缺陷、優點、弱點……等等。而「我

相」即是個人以「城堡」為基礎，所看出去的一切相。 

 

「無相」的「我」，在佛法裡，就稱之為「自性」。佛法追求「無我」；然而，「無我」並

不是沒有「我相」，或者說「自性」不存在。「自性」乃是最真的「我」──無形無相、不生

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祂是最純粹的「能知能覺」，但不可被知。祂不可被知，故無法

被形容，無法被描述，但祂存在！佛法為了描述這個最真的「我」，勉強用「空」、「無」這樣

的形容詞，來代表祂。 

 

故知，「我」，其實包含了「有相」以及「無相」兩部份。現在問題來了：佛法所追求的

「無我」，究竟是什麼樣的狀態呢？而我們又該如何達到那個境界呢？ 

 

「「「「無我無我無我無我」」」」是什麼樣的狀態是什麼樣的狀態是什麼樣的狀態是什麼樣的狀態？？？？ 

 

  回答這兩問題之前，得先問另一個問題：為什麼佛法要追求「無我」呢？有「我」，會有

什麼問題嗎？ 

 

只要有「相」，就有限制。當我們還沒有開始有覺知地修行時，我們的「城堡」通常是層

層糾結、一團混亂；而我們的「能知能覺」與這些「有相」的部份混在一起的時候，往往是

被掩蓋、矇蔽的，甚至會誤以為這些有限的「相」是真正的自己，因此常常做許多無謂的追

尋和努力，並造成很多的衝突、痛苦和爭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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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修到「無我」的境界時，「我相」的部份還是在的，而純粹的「能知能覺」已經醒來，

並且能夠當家做主。而「我」那些「有相」的部份，並不會造成妨礙或產生干擾，反而可以

被「自性」拿來做為入世修行的工具。這個狀態，可以用「如魚得水」來形容──水之於魚

而言，並不是阻礙，而是助力，水可以幫助魚自由自在地悠遊；而魚在水中，並不會感覺到

水的存在，就像人不覺得有空氣的存在一樣。 

 

 

依循次第修依循次第修依循次第修依循次第修「「「「無我無我無我無我」」」」 

 

  前面我已經談過，用摧毀自我的方式，是無法達到「無我」的。那該怎麼辦呢？我的看

法是：修行，最好是依循次第。首先，我們要把自己的「我相」健全、成熟；然後，還要讓

自我提升、超越，進入「人相」，去幫助別人完成自我的成熟──這就是在健全成熟「人相」；

接著，再超越「人相」，進入「眾生相」，並健全、成熟「眾生相」；而後，再繼續超越「眾生

相」，進入「壽者相」，使「壽者相」健全、成熟；最後，再次超越「壽者相」，進入「離四相」

的境地，這樣，才能真正地達到「無我」──而這就是佛法所謂的「成道」了。 

 

由於絕大多數的人，生活中所面臨的，乃是「我相」層次和「人相」層次的問題，所以，

我今天所講的範圍，就以這個為主；至於「眾生相」和「壽者相」的修行，就留待日後再談。 

 

 

「「「「我相我相我相我相」」」」的健全的第一步的健全的第一步的健全的第一步的健全的第一步────────深刻地瞭解自己深刻地瞭解自己深刻地瞭解自己深刻地瞭解自己 

 

  「我相」想要健全、成熟，第一步就是對「我相」進行深刻的瞭解。唯有當我們對自己

能夠瞭解得清清楚楚時，才能夠知道要「修」什麼。用佛法的話來說，就是修行得「明心」

之後才能「現性」。明心的過程，就是在瞭解自己層層的心，瞭解自己累積的習性。 

 

很多人在沒有瞭解自己的時候，還覺得很安心；一旦開始瞭解自己之後，發覺自己怎麼

這麼壞，心怎麼這麼狠？那些壞念頭一直藏在心裡面，只是平常看不到而已！原來，自己一

點都不善良，有一大堆貪、嗔、痴、慢、妒的心理，於是，便被自己給嚇倒了。看到自己那

些不堪的一面之後，就害怕得不敢面對。 

 

如果不面對，就永遠無法開始真正的修行！你要瞭解自己，不管所看到的是什麼，都要

勇敢地接受。如果不肯接受自己的話，你的「我相」就永遠無法健全和成熟了。你要讓自己

健全成熟的話，第一步就是要瞭解自己，然後接受自己，然後，再去改善那些不好、不足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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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樣子的人才是什麼樣子的人才是什麼樣子的人才是什麼樣子的人才是「「「「我相我相我相我相」」」」健全健全健全健全？？？？ 

 

  我們要健全「我相」，是要健全什麼呢？就是要健全那「有相」的部份，也就是我前面所

說的「城堡」。心靈，即是城堡的軟體，肉體，則屬於城堡的硬體，軟硬體兩個部份都要加以

健全。 

 

「我相」，包含你的行為、觀念，你的價值觀、你的願望，當然也包含你的慾望，你的需

要、你的各種需求都在這裏面。這裏面是不是整理得條理分明，還是一團混亂？如果你的這

個城堡裏面，都是雜亂無章，那我就會說你沒有健全；如果你能夠整理得很清楚，其中的運

行都很順暢，那我就會說你的堡壘是健全的。 

 

城堡的健全與否，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話，就是看你這個人健康不健康？心理和生理

是不是都健康？你的人格健不健全？看起來像不像一個人？你能不能夠獨立自主、堅定意

志、勇於承擔、勇於負責、反省改進？你能不能夠與人為善、仁愛寬厚？ 

 

一個「我相」健全成熟的人，看起來一定是頂天立地、獨立自尊、平等自在的；相反的，

一個「我相」不健全的人，看起來則是軟弱無能、畏首畏尾、舉棋不定、自卑懦弱的。 

 

一個「我相」健全的人，會是什麼樣子？以上，我做了一些說明。那麼，要怎麼讓自己

也能夠做到呢？ 

 

如何使自己的如何使自己的如何使自己的如何使自己的「「「「我相我相我相我相」」」」健全健全健全健全？？？？ 

 

  如果只能用一個詞語來形容「我相」的健全，我會選擇「獨立自主」這個詞彙。 

 

要做到獨立自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掌握「主動權」。個人自己的所作所為，你要

自己能夠做決定，不能變成傀儡、受人指使，這一點很重要。如果你失去自我，你做的事情

都是替別人做的；或者別人命令你做的，那麼你就是奴才！你不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

這樣當然不是一個健全成熟的「我相」！能不能夠掌握自己的「主動權」，對於「我相」的健

全與否，是至關重要的！這一點是我們一定要明瞭的。 

 

唯有當你對自己的「主動權」能夠掌握時，你對別人的「主動權」才會與以尊重，這是

很重要的。當你對自己的主動權，不能掌握時，你對別人的主動權也不會尊重；有朝一日當

你掌握大權時，就會欺負別人的主動權，侵犯別人，這是互相關聯的。所以，從你是否能夠

尊重別人的主動權來觀察，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掌握了主動權？同時，也可以觀察出你的

「我相」是不是健全、成熟。所以，要使「我相」健全、成熟，我們一定要獨立自主，掌握

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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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一定要尊重、珍惜自己的感受（feeling）。長久以來，我一直強調：修行要從

感受入手（要從 feeling入手），你的感受就是你的自我，而且是貼近本來面目的自我。很多

人忽視自己的直覺、感受，這樣也是對自我的摧殘。我一直告訴大家要尊重自己的感受

（feeling），要珍惜自己的感受（feeling），這個都是在健全自我、成熟自我。 

   

再來，我要強調，修行者要修養自己的品德，但不是要你做一個濫好人，也不是要你委

曲自己、犧牲自己。當你被別人欺凌的時候，就要奮起而戰，如果自我被別人欺凌時是軟弱

的，怎麼叫做勇者呢？所以自我的健全、成熟，這一部份要做的事情很多。當你的自我真的

健全、成熟了，別人會尊重你，不敢欺負你，因為他只要做欺壓的動作，你會給他反擊。佛

教徒給人的印象就是你欺負他，他也不敢反擊，這樣就會變成好馬被人騎、好人被人欺。如

果佛教修行者給人的印象是這樣，我覺得他侮辱了佛教，我不希望佛教的修行者侮辱佛教。 

 

大家會想：釋迦牟尼佛不是教我們要忍辱嗎？真正的忍，不是這樣子的，能夠忍的人是

不畏懼的。如果人家欺負你，你不敢反抗，那樣是畏懼，不是忍！你把你的恐懼、害怕當作

是會忍，那是錯的！忍就是不怕，受得了，也就是不會被畏懼壓倒。所以忍是無畏，是堅強，

不是軟弱。如果把忍辱當成軟弱，那是解釋錯誤。像「無生法忍」是最深的忍，是不怕死的

忍，死對他來講，沒有絲毫的畏懼；不是怕得要死，然後咬緊牙關。所以忍辱是一種大無畏，

而不是軟弱，也不是忍受。當你心中有很多恐懼、很多擔心，那就叫做「忍不住」。所以真正

忍辱就是沒有忍辱，完全符合《金剛經》的「忍辱，即非忍辱，是名忍辱」這個狀態。 

 

「獨立自主」，是我教大家修行一再強調的事。有一回，一位同修就向我反應，他的小孩，

聽到要獨立自主，就拿這個當成不聽父母管教的藉口。我說：所謂獨立自主，當然還包括自

己所作所為的後果，也要勇於承擔、一肩扛起──好的成果，要樂於承擔；壞的結果，也要

負責承擔。不能夠只要求權力，而不負責任，沒有這樣的事！ 

 

超越超越超越超越「「「「我相我相我相我相」，」，」，」，進入進入進入進入「「「「人相人相人相人相」」」」 

 

  當「我相」健全成熟後，我們還要更上一層樓──超越「我相」。要怎麼超越呢？就是學

習進入別人的「我相」，也就是進入「人相」──你要進到別人的心裡去，完全用別人的立場

在看事情，這樣才是進入「人相」。如果你不曉得用別人的立場來看事情，你是用我的立場猜

想別人怎麼想，那還是在「我相」之中。 

 

所謂的「進入」，更直接的表達，就是「瞭解」；「瞭解」是有程度、層次、範圍的差別的。

當我們可以對別人有充份的瞭解之後，就可以去幫助別人完成自我的成熟，這樣就是在做健

全成熟「人相」。 

 

如何進入如何進入如何進入如何進入「「「「人相人相人相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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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如何進入「人相」呢？進入，會有深淺層次之別；能夠進入得多深，得看我們對自己

的「我相」的瞭解度和掌握度有多高。 

 

「我相」是很複雜的，「我相」裏面有一個最重要的東西就是知覺系統，它是「我相」裡

面最複雜、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所謂的「能知」。這個最核心的部分，旁邊會圍繞很多裝備，

這些裝備可以比喻成軟體──比如像邏輯思考模式、認知結構、價值觀、信仰系統……等各

種裝備，都圍繞在核心的週圍。 

 

你要進入別人的「我相」，自己的認知價值系統、邏輯思考系統有的時候可以少帶一點，

但是有一個東西是不能少的，那就是你的能知系統，這個部分是不能少的。想要進入別人的

「我相」，就要把自己的一部分放下，把另外一部分提出來，然後進入別人的心裡。這樣做，

其實就是去瞭解別人。 

 

如果你的功力夠高的話，你進去的時候，就只帶著自己的能知系統，其他的裝備都不帶；

這時候進入他的「我相」裏面，就可以觀察到他的邏輯思考系統是甚麼？他的價值觀系統是

什麼？他的信仰系統是什麼？你弄清楚了之後，就會知道這個人他在想甚麼東西，他看到某

些狀況時會起什麼反應。 

 

如果你的功力不怎麼高，就會把自己所有的裝備也一起帶進去；這種情況，通常無法深

入對方的心靈，所以，也看不到什麼東西；即使能夠了解一些，但了解的就會比較淺。所以，

自己的裝備帶得愈少，對於別人就能夠了解得越多。要進入「人相」的功夫可不是一件簡單

的事情！ 

 

 

進入進入進入進入「「「「人相人相人相人相」」」」的關鍵的關鍵的關鍵的關鍵────────跨出跨出跨出跨出「「「「我相我相我相我相」」」」 

 

  為什麼我說要透過進入「人相」的方式來使自己超越「我相」呢？ 

 

我剛剛說：「功力高的話，可以放下自己所有的裝備，只帶著知覺系統進入別人的我

相……」那個「放下自己所有的裝備」，就是你可以做到離開自己的「我相」了。可以做到這

件事，有多麼可貴，各位知道嗎？以下，我用佛法的道理再把這個部份說一遍，也許，大家

會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事實上，「我相」修到最健全的時候，就是悟了「本來面目」──那就是最純粹的自我、

最純淨的自我。但是這個時候，還沒有進入「人相」。（當然也不一定需要悟「本來面目」才

可以進入「人相」；有些人，他們的「我相」只有七十分的成熟健全，就有能力進入「人相」

了。） 

 

為什麼一個已經悟了最純淨的自我的人，還不見得能夠進入「人相」呢？前面，我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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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來比喻一個人的「我相」；如果我們想進入別人的「我相」，就如同要離開自己的城堡，

進入別人的城堡一樣。所以這裡的關鍵點是：你能不能跨越「我相」？能不能跨越出去，通

常這是一個很難的關卡，很多人傾一生的力量都跨不出去。這種不能跨越的情況，一部份的

原因是因為自己的「我相」還不成熟健全；另外一個原因是不知道怎麼跨。 

 

 

如何跨越如何跨越如何跨越如何跨越「「「「我相我相我相我相」」」」 

 

  要怎麼跨越自己的「我相」呢？你要把自己的「我相」、自己的立場，放下來，進入另外

一個人的「我相」，用他的立場、角度看事情，這時候你才會曉得他在想什麼。這件事大家會

不會呢？會！我們常聽人們講「將心比心」就是在做這個事情。「將心比心」，就是把自己當

作是對方，體會他心裡的感受或想法，這樣就是跨越「我相」的方法。說起來也不是多麼神

奇或困難，平常就已經有人這樣做了，只是熟練的程度、深淺的程度、成功與否，而有所差

別罷了。 

 

你要跨越自己的「我相」，有一個重點，用佛法來講，就是要把你的「識心」放下。什麼

情況叫做把「識心」放下呢？你的「本來面目」，也就是你的「自性」，要脫開你的識心，進

入別人的識心；而不是帶著你的識心進到別人的識心，不是這樣；當你能夠把你的識心脫開

後，便是用你的「自性」，進入別人的識心，但不是進入別人的「自性」，並以他的識心為立

足點來看事情，這樣，你就會曉得他眼中所見的世界是什麼樣貌，也會知道他為什麼行為處

事是這種舉措。 

   

如果不能放下自己的識心，那麼，我們往往會帶著自己的偏見去看別人的心，這樣子的

瞭解，就還不夠純。當然，要做到那麼純粹，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其實，我們也不需要一下

子就要求自己要做得那麼好；只要知道會有這樣子的問題存在，便可以節制一下自己，這樣，

還是可以進入別人的心裡去的。 

 

當你從你的角度看事情時，你會覺得這個人怎麼這麼莫名其妙；但是，當你能夠從他的立場

看出來時，就會知道他為什麼會這樣，你對他就會有所瞭解。 

 

我講過，我們對自己的內心要非常瞭解，這部分也就是對自己的識心結構、業報、身體

結構、性能……等問題都瞭解了以後，才有能力進入別人的心靈世界。自己的「我相」就夠

複雜了，現在還要瞭解別人的「我相」，每個人的「我相」都千差萬別，如果你對自我的瞭解

能力不夠，就想要去瞭解別人，那簡直是緣木求魚。所以，要有瞭解自我的能力為基礎，才

有能力去瞭解別人。有這樣的基礎，才能進入「人相」；而其中的關鍵點，就是能不能超越自

我，進入別人的自我，用他的角度看事情，甚至用他的角度反過來看自己，這樣才能知己知

彼，才能進入「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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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我相我相我相」」」」的擴大不等於進入的擴大不等於進入的擴大不等於進入的擴大不等於進入「「「「人相人相人相人相」」」」 

 

  當我們在做進入「人相」的練習過程中，有時候，我們的「我相」會發生擴大的現象；「我

相」擴大的情況，有的人會變成所謂的大我，而有的人則會變成自大狂。前者，心裡會有別

人；後者，心裡是沒有別人的。 

 

「我相」變成「大我」的人，心裡面會有別人，他會關懷別人、照顧別人；但是，他還

是從自己的「我相」出發──他給別人的，是他自以為別人有這些需要，而不是真的看到別

人心底的需求，而給與回應。此外，有些人，心裡沒有別人，他看別人的「我」都是小的，

他自己最偉大、最重要，於是，對別人，他以為自己操有生殺大權。 

   

不論是「大我」或「自大狂」，那都是「我相」放大的現象。二者都還是在「我相」階段，

只是這個「我」變得很大，但沒有提升到「人相」的層次。「自大狂」人們比較容易辨認出來；

但「大我」就比較不容易了，因為這個地方確實是很不容易的。 

 

 

能夠進入能夠進入能夠進入能夠進入「「「「人相人相人相人相」」」」就是有就是有就是有就是有「「「「他心通他心通他心通他心通」」」」 

 

  「人相」，也就是別人的「我相」，是非常多的，而且千差萬別。你周圍那麼多人，每一

個人都要能夠進去，而且要做到不費功夫、不費腦筋就可以進去，直覺地就可以進去，這樣

就是所謂的「他心通」。能做到這個程度，你對別人的瞭解，就可能超過他自己。 

 

「人相」就是別人的「我相」，所以嚴格來講，那還是在「我相」階段。通常一個能進入

「人相」的人，至少可以當一個很稱職的小主管、小老板，也就是可以帶領一組人。 

 

現在，我要問各位一個問題：有了「他心通」之後，要做什麼呢？有了「他心通」，至少

可以讓你在與人相處的過程中，減少撞壁的機會。更積極的是：你可以協助他人健全成熟他

們的「我相」，你可以找到開啟他人自心中美好的慈悲喜捨的鑰匙。而在協助他人的過程中，

你也可以不斷地提昇自己的心靈層次。 

 

「「「「他心通他心通他心通他心通」」」」可以找到開啟他人心門的鎖鑰可以找到開啟他人心門的鎖鑰可以找到開啟他人心門的鎖鑰可以找到開啟他人心門的鎖鑰 

 

  我一再地提醒大家：真愛在那裡？真愛在每個人的心裡。然而，當愛在自己心裡時，別

人不見得能感受到，所以，我們要找到合適的管道、合適的工具，把愛傳出去。可是，每個

人心中的鎖，都是不一樣的；此外，要到達每個人的心門的路也是不同的，這時候，要找到

那條路、找到合適的鑰匙，就需要「他心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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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也有不同的層次：有「我相」層次的愛、有「人相」層次的愛、有「眾生相」層次

的愛、有「壽者相」層次的愛，以及「離四相」的愛。現在，我就對「我相」及「人相」層

次的愛，各舉實例來說明。 

 

「「「「我相我相我相我相」」」」層次的愛層次的愛層次的愛層次的愛 

 

  有一則童話故事是這樣的：有一個人，送給國王一顆神奇的種子。國王非常珍愛它，把

它種在裝滿了珍珠的寶盆裡；每天以肉汁、美酒灌溉它，期待它能夠長出這個世界上最美麗

的花。可是，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了，這顆種子卻一點反應也沒有。國王非常生氣，認為自

己被騙了，就把種子挖出來，隨手扔到後院去了。沒想到，一段時間過後，後院竟長出一株

極為奇妙的植物，並開出十分美麗的花朵。這時候，國王才明白，種子需要的，並不是自己

認為最好的珍寶與美酒，而是陽光、土壤與雨水。 

 

我知道有很多父母為了愛子女，或者很多人為了追男、女朋友，可以付出自己所有的一

切；可是，卻常常遭到對方的拒絕。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給對方的，往往是自己所認為好

的，而不是他們真正需要的。這樣子的愛，就只是停留在「我相」層次。 

 

進入進入進入進入「「「「人相人相人相人相」」」」層次的愛層次的愛層次的愛層次的愛 

 

  某次我到馬來西亞的吉隆坡，有一位女仕，學佛差不多有四年了，她有一個不錯的實踐

體悟，我覺得很值得推薦給大家。我把她的實踐過程綜合起來，發現其中有一個關鍵性的突

破，就是如何從「我相」跨入到「人相」，關鍵是什麼？她是如何去做的？  

  

首先她考慮，該如何來實踐慈、悲、喜、捨，她決定就先從實踐慈悲著手。然後她檢討，

如果只停留在慈、悲、喜、捨這個文字的理解當中，當然是不夠的，在我的課程裡面，特別

說明了，實踐慈、悲、喜、捨，是要有 feeling的，所以，她也做到了確實能有 feeling。可是，

她覺得只做到有 feeling還是不夠的，為什麼呢？她說，譬如當她對悲有 feeling時，看見別人

很痛苦、可憐的時候，就會產生同情心，也會跟著悲傷或掉淚，但這又有什麼用呢？做到這

樣又怎麼樣呢？而慈愛又更難做了，但有了 feeling又怎麼樣呢？所以她就開始檢討，如何真

正的去實踐，於是，她就到一家佛教團體所辦的中醫醫院，到那裡去當義工。 

 

在醫院裡，也有其他的義工在那裡幫忙，但她也觀察到，許多來做義工的人，當然也是

為了實踐慈悲而來的，可是她看到那些義工在對待病患時，不論說話或動作都很粗魯，並無

慈悲的感覺。雖然他們身體力行，為了實踐慈悲而來，可是為什麼言語、動作、行為所呈現

的，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呢？ 

 

所以，她就要求自己去瞭解病患的感覺是什麼？真正需要是什麼？然後，對於自己該怎

麼講話、怎麼微笑，無論表情、眼神各方面，都做了一番檢討，這樣一直檢討下去，她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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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進一步的結論與目標，那就是經由她的言談、表情、笑容、眼神、行動，都要能夠傳達出

慈悲的 feeling，而且這個 feeling，也要讓對方能夠感受到，這樣，才算是真正實踐了慈悲，

如果對方沒有感受到這樣的 feeling，就是還沒有做到。 

 

她也發現，很多人在實踐慈悲的時候，常常會自以為：我對你是多麼慈悲啊，你怎麼都

沒有感覺，也不知感恩，還反過來責備人家！她發現，這是用自己的觀點來定義、表達慈悲，

而這種慈悲，還只是停留在「我相」裡。她發覺這樣是不對的，要能夠讓對方真正感受到慈

悲的 feeling，這樣才能對他有所幫助。 

   

所以，她就開始注意該怎麼笑，該怎麼做表情，眼神該怎麼樣，如此不斷的自我檢討，

並且從對方的立場出發，來檢視自己做的好不好。經過一年的實踐後，她真的做到了。 

 

  我發覺現在的她，不論在各方面，都改變了非常多，而且越來越討人喜歡。這個例子透

露出了一個關鍵，就是我們要從「我相」進入「人相」，慈悲的層次才能提昇！ 

   

所以，進入「人相」之後的慈悲，才是更為廣大的實踐、才有把自己心中的慈悲傳遞出

來。如果你的慈悲還放在自己心中，沒有付諸行動；或是以自認為的慈悲在行動時，那就是

還停留在「我相」層次的慈悲。 

 

「「「「人相人相人相人相」」」」層次的愛層次的愛層次的愛層次的愛，，，，重點在於重點在於重點在於重點在於「「「「他心中的愛他心中的愛他心中的愛他心中的愛」」」」有沒有啟動有沒有啟動有沒有啟動有沒有啟動 

 

  馬來西亞女仕的例子，最重要的就是她不是用自己的觀點來檢視自己，而是用別人的認

知為依據。於是，她試著去揣摩、瞭解別人心中對慈悲的設定是什麼？原來，別人在乎的，

是她的眼神、她的表情，她的語言，所以，她就在這個上面下功夫。 

 

這些事情其實都是很表面的事情，如果用「我相」的立場來看這些表面的作為，也許我

們會覺得自己好假，而不願意這樣子做。這裡，我就要再次強調一個重點：我不是要你們每

一個人，從今以後待人都要注意自己的眼神、表情，重點不是這個！重要的是，要找出對方

心中對「慈悲」的定義是什麼。也許，某甲認為你只要靜靜地陪伴他，他就會感到溫暖；也

許，某乙會認為你要唱歌給他聽，他才會快樂。每個人心中對於慈悲的認定都不一樣的！找

出那個認定，你就找到了與對方溝通的管道。 

 

管道，並不是慈悲本身；但管道是開啟別人內心慈悲的媒介，也是人我心中溫暖得以流

通的橋樑。 

 

真正的慈悲，在哪裡呢？在我們心裡、在別人的心裡。唯有當別人心裡的慈悲能被啟發

出來，我們所使用的方式才會有意義。所以，當我們的目的，是要啟發別人心中的慈悲時，

我們要採用的方法，就要以對方心中的認定做為行動的依據，而不是我們自己的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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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我相我相我相」」」」與與與與「「「「人相人相人相人相」」」」的相遇的相遇的相遇的相遇，，，，是一種互動的過程是一種互動的過程是一種互動的過程是一種互動的過程 

 

  前面，我提到修行要有次第；並且對「我相」的健全和「人相」的進入，分別做了很多

的描述。可是，大家最苦惱的，其實是自己的「我相」和別人的「我相」都還不甚健全，也

還無法超越，卻偏偏已經相撞了，這時候該怎麼辦呢？怎麼可能等到「我相」健全成熟後才

進入「人相」呢？ 

 

你有與別人接觸，不等同於你就有能力進入「人相」。健全「我相」的第一步，必須從瞭

解自己開始；當我們能夠瞭解自己之後，才能夠逐漸開始瞭解別人；而瞭解別人的過程，如

果你的省覺力夠，就能夠反過頭來，更深入地認識自己。所以，瞭解自己，與瞭解別人，可

以是一個循環深入的過程。 

 

然而，如果我們對自己都不瞭解，就不可能瞭解別人，即使你生活在一大堆人群之中。

身處其中，不見得就能知道，因為你可能會視而不見；能不能明白，完全是心靈覺知的作用。

所以，我說的修行次第，是指一個人心靈覺知能力的開展程度。 

 

當然，佛法的修行，並不是斷滅的。當你的「我相」已經趨於健全，即使沒有完全健全，

就可以透過學習進入「人相」的方式，使自己能夠超越「我相」。 

 

各位要記住：「我相」與「人相」的相遇，是一種互動的過程；人我之間，是平等的──

不可以拿自己的「我相」去壓制別人；也不能讓自己的「我相」受別人「我相」的控制、扭

曲、干擾。學習進入「人相」時，我們要尊重自己，也要尊重別人。 

 

以下，舉出三個案例，那是同修們在生活中實際發生的問題，透過我與同修們的對話，

各位也許更能體會。但是，要提醒大家，所有的個案都有個別性，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通

用的。 

 

 

案例一案例一案例一案例一：：：：心裏的疙瘩只能自己去打開心裏的疙瘩只能自己去打開心裏的疙瘩只能自己去打開心裏的疙瘩只能自己去打開 

 

  問：我目前的問題是：不健全的「我相」，對應不健全的「我相」。如果其中一方很強勢，

那麼，另外一方就必然會比較弱勢。這樣的情況，往往是比較弱勢的一方就要被犧牲，或是

逃避，或是躲藏，會覺得委屈，這種情況應該怎麼辦？ 

 

答：就想辦法打開。 

 

問：可是我們改變自己都很難了，何況是要改變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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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很難，沒有錯，這也就是我們修行中要做的功課，其實修行就是在整理自己內心

裏的一些疙疙瘩瘩的東西。當你發現別人內心也有一些疙疙瘩瘩的東西，這時我們是沒有辦

法主動的去幫他打開，我們能夠做的就是先把自己的內心打開；至於對方，我們只能間接的

啟發，並且耐心的等待，就是這樣。因為要打開是要當事人自己主動去做的，因為主動權在

他，不在我們身上。 

 

你提到有些人會封閉，這就更困難了，你愈主動去干涉，他就會愈封閉，我們能夠做的

就是啟發、暗示、關懷，開放的接納他；接著我們能夠做的事情就是等待！等待需要耐心，

有時候等一輩子不夠，還要等待好幾輩子！能夠這樣等待是非常慈悲的，若沒有慈悲心，會

很煩躁，根本等待不下去。 

 

那是沒辦法的事，因為這些修行都是每一個人自己的功課，旁邊的人只能夠提供一點協

助。飯還是要自己吃，別人沒辦法幫你吃；即使幫你吃了，你還是不會飽。 

 

問：您說世間所看到的真相都是相對的，這樣有時會陷入兩難的情況。例如我可能會發

現對方的錯誤，心中會覺得他應該怎麼做比較好；可是這時又會檢討，其實我所看到的只是

一個相對的，我的看法對他不見得是最好的，因為自己可能也沒有看到多深遠，這時是靜靜

的看就好？還是應該要有什麼舉動？我應該要扮演什麼角色？ 

 

答：這一類的問題我們時時刻刻都會面對，要時時刻刻去調整它，沒有一定的解法。我

們要知道：每一個人的問題都是很特別的，而且都是唯一的，無法一概而論，沒有通則。 

 

案例二案例二案例二案例二：：：：妥協也是一種藝術妥協也是一種藝術妥協也是一種藝術妥協也是一種藝術 

 

  問：因為我們是修行人，所以和別人有不同意見或有衝突時，總覺得自己應該退讓。例

如：在家裡孩子不做家事，就只好媽媽來做。總有一種需要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感覺，大我

好像比較偉大、比較人相的感覺；但是犧牲小我，實在也覺得有點委屈。 

 

答：一般人都以為好像必須要委屈一下小我，但是這個情況是不是真的委屈？不一定，

在我的看法其實這就是一種妥協，而這種妥協還是一種藝術呢！在做商業談判時，有太多的

妥協要做，你妥協一點，別人也妥協一點，大家都妥協一點，買賣就這樣達成了。你認為你

這樣是犧牲了嗎？我不認為，甚至還可能是賺到了。因為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共識時，每一

個人都賺到了，獲得的遠遠超過你所謂的犧牲的部分。當然如果你站在小心眼的角度去看這

是犧牲；但若站在大心眼的角度去看，就根本不是什麼犧牲了。 

 

問：我們是不是要從小心眼超越？ 

 

答：也沒有超越，只是稍微把我們的內心提升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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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們怎麼樣可以做到這個超越和提升呢？ 

 

答：這就是我們修行一直在做的事情：把自己的執著放下！有句話說：「退一步海闊天空。」

退一步就是妥協，而得到的是海闊天空啊！海闊天空不是進了好多步嗎？譬如說原來總是會

撞到牆壁，退一步就海闊天空，那結果到底是賺還是虧？所以這些部分都是我們內心的一些

掙扎，我們內心有一些不願意、捨不得、不肯放下；但當你知道這些地方是可以放下的，而

且你有這樣的心胸、有這樣的能力、有這樣的了解時，你做這些事情其實是非常簡單的。但

是，如果這個地方看不懂，那要放下就會非常的困難。  

    

問：我們就一次一次的來做，剛開始做的時候，一定是會有一點勉強，那就自我安慰一

下，對不對？ 

 

答：對，你越看越明白，就會越來越了解，這一點也不困難，而且好處多多，所以這個

地方常常就顯現出一種狀況：越能放（捨），就越能得。 

 

問：這個話大家好像都常常說，也知道做的時候很難，但是真的做到的時候就會得到很

多？ 

 

答：真的是這樣！因為這部分真正的得和失，根本不是外在被你知道的問題，而是能知

能覺這一邊的問題！依照我以前所說的：「我們能知被知的界線到底劃在十二因緣的哪一個地

方？」你將發現：能知能覺這一邊的境界越高，自己得到的就越多。 

 

案例三案例三案例三案例三：：：：健全健全健全健全「「「「我相我相我相我相」」」」────────健全自己健全自己健全自己健全自己，，，，也要健全別人也要健全別人也要健全別人也要健全別人 

 

  問：老師，進入「人相」時，「我相」會自然超越嗎？舉個例子來講，其實我可以感覺到

對方心裡面的需要；也可以感受到他的反應。可是我知道對方是需索無度的，他甚至會認為

我所做的事都是應該的。其實我並不是完全願意犧牲自己，去成全對方或幫助對方。要我去

感受別人的感覺基本上沒有問題，但是怎麼去超越自己心中的那些感受呢？ 

 

答：你的問題是：我們在進入「人相」時，是不是需要犧牲「我相」或委屈「我相」，才

叫做超越了「我相」進入「人相」？ 

 

問：有一部分是這個樣子。 

 

答：我們要超越的話，是「我相」要成熟健全，所以裡面沒有委屈、沒有犧牲。你剛才

舉的例子，你知道對方心裡面的想法，也知道他是在利用你，但他是需索無度的，那麼你要

怎麼做？你怎麼可以去滿足他呢？當然不能去滿足他呀！如果你去滿足的話，你的「我相」

就被犧牲了，就不健全了。為什麼要滿足他的需索呢？這個時候是要糾正他呀！這樣子的糾

正他、制裁他，才叫做進入「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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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可能沒有辦法這樣堅定的處理，如果對方是自己的長輩，用什麼方式來回應才是

妥善、圓融的呢？ 

 

答：如果對象是你的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委婉拒絕。這個時候你若看到他不高興，就

是做對了。我們要檢查，就是我要看到他的不高興，他不高興，表示他受到了打擊，表示我

們已經糾正了他的錯誤。 

 

問：假如對方是個不會反省的人，他會拿著這個不高興去衍生更多問題怎麼辦？ 

 

答：如果你覺得很難搞，我們就躲開啊！我們有很多辦法的。假如我們說進入「人相」，

以別人的立場來想事情，那個別人的立場就是他的「我相」。比如說這個人的立場是很自私的，

那他的「我相」也是自私的、不健全的。人們在講「我相」時，常常就限定在我自己。但是，

我在講「我相」的時候，是包含對方的「我相」。對方的「我相」也要健全、也要成熟啊！如

果我能夠進入「人相」，但是他進不了；進不了就要協助他，幫助他健全、成熟。我既然已經

進入了「人相」的層次，我就可以做一些動作來指導他、糾正他、改變他。並不是說進入「人

相」就要來滿足他的自私，這種邏輯不對！會有這樣的邏輯，就是誤認為別人的「我相」已

經升級到「人相」了，其實沒有啊！他的「我相」還是「我相」啊！我們的「我相」也還是

「我相」，所以他的「我相」還不成熟、不健全，就要讓他健全！而且是站在「人相」的立場

去幫助他、讓他健全，所以是可以糾正的。 

 

你們在思考時，把「我相」的定義做了某種限制，才會有這樣論述上的矛盾，你的問題

才會出現。你看看，你是不是在定義上做了某種限制呢？一旦我把「我相」的定義稍微調整

一下，那些問題就會不見了。 

 

答：妳的長輩現在怎麼樣？ 

 

問：我覺得就像打雙人太極拳，自己做一個動作，看他的回應如何，自己再慢慢地調整。 

答：這是一個互動過程，在「人相」這個階段就是一種互動過程。 

 

當我們和他人互動時，必然會發現自己的缺點，也會發現別人的缺點。然而，我們真正

的自己，最純粹的真正的自己，就是純粹的能知能覺，祂是不可被知的。就「不可被知」這

個部分而言，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健全、一樣的完美，沒有任何一個人是有缺陷的。我

們不必為那些可以被我們知道的瑕疵、缺陷悲傷，它是可以被改正的，我們不要認為那個有

缺陷的我，就是真我，那個只是假我，真我是不可被知的。正是因為這樣，對於所有的眾生，

不管他多好、多壞、多愚蠢，多麼的貪、嗔、痴、慢、妒，我們對他都要一樣的尊重，為什

麼？因為他有「自性」、有「佛性」，跟我們一樣，跟佛菩薩的「自性」是一樣的清淨、一樣

的完美、一樣的健全。我們只要把假我不健全的部分消除，把它改正就好了。我們對於別人

的瑕疵、缺陷呢？我們沒有必要去遷就，那個也不是真正的他，我們去遷就、滿足他那個假

的他幹什麼？我們尊重別人，不是尊重假的他，是尊重真的他，這個部份就是這個樣子。這

位同修，我想你的問題，就回答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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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謝謝老師。 

 

同修分享：進入「人相」的時候，要體會別人的感受，同時也要尊重自己的感受；不能

夠只是讓別人開心，而自己不開心。要尊重別人的感受，使別人開心，但同時也要使我們自

己也開心，否則是不妥當的。 

 

同修分享：如果把「我相」弄清楚，在面對「人相」時，就會更清楚該怎麼做。因為進

入到「人相」，就等於是已經跨到別人的「我相」。事實上，別人的「我相」狀況是很多的，

所以，自己要做到什麼程度，可能要憑當下的感覺。我這樣講不是很清楚，所以得舉我的例

子來講。我在公司執行業務時，必須跟客戶接觸、溝通。首先，就是要能夠知道狀況，知道

他對這件事情有什麼看法。所以，你要把自己的「我相」，調到他能夠接受的程度──可以是

縮小，也可以是把它擴大到很寬廣、很慈悲的一個狀態，他就可以接受了。至於他要的是什

麼東西，你能不能給他，這是第二點。或許他要的只是一個關心、關懷，這個地方如果你能

發慈悲心，而他也願意接受，那麼，這個地方就可以通了。如果是另一種情況，客戶要的是

其他方面的東西，而現在你可能沒有辦法給他，你是可以讓他瞭解的。雖然他沒有獲得想要

的東西，但基本上兩個人已經可以溝通了。基本上，這個也是一種跨越「我相」，至少你可以

跟他談很多事情，這是我對待人處事的一個感想。 

 

 

「「「「定定定定」」」」與與與與「「「「慧慧慧慧」」」」可一起修可一起修可一起修可一起修，「，「，「，「出世出世出世出世」、「」、「」、「」、「入世入世入世入世」」」」同時做同時做同時做同時做 

 

  我說明馬來西亞同修在「人相」層次實踐慈悲的作法，指出我們要用別人的觀點來檢驗

自己到底慈悲不慈悲？有些同修產生了一些疑惑，他說：「如果我們一直用別人的眼光來檢視

自己，那我們會不會失去自我？我們會不會為了要符合人們心中對慈悲的定義，而扭曲自己

的心靈？使自己心靈被眾人的心念給撕碎？」 

 

前面，我有介紹「修行座標圖」，其內容就是「自性」深度的「四相」修行，與「法性」

廣度的「四相」修行。前者是探究自我心靈的深度；後者是在人群中修行。「用別人的觀點來

檢驗自己到底慈悲不慈悲？」這樣子的一個動作，就是在「法性」的廣度上，從「我相」超

越到「人相」。這麼一做，也會幫助你從「自性」深度這個系統，從「我相」超越到「人相」，

這兩個是互相影響的。走「法性」廣度這個系統，其實是比「自性」深度這條路還要難做。 

 

如果你一直都在服務人群，也不打坐修、禪定，光是走「法性」廣度，這樣做會很累的，

確實會覺得沒有了自己、會很失落。所以，最好是兩個向度都同時用、同時做。因為，走縱

線的「自性」深度是在修「定」；走橫線「法性」廣度則是在修「慧」；走四十五度斜線就是

「定慧均等」。 

 

不過，我還是再次提醒各位，進入「人相」的前提是：自己的「我相」已經是相當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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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全成熟了；換句話說，你對自己心靈的掌握度已經相當穩定、相當清晰了。 

 

「人相」，就是別人的「我相」；每一個人的我相，都十分錯綜複雜，而且隨著時間空間

的移轉不斷變化。因此，協助他人的我相健全成熟，也是要隨著對方心靈的變動而隨時調整

的——有時候要接納，有時候要拒絕；有時候要督促，有時候要等待。因此，慈悲的呈現，

是沒有固定的形式的。 

 

如果你對自己的「我相」已經不再有確立的需要時，「以別人的觀點來檢驗自己」，就不

會是為了搜尋別人的眼光來肯定自己、證實自己，而是為了幫助別人。這個檢驗，是為了檢

視自己所給的，是不是別人真正的需要，是不是有確實看到別人的心。 

 

這時候，我們所使用的任何方法，都只是「相」、只是「工具」。「工具」本身，並不是佛

性，也不是真善美，它只是用來啟發人們心中的佛性與真善美的介面。把握住這個原則，就

不會被方法給綑綁。 

 

不論是在世間待人處世，或是關起門來打坐禪修，二者都要用直覺、用 feeling。當你向

外，與世界進行連結的同時，不要忘了，也要同時向內，和自己的心靈連結。換句話說，要

處在「是名」的狀態去做，就不會落入相的牢籠，這樣「相」，就會是很好的啟發菩提心的工

具。 

 

進入「人相」之後，後面還有修行路要繼續走：我們還有「眾生相」、「壽者相」要進入、

建全、成熟，然後超越，最後達到「離四相」的境地。實踐慈悲的深度與廣度永無止境，隨

著我們實踐體悟慈悲的過程，我們如果能夠越不執著慈悲相，就越能明白慈悲真正的本質，

也越能超越慈悲的形式，使我們的生命與宇宙萬物同情共感、融成一體，自由自在的交流。

到此時，你的任何作為，都是具有智慧的真慈悲。 

 

人我互動要良好人我互動要良好人我互動要良好人我互動要良好，，，，端賴溝通的藝術端賴溝通的藝術端賴溝通的藝術端賴溝通的藝術 

 

  這個主題結束之前，還有一件事情要交待，與人我互動有關──那就是溝通的藝術。從

「我相」要進入「人相」，是得經過一些過程的：首先，聆聽，是很重要的，你要學會聽見別

人心底的聲音；此外，還要能夠表達自己的想法，這樣，才能使溝通發生，才能有管道進入

別人的「我相」。 

 

 

人與人之間常常有溝通的問題，如果你在溝通、表達的時候，能從別人的立場來想：「我

這樣說，會不會讓別人聽懂？」這就是進入「人相」的嚐試。一旦進入「人相」，你的表達就

會謹慎；如果你沒有進入「人相」，就會覺得「我已經講清楚了，你的程度太差，才會聽不懂。」

這樣就沒有辦法進入「人相」，溝通也就會產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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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也是一樣，我們聆聽時，常常是站在我的立場聽；聆聽的人如果站在對方的立場，

去聽他心裡要表達的東西，這樣就會容易聽懂別人的心意。不然你會聽不出他心裡的真正意

思，因為你是站在你自己的立場在聽，所以會聽不懂。為什麼你聽這句話時，聽起來會覺得

莫名其妙，絕對是有原因的。如果你會站在他的立場來聽，就不會覺得莫名其妙，也會聽得

懂，覺得他是有道理的。雙方都這樣子去努力──表達的人站在對方的立場表達；聆聽的人

也站在對方的立場聆聽，溝通就不會有問題。否則你講你的，我聽我的，雞同鴨講，溝通時

就不會心意相通了。 

 

我認為人類想要談戀愛、結婚、成家，就是想要進入「人相」。尤其是結婚成家要做好的

話，一定要進入「人相」，否則大家就會不知道在做什麼？談戀愛、夫妻共組家庭，這就是在

修進入「人相」的歷程。尤其有了小孩之後，很多父母和兒女之間的溝通會有問題。常常聽

說青少年是反叛期，如果這個家庭的成員都懂得進入「人相」再去溝通的話，哪有什麼反叛

期？本來是自己生的兒女，怎麼會弄到後來反目成仇？這就是大家沒有進入「人相」。有些父

母嘮嘮叨叨一直唸，唸到兒女都反叛了還不曉得，你說他是不是停留在「我相」？如果他是

進入「人相」的話，就不會叨唸了。所以家庭有了兒女以後，也是在進入「人相」的修行。

人類喜歡戀愛、成家，在我看起來都是為了修行，都是不知不覺地在修行，這就是一個很大

的收穫。 

 

瞭解自己瞭解自己瞭解自己瞭解自己，，，，瞭解別人瞭解別人瞭解別人瞭解別人；；；；就是為了同情共感就是為了同情共感就是為了同情共感就是為了同情共感，，，，融為一體融為一體融為一體融為一體 

 

  看到這裡，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從「我相」學習進入「人相」的過程，其實是會遭

遇到很多的困難和痛若的。那麼，為什麼人們還是要談戀愛？還是要與別人結為夫妻共組家

庭？走入修習「人相」的歷程呢？ 

 

我們看情侶，總是形影相隨。有一首情歌〈你儂我儂〉，很有意思，歌詞是這樣的：「你

儂我儂，特忒情多；情多處，熱如火；滄海可枯，堅石可爛，此愛此情永不變。用一塊泥，

捻一個你；留下笑容，使我長憶；再用一塊，塑一個我，長陪君旁，永伴君側。將咱兩個，

一起打破；再將你我，用水調和；重新和泥，重新再做；再捻一個你，再塑一個我；從今以

後，我可以說，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這就是我前面所說的：當人成長到二十歲左右，不論男女大都會想談戀愛，戀愛之後就

會想要結婚，談戀愛、結婚這個過程是在做什麼呢？我認為自動就是在修行！不見得一定要

有宗教的形式，他們就是在修行。那麼談戀愛是在修什麼呢？是修從「我相」進入「人相」——

戀愛中的男女，在吵吵鬧鬧的過程中，逐漸瞭解彼此，消融自己的我相 ，進入對方的心靈世

界，等雙方不分彼此、融成一體的時候，他們才會覺得成功了！所以，這種感情不是情緒，

而是一種修行的願力。 

 

這種融成一體的「連結」，所產生的力量是無窮大的。它細細綿綿的，廣大如海洋；所有

的生命，都渴望浸潤在「連結的海洋」裡面，依著它的滋養而產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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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有很多層次，愈具相的，往往愈僵固、愈綁人；而愈無形的、屬心

靈、精神層面的，就愈使人感到自在；有些連結，是可以超越時空的，並產生生死與共的同

體感。 

 

所以我說：感情是一種願力，它的源頭是一種清淨的願力──它會推著所有的生命一直

走向那永恒的境地：同體、無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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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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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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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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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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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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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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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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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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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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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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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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