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觀作為佛法創造力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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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果今日的人類要求全然創新的生活，那麼絕對不能忽視心靈能量（soul energy）的補充，何以故？
創新的生活來自於主體活潑的創造力，創造力來自於一顆充滿能量的心，現在癥結就在於：如何培養「充
滿能量的心」，如何使這樣的心無限地增長廣大？佛法提供了一套完整的方法論來開發人體潛能，即「止
觀」，但是真正要修練止觀前，還有一些準備功夫， [1] 否則將事倍功半。前行除了出家人之別解脫戒外，
一般而言，要把心給帶回家，帶回內在，這是最簡單的一步，也是最困難的一步。
把心帶回家的最重要方法之一即是禪坐，但人除了禪坐之外，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因此培養正確的
生活方式成了另一關鍵，八正道是一條非常好的指引。把八正道應用在日常生活中，只是一項方便，它
真正的意函與境界必須在極內住的止觀中被達成，故如何修止，如何修觀，以致於止觀雙運，是本文的
重頭戲。
修習奢摩他在於訓練專注力，使得已習慣散亂的心恢復正常，這不僅是作為修毘婆舍那的基礎，亦
令我們凡事都能成辦，所謂「制心一處，無事不辦」。在介紹毘婆舍那方面，本文以華嚴宗的「妄盡還
源觀」為代表，因為華嚴的觀法是所有佛教派別修法中最特殊的一支，其雄偉壯觀，令人望之興嘆。除
此之外，也把華嚴觀法同瑜伽、《大乘起信論》與《大般涅槃經》作一比較，得出了佛教修行功夫在佛
教中自身的轉變。
最後，止觀雙運作為全體佛教修學的最高旨歸。但吾人卻指出，在《辨法法性論》中，彌勒於止觀
雙運後，另加了「決定見」，把決定見的升起，視為止觀雙運的結果。當然，這只是一個特例，我們真
正關心的仍舊是修法的部分，故吾人將焦點集中在格魯派《菩提道次第廣論》與初期大乘的《瑜伽師地
論》，從中發掘修行功夫的所在。並進一步地指出，究竟境界的證得，完全可以自知，不須別人的印可，
這種論斷充斥於大小乘佛法中，余僅舉出《雜阿含經》與《華嚴經》作為代表。全篇文章的寫法，徹上
徹下，把原始佛法、部派佛法、大乘佛法的聖教量都包羅進來了，目的只有一個，趨近最真的真理。
關鍵詞：奢摩他、毘婆舍那、止、觀、止觀雙運

第一章

前言

活在今日的時代，它是一個充斥現代科技的時代，人文幾致被淹沒。由於科技的發達，人們已經習
慣地向外在世界（external world）追求快樂，忽略了內在世界（inner world）本自充滿和平、寂靜、安樂
的大寶藏。 [2] 為什麼會導致如此的結果，這其中牽扯到人們對佛法(Buddhist doctrine)的深深誤解。
現在的新新人類一頭地栽進時代潮流中，以為只有求新、求變才是好的，任何過時的傳統都必須加
以揚棄，如果有任何人還把持著舊觀念（past idea），都會被同儕（same generation）嘲笑。然而，事情
的真相真得是這樣嗎？同樣作為傳統的佛法，在面臨新科技時代的挑戰下，也遭到相同的命運（fate），
它被大多數人忽略、遺忘，幾乎不知道有佛法的存在了。因為光是想趕上資訊膨脹的速度，就已令人甚
為疲乏，哪裡有多餘的時間再去關心自己內在的心靈（soul or spirit）。
問題就出在這裡，人們之所以照著目前的模式過活，乃是大家自以為這樣是一種具有創造力的生
活，每天都有著全新的生命，而之所以每天有全新的生命，只不過藉著物質世界的快速變動而得以彰顯，
換句話說，表面物質世界(concrete world)的無常變化，被當作是新鮮的生活。事實上，人們只注意到外層
物質世界的變動，卻未真正「住入無常變化」本身，也就是未真正悟入（to enlighten）內在
「無常」(anitya)之物自身（thing-in-itself） [3] 。這裡就是問題的關鍵， [4] 人們以為表面物質變化的生活是
多采多姿的生活，殊不知這種生活正一點一滴地將人們活潑潑的創造力給消磨掉，因為當生命成了只是
單向地向外追求時，它成了不斷地能量消耗。沒錯，夜晚的睡眠與休息確實使人恢復活力，但那終究沒
有根本地解決問題，深邃的(deep)心靈裡頭仍究是鬧飢荒。
如果今日的人類要求全然創新的生活，那麼絕對不能忽視心靈能量（soul energy）的補充，何以故？
創新的生活來自於主體活潑的創造力，創造力來自於一顆充滿能量的心，現在癥結就在於：如何培養「充
滿能量的心」，如何使這樣的心無限地增長廣大？非常幸運地，佛法提供了相當詳盡的道次第，若能老
實地修行，將無時無刻處於充滿智彗的法海中，創造力與創新也就被順水推舟地展示出來。一般人設計
一樣東西，必須絞盡腦汁，但是一個道人、一個開悟的人，他只是讓創造力自然地流洩出來，全不須強
求。
本文就是以上一段所提的問題──如何培養「充滿能量的心」──而開展出來，因此文章的結構乃
以功夫哲學為主，只有好好地往這源頭紮根，「創新」的命題才不致流於「空中樓閣」之弊。

第二章

創新的源頭──創造力

前言已經提過創新的生活來自於主體活潑的創造力，因此我們勢必會接著發問：如何產製活潑的創
造力？答：回家，回到內在心性的家。 [5] 每當我們工作疲倦時，就會想到回家休息，同理，回到內在心
性，就能使匱乏的心靈重新恢復。但光是這樣子是不夠的，如果讓心靈休息一個小時，卻讓它受創八個
小時，那麼它的傷痕只會越來越加擴大，一小時的休息成了「於事無補」。所以，當我們於日常生活中
時，必須好好地保護自心，使它免於遭受傷害。當它受到完全的保護後，它就開始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爆發式的開悟(enlightenment)會在這個時候來臨，智慧(praj–Œ; wisdom)突飛猛進地增長。很奇怪地，經過
這樣的蛻變之後，我們待人接物的方式出現了嶄新的面貌，人們開始覺得活在你的身邊充滿了新鮮感，
每一秒的你都是新的、不重覆的。然而，這樣的效果（effect）如何培養呢？底下的三節將討論之。

第一節

內住

一行禪師（Thich Nhat Hanh）以非常優美柔和的口吻描述佛陀的開悟：
Gautama felt as though a prison which had confined him for thousands of lifetimes had broken open.
Ignorance had been the jailkeeper. Because of ignorance, his mind had been obscured, just like the
moon and stars hidden by the storm clouds. Clouded by endless waves of deluded thoughts, the mind
had falsely divided reality into subject and object, self and others, existence and non-existence, birth
and death, and from these discriminations arouse wrong views－the prisons of feelings, craving,
grasping, and becoming. The suffering of birth, old age, sickness, and death only made the prison walls
thicker. The only thing to do was to seize the jailkeeper and see his true face. The jailkepper was
ignorance…. Once the jailkeeper was gone, the jail would disappear and never be rebuilt again. [6]
當佛陀欲撥開內在的烏雲時，先決條件必須「回家」，回家之後才有辦法進一步進行清理的工作。
欲看清內在的獄卒，就必須先回家。這是最簡單的一步，也是最難的一步。人們已習慣於向外求樂，以
致於要他們改變求樂的方向，成了一件不可能的任務。但是，這一關一定得先突破，否則往後的步驟皆
無法進行。
一行禪師說 “seize the jailkeeper and see his face＂，重點就在於 see，而且必須 see deeply。佛法的這
項教導是有史以來最偉大的奇蹟之一，只是回家，然後看著煩惱的生滅變化，雜念就會漸漸消失，心就
會慢慢地穩定下來。至於為什麼光是「看著煩惱與雜念」，就會使心寂靜下來，它的原理可在慧遠的《大
乘義章》找到：
言觀照者，慧心鑒達名為觀照，即此觀照，體是般若，名觀照般若。

[7]

原來 see deeply──觀照──的「體」是「般若」，因此般若與觀照的關係為一「體用」關係，觀照
乃般若之發用。但問題仍然存在，為何「觀照」的作用能去除雜念與煩惱？這就與般若經系有關了，不
[8]
管是《大般若經》或《大品般若》，皆強調一觀念──「般若」的作用就是「蕩相遣執」 ，而妄念是
一種窒礙不通的「相」，故只要一起觀照，所有種類的相都將被除遣殆盡，何況妄念只是其中一種。因
此，心中有所邪執妄念，只要起般若觀照，就能馬上回到自心本性，自心本性的特質乃清淨、潔白、順
暢無礙……等等。
另外，佛陀曾經非常善巧地舉了一個譬喻來說明：為何動態的觀照能導致心的寂定。
迦葉！譬如兩樹為風振觸，便有火生，其火生已，還焚兩樹。迦葉！如是觀察，生聖慧根，聖慧
生已，燒彼觀察。 [9]
兩樹相當於止、觀，止觀相激蕩後，生出智慧火，它能把動盪的觀給燒掉。是故觀無我義，理論上
沒辦法產生止，但只要觀出無我智後，無我智還燒過動之觀，寂止即能成辦。
無相瑜伽的修法亦類似於此，初修業者，始修業時，必須從觀照流散的心開始，隨觀所至，流散即
壞。相續保持觀照後，即能悟入最極寂靜之無相瑜伽，非全無作意能達到無相瑜伽。 [10]
然而，觀照只是一個手段（means），其中仍有許多細節要注意，Sogyal Rinpoche 非常扼要地為我們
勾勒出禪修時所應注意的關鍵：

Alert, alert; yet relax, relax. This is a crucial point for the View in meditation.（Said by Ma Chik Lap
Dršn who is one of the greatest of Tibet’s many woman masters.） [11]
「警覺」與「放鬆」是禪修時的兩大要點，索甲仁波切曾經在臺灣的禪修開示中進一步地提到觀呼
吸的修法時，指出「三分專注，七分放鬆」，只要放三分的力道在呼吸上，其它七分則放鬆。這在吾人
的實踐裡頭，印證了這一點。過分的專注往往導致「掉舉」（auddhatya）， [12] 而過分的放鬆則易導致「惛
沈」（styŒna）， [13] 因此，修行就在於這二者之間的拿捏，保持「中道」（madhyamŒ-pratipad），佛陀
曾經舉了一個相當有名的例子：
…Buddha asked Shrona who had been a famous musician before he became a monk: “How did you get
the best sound out of your vina? Was it when the strings were very tight or when they were very loose.”
“Neither….” “Well, it’s exactly the same with your mind.” [14]
在這不偏不倚的中道間，真理與智慧都蘊藏於中了，一旦能掌握到禪修的要領，人類內在的諸多潛
能將被源源不斷地開發出來。然而，人是不能一直打坐禪修的，人們還有更多其它的事情要辦，因此如
何在「動」中持續地保有禪定，好讓創造力能有一強穩的支撐點，成了一令求道者頭痛的問題，而這個
問題被六祖惠能毫不留情地解決了，他以波瀾壯闊的氣勢說：
何名座禪？此法門中，一切無礙，外於一切境界上，念不去為座，
敦煌本 姓不亂為禪。何名禪定？外雜相曰禪，內不亂曰定。 [15]
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切善惡境界，心念不起名
宗寶本 為坐，內見自性不動名為禪。善知識！何名禪定？外雜相為禪，內
不亂為定；外若著相，內心即亂，外若離相，心即不亂。 [16]
神秀或普寂所傳的「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17] 是入手處，如前所說 see deeply，
這完全沒錯。但越有價值的真理，其普遍性（universality）必然越高。禪坐或打坐絕對是必須的，它是
基礎功（basis），如練功夫前必須蹲馬步一般。但如何將打坐的心境應用到生活中呢？這一點神秀就比
較沒有正面的處理，反倒是惠能勢如破竹地解決了這個問題。
像惠能這樣子的人是相當稀少的，他算是修行中的天才，其境界已達形而上的理境，這種功夫進路
不是一般人所能輕易體悟的，因此，是否有一條明確簡單而容易的實踐之路呢？也就是說，除了禪坐之
外，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修養呢？如果能夠讓心智的訓練不受到間斷，那麼開發智慧與創造力的時間就能
大大地縮短。使心智訓練不間斷的方法，即是使靜的訓練與動的訓練配合得天衣無縫，靜的訓練屬於禪
坐的部分，動的訓練就牽涉到正確的生活方式，「動」的方面正是下一節所要說明的。

第二節

正確的生活方式

如果說禪坐是培養創造力的基礎（basis），則「正確的生活方式」為開發創造力的直接原因（direct
causation）。在諸佛經中，指出一條非常清晰的道路（path）──即「八正道」(梵 ŒryŒ· Œºgika-mŒrga；
巴 ariya a hangika magga；英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它是一條止息所有痛苦的道路，它能帶領我們窮盡
苦邊，進而脫離苦邊，從英文本的中阿含經（Majjhima NikŒya）裡，我們更清楚地了知八正道之涵義：

This truth teaches the “Middle Way＂ discovered by the Buddha, the Noble Eightfold Paty:
1. right view(samm dihi)
2. right intention(samm sankappa)
3. right speech(samm vc)
4. right action(samm kammanta)
5. right livelihood(samm j´va)
6. right effort(samm vyma)
7. right mindfulness(samm sat´)
8. right concentration(samm samdhi) [18]
這八個要點嚴格說來，是行者修三十七道品（bodhi-pŒk·ika）達到最後階段所作的加行（prayoga），
但它何嘗不能作為日常生活的準則呢！人們常常以二元論（dualism） [19] 來區分這個時候應修什麼，那個
時候應修什麼，這是不應理的。一個真正貫通法義的人，不會被這些錯誤的「見」(d¨· i)所捆綁，所有的
修法都是環環相扣，互相滋潤、互相迴向，它們能絕對地割裂嗎？顯然是不能的，它們是一個有機的
(organic)整體，不容割裂。想要在達成涅槃的終點，就得在起點過著聖潔的生活，而八正道是一個很好
的指引。聖潔的生活在佛法裡頭曰「梵行」（brahma-caryŒ） [20] ，一旦梵行串習久後，許多內在的潛能
或創造力必定會被開發出來。如佛陀對周那的教說：
周那！導師出世，出家既久，名聞亦廣，而諸弟子盡受教訓，梵行具足，至安隱處，已獲己利，
又能受法分別演說，有異論起能如法滅，變化具足成神通證，是為梵行支具足滿。 [21]
梵行具足後，能成神通證，「成神通證」如果不從神學或神蹟來說的話，辜且可將之理解為種種人
類內在潛能的開啟，當然，創造力也包括在內。但是，很重要的一點是：不能因為執著「神通」或是執
取「潛能開發」的利益，而修梵行，這樣的梵行是無有是處的。但如果都不為了什麼，只是無所求的修
行，對現代人是說不過去，尤其現在「功利主義」(utilitarianism) [22] 流行於世，修行如果沒有一些些的好
處，實在無法打動人心。事實上，這一點可用「善法欲」（ku§alo dharma-cchandaú）來解決：
若緣無漏，便非過失，如善法欲，不應捨離。

[23]

世親認為只要目的是為了「無漏」，則對於無漏功德的欲求是可被允許的。但是大乘卻認為連「善
法欲」都不可以有，否則內心即成染汙，如窺基於《成唯識論述記》云：
薩婆多師緣無漏貪，是善法欲；今大乘說，愛佛、貪滅，皆染污收。

[24]

大乘法批判有部緣取「無漏」之所緣，是帶有染汙心的，修行必須保持全然的無所求。但吾人要進
一步地對此批判加以料簡，試提出問難：如果不是為了涅槃的功德，如果不是為了開發種種人體潛能，
為什麼我們要修學佛法？如果自始至終，修學佛法皆是無所得，那末，有修者與無修者的差別在哪？這
兩問難並不是為了反駁空宗，而是為了彰顯「空中之有」，其重要性不能被忽略。般若經雖講「畢竟空」，
但這樣的境界仍然須有「因緣」來成辦，並不是從本以來就空叫畢竟空，而是精進努力後所呈顯的空性
智慧，此智具有「畢竟空」的性質。同理，不是所有的人在一開始修行的時候，就能保持「無欲」，相
反地，「欲望」是不可扼抑的，所應作的是將它的能量轉向另一個方向，而上面《俱舍論》正是要處理
這個問題，故不能隨隨便便看它被評破了，就一味地認為它是錯。任何的「理」或「見」都是如此，沒
有絕對的是非對錯，皆是「因人因地而制宜」罷了！窺基屬唯識宗的人物，其所宗之經論中又以《瑜伽
論》為最強，但《瑜伽論》卻徹徹底底地肯定「善法欲」，因為善法欲為出家之正因， [25] 窺基居然於此
義全然不知，令人遺憾，他已忘記他自己是為「欲求真理、欲求解脫」而出家了！
對真理有適度的追求欲，追求真理的過程則維持著正確的生活方式，我們的心將漸漸地平息下來，
掉動心、貪心、瞋心、舉心、散心……等等都會因為我們無間的加行而緩和下來，終致寂滅、沒、清涼、
安樂、止息。衝著「寂滅」這一點，宋明理學家，乃至當代新儒家，對佛法有一強烈的誤解，以為佛教
追求「到彼岸」，是一種捨離世界的態度，儒者藉此來呈顯自己「生生不息」 [26] 肯定世界的態度。殊不
知佛法所謂「度彼岸」的真義，在龍樹菩薩（NŒgŒrjuna）的《大智度論》中解釋得非常好：
若能直進不退，成辦佛道，名到彼岸。復次於事成辦，亦名到彼岸。天竺俗法，凡造事成辦，皆
言到彼岸。 [27]
原來印度人言「到彼岸」，是指所作的事業成就了，就叫作「到彼岸」或「波羅蜜」。因此，「到
彼岸」非但沒有消極捨離世界的意義，反而積極地指出在世間的事業成就了，才叫「到彼岸」，這是何
等的積極入世啊！儒者一知半解，妄加批判，實是罪孽深重，若不勤求懺悔，當墮三塗惡道，受極大苦。
為什麼要作這一層說明，這是為了避免中國人受儒家的洗腦後，而以為佛法求「寂滅解脫」是遠離人群，
導致不敢修學佛法。實在地說，只有在「寂滅解脫」後，內心才真正獲得統一，才正式能隨心所欲地成
辦事業，否則事業的成功往往只是偶然、只是湊巧、好運，非完全發自於主體的意志。相反地，心寂滅
下來後，外在的一切就能隨自心而轉， [28] 想要事業往什麼方向走，它就能如意而行，這正是創造力的極
致表現。然而，除了生活上須依於「八正道」外，想要徹底發展潛能，勢必得碰到更深沈的修法──即
「止觀」，這是一切佛教宗派的共同歸宿，學佛若未碰觸到這一層，算是白學了。

第三章

奢摩他（§amatha）與毘婆舍那（vipa§yanŒ）

智者大師於《摩訶止觀》云：
法性寂然名止，寂而常照名觀。

[29]

《摩訶止觀》是天台四種止觀中的「圓頓止觀」，換句話說，是智者從圓教的角度去詮釋止觀的修
學方法，這種修法必須是上上根基或是已具足前方便的人，才入得了。一般人最好是有次第性地來修學
止觀，才易見功效，否則練了老半天，不但潛能未開發，還鬧得記憶力退失、意識遲頓、念力頓劣等過
患。 [30]

第一節

奢摩他(§amatha)

千千萬萬世的輪迴以來，人的頭腦已經變得極度瘋狂，如同一頭狂奔的野馬，怎麼樣也停不下來，
禪宗的故事生動地描述著「人總是盲目地忙碌」：
The horse is galloping quickly, and it appears that the man on the horse is going somewhere important.
Another man, standing alongside the road, shouts, “Where are you going?” and the first man replies,
“I don’t know! Ask the horse!” This is also our story. We are riding a horse, we don’t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and we can’t stop. [31]
這就是人類瘋狂的表現，居然連自己忙什麼都不知道，還要別人去問馬，可笑！為此之故，修習禪
定的第一步就是使那心猿意馬的內在停止下來。但是，頭腦是非常狡猾的，我們越是想盡辦法要停止它，
它就越想掙脫我們意志（will）的控制，怎麼辦呢？佛陀給了一個非常實用的法子──「三增上學」(tisraú
§ik·Œú)中的「戒增上學」(adhi§´la)，南傳覺音尊者在《清淨道論》一開始的＜序論＞中說到，世尊在舍
衛城時，於夜分中來了一天子，祂想要除去自己的疑惑而提出底下這個問題：
內結與外結，人被結綁住，瞿曇我問汝，誰當解此結？

[32]

內結意味著自物、自身、內處，外結意味著他物、他身、外處，由於人對內結與外結產生貪愛或欲
貪，故被結綁住而不得自由。「解鈴還需繫鈴人」，同埋，想要解脫於「結」，第一步就是認識這捆綁
我們的「結」，然而，認識到後，不可能所有的人都有辦法解開這些結，必定是一些具有特定能力的人
才有辦法解除或解碼 [33] 。底下說明了這種人：
住戒有慧人，修習心與慧，有勤智比丘，彼當解此結。

[34]

這一段不外是揭示戒定慧三學的重要性，但顯而易見的是，「住戒」排在第一順位，行者必須整個
人地住進戒(§´la)裡面去，好讓進一步的禪定修習，找到一個適當的內在環境。 [35] 嚴格地講，戒通常是
指比丘的學處──別解脫戒，但大部分的人是沒出家的，所以可用《菩提道次第廣論》＜道前基礎＞的
四種資糧來修習，何等為四：
復應學習四種資糧，是易引發奢摩他道、毘婆舍那道之正因，所謂密護根門、正知而住、飲食知
量、修習覺寤瑜伽。 [36]

事實上，宗喀巴說的這四種資糧，只是節錄自《瑜伽論》的「二道資糧」 [37] ，因此，若要看四種資
糧，還不如看「二道資糧」來得詳細：
謂若自圓滿、若他圓滿、若善法欲、若戒律儀、若根律儀、若於食知量、若初夜後夜常勤修習覺
寤瑜伽、若正知而住、若善友性、若聞正法若思正法、若無障礙、若修惠捨、若沙門莊嚴，如是
等法是名世間及出世間諸離欲道趣向資糧。 [38]
本文不對二道資糧作一一地解釋，只是藉此指出修定前的準備功夫必須打好，否則「禪定」是不可
能修成的。唯有持戒到了心不悔的境界，身心才開始會產生輕安，輕安乃禪定之前行，如《大智度論》
＜釋初品中八念義 第三十六之餘＞曰：「持戒清淨故心不悔，心不悔故生法歡喜，法歡喜故身心快樂，
身心快樂故能攝心，攝心故如實知，如實知故得厭，得厭故離欲，離欲故得解脫，得解脫果報得涅槃。」
[39]
光是一個最基礎的戒律，已經影響最後的涅槃了，行者不可不小心啊！
關於《瑜伽論》的二道資糧，宗喀巴是曾經引用的，他說：
真欲修止觀定，應勵力集＜聲聞地＞中正奢摩他「十三資糧」，極為主要。

[40]

細尋《瑜伽論．第一瑜伽處》的＜出離地＞之「二道資糧」，多達十四種資糧，而非十三資糧，可
能宗喀巴算錯了。
自他圓滿善法欲
覺寤正知住善友
整理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自圓滿
他圓滿
善法欲
戒律儀
根律儀
飲食知量
覺寤瑜伽
正知而住

善友性
10. 聞思正法
11. 正思惟
12. 無障礙
13. 修惠捨
14. 沙門莊嚴

戒根律儀食知量
聞思無障捨莊嚴

[41]

真不知宗喀巴把哪一項算在一起，或者是漏算哪一項。如是是犯了算在一起的毛病，應是將「自圓
滿」與「他圓滿」算為「自他圓滿」吧！
整個奢摩他的重點在於「專注」（concentration），也就是八正道中的「正定」（Right Concentration），
禪宗有一則相當美麗的故事，敘述兩個和尚專注所達到的境界：

A Zen monk saw a beautiful goose fly by and he wanted to share this joy with his elder brother who had bent
down to remove a pebble from his sandal. By the time he looked up, the goose had already flown by. He
asked, “What did you want me to see?＂ but the younger monk could only remain silent. [42]
這兩位和尚的境界都相當高，首先是那位師兄神情自若地彎下腰去取出草鞋中的鵝卵石，他沒有因
為外在事件的突變而分了心，仍持續地維持身心的觀照。當師兄取出石頭後，問師弟要他看啥時，師弟
並沒有懊惱地說：「唉！你錯過了。」相反地，師弟活在當下，過去的事已經過去，重要的是眼前，因
此他保持沈默，鵝已經過去了，不再值得掛念，這就是禪宗祖師灑脫的風範。
現在的人如果做任何事情，都保持同等程度的專注，一定是「無事不辦」的了，《遺教經論》云：
「制之(心)一處，無事不辦。」 [43] 如果能好好地督攝六根，不使之跳躍不定，久而久之，心就能安定下
來，做任何事情就能事半功倍。常常有人喊：「心有餘而力不足。」那是因為雜務太多， [44] 致使一心多
用，當然什麼事情都作不好。若每一次都好好地專注於一件事，一切都會變得簡單。
智者大師把「止」的意義詮釋得非常深入，他把止分成三義：一者息義、二者停義、三者對不止止
義。
息義者，諸惡覺觀、忘念思想，寂然休息。……停義者，緣心諦理，停住不動。……對不止以明
止者，……，此待無明之不止，喚法性而為止。 [45]
一般而言，瑜伽行派說明「止」的時候，總是一關一關的深入；智者大師的詮釋方法則是「正直捨
[46]
方便，但說無上道」 ，真是佛教史中的奇葩人物。首先，只要將種種的雜念、妄念、胡思亂想平息下
來後，讓心性處於寂止休息的狀態，就是「止的息義」。其次，將心安止下來後，所要進一步作的事情，
就是將心安住於一個所緣境，在圓教的修法裡面，所緣境不再是一個外在具體的相 [47] ，而是一個形而上
的「理境」 [48] ，能夠安住於理境中而心不散動，就是「止的停義」。最後，由燥動不安的無明而直悟法
性之止。這應用到了正反辯證法，蓋從內心體會到「變動」的當下，聖者馬上就能知其「不變」，因為
變動必得由不變來襯托出來，凡夫總是追求變的一面，只懂得「變」的世界，從不知有個「不變」，《大
般涅槃經》云：
聲聞緣覺見一切空，不見不空，乃至見一切無我，不見於我。以是義故不得第一義空，不得第一
義空故，不行中道，無中道故，不見佛性。 [49]
智者見空及與不空，常與無常，苦之與樂，我與無我。

[50]

暫且撇開宗派意識的對立，這一段給我們的啟示即：看任何事物要面面俱到，不能只見到一面。同
樣地，凡夫總只知道求新求變，從不知道還有個不變的世界──止的世界，智者大師的「對不止以明止
義」，相當於「體空觀」──相對於「析空觀」而言，也就是說，在六根觸六塵的當下，雖然六塵是無
常燥動的，但能馬上悟入「當體即止」，這個道理就好像當我們看到白色的時候，我們能馬上知道有黑
色的存在；當我們在喧囂的菜市場裡頭時，我們馬上知道遠離菜市場時，有寂靜之存在；有火焰的存在，
也就有黑暗的存在。 [51] 同理，當我們正在無明的當下，馬上能夠悟得「無明即法性」，而法性是寂然常
住的，瞬間！我們進入了禪定理境，這是圓教的圓頓修法。
但我必須強一點，如果一直側重理修而忽略事修的話，那頂多只能進入理境，這種理境在古今中外
的各個哲學家與神學家身上都發生過，佛教無法在這上面顯示其修法之殊勝，反倒是要回過頭來再修
「事」上的禪定，實際而具體的人體潛能才真正能被開發出來，進而應用在真實的世界，否則，過度重
視理修，易流於「魏晉玄學」之弊，人人成天談玄說妙，個個說的都是那形而上的烏托邦，卻一點兒也
無法在人世間實現。我們必須將這樣的佛學加以揚棄，因為如果我們不主動拋棄它，未來它也會被科技
的洪流自然淘汰，科技講求「看得見、摸得到」，如果佛法的修持不能產生具體的證量，一定會像印度
佛教一樣被剷除掉，只是這一次是全體性地被科學剷除。吾人提出這一點，只是想提醒學佛者，勿終日
高談闊論，當你一邊喝茶，一邊戲論時，佛教已經在走向滅亡了，科學正虎視眈眈地看著我們。因此，
阿姜曼的話是非常強有力的：「修習才能保持正法的純淨，……，如果我們只是致力於正法理論的研究，
那是起不了作用的……。」 [52] 這句話一直印在我的心中，成為我的座右銘。

第二節

毘婆舍那（vipa§yanŒ）

上一節奢摩他的部分，介紹了禪宗、瑜伽、天台、藏傳黃教、南傳等大支派的修法，基本上，毘婆
舍那的修學風格與奢摩他是差不多的，為使讀者對佛教修法有更開闊的視野，本節將以華嚴宗的觀法為
主，因為華嚴一系獨立地發展出自己的觀法，那種風味，絕無僅有，其觀法實是整個印度中國佛教中最
壯麗的一頁，底下就讓我們來細細玩味。筆者藉著這種大系統的介紹方法，開啟現代人的智慧，只要細
細品味全文的任何一段而有所悟，創造力的活水自然就能流動起來，如「靜止的流水」，水流動著，卻
不湍急，「止觀」之流就像如此，「水的流動」意味著「觀」，「流而不急」意味著「止」。
法藏所說的「妄盡還源觀」觀法，該收了華嚴觀法的旨意，華嚴觀法的意旨總是離不開「普遍性」
（universality）的原則，換句話說，行者進行功夫活動時，需使理境遍於整個法界，假如有任何一理無
法窮盡法界，那麼這個「理」本身是有問題的、有毛病的。一個真正的「真理」一定是窮盡所有法界而
無礙，因此，如果在進行觀法的同時，發現有所滯礙不通，那表示：此理有問題，必須加以抉擇，勿使
之逗留於吾心過久，方便除遣之。華嚴觀法之所以那麼強調普遍性，因其徹徹底底地宗於「如來藏」，
或謂「自性清淨圓明體」，如《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曰：
一顯一體者：謂自性清淨圓明體，然此即是如來藏中法性之體，從本已來，性自滿足，處染不垢。
[53]

依著「自性清淨圓明體」而遍照內外、身心、法界，其實，先歸於「自性清淨圓明體」，然後起心
外照，類同於神秀與普寂的「凝心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因為他們二人所依的經論
亦屬於如來藏系，故修法亦有類似之處。雖然修法類似，但歷史的評價卻是一高一低，神秀一系給神會
攪和之下，失去其應有的正統性，惠能一支爭得正統，神會之所以爭得正統，乃以惠能之話而對「凝心
入定，住心看淨，起心外照，攝心內證」作刻薄的批判。但是，具有類似修法的華嚴宗，避開了同樣的
結局，何以故？它先下手為強了，其手段就是「判教」，華嚴建構了一套判教系統，把自己放在最高的
別教，其它一切宗派都擺在底下，以其系統嚴密故，除了天台宗外，至今還沒人敢妄加批判別教。由此
可以讓我們看到，判教的手段確實令自宗的優越性，得以穩固地保留下來。
法藏在「依止起觀」中，以六種觀法該收一切法門：
一者攝心歸境真空觀，……。二者從心現境妙有觀，……。三者心境祕密圓融觀，……。四者智
身影像圓融觀，……。五者多身入一鏡像觀，……。六者主伴互現帝網觀，……。 [54]
初修業者，始修業時，最難突破的瓶頸就在「雜念過多」而難以止息，而這些雜念都源自於「自心」
的分別，在這裡，法藏提供了一個連根拔盡的根源性觀法，「令心不起」，則外境即空，外境空故，復
令識不生，識不生即令心不起，就這樣造成良性循還。

如果總是保持著心不起，枯木頑石與許多昆蟲的能力都比人類強，人的智慧之所以有價值，就在於
「依體起用」，從心不起的基礎而歷外境，依著不動心而修萬行，萬行修過後，此心的不動性又倍復於
前。經歷過萬行的不動心，轉升成「無礙心」，以此心再歷萬行時，萬境同如佛國境土，清淨莊嚴，無
礙心所變現的世界即成「無礙境」，這就是「三界所有法，唯是一心造」的道理。接著再以寂定之「智
體」，外照萬境，此時的境已不再屬於堅實的存有，而是虛幻的影像，之所以有這樣的效果，是因為行
者的證量所致，此位相當於理事無礙法界。然而，華嚴宗的特色就在於入事事無礙法界，法藏雖然提出
這個法界的名稱，但是「四法界說」實是到了澄觀的手上才成定案。 [55] 悟入法界，是修學華嚴的最終目
標。 [56] 然而，事事法界的極致又以「因陀羅網」的觀法為主，這不但是六種觀法的最後一關，也是杜順
五教止觀的最後一門──華嚴三昧門。
若於一珠中坐時，即坐著十方重重一切珠也，何以故？一珠中有一切珠故，一切珠中有一珠時，
亦即著一切珠也，一切反此，準以思之。 [57]
重重無盡，相即相入，互不相礙，這一直是華嚴宗所強調的精髓。華嚴宗的經論，其抽像性是諸宗
裡頭屬一屬二的，一般人只能望之興嘆，更不用說應用到日常生活了。其實，我們可以簡單地如此理解，
重重無盡的法界就像人世間的各行各業，每一行業皆有其專業的知識，想要精通一種行業，至少都得沈
浸於中十年以上，方能有成。A 行業所開顯的是一個世界，B 行業開顯了另一個世界，同理，C、D、E、
F、G……等行業各自開顯了自身的世界，但是這麼多的世界卻能同時間存在於一個地球上而彼此相容，
互不妨礙，實在是一項偉大的奇蹟。華嚴正是把這一個真如法界，極盡所能地把它描繪出來，並勾勒出
修學法要，如何在這錯綜複雜的法界中生活，而能自在無礙？華嚴初祖到華嚴五祖都作了某種程度的調
和，調和各種衝突對立，容之於一真如法界。
事實上，這種修法在瑜伽行派已可見其端緒，如《瑜伽論》云：
若諸菩薩即緣一切契經等法，集為一團一積一分一聚，作意思惟，此一切法隨順真如，趣向真如，
臨入真如，隨順菩提，隨順涅槃，隨順轉依，及趣向彼，若臨入彼，此一切法宣說無量無數善法，
如是思惟修奢摩他毘缽舍那，是名緣總法奢摩他毘缽舍那。 [58]
若緣無量如來法教，無量法句文字，無量後後慧所照了，為一團等，作意思惟，非緣乃至所受所
思，當知是名緣無量總法奢摩他毘缽舍那。 [59]
瑜伽行派在修「總法奢摩他毘缽舍那」時，出現了與華嚴宗相似的修法，皆是緣一法界而修，法界
是共相，別相則是宇宙的萬有。而緣一法界的修法又可通到《文殊般若》的「一行三昧」，《大寶積經》
引之曰：
云何名一行三昧？佛言：法界一相，繫緣法界，是名一行三昧。

[60]

《大乘起信論》云「法界一相即是如來平等法身」 [61] ，無論如何，繫緣法界的修法是緣一「整體」
或「法身」，不再是緣一一的身心生滅來修，換句話說，此種觀法已進到大乘「常樂我淨」之修法，不
再如原始佛教「無常、苦、無我、不淨」的修法。而根據近代學者的說法，大乘佛法的這種演變是為了
適應婆羅門教而開權的，因為婆羅門的梵我思想在印度本土漸漸抬頭，淩駕於佛教之上，佛教為了自身
的存在與發展，只好去適應新的流行思想，否則原始佛教與大乘佛教的衝突將難以解釋，其實，前文已
引過《大般涅槃經》的「智者見空及與不空，常與無常，苦之與樂，我與無我」，這是一個過渡時期，
也就是說，大乘佛法不能一下子就講「常樂我淨」，須要有一個緩衝地帶，涅槃經正好證明了這一點。

但是，無論觀點如何地轉變，「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從戒定慧滅貪瞋癡」的次第道是永遠不變的，
能變的只是枝節的部分，骨幹的部分，千古以來從未變動。所以，只要我們懂得這一點，心也就不會徬
徨不安了，不再於面對三藏十二部經典時而不知所措。
以上已簡要地指出「止」、「觀」在不同宗派的不同修法，在吾人的身心體會中，不同的修法導致
不同潛能的開發，換句話說，有人講「一門深入」這句話是有問題的，因為如果總是修一門，所開發的
潛能也只有一層領域，但人的內在領域是層層無盡，經中也談到，佛就是嘗試過所有的修法後而成為「一
切智者」，因此，修學不同宗派的不同法門，實在是必要的。況且，吾人經常於佛教團體中發現，僅修
一門者，其「法執」之強，非筆墨可以形容，而修學不同宗派的不同法門，不但能獲得各種種類的潛能，
成為一切智者，而且易破「法執」與「所知障」 [62] ，行者於此點須多加留意才是。

第三節

止觀雙運

止觀雙運的強力聖教量基礎在於《雜阿含經》的第 464 經， [63] 有一次阿難（înada）到德高望重的上
座前請法，問曰：應該以什麼方法來專精思惟？上座答曰：止、觀。注意：上座所回答的，不是只有止，
也不是只有觀，而是止和觀。上座並進一步答言：修習於止，可使「觀」得以成就；修習於觀，可使「止」
得以成辦。換句話說，止觀二者互相滋潤，相輔相成。俱修止觀二法，最後將離所有的愛染而獲得解脫。
更絕的是，阿難復以同樣的問題問其它的五百上座，所得到的答案一模一樣，最後又以同樣的問題問佛
陀，佛陀亦如是答，至此阿難不得不讚嘆：「奇哉！世尊！大師及諸弟子皆悉同法、同句、同義、同味。」
[64]

入道雖有多門，卻有一條迅速而準確的道路，謂之止觀、定慧、寂照、明靜。有止觀的基礎後，天
台一心三觀的「從假入空觀」才成為可能，因為它是在止觀雙運之下而動轉的，這種動轉是連根性地拔
除，它需要強勁的力量方能除盡原有的「假」（在此不論及菩薩回假），力量增強的來源即是止觀，止
觀是「體」，止觀雙運是「用」，止觀雙運使得從假入空開始動轉。
「悟心容易息心難，息得心時處處閑」，要悟得動盪不安的心與虛妄不實的心並不是件難事，它只
運用到哲學所講的「悟性」而已，德國哲學家叔本華說「世界是我的表象」 [65] ，人們運用悟性即可認識
一切外在世界，乃至認識認識之所以可能的主體結構，故悟到內心處不是件困難事，因為我們只是悟到
一堆垃圾、一堆亂七八糟的表象。真正困難的是「息心」，息心之後才有如大圓鏡的智慧，一切才會圓
融地實現於心，時時處處也就安閑自得了。悟心所悟的是表象世界的假，乃至所觀的核心是妄心，如智
顗說「一念無明法性心」，這句話彰顯了性具善惡的原理，能觀是一念，所觀是無明；息心後所生的是
空智，所入的空是不生不滅、不增不滅、不垢不淨，人在此空智中，無所罣礙，事物只是以其本來面貌
呈現出來而已。
瑜伽師云：
一向念住為所依止，精勤修習毘缽舍那，堅守正念，遠離掉舉隨煩惱故，無有愚癡，已入止觀雙
運轉道，其心正定。 [66]
修習四念住能發展「正定」，修習毘缽舍那為「觀」，這兩種數數串習後，即能入於「止觀雙運轉
道」，真正獲得八正道所說的「正定」（Right Concentration）。而藏傳舊派──甯瑪派──中的《辨法
法性論》（慈氏五論之一 [67] ），於「四加行」的第三加行──有得無得行（dmigs pa mi dmigs pa,

upalambhŒnulambha），談錫永將之解為「止觀雙運」，第四加行「無得有得加行」（mi dmigs pa dmigs pa,
nopalambhopalmbha）則為由止觀所生之「決定見」。 [68] 但若考世親之解釋，並沒有如此的解法，想來是
談氏自家的聯想。世親僅謂「有得無得行」為能所皆不可得，而「無得有得行」則進一步使「二取無」
成立。 [69] 由此看來，不管是談氏的說法或世親的說法，皆令我們了知於第三加行後另立第四加行，乃為
了進一步尋求「有得無得行」的根本因，換句話說，「止觀雙運」的功夫之能夠成立，是因為有「二取
[70]
無」之理的支撐，這也是整個《廣論．毗缽舍那》所要述說的宗旨 。確實如此，由於能所二空，故當
我們修止觀時，才能把止的功德迴向觀，把觀的功德迴向止，兩者不斷增上，終致止觀雙運，而在這種
境界上是「主客互泯」、「能所雙亡」的。「二取無」之理確實提供了「止觀雙運」之所以可能的基礎。

《辨法法性論》屬於甯瑪派「見部」的部分，一般人若光看論，不知方便的話，將很難實際修學。
故吾人再介紹藏傳新派──黃教──宗喀巴大師的《菩提道次第廣論》與《菩提道次第略論》，使「止
觀雙運」義的實際修法更趨完備。
《廣論》引出《瑜伽論．聲聞地》來說明「止觀雙運」：
問：齊何當言奢摩他毘缽舍那二種和合平等俱轉，由此說名雙運轉道？答：若有獲得九相心住中
第九相心住，謂三摩呬多，彼用如是圓滿三摩地為所依止，於法觀中修增上慧，彼於爾時由法觀
故，任運轉道，無功用轉，不由加行，毘缽舍那清淨鮮白，隨奢摩他調柔攝受，如奢摩他道攝受
而轉，齊此名為奢摩他毘缽舍那二種和合平等俱轉，由此名為奢摩他毘缽舍那雙運轉道。 [71]
「九相心住」是《瑜伽論》奢摩他的教法，分別是：內住、等住、安住、近住、調順、寂靜、最極
寂靜、專注一趣、等持。 [72] 這裡不作解釋，其意請讀者依據註腳自行閱藏。必須先有九相心住的奢摩他
基礎，才能進一步地修「觀」，修習得力的話，就能達到任運而轉、不需要再加行的境地。瑜伽師在教
導止相、舉相、捨相的時候，也提到「捨相」無需再加行，何以故？止相是對治掉舉，舉相對治惛沈，
捨相是處於不惛沈亦不掉舉的最佳狀態，故只需使最佳狀態保任下去，若作任何的加行，都會破壞佳境。
處於止觀雙運時，不再有「止」是主、「觀」是客，或「止」是客、「觀」是主的形式（form），相對
地，它們二者平等俱轉，止滋潤觀，觀滋潤止。
在達到最後階段的「止觀雙運」前，必須先達到「真實毘婆舍那」，非「隨順毘婆舍那」，如《廣
論》云：
如是觀慧觀擇修習，乃至未生前說輕安，是名隨順毘婆舍那，生輕安已，乃是真實毘婆舍那。 [73]
這裡所言的「輕安」（prasrabdhi）正與第一節所引的《大智度論》的「身心快樂」不謀而合，如果
修觀的時候，沒有「輕安」之覺受，這只表示修到「隨順毘婆舍那」的地步而已；如果修觀的當下，伴
隨著「輕安」之覺受，表示已入「真實毘婆舍那」。《集論》解釋「輕安」云：
何等為安?謂止息身心麤重，身心調暢為體，除遣一切障礙為業。
「止息身心麤重」同時是《瑜伽論》十種隨順學法的第七學法，
理基礎，遍布於整個大小乘三藏中，不止於這裡所引的經文。

[75]

[74]

事實上，修定產生「輕安」的教

修行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以內在固有的身心喜樂來取代外在的物質享受，因此，總是修得死氣沈沈，
臉現苦相，即使修習毗婆舍那見到諸法實相，那又怎樣？生命終究毫無意義可言，這種人修久後，容易
成為老油條而退轉，因為他雖然獲得實相，但由於活得不快樂，他會再度返回人間去尋求樂子。而一個
同時活在喜樂與見到實相的人，將會對自己的一切置信不疑，堅定恆毅地過完此生，斷諸後有，不再輪
迴。
因此，身心有沒有輕安，實是可作為吾人修行成功與否的一項指標，它是可以自我檢證的，不用訴
諸於外力或他人。現在有許多團體的領導人喜歡印證他人證幾果、證幾地或證幾禪，都是危險的作法。
我們的身心只有我們自己最了解，哪還需要別人的印可呢！這種不依人的風範可在所有大小乘經典獲得
認可，今舉原始佛教的《雜阿含經》與大乘佛法的《華嚴經》為例：

仙尼出家見法，得法，斷諸疑、惑，不由他知，不由他度，於正法中心得無畏。
欲令菩薩，於佛法中，心轉增廣，有所聞法，即自開解，不由他教故。

[76]

[77]

七覺支（梵 saptabodhyaºgŒni；英 the Seven Factors of Awakening）中就有一項是「輕安覺支」（ease），
當身心產生「輕安」時，我們很自然地就會想要繼續精進，因此，無論如何都應該修習禪定，發展出輕
安的覺受，它是一種「正受」。號稱第三世界的現代，人們充滿著許多的工作壓力，隨之而來的就是「身
心麤重」，禪修的休息幫助了人們恢復本自具足的「輕安」。一行禪師說：
We need to practice resting even when we are not sick. Sitting meditation, walking meditation, and
mindful eating are good opportunities for resting…If you walk slowly and remember to take it easy, if
you are able to sit and do nothing from time to time, you can rest deeply and enter a state of true ease.
[78]

禪坐、經行、保持正念的吃飯……都是非常好的禪修方式，在這最簡單的修行方法裡頭，蘊藏著最
深廣的佛法奧義，透過它們，可令我們證得阿羅漢、辟支佛、乃至無上正等正覺，重點在於方法正確，
並且精進不懈地修行，那麼……無事不辦啊！

第四章

結論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原子能可以發電，也可以摧毀世界，這一切完全看我們如何應用。目前
的核能發電會產生核癈料，未來科技將發展出沒有汙染的核融合來發電，而且發電量更加強大。就這樣
子，人類的文明不斷地在嬗變中，一剎那也沒止息過，但歷史最大的荒謬，就在於佛陀打破了「嬗變」
的文明，更絕的是，佛陀直接地使用「觀照無常」的手段（means）來達到「常恆不變」的內心寂靜。
當然，原始佛法「觀照無常」的手段的本身也在變，途經涅槃經的「雙觀常無常」，終致後期大乘佛法
的「如來藏」與密教的「大日如來」思想，達到絕對的「常恆不變」，不僅內心寂靜的目標是「常」，
而且過程與手段本身就是「常」，這是佛教史演變的必然過程。
雖然從原始佛法到密乘佛法的修行手段不斷地在改變，但隱藏於背後的，終究有一條「不變之道」，
即「止觀」，它縱貫了古今中外的全體佛教，佛教以其為命脈而存活至今。在古代，它令人解脫痛苦的
人生，達到永恆寂靜的涅槃彼岸；於今日，它提供了現代人在工作之餘身心充電的妙方。「止觀」被西
方人改造成各種型式而亮相於眾人之前，有時候它配合心理學，有時候配合精神治療，有時候配合超覺
靜坐，它不僅能在人生病時予以幫助，也在日常生活的禪修中被加以落實，無論如何，西方人對佛教的
「止觀」修法是倍感興趣的。
然而，這一整套的修法，原原本本地就存在本土的大藏經裡頭而一直受到冷淡，非得等到西洋人興
起熱潮時，國人才開始加以注意，實是本末倒置。雖然，並不是所有的人都想解脫、成佛，但「止觀」
之道畢竟是佛陀所留下的大智慧寶藏，以其法性空故，它可以被改造成任何型式的，換句話說，先讓「止
觀」改頭換面成人們比較能接受的模樣，使人們有機會接觸教法，等到慢慢深入後，人們自然會了知佛
法的奧義。開權是相當重要的一環，「般若不離方便，方便不離般若」，因此，如果要讓佛陀的智慧不
斷種的話，必須運用善巧方便，令現代人除了沈溺於五欲之外，能碰到「清淨、清涼」的佛法。
承如阿姜曼尊者說的，「修習才能保持正法的純淨，……，如果我們只是致力於正法理論的研究，
那是起不了作用的」，這是最後的一道防線，如果行者都能精進地修持，還怕沒有證量嗎！究竟的證量
意味著全部人體潛能的開發，而人們是最急功近利的，當他們見到修學佛法有這樣的利益時，焉有不親
近之理！
本文綜合了北傳、南傳、藏傳三大系的經典，作了消化後而以一種貫通的方式將它們呈顯出來，何
以故？未來的佛法是多元化的，但是多元化卻不礙和平共處，只有抱著這樣的態度，才不致自己人閉門
造居的情形。吾人希望藉著自己深入三大系的經典後，於自心中將三者的隔闔大一統起來，再由身口意
散發於法界，如此的話，勢必能造成另一種修法的風範，當然在學術上也一定會導致另一條方法論，本
文只是略作嘗試，未來要走的路，不管是「解」或「行」，都還相當長遠。請先進聖賢不吝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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