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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度 
（不作意的抉擇） 

前言： 

這個小題目是有一次我在山上打坐時，突然閃起的念頭；念頭現形後，我稍

微思考一下，便知道這主題的意思。所以就把與這題目相關的部分，作了一番

整理，而成為這次開示的綱要，主要是講智慧度的部分。 

關於智慧，不管大乘還是小乘的經典，我覺得都沒有交代得很明白。雖然很

多經典皆曰：智慧者，乃「無分別智」。然「無分別」為什麼算是智慧呢？石頭、

木頭也無分別，它們算有智慧嗎？ 

還有人說：智慧者，斷煩惱。畜牲有沒有很大的煩惱？我們不知道。但看牠

們每天吃吃喝喝的樣子，好像還沒有人的煩惱多；有些白痴，似也沒有什麼煩

惱，反而是我們替他煩惱很多。所以只謂沒有煩惱，就是有智慧的話，則很多

時候，白痴跟智者還顯不出差別。 

或者講到證量，即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如果徒坐在那邊什麼都不說，

什麼都不想，誰會認為他有智慧呢？ 

所以我覺得，傳統上對智慧的定義，其實都是落在「空」的那一邊。但智慧

者，一向是從「抉擇」而有；若不抉擇，何以凸顯其智慧呢？因此，我一向說：

所謂智慧者，即是作「精準而睿智」的抉擇。 

我們用佛陀的三個故事，以說明怎樣才是「精準而睿智」的抉擇： 

一、 佛選阿難為侍者 

眾所皆知，佛選阿難為侍者。然佛為了等阿難當侍者，大概等了二十年：

因為釋迦牟尼成道時，阿難才出生。因阿難出生時，面如滿月，又值佛剛成道，

於是大家都歡喜地把他的名字取作「阿難」，即歡喜的意思。 

佛以祂的神通很快便知道，阿難有一種特殊的能力，且這能力是其他人絕

所不及──他是天生的錄音機，只要聽聞過的法，可完全地記錄下來，而不會

有一絲一毫的差錯。佛知道阿難有這種特殊能力後，便盤算著得賦予阿難將來



 42

「集結法藏的使命」。可是那時阿難還小，才剛出生，所以佛陀一定要等到阿難

長大，而且受過比丘戒了，祂老人家有一天才說：「我年紀大了，需要侍者！」 

一說需要侍者，很多大弟子都自告奮勇，迦葉尊者、舍利弗、目犍連等，

都說：「就我來當吧！」佛說：「我老了，你們也差不多老了。」大弟子們都不

中意。於是較年輕者就說：「那就我來當吧！至少我比較年輕。」然年輕的，佛

陀也不中意。最後佛千挑萬選，就是要阿難當侍者。 

佛有這麼執著嗎？其實這是個非常重大的決擇。因為阿難像錄音機一樣，

可以把佛陀講過的法，完全記錄下來；所以佛在選擇他當侍者時，早已賦予他

將來要集結法藏的使命。 

說白一點，釋迦牟尼佛(那時約五十六歲)，哪需要侍者呢？真有老到那麼

遲鈍嗎？不！只是為了讓阿難能經常跟隨在佛旁邊，從而聽聞佛法，以便結集

法藏。選他當侍者的時間太早不行，因阿難還未成年，還沒有受比丘戒，不能

當佛的侍者；如果再晚呢？則很多的場合，他都沒有機會聽法也。聽說佛選阿

難當侍者後，還必須把阿難以前未聽聞的經，為他重述一次。目的很明確：希

望佛所說的經典，都能從阿難這裡結集出來。 

所以這其實是個深謀遠慮的決定，因為有阿難的結集法藏，佛法才有辦法

延續到今天；否則，佛的教法可能很早就散失了。這個決定，既影響了二千多

年來佛教的發展，也庇佑著幾十億人口的信仰。因此佛陀非常堅決：一定要阿

難當侍者。我們可以想像，阿難會出家，應該也是佛陀冥冥中庇佑他的，一定

要他出家。因為這樣的人才非常稀少，非常殊勝，所以他一定得出家，且一定

遴選他為侍者。 

這是執著嗎？佛是為後代千千萬萬的眾生著想的。所以必須作「精準而睿

智」的抉擇，為效益太卓越了。 

二、 佛以「慈悲觀」降伏醉象 

因為提婆達多準備另立僧團，就唆使阿闍世王一起叛亂，所以企圖害佛。

乃以酒把象灌醉，且在象的身上，綁了很多利刃。等到佛陀托缽回精舍時，再

把象趕出來，且不是趕在曠野而是狹巷，佛往東象往西，很快就要碰上了。聽

說那時候有很多佛教的居士及外道的居士，也知道有這回事，所以大家都在看：

看佛怎麼去面對處理。那時阿難跟在佛後面，看到醉象直往這邊衝過來，他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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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手腳發軟，要逃又不敢逃，故只能躲在佛背後，亦步亦趨，心裡七上八下。 

佛沒有停步，還是用原來的速度、遵循原來的方向繼續往前走，時間愈來

愈緊迫了，大家都睜著眼，屏氣凝神地看著，不知最後會有什麼結局？然在快

碰撞之前，大象的腳步卻突然慢了下來，最後大象竟跪在佛陀面前；有些經典

上甚至說，大象還以鼻子行接足禮哩！ 

為什麼大象最後竟跪在佛陀面前呢？因為佛「修慈悲觀」。佛一面疾走一面

修慈悲觀，且這慈悲觀還是對著醉象加持的。象被灌醉了，頭腦都不清楚，佛

還要用慈悲觀，讓牠在這麼短的距離內，感受降服。 

如果說，佛是無分別智，所以醉象有看等於沒看。甚至生死本如夢如幻，

何必在意！唯繼續走過去，最後被大象撞死了，誰會說祂有智慧呢？一定會說：

這個傢伙以前不知道造什麼孽，所以現在不得好死。 

如果佛想：大象算什麼，我有神足通，大象衝過來時，我再騰雲駕霧，一

走了之。當然，佛一定做得到。可是有神足通，在當時並不稀奇；因為佛的弟

子，很多都有神足通，甚至很多外道，修定成就者也能現神足通。因此如果佛

以神足通一走了之，別人也會說：你呀，乃三十六計走為上策也！ 

要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決擇修慈悲觀，且能讓醉象在短距離內即感受降

服，一般人，誰敢呢？所以這精準的決擇，背後唯靠堅強的實力：佛修的慈悲

觀絕對有效，且必能在很短的時間內，讓醉象降服下來。 

三、 佛教須達多長者「以法為師」 

這個故事是在《律典》上的，須達多長者就是給孤獨園長者，他以黃金舖

地，為佛陀蓋了祇洹精舍之後，佛陀就經常在那裡說法教化，於是須達多長者

便經常到那邊聽佛說法。而且不只是去聽佛法的開示，且還經常去掃地，庭院

裡的落葉也都是由他來掃的。時間久了，大家都把清掃的工作，留給他作。 

然也不知何故？他竟好久都沒有來。於是庭院內外都非常的髒，因為大家

都已習慣按兵不動等他來掃也。最後，竟有一個老人家，忍不下去了，逕拿起

掃把獨自掃了。誰呢？釋迦牟尼佛！ 

他老人家一動手，其他弟子都不敢怠慢，各自拿了畚箕或掃把，奮勇掃地。 

掃呀掃的，幾乎快把庭院內外打掃乾淨時，須達多長者卻突然出現了，他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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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吃一驚，他說：「因非常尊敬佛及祂的大弟子舍利弗、目犍連等，所以祂們掃

過的地就是聖地，聖地我是不能去踐踏的！」然這下子可慘了，他又沒有神足

通，怎麼進得房去呢？難道可以說：「那你就不要進來好了！」這太絕了，不可

以這樣說。 

或佛陀可以說：「進來！我賜你無罪。」這可不是有罪無罪的問題。佛陀可

以說：「目犍連，你是神通第一的，把他駕過來，離地三尺，腳不可以碰到地。」

佛也不會這麼做。 

佛在這時候，反而平淡地說：「你以佛為尊，佛以法為尊。」所以只要你心

中思惟著法義，口中誦唸著佛所說的經偈，就可以平穩地踏過去。當然這對須

達多長者來講，不會有什麼困難，因為他已認真地聽了很多經典；如果是偈頌

的話，則更簡單，如「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然為樂」，或者「一

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等，相信他一定可輕鬆地唸出來。說白一點，如果唸

不出來，現學現賣都還來得及，所以能讓須達多長者非常如法地走過去。 

因為論情，佛不能讓他不進房內。可是他因非常尊重佛故，不能去踐踏聖

地。要在這二者間，找到折衷的善巧方便，就得作「精準而睿智」的抉擇。 

這個決擇，其實不是方便而已，而是扣準「以法為尊」的大前提，而這本

是佛法最重要的原則。在這個故事裡，我們挑不出佛陀有任何徇情的嫌疑。很

多法師遇到大護法，就趕快施捨方便，把本來的規矩都破壞了。於是名為護法，

實為壞法。但在這故事裡，我們可以看出，佛陀還是嚴守著「以法為尊」的大

前提。 

很多人都喜歡說佛陀的故事，但說的都是怪力亂神的情節，云何能表現出佛

陀真正的智慧。但在這三個故事裡，就可以明確知道：佛對世間的事情，猶能

處理得非常精準、俐落，而沒有任何的瑕疵。這不是無分別智，不是言語道斷、

心行處滅者，所能做得到的。所以真正的智慧，不是無分別、無煩惱而已，而

是能作精準而睿智的抉擇，才能稱為智慧。 

或問：人何嘗不想作精準而睿智的抉擇？ 

答云：雖想而作不到！ 

再問：何以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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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云：有幾個原因，如下所說。 

癥結之一 

就是「自我中心」。一般人從無始以來就有無明，故從生下來，就帶著頑強

堅固的我見，所以一切思考、一切抉擇，都不出「自我中心」。 

於是既以「自我」為中心，就已偏一邊去了！既偏一邊去了，就不可能作一

個精準而睿智的抉擇。我想這一部分，諸位聽佛法以來，都應該聽得很多。故

其抉擇，必免不了是自私自利，甚至是損人利己的。這樣的抉擇當然不可能是

精準又睿智的。 

癥結之二 

就是「視野狹小」。佛法常說諸法從眾緣生，且眾緣又涵涉無量無邊的因緣。

在過去的時代，一般人的知識有限，當不可能深入無量無邊的因緣；就算在此

資訊時代，知識無量無邊，可是一般人能夠吸收的部分，還是非常少。既所知

有限，即不可能作一個完美的抉擇。 

尤其「所知有限」和「自我中心」又是相關的。因自我中心，故只選擇我有

興趣，與我有關聯的，才去關心。沒有興趣，與我不關緊要的，就視而不見。

因此難免孤陋寡聞，於是要作抉擇時，當沒辦法作個精準的抉擇。 

以上兩者以前都說過了，所以今天只點到為止。故這次主要講的是第三個： 

癥結之三 

一般人的抉擇，都是用「第六識」去思考而作抉擇。如果講嚴謹一點的話，

還不是第六識，因背後有「末那識」在主導──即以第七識為作業系統而作的

抉擇。但第七識對很多人來講，是潛隱而生疏的；故較直接感受對應者，唯第

六識爾！ 

我們都知道，第六識的統合能力其實非常有限。因為在意識裡，能同時現起

的念頭，乃很有限。故常想了這個，就漏了那個。所以對小問題的決擇，還勉

強用得上；當面對大問題時，常茫茫然切不到核心。因為大問題牽涉到的資料

太多了，你在小段的時間內，根本沒辦法把資料完全貫穿起來。所以常捉襟見

肘，顧此失彼；想來想去，都只在外邊打圈子，而進不到核心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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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第六識外，我們還能另作思考、抉擇嗎？ 

鼓風爐的比喻 

對於這個問題，我過去曾以鍊鋼廠的「鼓風爐」作比喻： 

首先必須到礦區裡，採集眾多的礦砂，然後將之倒入「鼓風爐」內。 

其次，將「鼓風爐」密封。再開始加高溫度，直到礦砂的熔點以上。每種礦

砂乃包括礦碴與純金屬，若溫度加高到礦砂的熔點以上，礦砂便慢慢被熔解了。

熔解之後因為礦碴與純金屬比重及其它物理性質的差異，而被分離。重者下沉，

輕者上浮，所以兩者就慢慢分離了；到最後金屬待溫度漸冷而結晶成純金屬。 

採集眾多的礦砂，即比喻平常就需廣泛收集相關的資料。像我們學佛以來不

斷地聞思，其實就是在採集眾多的礦砂。 

然後把礦砂倒入「鼓風爐」內，即比喻皆熏習在「第八識」也。 

將「鼓風爐」溫度加高到礦砂的熔點以上，即是「修定」也。因為修定時，

必須隔絶外緣，就像礦砂倒入鼓風爐之後，就把它封閉起來。封閉後，才開始

加熱；這即用修定的方法。這樣爐裡面才可單純加熱而不受干擾，以至將礦砂

熔解。這是將心內攝，專注於方法，使第六識不會去干擾第八識的運作。 

那礦碴跟純金屬能分離，又是比喻什麼呢？因為我們所聽到的佛法，免不了

有一部分是屬於礦碴，有一部分是純金屬，為什麼呢？因為幾千年來夾雜、附

和了太多其它的意見，很多佛法其實並不是佛陀原說的；尤其在大乘佛法裡，

夾雜太多世間法、方便說，並不是那麼精純的佛法。 

所以我們要把這些碴碴，篩選出來並過濾掉。可是一般人，只是東看西看，

根本不能辨別何者是礦碴？何者是純金屬？但經過修定之後，即能慢慢把這兩

個分離。有些人平常看經，還看不太懂；可是經過修定之後再回去看，就比較

清楚了。此為其能由沉澱、結晶，而現行於第六識也。 

以上所說「鼓風爐」的方法，其實不是用第六識去操控的，因為第六識絕沒

辦法統合那麼多資料。在鼓風爐裡才有辦法統合那麼多資料，至於鼓風爐在哪

裡呢？其就是我們的第八識，為第八識能含藏的資料，真是無量無邊哩！ 

這以第八識的沉澱、結晶而完成的統合──乃是「非作意」的抉擇。以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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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讓它們自然沉澱、結晶，不是作意，而是由內在裡自然完成的。因第八識的

統合能力比起第六識，恰如天淵之別，所以其抉擇的精準度，當然比第六識高

明很多。 

詳細分析： 

一、深入相法 

這採集眾多的礦砂，即比喻需廣泛收集相關的資料。 

剛才已經說到，諸法從眾緣生；且眾緣者，又是涵涉無量無邊的因緣。所以

需以「緣起觀」作前提，而廣泛收集相關的資料。不以「緣起觀」作前提，雖

也能廣泛收集相關資料，但往往是雜亂而互相矛盾的。必以「緣起觀」作前提，

才能把這些資料作初步的統合。 

這以「緣起觀」作前提，而廣泛收集相關資料者，即是經典上所謂的「後得

智」或「道種智」。為什麼稱為後得智呢？因為要從緣起觀，從一切法空作前提，

然後再去深入相法，則才稱為「後得智」或「道種智」。簡單講，都是指差別相

法的智慧。 

依佛法而言，所謂智慧當以「性、相」二門而作深入、探究。性則空性、無

我性。依此而謂，智慧為無分別智，或「言語道斷，心行處滅」。 

至於相法，如《法華經》所謂的十如：「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相」以

我的看法，根本不可能究盡諸法實相；因為緣起是無盡的，無盡的只能去趨近

而不可能到達。 

在所有的相法裡，又可細分作：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

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 

一般的講法都說是，性、相、體、用，再把用的部分切割為如是作──如是

的作用，如是力──如是的功能，功能和作用其實是相近的。然後再加上因、

緣、果、報，不同的因加上不同的緣，就有無盡的果。如是本末究竟等，事實

上既沒有本、也沒有末，因為一切法都是無始無終、不常不斷的。從此原則，

再去深入諸法，才能看得更廣、拓得更遠。 

既一切相法的存在跟變化是無窮無盡的，則我們有辦法窮盡知識的底限嗎？

不可能，因為知識本來就沒有底限。何況因不斷組合而產生新的物種，新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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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再加上舊的組合，不只是愈來愈多，而且會以等比級數遞增，這就是知識爆

發的現象。 

云何經典上常稱佛者，乃得「一切道種智」，一切智者，即諸法共通的理，

亦即是性也。道種智者，即諸法差別之相狀、作用，亦即是相也。 

故唯有從「見性」，而深入一切相法，才能作智慧的抉擇。所以不只得見性，

還要深入一切相法。如要瞭解到緣起、無我這個大原則，乃不會太難；只要是

理性者，透過邏輯的分析，即能很快確認，諸法是無我的、是無自性的。可是

要深入相法，那就浩瀚無窮了。所以我常說：一切世間的學問、技術，都只是

替因緣法作註解而已。因為再怎麼變化，總離不開因緣果報的大原則。 

有人曾說：自從讀過《楞嚴》後，便不再讀世間的糟粕書。事實上，如果你

真了解緣起的話，則世間沒有糟粕書，因為一切都只是替緣起作註解而已。 

於是乎，這廣泛收集相關資料，需花多少時間呢？看你對這個問題關不關

心，如果平常就關心者，平常就在收集資料，即不需要花太多的時間。若平常

不關心，等碰到問題時才要收集資料，就可能緩不濟急。甚至如你已成為這方

面的專家，當不需要再花什麼時間，即可於剎那間作成精準的抉擇。 

所以一個菩薩不只要見性，而且要深入相法；不只是為了度眾生，而且為在

任何關鍵時刻，都能作迅速、精準、睿智的抉擇。這需要有很多世間法的知識、

學問作基礎。 

所以有很多人問我：「我們對中觀的大原則都已瞭解了，可是在生活中還是

使不上力，為什麼呢？」因為你對世間的相法還不夠深入瞭解，既看的面不夠

廣，當然就容易偏一邊了。我覺得：在這個時代（常被貶為末法時代）於學佛

上，卻有個很大的優勢──從慧解入。因在這資訊發達的時代，其實更適合建

立正知見，更方便深入相法。所以我們當居安思危，勿臨渴掘井。於平日，就

要對相法有興趣，要以深入法海為志業。 

我過去有說到一篇文章〈菩薩道的抉擇〉，乃說到：雖眾生都有覺性，但是

能夠好好運用覺性的人，其實很少。大部分人都把心，放在人事上，放在資生

上，很少人能深入知識的領域，能參究智慧的奧祕。 

印順法師有一本書──《遊心法海六十年》，能在法海裡，悠遊自得，何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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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可欣慰的事！然以我所知，印順法師的深入法海，還是比較偏向見性的

部分，至於相法者還略遜一籌。 

這是第一部分，就是得深入相法。 

二、保持疑情 

前面雖曰：將之倒入「鼓風爐」內，即比喻皆熏習在「第八識」也。 

然而就參禪或抉擇而言，不可能將熏習在「第八識」的種子，全部倒入「鼓

風爐」內。因為第八識的資料太多、太雜了，怎可能把所有的資料都放進爐內

呢？因此，將倒入「鼓風爐」內者，即是以「一個主題」為中心的相關資料。

這主題就是禪宗所謂的「疑情」，或者我們當前所面臨的問題，所需要去抉擇的

困境。 

所以一定要很清楚當下要處理的是什麼問題，才有辦法把相關的資料收集進

去，把不相關的排除出來，這「鼓風爐」才能精準有效。所以，保持疑情才能

把資料精準分類。有些人剛好相反，不需要的搞一大堆，需要的卻什麼也沒有，

這能鍊出什麼呢？ 

以鼓風爐不是有形的，否則我們的第八識怎可能切割出很多不同功能的爐體

呢？那只是以一個問題為軸心，將相關的資料凝聚起來而已！就世間法而言，

鍊鋼廠唯可鍊鋼，而不可鍊銅；或者說不能夠同時鍊鋼與銅。同樣，我們在處

理問題時，也要非常精準地把握問題的核心，然後去延攬相關的資料。而不可

心常旁騖，目標不明。 

所以有沒有疑情，這對學佛而言，是非常關鍵的。很多人學佛其實沒有很大

的疑情，所以變成什麼都聽，什麼都不在意。好像自己都沒有問題，我只是為

替別人解決問題而已！既自己沒問題，對一切對治法，怎麼會在意、用心呢？

為什麼有些人能夠言下頓悟？因為對問題很在意，才有頓悟的可能；反之，若

不在意，唯當耳邊風過去也。 

所以我倒覺得：現在很多人學佛，不是不用功，而是太用功了，收集得太多

不相關的資料，但要用時，卻一個也用不上。此乃為疑情不夠濃烈，核心不夠

精準。所以不能聚焦，一切都在散漫狀態。既沒辦法形成堅固的知見，更庸期

有頓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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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以疑情為中心，或者以一個問題為核心，才有辦法凝聚成「鼓風爐」。 

三、第六識與第八識云何相通？ 

以上的說法，乃意指：第六識與第八識其實是可以相通的。 

一般人認為第八識是被動的，第六識則可以啟動思惟。然照剛才的講法，即

可發覺，可以第六識的疑情而去統合已熏習於第八識中的相關資料；但這統合，

非以「作意的第六識」去統合，而是以「不作意的第八識」去統合。第八識經

過鼓風爐的加溫、熔解、沉澱、結晶，而完成統合也。因用第八識去統合，這

統合的力量才夠大！ 

其實現代很多心理學家，也多鼓勵、勸導當去開發第八識的功能。甚至認為

我們不只能跟第八識對話，也能跟「身體」對話。跟身體怎麼對話呢？有些人

可以跟身體說：「你明天六點得起床」。於是不用鬧鐘，他真準六點起床了。為

何做得到？因為身體，是可以對話的。 

我以前有斷食的經驗，如斷食前三天就跟身體講：「我三天之後要斷食」。這

身體於三天內就可慢慢調整到適應斷食的狀況，而能夠順利斷食。但如果早上

吃過之後，到了中午才說：「欵！這餐沒得吃，你斷食吧！」這就來不及了，要

給他充分的時間，跟他溝通，身體是可以配合的。當然，還要看你的溝通能力

如何了！ 

一般人都認為第八識是很難溝通、很難捉摸的，因為第八識與第六識之間，

乃有一「把關者」──即第七之末那識也，以「自我中心」而作取捨。故傳統

上謂：第八識如倉庫裡的物品，第七識則似倉庫的管理員，進出都得管制。如

以我的說法，第七識相當於電腦的作業系統，故所有資料的開啟、儲存，都得

經過作業系統的掌控。故不管是倉庫的管理員或電腦的作業系統，基本上都有

「自我保護」的傾向，所以不能讓所有的資料都能自由進出，一定要嚴加管制；

尤其不能讓第八識的某些種子任起現行。 

目前的心理學有這種說法：人有很多被壓抑的情結、種子──被壓抑者，為

不被自我所接受也。可能是些不堪回首的記憶，因為只要一想到，就痛心疾首、

渾不欲生，所以就乾脆不要讓它起現行。或是有些欲望，不為社會道德所認同；

雖然欲望很強，還是必須把它壓抑下去。所以有很多種子都被第七識控制而不

能現行；於是既平時都被壓抑而不得現行，真要用時，亦潛隱而不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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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在心理學來說，被我們壓抑的種子，其實只是八識中的一小部分爾；甚

至能起現行者，亦只是八識中的一小部分爾。大部分都不用，不是太可惜了嗎？

如果第六識與第八識能相通，我們的能力定可提昇很多。 

或問：第六識與第八識云何能直通？ 

答云：一、從諸法無我的見地，而能漸降伏末那識，教他不要管那麼多。讓這

倉庫的管理員不要太霸道、嚴苛。不要為保護自我而管制所有的進

出，不再以「自我中心」而作取捨。如經云：轉末那識成平等性智。 

二、因消除貪瞋痴的業習，而能漸淨化八識的種子。為原有太多見不得

人的種子，有太多不能現起的情結，才需要管制。如用修行的方式，

慢慢把這些情結消除了，把多數的種子淨化了，就沒有不能現行的

顧忌，也就不需要再壓抑或嚴格管制了。 

經過前面軟化第七識及淨化第八識的過程後，六識與八識間的管道，就能愈

來愈順暢，以至於直通。故以第六識的疑情、問題，即能很快地把第八識裡相

關的資料，收集統合；一般人可能要花很多的時間，東想西想一湊再湊，還湊

不起來，為什麼？因為「關卡」太多了。如果能把這些關卡慢慢打消了，就可

以跟磁鐵一樣──很快形成一個大磁場而吸收周邊相應的鐵。同樣，只要有一

個明確的主題，就能很快把第八識中相關的資料收集起來。 

在經典上常說：轉第六識成妙觀察智，其實我覺得不只是觀察，更重要的是

抉擇──妙抉擇智，即很快地完成統合與抉擇。以上的過程，套用唯識的說法，

即是「六七因中轉，八五果上圓」。若第六識與第八識能直通者，他的能力一定

大很多，我相信到最後一定會有「神通」的。因為第八識的力量，比起第六識

乃大太多了，但一般人都沒辦法善加運用。就像電腦裡的硬碟共有多少資料，

其實你也不清楚，因為經常開啟的就是那些熟悉的檔案而已。 

四、提昇定力 

在「鼓風爐」的比喻，將溫度加高到礦砂的熔點以上，即指「定力」的提昇。

然定力的提昇不在於置心一處，而在於慢慢的消除妄想。我們的妄想很多，大

妄想消除之後，還有小妄想；粗妄想消除之後，還有細妄想。需不斷地剝除妄

想，才能使我們的心愈來愈平定，平定到最後，便能將礦砂熔解、沉澱及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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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云何消除妄想，提昇定力，礦砂即能熔解、沉澱及結晶？ 

答云：諸法於緣起的網中，本是相關互動而一體的；但為眾生以我見、自

性見、個體見而把諸法切割，切割成散亂、矛盾的個體，故分崩離

析而不能統合。於是以修定而消除妄想後，即可漸復成其整體也。 

所以過去有人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真有可能嗎？」 

我答云：此屠刀，非用來殺牛、殺人的刀，而是以我見、自性見、個體見而

切割法界的刀。故使本來一體的諸法，變成分崩離析、雜亂衝突而煩惱也。如

果把分別心、個體見慢慢放掉，就是放下屠刀。以此即成一體相關、和諧互動、

湛然常寂的法界，故證而成佛也。 

當然，只是「放下」，其實還是不夠的，進一步，要再用「緣起觀」去統合

相關資料；所以有「緣起觀」者，再加上修行的定力，必能更快、更完整地將

礦砂熔解、沉澱及結晶。 

各位有沒有類似的經驗？當我們很用心去想某些問題時，就是想不通；然你

去打坐或者放輕鬆些時，卻突然清楚了。放輕鬆些，其實就是把它放到鼓風爐

內，不去干擾，而讓它自然完成結晶。以正用心時，其實是以第六識的作意在

干擾第八識的統合；而不用心、不作意時，它才能自然沉澱、結晶。這當是指

已想過一段時間，而將相關的資料，都已彙集了；然後再用打坐的方法，單純

去數息，數到心很定時，它就能結晶成形。 

何謂「胸有成竹」？因為它已結晶成形而浮現出來了。因此，前面是以作意

而收集資料，後面是以不作意，而自成熔解、沉澱、結晶，以至完成統合與抉

擇。 

所以既收集的資料得多，且定力也要夠。有的人的定力，根本不可能把礦砂

熔解，就甭期能沉澱及結晶了。 

五、氣順脈通 

在我個人禪修的經驗中，猶覺得疑情的突破、資料的整合，跟氣順脈通有很

大的關係。如果氣脈不順，修定很快就遇到障礙，容易昏沉無記，根本不可能

完成統合。所以要氣順脈通，才能完成沉澱、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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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在氣循行一周之後，更容易完成沉澱、結晶。什麼是氣循行一周？如常

謂有小周天、大周天，小周天只是銜接任督二脈而繞一圈，大周天即包括奇經

八脈也。故小周天能夠整合的資料，與大周天所能整合的資料，當然是不一樣

的。 

現在的醫學都認為，我們的資料都儲存在大腦裡。其實，還有很多資料，是

儲存在氣脈裡。所以哪個部位氣脈不通，就會偏打哪一類的妄想。氣如果偏積

於上，瞋心會比較重；氣如果偏積於下，貪心、淫欲必比較重。氣如果偏塞於

中，將常鬱卒不通、惆悵滿懷也。故不同部位所儲存的資料，是不一樣的。於

是想作完整的統合，當然最好能循行一周，才能把相關的資料都收集過來。 

所以在我的經驗裡，常在氣循行一周後，即已落定塵埃，而形成「水到渠成」、

「胸有成竹」之結局。反之，氣不順脈不通，要作專精地思考都很困難，因只

要一思考就打結了，更不必說能作全面的統合。 

事實上，氣不順脈不通，要修定也是有困難的。這即是我常說的心要：由理

通而心通，由心通而脈通。 

理通者，理會緣起無自性、諸法無我的道理。 

心通者，消除心中所有的情結，就是貪瞋慢疑的情結。眾生因為有我，所以

常起貪瞋慢的情緒；且在情緒爆發之後，根本不可能消除乾淨。所以有的留在

第八識裡，有的留在脈結裡，以此情結與脈結是一體相關的。 

於是，修行者在具足正知見後，即先消除情結，就是以「正思惟」而撫平所

有負面的情緒，這稱為心通。所以心通和定力是有關係的，因所謂定力，非指

置心一處，而是指能降伏妄想業障。當我們妄想業障慢慢消除後，就自然能對

境而不亂，故稱為定。因一切業障習氣，皆不會再現行，當然就不會亂了。 

故經典上，常把心通和禪定配比；心通主要是指消除情結，於情結消除之後，

脈也才能真通。雖情結能變成脈結，脈結也能形成情結，但這兩者，還是有本

末的關係。以心法為本的修法，是以情結為本，脈結為末。所以先以理通而消

除情結，然後再用禪坐的方法，去消除脈結。 

比如因過去有些不好的遭遇，而在意識裡形成情結，也會在身體上形成某種

脈結。於是因脈結就產生某種功能的失調或變態，而生病了。故真會醫者，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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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當用心理諮商的方式，把原來的情結給消除了；然後再用醫藥或禪坐的方法，

慢慢消除脈結。到最後，情結和脈結都能疏散、暢通，這稱為理通則心通，心

通則脈通。 

於是以理通、心通、脈通故，即一切「行」皆通──身行、口行、意行皆通；

為業障已經消除了，就消極地不會再犯錯，積極地能精準、善巧的抉擇也。 

六、無功用行 

故若具足以下四個條件： 

一、能深入相法，得道種智，或者說得差別相的智慧。如果你的資料已經

收集了很多，就根本不用再收集。 

二、第六識與第八識將近直通。以疑情而能很快地把需要的資料收集在一

起。 

三、周身氣脈順通。 

四、行住坐臥四威儀中，心常平定。即不需要再刻意修定，就能很快地把

鼓風爐裡的資料熔解結晶。 

以此能夠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即作成非常精準的抉擇。甚至到最後，根本不

用心，就能即刻反應。我們看過有很多老練的專家，你問題還沒問完，他答案

已浮現在腦子裡了。因為對他來講，已熟練到根本不需要再思考了。當然，問

題僅限本行，超過本行範圍，就沒那麼老練了。 

在面臨任何情境、機緣，即能以「不作意」且「迅速、精準」地作成睿智的

抉擇。這是什麼證量呢？於大乘經典上即稱之為「無功用行」。行者，乃抉擇也。

無功用者，為不作意也。 

所以為什麼稱為「無分別智」呢？無分別智不是什麼都不知道，也不是什麼

都不抉擇，而是不作意的意思。雖不作意，而能完成抉擇，才稱為無分別智。

否則，既不作意也不抉擇，云何稱為智慧呢？所以無分別智和無功用行，意思

是差不多的。 

我在深入經典後，對這「無功用行」的證量，就非常肯定、非常嚮往。這「無

功用行」，用現代的話講，即是「全自動、全方位的導航系統」，或者說是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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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全方位的反應系統。根本不用作意，就能迅速、精準的完成反應。 

然反應雖快，可是要成就此系統，卻非那麼容易。前面四個條件，對很多人

來講，都是非常遙遠而困難的。如經云：八地菩薩才能證得「無功用行」。 

發心願行 

各位不要想：八地菩薩才能證得者，我算哪根蔥呢？何必跟我講這些證量

呢？我們先不講八地菩薩。其實在遇到大問題時，先以作意去收集資料，到最

後，再用修定的方式，讓它自己沉澱、結晶。有時候會比你用腦筋，非常辛苦

地思考、抉擇，會有更好的效果。 

事實上這樣的功能、效用，已經被很多企業家、藝術家所開發應用。因為要

做精準的抉擇，要作創意的突破，卻不是靠第六識的思惟，即能有滿意的結果，

而是得靠禪坐；故很多企業家、藝術家也在禪坐，而非修道者才禪坐爾！ 

說到此，我突然想到，前在馬來西亞時，有個居士就曾問：「你們都叫我打

坐時不可打妄想，可是對我一個以寫小說為主的作家而言，不打妄想怎麼寫小

說呢？」 

我說：「如果光靠打妄想才能寫的小說，一定不會很精彩。你好好去打坐，

等沉澱之後再寫，一定會比別人的高明很多。」你相信嗎？ 

所以不要想，那是八地菩薩的境界，離我太遙遠了。現在其實已經有很多心

理學家，都在教我們怎麼去開發第八識的功能，怎麼使第六識能夠跟第八識對

話。透過第八識，把我們所需要的資料統合起來，這在我們生活當中，其實是

非常有用的，尤其是在我們生命最關鍵的抉擇時刻，更要不急、不亂，讓它慢

慢醞釀到自然結晶。 

所以我們以為八地菩薩，離我太遠；至少在修行的過程中，我們就是要先立

定腳跟、抓準方向。如所謂：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再高的證量，還是由

此基礎去啟修的。為修行者，不是一天一夜的工夫，也不是一生一世的精進爾，

而是生生世世、累劫去修的，不怕遠、不怕苦，立定腳跟，瞄準方向，安於當

下去努力也。 

我前面已經把幾個條件講得非常清楚了，大家往這個方向去努力，什麼時候

完美？當然不可能完美，可是我們至少能夠往這個方向步步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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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學佛之後，整天念著要成佛，然成佛到底是什麼境界你也搞不清楚。

或者只是想著要解脫，但從哪裡解脫呢？你也不清楚。但是對我而言，先瞄準

「無功用行」的這個標竿去努力，應該是不會錯的。因為無功用行，消極地可

消除煩惱，因為不作意當然就沒有煩惱。很多人著急地想東想西，就是想不清

楚、想不出來，那當然是煩惱；能以不作意的方式，讓它自然沉澱，反而沒有

負擔與煩惱。第二、它能夠完成更大的統合，能夠作成更精準、睿智的決擇，

所以到最後，不只能夠解脫自在，而且能夠福慧圓滿。 

所以在學佛的過程中，得先立定腳跟、瞄準方向，往這個方向去努力。至於

什麼時候完成，卻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常說：學佛不以成佛為目標。何以故？

由證法故，成佛也。證什麼法呢？先瞄準「無功用行」的標竿吧！ 

問題解答 

問：佛陀在面對醉象時，所使用的慈悲觀，跟我們對治瞋心所使用的慈悲觀，

是否一樣？ 

答：經典上只有說，佛是用慈悲觀降伏醉象的，而沒有詳細說這慈悲觀是怎

麼觀的。但是我想應該是不一樣的，因為當時佛陀的慈悲觀很明確是設定有對

象的──就是那醉象。設定的範圍比較小，作用才比較有效。 

但對治瞋心所使用的慈悲觀，卻沒有設定明確的對象。除非你的慈悲觀就是

瞄準某個冤家、仇人用的，那才有設定對象。 

問：在很近的距離內，有人突然暴怒，我們該如何處置？ 

答：如果不太清楚他為何暴怒，當然就是要先了解其暴怒的原因。不可以他

暴怒你就跟著起瞋心，因為這樣根本沒有對治的效果。 

如在短時間內，無法確定是什麼原因暴怒的，至少要冷靜地不受影響。佛陀

的慈悲觀有一點很重要的啟示──即不是用「對立的思考方式」去運作、處理

的。 

故你要可憐他，而不要跟他過不去；因為很多時候，他是作不了主的。不要

以怒制怒、以牙還牙，這樣唯讓彼此的仇恨，愈來愈高張爾！ 

問：企業家或藝術家以禪坐方式，增加他的創意，不是跟佛法息滅貪瞋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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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不相應嗎？ 

答：企業家的創意，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到最後還是以賺錢為目的。而佛法，

主要為消除貪瞋癡也。但我講的重點，不是在消除貪瞋癡的問題，而是在能夠

用第八識的方式，去結晶統合，以完成創作或突破，這一點則是共通的。至於

他是不是用這個去賺錢，這是另當別論，所以不需要相提並論。 

以佛法來講，人天道還是可以接受的；故能以奉獻社會而賺錢，這還是屬於

五乘共法的範圍裡。當然和解脫的佛法是不相應的，可是若在五乘共法的範圍

裡，其還是可以接受的。企業家賺錢，不見得都是負面的。 

問：心通跟脈通，是同時解決，還是先心通後再打坐而讓脈通？ 

答：應該沒那麼快，不可能心通的當下脈就通了，大部分都是要再隔一段時

間。當然也有少數的情況，心通和脈通將近是一時的，這對打坐很久的人，才

有這可能。 

問：深入相法，才知空性及無我性，相法是指世間的智慧。但是眾生卻常在

人事的相法裡糾纏。又要深入相法，又不要陷在人事裡糾纏，這好像有矛盾哩！ 

答：世間所有的技術學問，都是屬於相法。誰告訴你世間的相法，都集中在

人事上呢？你自己心眼太小，一天到晚都卡在裡面，還說似有矛盾哩！ 

因為你對知識的領域沒興趣，所以才會對人事那麼有興趣。如果倒過來，你

對知識、技術有興趣，則對人事哪還看得上眼！因為那些都是過眼黃花、過兩

三天就沒用了，世間的名位也是此起彼落的，這些都是最不穩定的相法。 

你在最不穩定的相法裡瞎費工夫，當然談不上世間的智慧。更何況能得出世

間的智慧？ 

問：持咒可加速脈通嗎？因為消除貪瞋癡好像不是那麼容易。 

答：關於持咒，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因為我們的身體，就中醫的角度，有

很多的脈和穴。而每個脈、穴，在物理上各有不同的共振頻音。所以持咒能夠

加速它的共振。於是因為共振的效果，就能把本來不通的脈結慢慢疏通了；但

這要持幾遍呢？密宗一持就是十萬遍。而不是三遍、五遍，就能有效的。 

既持咒有幫助打通脈結，以脈結和情結是相關的，所以脈通的話，很多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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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跟著鬆了。所以持咒，從這方面來講，是有助於消除貪瞋癡的情結。 

問：第六識與第八識將近直通，是不是見性？ 

答：從諸法無我的見地去降伏末那識，這是和見性比較相近的。可是在見性

之後，還要繼續淨化第八識的種子，這就是二果、三果、四果的工夫了。所以

不是見性就能直通，要到二果三果後，雜染的種子愈少，當然保護的程度就愈

減，而能趨近於直通。故不是見性，就有這樣的工夫。 

問：在世間的學問上針對疑情先收集資訊，但是世間人在收集資訊時，是按

自己的興趣散亂收集，這如何能相關於疑情？ 

答：以學佛而言，軸心會比較明確，因為軸心就是云何完成解脫道？ 

至於世間相法的部分，如果先設定範圍，反而讓我們收集的資料是比較局限

的。所以不是在收集資料時，就已設定範圍。而是先廣泛收集一切資料，等到

要用時，比如碰到什麼情境，然後才用這個軸心去把相關的資訊，再聯結起來。

故在平常，要以深入法海為志業。等到要用時，才能迅速地把相關的部分即凝

聚起來、統合起來。 

當然有人會說：世間的學問那麼多，云何收集？所以就修行而言，還是先以

見性而得成一切智為前提，而去深入相關的知見。 

問：疑情若以解脫為目標，距離太遠力量不足；若以日常生活的疑難為疑情，

又混雜了貪瞋癡！ 

答：就我個人學佛的經驗來講，其實說白一點，不是為了解脫生死，因我初

學佛時才二十歲，既沒什麼大煩惱，生死也離我還非常遙遠。 

但是我對二個問題，就比較在意：一是對生命的定位，世間上很多人有興趣

的事情，我覺得並沒有什麼意義。比如很多人喜歡看球賽，但其實誰輸誰贏，

竟關你何事？又如也很多人忙著趕流行，其實最普遍流行的，即是眾生的無明，

不趕還不行哩！所以又哪需要再去趕流行呢？ 

所以於生命中，到底什麼才是較有意義的？便一直伴著我長大。那時候還未

學佛，也不會參話頭。但是這疑情卻一直橫梗在我心中，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我們都希望在這混亂的世間，找到一個不變的原則。這是什麼疑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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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國禪宗常謂的：萬法歸一，一歸何處？ 

又如禪宗所有的話頭，到最後都黏在一個「是誰？」身上。所以這三者：1.

我是誰？2.生命的價值和意義？3.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相信，都是很多人共

通的疑情。 

所以每個人都有類似的疑情，只是強度不一樣而已，有的只偶然出現，然後

又很快散失了，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生活中的雜事太多。有的如梗在心，總揮

之不去。 

這三個問題，表面上看好像都和解脫道不相應，但其實都和解脫道有大關

連。所以云何發菩提心呢？就是要從對生命的疑情，而去發求覺悟之心。這既

與生活交關，又不會混雜著貪瞋癡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