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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來港感想） 

 

 

 

 



 

 

引      言 
 

佛法宗教生命的終極關懷 

 

 

 



 

世間法與佛法 
 

（摘自〈沁園春‧雪〉） 

 江山如此多嬌 

 引得無數英雄競相折腰 

 

 佛法智深悲廣 

 攝導天下善士景從歸依 

 

 



您可曾真正問過自己： 

 

您是歸敬三寶的佛教徒嗎？ 

您認識佛嗎？您信佛嗎？ 

您知道佛是如何成就佛果的？ 

您曾發願學「佛」嗎？ 

我們可以自己再確認確認！ 

 



有些人是學「聲聞阿羅漢」 

 

有些人可能還未決定 

 

如果真正要向「佛」學習 

 

就一定要了解「大乘」 

 



 

《成佛之道》  
 

〈大乘不共法章〉 
 

不共：『殊勝大』、『含容大』  

 

 



佛法與大乘佛法（辨異） 

「佛法」：釋尊為弟子說法，
制戒，以悟入正法而實現生 

     死的解脫為宗。 

 「大乘佛法」：以發菩提心  
（因），修六度等菩薩行
（道），圓成佛果為宗。 

            (《華雨集第二冊》p.2)  

 



 

解脫道與菩提（薩）道（辨異） 
 

    佛因地──菩薩所修行的，是
六（或十）波羅密、四攝，都是
以「布施」為第一。所以成佛的
因行，是菩薩的「菩提道」，攝
得解脫道，而不是以解脫道為先
的。 （〈《我有明珠一顆》讀後〉，《永光集》，頁229 ） 

 

 



 

解脫道與菩提（薩）道 
 

「佛法」是解脫道，「大乘佛法」
是菩提道；解脫道是甚深的，菩
提道是難行的。 

                      (《華雨集第二冊》p.9 ~ p.10)  
「名符其實的菩薩，最偉大處，
就在他能不為自己著想，以利他
為自利。」(《學佛三要》p.153) 

 



 

 

大  乘  通  說 
 

壹、綜貫一切，歸於一乘  

 
 

 



壹、綜貫一切，歸於一乘  

 

《成佛之道》〈聞法趣入章〉本頌： 

聞法而發心，隨機成差別。下求增上生， 

現樂後亦樂。中發出離心，涅槃解脫樂。 

最上菩提心，悲智究竟樂。依下能起上， 

依上能攝下；隨機五三異，歸極唯一大。 

 



壹、綜貫一切，歸於一乘  

 

一、佛出世之本懷  

（一）依人菩薩行而向佛道， 

      乃契理契機之說 

 

（二）「一切眾生皆成佛道」之說， 

      乃立本於佛法的世界性 

 



壹、綜貫一切，歸於一乘  

一、佛出世之本懷  

《法華經》卷1〈2方便品〉（大正9，7a21-
28）： 

    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舍利
弗！云何名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
於世？諸佛世尊欲令眾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
故出現於世，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出現於世，
欲令眾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入
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舍利弗！是為諸佛以
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 

 



壹、綜貫一切，歸於一乘  

 

二、以一乘攝一切  

（一）迴小向大 

（二）習氣 

（三）《大智度論》攝眾生根性有三類，有從 

               三門入的不同 

（四）以「方便說」與「實說」統攝一切，而 

              入於一乘 

 



二、以一乘攝一切 

趣入佛道之方便 

 動機異：1.迴入（二乘行、天乘行） 

                   2.直入（人乘行） 

 依法異：1.二乘行（聲聞行） 

                   2.天乘行（淨土行．秘密行） 

                   3.人乘行 

 性習異：1.信願增上2.慈悲增上3.智慧增上 

 

 



（一）迴小向大 

【北傳看法】 

1、二乘人不能迴小向大（《般若經》等） 

2、二乘人可以迴小向大（《法華經》等） 

3、一方面說聲聞聖者不可能發大心， 

       一方面又暗示了迴心的可能 

 

 

 



（一）迴小向大 
【南傳看法：不能迴小向大】 
    菩薩所修的智慧波羅蜜只是到達觀智的行捨
智的第一部份。後面部份的行捨智將會直接
導向道智。所以在最後一世之前菩薩並不會
嘗試去跨越第一部份，因為若他如此做，他
就會證悟道果而成為聖者，以及證入涅槃。
這樣他就不能成佛。因此我們應注意到菩薩
所修的智慧波羅蜜只到行捨智的第一部份而
已。（明昆三藏持者大長老《南傳菩薩道》p.323） 

 

 



壹、綜貫一切，歸於一乘 

二、成佛的種性  

（一）佛性的意義 

（二）成佛的可能性，可分別為二種佛性 

            （依中觀義說） 

（三）《法華經》「繫珠喻」的真義 

（四）中觀學者依於性空緣起的深義，確 

             信一乘（大乘三系有不同的看法） 

 

 



二、成佛的種性  
 

（一）佛性的意義 

 
1、通俗義：佛的體性 

 

2、深 義：成佛的可能性（成佛的因緣） 

 

 

 



二、成佛的種性  

（二）成佛的可能性，可分別為二種佛性 

      （依中觀義說） 

1、理佛性（知法常無性：真如、法界） 

2、行佛性（佛種從緣起：唯識系『法界 等流』聞熏習 ） 

（1）性種性位：以見佛聞法為因緣，發大菩提
心，熏習成大乘佛性。 

（2）習種性位：依佛性漸漸修發，使佛種的清
淨功能，由下成中，由中成上。 

3、初以習成性，次依性成習；以是待修習，一  

       切佛皆成 

 



二、成佛的種性  
 

（三）《法華經》「繫珠喻」的真義 
    依「繫珠喻」，這那裡是本有「佛性」？經上
說：「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
是故說一乘。」佛種是從緣而起，依善知識的
勸發而起的。所以從緣而起，只因為一切法是
常無自性畢竟無性空的。由於一切法無性，所
以一切法從緣而起，眾生也能從緣發心，修行
而成佛。佛深徹的證知了無性緣起，所以說一
乘，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法華經》的思想，
原是承《般若》畢竟空義而來的。 

 

 



二、成佛的種性  
 

（四）中觀學者依於性空緣起的深義， 

      確信一乘（大乘三系有不同的看法）  

    中觀學者依於性空緣起的深義，所以是確信一
乘的，一切眾生皆可成佛的。但不像真常學者
一樣，說如來藏本具一切無量稱性功德。也不
像唯識學者，說阿賴耶本有一切無漏種子。因
為中觀者信解因果如幻的三世觀，染淨無實的
隨緣觀，不會落入非先有自性不可的見地。 

（印順導師《以佛法研究佛法》p.342）  

 



大乘三系不同的看法 

    唯識學者認為【編按：五種性差別】，就有無無

漏種子的立場言，確有一分眾生沒有佛性，不能成
佛的。具二乘種子，不具成佛無漏種子的，還是不
能成佛的，這是唯識與如來藏學者的諍論處。如來
藏學者，是以「一乘為究竟，三乘為方便」的，因
為一切眾生有如來藏，具足無量清淨功德，個個都
可成佛。而唯識學者與此相反，以「三乘為究竟，
一乘為方便」，因為佛說一乘，祇是一種方便教說，
有些眾生根本不能成佛，怎能說一乘是究竟的？在
唯識學者的眼中，《法華經》因此也成為不了義的。

(《以佛法研究佛法》 p.337 ~ p.338) 

 



 

 

大  乘  通  說 
 

貳、總述大乘心要   

 
 

 



貳、總述大乘心要   

 

一、菩提心為菩薩道的根本 
 

（一）菩提薩埵之意義 

（二）依三心修一切善行 

（三）菩提心的類別 

（四）菩提心，是菩薩的根本戒、總相戒 

 

 



一、菩提心為菩薩道的根本 

（一）菩提薩埵之意義（勇於求無上菩提的人）  

《大品般若經》，更以「堅固金剛喻心定不退壞」，「勝心大
心」，「決定不傾動心」，「真利樂心」，「愛法、樂法、
欣法、熹法」──五義，解說於「大有情眾當為上首」的意
義。所舉的五義，不是別的，正是有情的特性。生死流轉中
的有情，表現生命力的情意，是堅強的，旺盛的。是情，所
以對生命是愛、樂、欣、熹的。釋尊在成佛不久，由於感到
有情的「愛阿賴耶，樂阿賴耶，欣阿賴耶，喜阿賴耶」，不
容易解脫，而有想入涅槃的傳說。但這種情意，如改變方向，
對人，就是「真利樂心」；對正法──無上菩提，就是「愛
法、樂法、欣法、熹法」心。菩薩，只是將有情固有的那種
堅定、愛著的情意特性，用於無上菩提，因而菩薩在生死流
轉中，為了無上菩提，是那樣的堅強，那樣的愛好，那樣的
精進！  
 

 



一、菩提心為菩薩道的根本 

（二）依三心修一切善行 
1、《成佛之道（增注本）》（p.273）： 

    菩提心是志願所在，慈悲心是動機，法空慧是做事
的技巧。……有了這三心，一切善行都是大乘法；如
離了這三心，或缺少了，什麼也不是成佛的法門了。 

2、《佛法概論》（p.257）： 

    菩薩的修行六度，出發於三心，歸結於三心，又進
修於三心的推移過程中。試約菩薩行的歷程來解說：
一、立菩提願，動大悲心，得性空見──無所得，
這即是無貪、無瞋、無癡三善根的擴展。 



一、菩提心為菩薩道的根本 

（二）依三心修一切善行 

3、這三心是大乘的通行，正與儒者的三達德
──智、仁、勇一樣。這本是人類的特勝：
憶念勝，梵行勝，堅忍勝；也就是理智的，
情感的，意志的特勝。 (《成佛之道（增註本） 》 p.274) 

《大般若經》說到菩薩的修行時，總是說：
『一切智智相應作意，大悲為首，由無所得
而為方便』；這就是本文所說的三心。依此，
龍樹的《寶鬘論》說：『本謂菩提心，堅固
如山王；大悲遍十方；不依二邊慧』 

       (《成佛之道（增註本） 》p.273 ~ p.274) 



一、菩提心為菩薩道的根本 
（三）菩提心的類別 

1、世俗菩提心 

（1）願菩提心：「從今日乃至菩提」之信願  

（2）行菩提心：菩薩學處，十善行為本，攝為 

               三聚淨戒。 

2、勝義菩提心：明心菩提（得無生法忍） 

※三聚淨戒： 

一、從離惡防非來說，名律儀戒。 

二、從廣集一切善行來說，名攝善法戒。 

三、從利益救濟一切眾生來說，名饒益有情戒。 

                



一、菩提心為菩薩道的根本 
（三）菩提心的類別（二道五菩提） 

1、發心菩提→願菩提心：生死中發願上求下化
（重修習我空） 

2、伏心菩提→行菩提心：六度悲濟行中漸降伏 

       煩惱而與空相應 

3、明心菩提→勝義菩提心：利他中，止觀雙運
（得無生法忍） 

4、出到菩提：嚴土熟生，漸出三界而入佛道 

5、究竟菩提：成就無上菩提 



一、菩提心為菩薩道的根本 
 

（四）菩提心，是菩薩的根本戒、總相戒 
《成佛之道（增注本）》（p.279）： 

    發了菩提心，受過菩薩戒，即使是退證
小果，或者退墮到三惡道中，終究要依
此菩提心戒的清淨善根，迴入大乘道而
成佛的。 

 



二、無上菩提的行、位、果  

（※隨後廣說 ） 

 

（一）修學的法門（道品）：六度、四攝 

（二）經歷的階位：十信、十住，十行， 

                                            十迴向，十地  

（三）圓滿的佛果 

 



參、菩薩六度之前五度    

一、總說  

（一）六種道品的深化與廣化：三心為導。 

（二）五度如盲，般若為導：般若攝導六度   
萬行，六度萬行莊嚴般若，趣向一切智海。  

 

（三）六度之特質：施戒及安忍（前三度），
多為在家說。廣聚福資糧，是佛色身因。後
三度是多為出家人說的，是智慧資糧，是佛
的法身因緣。 



二、布施、持戒與忍辱度   
三度之相互關係 

  《成佛之道（增注本）》（p.295）： 

    成佛一定要修集攝受眾生的「布施」，護念
眾生的「淨戒」，才能利益眾生而後成佛。
但眾生是愚昧的，可能會給予布施而不知感
恩，或反而相仇害的；護念眾生而持戒，眾
生卻偏要來嬈害的。如不能堅忍，施與戒的
功德，都是會因而破壞的。……所以菩薩非
修忍度不可，而忍成為菩薩的大行之一了！ 

 



二、布施度（六度與四攝均以布施為首）   
    在五乘共法中，布施為三福業的一項。在三
乘共法的道品中，是沒有布施的。因為對於
厭離世間，急求自證的聲聞，布施是沒有重
要意義的。但在這大乘菩提道中，布施又恢
復為修道的項目，而且居於第一位。捨己利
他，是布施的真正意義，這與利他為先的菩
薩心行相合，可知布施在大乘道中的重要性
了！大乘的布施，是一般布施的深化廣化。
如上面說到，一定要與『菩提心相應，大悲
為上首，無所得為方便』而修習。 

         (《成佛之道（增注本）》 p.281 ~ p.282) 

 



二、布施度（六度與四攝均以布施為首）   
 

    爾時施性最增勝，為彼菩提第一
因。雖施身肉仍殷重，此因能比
不現見。彼諸眾生皆求樂，若無
資具樂非有，知受用具從施出，
故佛先說布施論。 

   （《入中論》卷一）。  



三度之重點（三心為導） 

   
 

 

布施 持戒 忍辱 

 

原則 

利生： 

捨己、利他  

護生： 

不損他、 

普施無畏  

攝生：攝化與 

護念眾生； 

護持施戒功德  

 

種類 

1.財施（內外） 

2.法施 

3.無畏施  

1.攝律儀戒 

2.攝善法戒 

3.饒益有情戒 

1.耐怨害忍 

2.安受苦忍 

3.諦察法忍  

態度 

與 

方式 

1.世間施 

2.出世間施 

（三輪體空 ） 

1.如護浮囊，
輕重等護 

2.不離大乘三
心  

 

不離大乘三心 



三、精進度  

（一）治障難 

 1、二障及對治：（1）不想進修  （2）不敢進修 

 2、易行方便攝護：以易行的方便道，信願為方便

（淨土信願法門 ），引入大乘的精進道。 

 3、廣大的易行道 

  不讀《普賢行願品》，不知念佛易行道的內含廣大。
不讀《大乘起信論》，不知念佛法門的淺深層次（與
龍樹的《智論》、《十住毘婆沙論》相合）。所以我
要向現代的念佛易行道者，推薦這經論的廣大義；免
得斷章取義，自毀高深廣大的法門！ 

 （ 《佛法是救世之光》p.237）  

（二）修四力 



（二）修四力：修集四種力，助成精進。 

 

 

 

 

1 

 

勝解力  

深刻的信解善惡、因果、業報，及菩
薩行的功德與違犯的過失，生起樂欲
而引發精進。  

 

2 

 

堅固力  

 

有決心、恒心，要行得徹底，有始有 

終，養成堅定的意志。尊重自己，強 

化自力，不能希望他力。  

 

3 

 

歡喜力 

法喜充滿而無厭足。  

 

4 

 

休息力  

如身心感到疲勞時，應略為休息，以
免引起厭倦而障道。  



四、禪定度   
（一）禪慧二度之重要性 
1、定慧之功德：定與慧，在修習成就的（聲聞）
菩薩行中，是相應不離的，稱為「止觀雙修」，
「定慧均等」。……菩薩的修行，雖重在菩提願，
大悲心，迴向等功德，但如沒有定慧，這一切
都是不能成就的。所以《解深密經》說：「若
諸聲聞，若諸菩薩，若諸如來，所有世間及出
世間所有善法，應知皆是此奢摩他及毘缽舍那
（止、觀）所得之果」。  



四、禪定度   
（一）禪慧二度之重要性 
2、止觀（定慧）的分別（定義）： 

止：梵語奢摩他，譯義為止。《解深密經》卷3
說：止是「心一境性」；「內心相續」。定是
「平等持心」的意思。所以止是安心一境而不
散動的。 

觀：梵語毘缽舍那，譯義為觀。《解深密經》卷
3說，觀是：「正思擇，最極思擇，周遍尋思，
周遍伺察」。所以，慧是以觀察抉擇為特性的。
有人以為明了就是觀慧，這是不合經義的。 



四、禪定度   
（一）禪慧二度之重要性 
3、止觀的次第 ：止成觀乃成，次第法如是 

     在止與觀的修習過程中，一定先修止成就；
止成就了，然後才能修觀成就。如定心不成就，
那觀慧也是不會成就的。依這個意思，所以說
先修止。經中說到止觀，定慧，禪慧，也總是
先定而後慧的。這是修習的必然次第。（ 《成

佛之道（增注本）》p.315 ） 

「修習於止，終成於觀；修習觀已，亦成於止。
謂聖弟子止觀俱修，得諸解脫界」。 

（《雜阿含464經》） 

 



3、止觀的次第（戒→定→慧） ： 

   七清淨在修道得果上，有依前起後的次第意義，
終點是解脫涅槃。『中阿含』『七車經』，譯
七清淨為：戒淨，心淨，見淨，疑蓋淨，道非
道知見淨，道跡知見淨，道跡斷智淨。見清淨
以下，都是慧學。依戒而定，依定而慧，依慧
得解脫：這一修行次第，是完全正確的。(《華

雨集第二冊》p.22) 

「唯戒清淨至心清淨，唯心清淨至見清淨，唯見清淨
至斷疑清淨，唯斷疑清淨至道非道知見清淨，唯道非
道知見清淨至方途[行道]知見清淨，唯方途知見清淨
至知見清淨，唯知見清淨至無取著般涅槃」。 

         (《中部》（二四）《傳車經》) 



3、止觀的次第 ： 

   依經說，有先修止而後成觀的，有先修
觀而後成止的。一定要止觀雙修，才能
得「淺深不等的）種種解脫界。『增支
部』分為四類：一、修止而後修觀；二、
修觀而後修止；三、止觀俱修；四、掉
舉心重的，在止觀中特重於修止。所以
『大毘婆沙論』引『法句』說：「慧闕無靜慮
（禪），靜慮闕無慧；是二具足者，去涅槃不
遠」。（《空之探究 》p.12） 



四、禪定度   
（一）禪慧二度之重要性 
4、依住堪能性，能成所作事 （修定之義利） 

              聲聞人     大乘行人 

１、得現法樂住 １、引發身心輕安 

２、得殊勝知見 ２、引發神通等功德 

３、得分別慧  ３、能深入勝義 

４、得漏盡解脫 ４、作饒益眾生的種種事業 



四、禪定度   
（二）修習止 

1、八斷行： 

《成佛之道（增注本）》（p.316-p.317）： 

   「依慈住淨戒」，為修定所不可缺的資糧；調
身、調息等，略如五乘共法中說。要怎樣用心
修習，才能引生正定？這要由滅五種的過失而
成就。五過失是：懈怠，忘聖言，惛沈掉舉，
不作行，作行。怎能滅除這五失呢？這要勤修
八種斷行。八斷行是：信、欲、勤、安、念、
知、思、捨。修八斷行，滅五過失，自能成就
定心了。  



四、禪定度   
（二）修習止→1、八斷行： 

（1）信、欲、勤、安（治懈怠：信為欲依，欲 

     為勤依） 

1 信 於禪定功德 

生堅信心  

方能起希求願欲修
學禪定之心。  

2 欲 強烈願欲 

修學禪定  

方能起精進修學禪
定之心。  

3 勤 精進修學禪定  引生身心輕安。  

4 安 身心輕安  無疲厭、懈怠盡除。  



八斷行： 

（2）正念、正知、思、捨 

1 正念 治忘聖言 

（止所緣） 

*住所緣時  

念，就是曾習境的憶念。
正念力安住所緣，要求
明顯，要以正知觀照，
確知住在所緣境  

2 正知 治惛沈、掉舉 

*住所緣後  

正念安住，相續憶念，
生起正知，滅惛沈掉舉 

3 思 治不作行 

*用止舉二相  

以思（有所作為的意志）
對治。止修或觀修 ，
以達平衡中正  

4 捨 治作行 

*用捨相  

惛沈、掉舉已滅之後，
心平等不加功用（捨） 



（二）修習止（八斷行之正念） 

Ａ、二類所緣、多習二念 

 

 
二類 

所緣 

能淨治惑障  

 

 

契順於正理  

五種淨行所緣： 

1.不淨、2.慈悲、3.緣起、 

4.界、5.持息  

五種善巧所緣： 

1.蘊、2.界、3.處、4.緣起、
5.處非處  

多習 

二念 

念佛  

 

念息  

1.稱名、2.觀相、3.唯心、 

4.實相念佛  

止：1.數、2.隨、3.止 

觀：4.觀、5.還、6.淨  



（二）修習止（八斷行之正念） 

B、稱名、觀相、唯心、實相念佛  

依名起念：這即是一般的稱名念佛。 

依相起念：這是觀想念佛，…或先觀佛像，把佛的相
好莊嚴謹記在心，歷歷分明，然後靜坐繫念佛相。 

依分別起念：依分別起念，而能了知此佛唯心所現， 

名唯心念佛。 

（實相念佛）若更進一層，即到達念佛法身，悟入法 

性境界。唯識家說法有五種，名、相、分別而外，有 

正智、如如。…依唯心觀進而體見一切平等不二法性 

，即是見佛。…平常稱此為實相念佛。 

(《淨土與禪》p.105~p.108) 

 

 



四、禪定度   
（二）修習止 

2、九住心：內住→續任→安住→近住→調順→ 

寂靜→最極寂靜→專注一趣→等持 
《成佛之道（增注本）》（p.331）： 

    修定的方法不一；到達的時間，也因人而
不同。住心的教授，也說有種種，如八斷
行等都是。但從最初攝心，到成就正定，
敘述這一完整的學程，依聖者所說：修止
的方便過程，不會超越九住心的，也就是
不外乎九住心的法門。 



四、禪定度   
（三）成就止 

1、得定的狀態 
（1）《成佛之道（增注本）》（p.331）： 

    在修止過程中，早就有些輕快舒悅的身心感覺，
而也一定有熱觸，動觸等發現。但一直到第九住
心，能無分別，無功用的任運，還只是類似於定，
不能說已成就定。這一定要，若得生起身心的輕
安樂，引發身心精進，於所緣能自在，有堪能，
這才名為止成就，也就是得到第一階段的「未到
地定」。 



四、禪定度   
（三）成就止 

2、通遍的定德：明顯、無分別，妙輕安樂  

3、定依觀慧而成差別 

得未到定後： 

  

 
1 如修欣上厭下的六行觀  世間的色、無色

定  

2 以無常為觀門，漸入無我、無
我所觀  

聲聞乘的定  

3 觀法性空、不生不滅，與大乘
般若相應  

大乘禪定（三輪
體空）  



【大乘定學】附論（1） 

（不共聲聞）   
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五‧二五０上）說： 

  「云何名禪波羅蜜？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以應薩
婆若心；自以方便入諸禪，不隨禪生；亦教他令入
諸禪；以無所得故」。 

    應薩婆若[一切智]心，是菩提心相應。入禪而不
為禪力所拘，生於色無色界，是方便力。教他人入
禪，是大悲心。無所得，是般若相應。入禪，而與
菩提心，大悲心，方便，無所得般若相應，才是菩
薩的禪波羅蜜。(《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212) 



【大乘定學】附論（2） 

    大乘三昧行者，與聲聞禪行的不同。聲聞行者攝心
入定，是以坐為主的。…『中阿含經』的『龍相應
頌』，讚佛為大龍，「龍行止俱定，坐定臥亦定，
龍一切時定」。巴利藏作行、住、坐、臥都在定中。
這是讚佛的，佛由菩薩修行所成。菩薩三昧行的特
色，不偏於靜坐，而在行、住、坐中修習，…一切
威儀──行、住、坐、臥，都是宴坐那樣的與定相
應，那就往來、舉止、語默、動靜，無不可以修定
入定。『普門品經』的二十八三昧，正說明了無一
法一事而不可以修入三昧的。依此修入，等到三昧
成就，菩薩的大用無方，不是聲聞可比的了！(《初期

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223 ~ p.1224) 



【止觀辨正】附論（1） 

筆者編輯《妙雲華雨的禪思》後，1999.1.29曾聽導師開示： 

    我讀一首頌給你聽啊！現在《六祖壇經》【筆
者按：宗寶本壇經】有這樣個頌子：「劫火燒海
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
是。 」，禪宗修的有這個經驗，密宗修的也
有這個經驗，「風」就是「息」，丹田這個名
詞是中國話，印度佛教也有這個名詞，我們
（靜坐時）呼吸上下也通的，這個息會向下，
修禪定的人很多都有這個這個經驗，「風火相
擊」的時候，火（發熱）到下面的時候，到達 



【止觀辨正】附論（2） 

   「海底」，這個「海底」，就是我們人大便與
小便中間的地方，經過這裡轉到背後脊骨這個
「脈」，密宗裡說修「寶瓶氣」、「拙火定」、
通中脈，傳承不同、名稱不同，其實這個路子
是差不多的。什麼叫做「風鼓山相擊」呢？背
脊骨一節一節的畫出來像山一樣，慢慢上去，
通了，身體起的一種輕安，就說「真常寂滅樂，
菩提相若是」，菩提就是這個樣子！這若是從
基本佛法如佛教大小乘經典、論典來講的話，
這是什麼？（摘自拙著《人間佛教的聞思之路》

p.129~130） 



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