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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公懷瑾先生的醫學成就
(續篇)

文 / 道南書院副院長 魏盛

前言 

二〇一二年九月，吾師張公尚德先生在道南書院舉辦首

次「南懷瑾先生學術成就研討會」，筆者曾經撰寫《南公懷

瑾先生的醫學成就》初稿，報告學習南公著述在醫學方面的

淺薄心得。當時蒙張師囑咐，續寫氣脈相關內容，但限於學

力，不敢輕率動筆。

今年二月，中華唯識學會將舉辦「景懷南公懷瑾先生百

歲誕辰學術研討會」發揚禪門泰斗南太老師的人文文化智

慧。故此選取《禪海蠡測》一書中「心理與生理」一節 [1] 補

充氣脈相關內容，稍作註解。

南公代表作《禪海蠡測》一書，前半部分講述禪門心

要，後半部分則從禪宗的立場判析教理、禪定、淨土、密

宗、丹道、理學以及心物一元、西洋哲學，氣勢恢宏，論義精

深。有志於復興中國文化、促進社會和諧、探索生命真實的

同道，豈可不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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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選一）「現實人生，當不能離生理而獨存，故學

之造詣，亦止於意識而已。若離五官感覺與思想運用之明

了意識，惟認知有一潛意識（或稱下意識），以之比觀唯

識學之說，終不出第六意識範圍。所謂潛意識者，僅當唯

識之獨頭意識（或稱獨影意識）。若唯識所說第七末那識

（我執），第八阿賴耶識（含藏持種之義），固非今時心理

學所知。」

一、學理尋繹為佛法入門之準備

現代醫學對於五官感覺與意識的研究，已經相當深

入。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的感受分子及信號

通路多已破解，在教科書中均有專門章節介紹；意識的

注意、語言、學習、記憶、睡眠等多種功能，也都有細緻

探索。近二十年來的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即包括「腦神

經細胞的信號傳遞」（二〇〇〇）、「氣味受體與嗅覺」

（二〇〇四）、「空間定位」（二〇一四）、「晝夜節律」

（二〇一七）等重要突破。

由前述實例，我們不難看到：現代醫學對心理與生理的

認識，如果同法相唯識學進行比對，常會出現值得關注的印

證。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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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腦電圖（EEG）和腦磁圖（MEG）等研究發

現，睡眠包括慢波睡眠與快速眼動睡眠。在進入慢波睡

眠二期後，通過丘腦的聽覺、視覺、觸覺等信號受到抑

制；再進入慢波睡眠三期、四期，常處於無意識階段，有

時出現短暫的不呼不吸，約略相當於唯識學所說的第六意

識不現起的狀態。之後倘若發生「無欲而脧」的現象，則

是「一陽來復」身體精力恢復的表現；但進入快速眼動睡

眠階段後，有時會伴隨「獨影意識」的夢境而漏失。

（二）由於核磁共振成像（MRI）技術的進展，近年對

靜坐禪定的醫學研究進步迅猛。綜合大量數據分析發現，靜

坐可以促進自我調控能力──注意力控制、情緒調節與自我

覺察，與前扣帶皮層、內側前額葉皮層、紋狀體等結構有關

（Tang, 二〇一五）[2]；而數息、唸誦、慈悲觀等多種禪定方

法，則影響不同的腦部功能區域（Fox, 二〇一六）[3]。

（三）當前，正念減壓（MBSR）與正念認知（MBCT）

等靜坐禪定相關療法，治療疼痛、焦慮、抑鬱、成癮等效果

顯著，被英國國家衛生醫療質量管理署（NICE）等機構推

薦，應用日益廣泛（Young, 二〇一八）[4]。

但以上種種，與道全乖，都在有為法的範疇中，皆非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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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第一義之無為法。現代醫學困於方法上有形的局限性，很

難了解「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的不可思議境界；學者若要

探驪得珠，唯有真修實證。筆者在大學時曾經接觸過多位傾

心於氣脈研究的生理學教授，現在想來非常替他們惋惜。南

公說：「佛法實乃超科學、哲學之一大實驗事，一切學理尋

繹，但為其入門之準備，若滯情於此，則迷化城為寶所矣 !」

實為至理名言。

（節選二）「人而具有心身，心識之為用，名之曰心理。

身體之為用，曰生理。心識強盛者，力可轉變生理，例之精

神治療，及催眠瑜伽等術可知。但生理實足影響心理，如人

有病，心理反常，事例尤多，若仔細實驗觀察，固知心身實

為一體之所生。」

二、心理與生理的關聯

傳統醫學常用神、氣等來描述心理與生理，並特別重視

無形的部分，「言之則恐落筌蹄，易滯跡象」，不可執為有形

有質的實物。

（一）氣脈的運行，對應著臟腑的功能與情志的作用，可

歸納為《傷寒論》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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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 臟腑 藏神 情志

太陽 膀胱
小腸

陽明 胃
大腸

少陽 膽
三焦

太陰 脾
肺

意
魄

思
悲

少陰 腎
心

志
神

恐
喜

厥陰 肝
心包 魂 怒

在飲食、睡眠、男女以及氣候、環境等因素之外，情志

對氣脈的影響巨大，例如多慮傷脾，失志傷腎。吾輩求道

者，尤忌自高自慢，切應時刻「自反」；倘若我執堅固、控制

慾強，嗔怒傷肝，藥石難救。「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所求

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筆者在此深深懺悔。六脈平

和之後，透過修行方法逐步充實奇經八脈、打通三脈七輪等

系統。奇經八脈，即沖脈、任脈、督脈、帶脈、陰蹻、陽蹻、陰

維、陽維。三脈七輪：三脈即中脈、左脈、右脈；四輪即頂輪

三十二脈、喉輪十六脈、心輪八脈、臍輪六十四脈，加眉間

輪、海底輪、梵穴輪為七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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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周天

氣脈的變化過程，常常用象徵性的意象來描述：「日出

沒比精神之衰旺，月盈虧比氣血之盛衰。」[5]離火為日，代

表識神；坎水為月，代表精氣；中土真意，「在若有若無之間

不守任何一處，心境都擺在中和的狀態。」所謂坎離交會，即

透過無念（靈光獨耀）、真息（自然不呼不吸），達到「神凝

氣聚」的混沌境界。

坎離交會的變化，可比擬為月亮在一月晦朔之間的運

移，以《參同契》月相納甲記錄如下：

農曆日期 月相 納甲 月出方位

初三至初七 震  庚 西

初八至十二 兌 丁 南

十三至十七 乾 甲（壬） 東

十八至二二 巽 辛 西

二三至二七 艮 丙 南

二八至初二 坤 乙（癸） 東

坎中一陽真火上升，陽氣周流舉身柔軟，約略相當於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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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行的「煖」；離中一陰真水下降，與天地精神相往來，得食

「天藥」，約略相當於四加行的「頂」；氣住脈停，乃至安住

無生，約略相當於四加行的「忍」；所知、能知雙亡，約略相

當於四加行的「世第一法。」四加行之程度深淺，因見地、功

用不同而有天壤之別，學者可參考《如何修證佛法》的講解

作進一步研究 [6]。

「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因此無上密部

有欲樂大定，道家東派更有鑄劍之法。南公則屢屢讚歎白骨

觀，並以之作為密法之基礎，值得特別注意。

納甲、值日等法，蘊涵先天、後天運轉的時空規律，具有

極為精深的象數基礎，筆者不識推算，學者可參考玄空、運

氣之學作進一步研究。齋日過午不食等作息的安排，也多與

此有關，學者可對照自己身心多作驗證，貴在得意忘象，以

待明師接引。

（三）大周天

經過坎離交會的小周天，後天坎離，還復先天乾坤，坎

中一陽金性，復歸先天乾 性，此即天心、丹頭、佛性。識神

轉為元神，業氣轉為元炁，繼而勿忘勿助，含育溫養，進入乾

坤交會的大周天，即所謂「性命歸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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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交會的變化，可比擬為太陽在一年寒暑之間的運

移，以《參同契》十二辟卦記錄如下：

農曆月份 辟掛 中氣 鐘律

十一月子 復（一陽生） 冬至 黃鐘

十二月丑 臨 大寒 大呂

一月寅 泰 雨水 太簇

二月卯 大壯 春分 夾鐘

三月辰 夬 谷雨 姑洗

四月巳 乾 小滿 仲呂

五月午 姤（一陰生） 夏至 甤賓

六月未 遯 大暑 林鐘

七月申 否 處暑 夷則

八月酉 觀 秋分 南呂

九月戌 剝 霜降 無射

十月亥 坤 小雪 應鐘

元神、元炁合一，龍吟虎嘯，律象相應，約略相當於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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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成就意生身的境界。其中難關重重，唯心所現，「五陰

本因，同是妄想」，學者可參考《西遊原旨》與「三昧耶戒」

等作進一步研究。

數息、白骨觀等以煉精，唸咒、念佛以煉氣，觀想以煉

神，最後歸到「先天一炁從虛無中來」，從地踴出「七寶

塔」。元神、元炁、元精合一，在顯現清淨法身後成就圓滿報

身與千百億化身，即溈山禪師所謂「伊字三點」。

吾輩自詡求道，宿根最是難消，即以王陽明之能，意氣

未平，不得其門而入。縱遇張紫陽之明，尚且「三傳非人，三

遭禍患」。必須朝夕惕惕，反身而誠，透脫難關，方堪親近

善知識，僥倖蒙其悲心垂照，方便指授。學者於此血淚之

處，不可輕易看過。

綜合以上所述六經、小周天、大周天等內容，可見心理與

生理的交互作用。所以南公說：「此二者一元之變」，「主其

中樞者，寂然應物之心性也。」

（節選三）「欲實驗修證佛法戒定慧，而不明斯理，輕心

掉之，雖盡形壽，恐終難有成矣。蓋調攝氣脈，為對治生理

之缺陷，色身既調，通於自然，影響心理，得至空忍，二者之

間，如風靜浪平，晴空無翳，則永住安謐晴暘之境，得於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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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然後逆其變化之流，復返於體性本然之域，則於四大假

合之身，六塵緣影之心，取捨由人，可得自在矣。故身在動

者，心隨之移，心常亂者，色隨之變。故曰：『心能轉物，則

同如來。』鴉片、嗎啡之為物，吸之可轉移人心理性情，砒

霜、草烏之為物，食之戕人之生命。不能轉物，即為物轉，事

理至明。而心能轉物者，如來藏性之……真心也，妄心意識

力弱，僅可移易小變耳。」

三、解開雜染的束縛

有毒的砒霜、草烏，用之得當，能治療白血病、心臟

病；止痛的鴉片、嗎啡，用之不當，則害人性命、毀家滅國。

「善用之者，以之化物成性，不善用之者，隨流乘化以歸

盡，波靡輪轉，終無已時矣。」因此南公能遍嘗諸藥，服食五

金八石與西藥毒劑，而眾生心隨物轉，在煩惱、業、生三種雜

染中輪轉，苦惱深重。若要離苦得樂，必須除遣對種種法相

的執著。

（一）雜染的熏習

南公說：「當今科學日進無疆，無數嶄新之創獲，正好為

佛法作註腳，而益資證明。」不妨引用認知科學仍嫌鬆散的框

架，來對唯識學作一初步了解，例如：快感、學習、動機，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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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對應著五蘊中的受（領納）、想（取相）、思（造作）。

1.我們從飲食、性愛、娛樂中得到快感（即「樂受」）。

令人驚奇的是，從美食、茶飲、煙草、酒精、藥物等物質

成癮，到色情、賭博、受虐、購物、遊戲等行為障礙，乃

至文藝、運動、慈善等活動，都透過激活大腦中共同的

神經通路產生快感（Berridge, 二〇一五）[7]，從而影響

我們的決策。「苦受」的機制與此類似。

2.多巴胺系統透過計算「獎勵預測誤差」──「實際獎

勵與預期獎勵的差值」，改變大腦神經可塑性而影響

記憶，從而實現強化學習的效果（Schultz, 二〇一五）

[8]。這相當於唯識學的「現行熏種子」。所以《解深密

經》說：「亦名為心，何以故？由此識（阿陀那識），色

聲香味觸等積集滋長故。」

3.面對外界的種種，從記憶中出現的「預期獎勵」，會

導致動機慾望的發生。這相當於唯識學的「種子生現

行」。但是，對快感刺激（如鴉片）的重複沉迷，會使

得多巴胺系統的正常反應力與個人的自控力下降，從

而產生衝動性或強迫性的渴求──成癮（Volkow, 

二〇一七）[9]。邪入厥陰，神識耗竭，不僅遺傳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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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更荼害自己的來生。（為了閱讀的方便，具體藥理

不作討論。）

事實上，飲食、男女、自我是最大的成癮，深深的

嵌在阿陀那識中。所以《解深密經》說：「或為煩惱

雜染所染，或為業雜染所染，或為生雜染所染，於生死

中，長時馳騁，長時流轉，無有休息。」解開雜染的束

縛，在《解深密經》中分別為兩種，重在實踐親證。

（二）解脫道

小乘解脫道，修不淨觀等對治。

南公曾經詳細講解《禪秘要法》中不淨觀、白骨觀、四大

觀等修法，說明斷除「身見」等煩惱結使、證得果位的重要

性 [10]。火大、水大、風大觀等，對應著色界四禪等境界，必

須身證現前，方知具體作用。

倘若四大觀更進一步，就是《楞嚴經》當知七大「性真

圓融，皆如來藏」和《楞伽經》超越「大種性自性」的第一

義境界。

（三）菩薩道

大乘菩薩道，了知一切唯是識性（了別真如），「由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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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意除遣諸相。」

1.心一境性

小乘「心一境性」為初禪「離生喜樂」，是「緣別法」而

得。大乘「心一境性」則為止觀雙運，「通達三摩地所行影

像唯是其識；或通達此已，復思維如性。」菩薩從第三發光

地，乃得「緣總法」奢摩他、毗婆舍那。

2.六波羅蜜

（凡夫）「所謂世間波羅蜜，便是執著我和我所的作

用，仍然落於有無二邊，為生前身後種種受生處所著想，追

求色、聲、香、味、觸的欲樂，所以他修布施功德的滿足。同樣

的，他修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也是為了同一目的。或

者是以此求得凡夫的五種神通，或者是為了祈求往生梵天。」

（小乘）「所謂出世間波羅蜜，是說聲聞、緣覺們執著涅

槃寂滅的境界，為了自己證得涅槃寂滅之樂，而修行六波羅

蜜。」

（大乘）「所謂出世間上上波羅蜜，便是說自覺內證一

切法都是自心現量的妄想所生，自證此心的不二法門，便不

再生分別妄想，也不在各類中執取非分之法，也不執著自心

和內外色相的差別，為了使一切眾生得到安樂，所以便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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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波羅蜜。以上上的方便，而在一切外緣中不生妄想分

別，這便是持戒波羅蜜。就此不生分別妄想，知道能忍和所

忍皆無自性，自然隨順而能於忍，這便是忍辱波羅蜜。晝夜

十二時中，精勤不懈，隨順修行於方便道，得使妄想分別不

生，這便是精進波羅蜜。妄想分別都滅，而不墮在聲聞、緣覺

的涅槃寂滅境界，這便是禪定波羅蜜。了知自心妄想，都無

自性，以智慧觀察，不墮在空有二邊，淨化身心，輾轉增勝而

不致壞滅，得到內證自覺的聖趣，這便是般若波羅蜜。」

3.菩薩十地

「大乘菩薩們，在第八地境界中，得見妄想生心的現

象，從初地輾轉進至第七地，見到一切法皆如夢幻，在自度

於能取和所取的妄心法行以後，便乘願而起方便教化，以普

度未得者。這就是菩薩在涅槃之中，既不壞於方便利他，而

自己又能遠離心、意、識，證得無生法忍。」[11]

最後，應當了知「一切無涅槃，無有佛涅槃，無有涅槃

佛」的深義。

綜合以上所述解脫道、菩薩道，便能解開雜染的束縛，成

就圓滿的智慧。因此南公強調「無著」、「無依」，祂說：

「我們學佛學道者，往往為了去掉見思惑業的糾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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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境阻難，反而將自己弄得焦頭爛額，神經兮兮的。要知

道諸法無常，見思二惑無常，魔境也無常，無常連佛都不能

轉，魔能夠嗎？並且我們修行人容易有個毛病，所謂『出

了一個家，又入了一個家』，拋開世間法的得失，卻計較起

出世法的種種來，將世俗貪嗔癡那一套帶入佛門，處處分

別誰高誰低，誰是誰非，反而扯出一大堆煩惱禍根，實在可

笑。淨土宗蓮池大師悟道偈云：『焚香擲戟渾閑事，魔佛空

爭是與非。』到了最後魔佛都是一樣。佛法的精神在於蓮華

出於污泥而不染，煩惱中能現菩提，惡境中能得清淨，『猶

如蓮華不著水』，卻生於泥水。下一個比喻更好，『亦如日

月不住空』，看太陽月亮天天上升，天天下沉，今天接著明

天，明天接著後天，活活潑潑自然輪轉不已，不住於一個固

定的空間。而我們修行人若守住一個空，以為空的境界才是

道，那已錯了，等於著了魔，學佛若執一法為是，那著的是

人天魔、羅漢魔，乃至佛魔。真空無所住，灑脫自在，活潑自

然，不但如日月不住空，也如飛鳥翩翩掠過，空中不留絲毫

痕跡，這是無著解脫。」

「『無著無依智慧力』，有智慧的人是不會死心眼執著任

何事物的，凡事提得起、放得下，自由自在，無所障礙。並且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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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著』還不行，更要一切『無依』，不依賴人家，也不需借

助任何方便，完完全全地獨立自主、圓滿無缺。佛說『天上天

下，唯我獨尊』，其理在此。我們學佛是要做眾生的依怙，並

非反過來去依賴眾生或者佛菩薩。我常告訴學佛的青年朋友：

『人貴自立』，可惜大多數都覺得這句話稀鬆平常，輕易放

過。要知道啊！『人貴自立』，真正自立，就成佛了。」[12]

「諸位以為佛法在哪裡？佛法就在你我的日常生活

裡，一切現成，待人處事，無一不合乎慈悲喜捨，遇事臨境自

自然然無著無依，這樣便是菩薩行，健康明朗，雍容大度，將

幸福快樂帶到人間的每一個角落。千萬不要一接觸佛法，愈

學愈放不開，愈學愈提不起，忸忸怩怩，缺乏信心，說什

麼：哎呀！我不行，還沒有修好，等我修好了再來。等你修

好，我早就完蛋了，我需要你現在救我，助我一臂之力。你

做得到嗎？」

由此可見南公在「中國傳統身心性命內修外用之學」上

的成就。所以張師 說：「南老師是佛」、「萬古長青第一人」。

後記

二〇一二年九月十九日，張師說：「我大概快走了？

下午靜坐怎麼出現遺言：『畢生在鬥爭與殺戮的苦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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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憫眾生。』」

五年多來，中華唯識學會與道南書院著力弘揚禪與唯

識學。中華唯識學會恭請張師講授了《指月錄》《瑜伽師

地論》《華嚴法界觀》等重要經典，建成了永久會址，並

主辦了「中華唯識論壇」；道南書院建成了新禪堂與宿舍

樓，呼籲恢復湖湘禪門文化，並與上海、湘潭等地道友研

讀經典；中華唯識學會與道南書院還作為中方代表，在緬

甸舉辦了「中印緬佛法論壇。」達摩書院、道南書院每年

多次七日禪修，常有世界各地上百位道友參加。

楊朱說：「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

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書院、影

院，藥師、伎師，其同乎？其不同乎？願天下醫者明以教我。

（註：〈南公懷瑾先生的醫學成就〉（正篇）一文，收錄於《淺

參南懷瑾先生學術成就文集》，達摩出版社，二〇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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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老師的三不朽，實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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