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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音常在 啟我慧命                                       

文 /徐永生

前言

南公懷瑾老師生於動盪世局，國家存亡之際從軍報

國，俟遇明師心光顯露，於峨眉普賢道場，誓願荷擔如來大

業，接續民族文化命脈。吾師一生坎坷顛沛流離，困頓之中

殫精竭慮講學著述，宏揚諸佛聖賢真義，接引眾生廣播菩提

種子。

筆者弱冠從軍戍守前線，碉堡之中與戰友一起研讀《論

語別裁》， 二十七歲蒙師灌頂傳授準提，自此奉師為根本上

師，無論做人處世乃至參贊鼎鼐，皆以師訓為宗。

一九七八年親聞法音，吾師花語滿天字字珠璣，令我一

介武夫茅塞頓開，如見暗夜明燈，若入慈母懷抱，不僅身心

得以安頓，亦萌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

學，為萬世開太平」之志向。

今逢南公懷瑾老師百歲誕辰，特撰此文聊表思念與感

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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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法鼓震天第一擊──觀心法門

首先烙到心裡的就是「觀心法門」，認識到「修行

的根基就是修正自己的思想言行」，所以一開始就學到

「要從觀照自己的思惟活動作為下手處」，隨時觀察自

己的起心動念，瞭解每一個念頭的屬性，也就是要洞見

「貪、瞋、癡、慢、疑、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

見」這十個傢伙，在我的腦子裡怎麼玩弄我，搞得我身心疲

憊不堪，在六道裡不停的轉圈子……。「見思二惑」是三界

煩惱之統稱，六道輪迴之根本，現在我已得明師醍醐灌頂指

點迷津，我不再迷糊了，我要從這個牢籠裡突圍而出，奪回

我生命的主導權！

南老師法語：

「真正的修行，包括修正心理行為，修正自己的起心

動念，修正自己喜、怒、哀、樂的情緒等，也就是心理思想

上、生理變化上、言語行為上毛病的修正。所以在佛學上名

之為『轉識成智』，就是修行的道理。」 《孟子與公孫丑》

「所以講行願、行門之重要，我們隨時在靜定中，要檢點

自己。什麼是修行人？是永遠嚴格檢查自己的人，隨時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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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心行思想，隨時在檢查自己行為的人，才是修行人。」 

《如何修證佛法》

「『行』這個字很難解釋。首先，行是心的狀態，所以修

行也叫修心。也就是說，修行要從自己的心理狀態修起，要

改正自己的思想，要隨時注意修正自己的起心動念。打坐只

不過是修行的一種，只是幫助你養成一種習慣而已。如果不

改正自己的思想行為，那種修行是沒有用的。」 《現代學佛

者修證對話》

「我們靜坐時觀心，這個『心』不是明心見性的心，這個

心代表思想以及煩惱的念頭，這人念頭一來……當前面一

個念頭跑掉，而後面一個念頭還沒來時，中間有段空空洞洞

的，保持中間這個空，就叫觀心法門。」 《如何修證佛法》

「所以我們要懂得這『五見』是討厭的東西，隨時會把

我們綁起來，萬劫不能超生。學佛的人要隨時觀照自己是否

落在『五見』中，落在斷見、常見中，這樣就『能成無盡之

宗』，成就無盡藏的智慧這一宗。哪一宗？佛法的心宗。」 

《宗鏡錄略講》

「我們之所以不能得正見，不能證道，便是因為我們的

心時時刻刻被『五見』遮擋。」 《藥師經的濟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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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貪、瞋、癡、慢、疑這五樣，是思惑，思想上根本

障道，不能解脫。學佛是求解脫，能解脫一樣已經是了不

起了，五樣都能解脫了，才能夠證到四果羅漢。」 《金剛

經說什麼》

「八十八結使與三界的關係，明白地擺在面前。能解開

了多少個結，你就得了那個果位，這些考驗都擺在眼前。別

以為腿能盤一個鐘頭就能升上什麼天；一個半鐘頭又能升上

什麼天，沒這回事。腿是靠不住的，修『行』，修的是心理行

為，不是修腿。」 《如何修證佛法》

「什麼叫修行？自己用智慧、學問、修養，改正了

貪、瞋、癡、慢、疑（思惑），以及不正確的觀念（見惑），這

就是修行之路，並不是求佛菩薩、上帝、鬼神來幫忙。」 

《二十一世紀初的前言後語》

「所以，觀心法門有如此重要，尤其號稱學禪的朋友

們，特別注意這個法門，連這個最基本的都做不到，還談什

麼禪？不要自欺欺人。隨時保持平常心，不去幻想，坦然而

住，住而不住，這就是觀心法門，這就是真正修心之路。」 

《圓覺經略說》

「假如沒有轉化心理行為的功力與智慧，則所有一切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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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都是白說空話，也就是如貫休和尚的詩：『修心未到無心

地，萬種千般逐水流』。無心的境界，並不是像一根沒有知

覺的木頭，而是一切清淨無為的境界，如果不修到這種境

界，那麼『萬種千般逐水流』，都是空的，沒有用。這裡提出

來希望大家注意。」 《孟子與公孫丑》

張公尚德老師創立的「達摩書院」有一句話：「搞自己

不搞別人！」而此「觀心法門」正是下手之處。

二、突出重圍──安那般那

決心要從三界六道中突圍而出，首先就是要找到突破

口，也就是要找到「小我」最脆弱的地方，從這裡下手效果

最好，這個突破口就是「出息」！

「安那般那」（安般）是釋迦牟尼佛傳授的重要法門，在

《達摩禪經》中提到的「甘露二門」，一是對付肉體煩惱的

「白骨觀」，另一個就是對付思惟煩惱的「安那般那」。筆者

修習「安那般那」最重要的心得就是「善用出息」，出息就

是呼完氣還沒有吸氣的那一段，它是打開我們內在空間的一

扇門，善於利用出息做功夫，無論世間法或是出世間法，都

能事半功倍，有如四兩撥千金。

筆者曾利用出息修練《觀音法門》而聽到「無弦之



91

曲」；利用出息修練《觀心法門》得以掌握到「前念已過，後

念未起」的間隙，進而初嚐「虛空粉碎，大地平沉」的意

境；藉此也看懂了《指月錄》大師們頓悟的箇中訣竅。總

之，此乃進入「真如實相」的捷徑。

昔日筆者參研《達摩禪經》時寫了一首偈子《天梯》：

修行成道有捷徑    甘露二門作天梯

利用出息修白骨    了卻色身除幻根

利用出息觀六塵    不起六七當下安

身心寂滅法身現    隨順自在逍遙遊

謹此向老師頂禮讚嘆感恩！

南老師法語：

「告訴你用安那般若的法門，要想快證涅槃，最好利用

『出息』，這個階段最重要，要想快證涅槃得道，這是《達

摩禪經》的秘密話，在西藏就是大密宗。你現在注意『出

息』，不要注意『入息』。把它一放出去了以後，你心念一

停，停那一下，不呼不吸，那一剎那之間，你試試看。」 《南

禪七日》

「安那般那這個修法，差不多有成就的祖師們，大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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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修這個加行法而得成就的，很重要，後來發展成密宗所

謂的修氣修脈，道家修氣功的方法也都是由這個法門演變

出來的。」 《南懷瑾與彼得・聖吉》

「古代有一個禪師考驗另外一個禪師說『出息不隨萬

緣，入息不居陰界』……這是真空靈而解脫啊！世間一切同

他都沒有關係，就是在世間也不怕了。另外一位禪師答覆說

『還有人在不出不入呢』！那就是真息的境界，不出不入，既

不出息，又不入息，那才是真正的『息』，這是安那般那真正

的境界了。」 《南禪七日》

「道家曹文逸仙姑的《靈源大道歌》，可以跟永嘉大師

的《證道歌》相提並論。中間講到生命根本的一句話非常好：

『命蒂從來在真息』，這個生命的根蒂在一出一入那個止息

的階段。這個一出一入的真息，就是一切眾生的生命所在。」 

《禪與生命的認知初講》

「安般也叫安般守意。這個要注意了！非常重要。念

安般就是念出息、入息、修持氣息。……你們生在這個時

代，物質文明那麼發達，未來的時代更忙碌了，最好是採用

這個方法，不走這條路子，修行想得果位很難，真的很難

啊！……由初步起修，到證果成阿羅漢，再到成佛，不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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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乘，都不離這個安般法門。」 《如何修證佛法》

按：近期劉雨虹女士將南老師有關的講話紀錄，整理印製

《南師所講呼吸法門精要》一冊，值得詳閱。

三、紮穩根基──認識與信念

南老師一生著作等身，講課談話無以數計，諄諄教誨法

鼓震天，筆者浸潤其中，受益最大的就是對學佛的認識與信

念，也就是「見地」。見地就是奠定我們正確的觀念，見地

也是學佛之路的指南針，讓我們在正確的的道路上快速前

進，直驅無上菩提，不迷惑停滯在沿路的風光。

南老師的法音常常在腦中迴盪，言猶在耳，僅略表數則：

◎ 修證佛法是離苦得樂、自覺覺他的志業，而在修行的過

程中要秉持著「與眾生一起修，為眾生而修，不是為自己

修」的理念。

◎ 修行是極嚴格地檢查自己，隨時觀照自己的起心動

念，見惑八十八、思惑八十一，一步步抽離超越。

◎ 悟道證道以後到哪去了？還在生死輪迴之中，只是不昧

於生死輪迴，未證道前是為自己，證道以後一切都是為眾

生，念念為人，念念為善，念念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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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不必離開世間，要在滾滾紅塵中覺悟，煩惱一轉即

是菩提。「生死流轉」與「涅槃」都是自性的不同顯現，同

出而名異。凡夫乎？佛乎？就是那麼一轉，將八識轉成四

智。

◎ 轉識成智：「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圓」，要在因地上

先轉第六識與第七識，六七識轉成妙觀察智與平等性智之

後，五八識在果位上就可以轉為成所作智與大圓鏡智。

◎ 為何要先轉六七？因為第七識執第八識的見分為

「我」，如果第七識未轉，則「我空」（人無我）、「法空」

（法無我）根本免談。再者，第六識的相應「心所」多達

五十一個，也就是說第六識的活動力最強，如果第六識轉不

了，那就始終不能得「定」，而得「定」又是所有修行法門

的必經之路，能夠得「定」才能起「觀」，然後才能「止觀

雙運」、「定慧等持」。

◎ 佛的智慧神通有多大，凡夫的業力也有多大，業力轉過

來，就是智慧神通，兩者是相同的東西。如何轉？唯有「發

願」才能轉業力為修行的動力，進而用「願力」與「現行」

慢慢薰「種子」。

《證道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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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學無為閒道人   不除妄想不求真（無修無證）

     無明實性即佛性   幻化空身即法身（性相一如）

     法身覺了無一物   本源自性天真佛（法爾如是）」

◎ 空與有：「有」只是一切因緣和合的暫時存在，而「有」

中蘊藏著「空性」，一旦緣盡，全部歸空。「空」中蘊藏著所

有的存在（有），因不同的因緣聚合，而產生各種不同的存

在。空、有、既空既有、非空非 有，都要抽離，都要超越。

◎ 無明妄念的根本原因：誤以為有個「我」，進而衍生出人

相、眾生相，又希望這個「我」永久存在而產生了壽者相。身

我二者相依，且因無盡的緣起而產生愛憎及見思惑等煩惱。

又誤以為生命在輪迴流轉，且因厭離流轉，又誤以為有個涅

槃可入，即「妄見流轉」、「妄見涅槃」。

◎ 妄念如何了？應作如是觀：肉體只是四大暫時的存在與組

合，百年之後終將解體；心理意識只是過去陸續儲存的各種

程式及片片斷斷的資訊。只要認清楚進而抽離超越，當下念

轉，一片清淨，就沒事了。

◎ 證道成佛是一念之轉的智慧成就，如果無法一念清淨當下

承當，那就透過各種功夫，逐步地發起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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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老師法語：

「千萬不要忘記，修行是與法界一切眾生一起共修，要

有這等廣大的心量，修行才能迅速成就，也才是真正的學佛

修道。我們的心量要以普賢菩薩廣賅無盡三千大千世界虛空

般的行願力為榜樣，方是真修行人，才是真佛子。」 《一個

學佛者的基本信念》

「唸淨法界咒後，應加一念：我今天修法非專為己修，而

是為一切眾生而修，希望諸佛菩薩加被我，助我成就，也希

望一切眾生同樣成就。我所有修法功能，悉皆迴向一切眾

生，使人人消災免難，世上沒有戰爭，一切眾生沒有饑餓、貧

窮等種種痛苦……。」 《準提法修持要領開示》

「真正的修行，包括修正心理行為，修正自己的起心動

念，修正自己喜、怒、哀、樂的情緒等，也就是心理思想上、生

理變化上、言語行為上各種毛病的修正。所以在佛學上名之

為『轉識成智』，就是修行的道理。」 《孟子與公孫丑》

「所謂修行，其實就是徹底修正自己的心性行為，由裡

至外，鉅細靡遺，完全加以確確實實的檢點與改善，此即是

做為一個修行人至死不渝的生命主題，必須永遠追求達成的

生命事業。」 《一個學佛者的基本信念》



97

「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大徹大悟，證道成佛了，就

馬上要涅槃。這像宗教神話一樣，這時感動了大梵天主懇

求，你老人家不能走啊！你多生累世發願，悟道以後要度一

切眾生。」 《禪與生命的認知初講》

「我們跟著佛學，成佛以後，亦無來去，眾生有盡，我願

無窮，每位佛都沒有涅槃，都是再來人。」 《一個學佛者的

基本信念》

「大乘的菩薩們發願生生世世永遠在世間度一切眾生。

發願是心法，心念念不可住，作而不可住，所以是無作。大

乘菩薩了解生死涅槃皆如空花，因此人世間經常來，照樣投

胎長大成人，照樣遭遇人世間許多事，照樣學道、出家、入

世，示現受生，接受生生不已在輪迴中。」 《花雨滿天維摩

說法》

「諸聲聞們深怕生死妄想之苦，而追求涅槃，他們並不

知生死和涅槃的差別境界其實都是自性的變相，等於一切

分別妄想一樣都是無自性的。他們只是把過去現在的念滅

了，使未來的身心諸根再不生起作用，住於休息的境界，便

認為是涅槃境界了。他們沒有證得自覺的聖智，也沒有從根

本上轉了藏識。」 《楞伽大義今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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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悟道的人，第六識先空念頭、空掉了；第七識就

是因上轉，初初悟道，得一個清淨法身的境界。現清淨法身

容易，這是六祖講的，『六七因上轉』。你要想把身體也轉化

過來，肉體四大、心物一元都轉變，把五根都轉變有五神通

了、起作用了，所以報身、化身的成就啊，五識同第八阿賴耶

識要證到佛果以後才變得了啊！你看他老人家兩句簡單扼要

的話，把唯識修持的道理說明白了，『六七因上轉』。所以我

們修淨土念佛的也好、修禪的也好、修止觀也好，初步的要想

空轉呢？轉這個第六意識。第六意識清淨、空轉了，那麼差不

多了，第七識跟著轉，所以六七是因上轉。」 《唯識與中觀》

「諸佛菩薩的智慧神通無量無邊，一切眾生的業力煩惱

也同樣地無量無邊。這兩個是相等的，你不要以為佛的威力

大，其實眾生的業力也很大。如果眾生的業力不大，我們這

社會哪來這麼多煩惱？所以都在魔怨中。眾生最大的魔，就

是生死魔。魔的種類就不再重覆了。魔就是業力造的，魔的

力量下去了，就是你菩提道成功了。」 《花雨滿天  維摩說法》

「諸佛菩薩的智慧神通有多大，一切凡夫的業力也有多

大。業力把它轉過來，則是神通功能，它是同樣的。」 《圓

覺經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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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法從空生，從空滅，空生空滅，並非沒有，它有生有

滅，來去自在，生滅自由。所以如來者，無所從來，無所從

去，自性本空，故說『緣起性空，性空緣起。』」 《觀音菩薩

與觀音法門》

「佛答覆金剛藏菩薩的問題說：你若對眾生本有之圓覺

性認識不清楚，在輪迴流轉中妄測圓明覺性，那麼所有修行

永遠是走錯路，想要跳出輪迴，根本不可能。……佛講這句

話很嚴重，他告訴金剛藏菩薩，這是一個最大的秘密，你懂

了這個秘密才可以成佛……」 《圓覺經略說》

「我們天生自然就認為有一個我，有了我就有你，就

有他，就有人，有眾生，眾生就是社會、世界，乃至一切生

物；還有壽命，希望活得長壽，最好不要死，永遠活著。《金

剛經》也是講這四樣，叫作『無人相，無我相，無眾生相，無

壽者相。』」 《圓覺經略說》

「產生不正確的觀念、思想、見解，這叫妄見，誤認為

生命在輪迴流轉。於是，拚命修行想跳出輪迴，想要達到涅

槃境地。這樣對不對呢？佛說你錯了，這也是妄見，妄見涅

槃；實際上我們的輪迴不要緊，沒有事，輪迴也空，旋轉跟

我們有什麼相關？像現在我們坐在這裡，生命有沒有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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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臟在跳動，血液在流動，細胞不知死了多少，也不知

生了多少。不過，你還是你，沒有變過，也沒有動過。」 《圓

覺經略說》

四、學佛的終極關懷──行願

學佛就是向佛學習，學習佛的偉大行願，一開始就要以

《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做為修學佛法的基礎。然後學習觀

世音菩薩「聞聲救苦，千處祈求千處應」，學習釋迦牟尼佛的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乃至學習藥

師佛的十二大願、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大願，信受奉行，終至顯

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履行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願行。

話說回來，要發起慈悲大願真的是學佛路上最難的一門

課程，在修行的過程中，我們偶而也有感動涕零悲心顯露的

時候，但是維持不了太久又故態復萌。經切身懺悔反省，發

現那些偶然性的發露還是屬於情緒的層次，不是真的慈悲心

顯發。所以，「願」還容易臆想，「行」則是根本談不上。

行願之所以沒到位的原因，其實就是見地不究竟及功夫不紮

實。總之，行願、見地、功夫，三位一體，相輔相成。

二〇〇九年，筆者於湖南湘潭《道南書院》靜修時發願：

願和十方三世諸佛同光，光光互映相涵，共戲圓覺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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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與法界各類有情同事，事事化令覺悟，紛登各方淨土。

南老師法語：

「行願最重要，行到了，見地才會圓滿，修證功夫才會證

果。古人證果的多，就是在行願。」 《如何修證佛法》

「我們學佛最難的一項，就是慈悲心很難生起，也就是

說真正發起行願心很難。我們口口聲聲要想幫助人家，慈悲

人家，度人家，嘴裡雖這麼講，實際上，很難辦到。所以我們

修行，單說一個功德心，在行願上根本就很難建立，也可以

說，根本沒有建立過。」 《如何修證佛法》

「我們有沒有仔細想想，究竟學佛修行是為了什麼？都

在高談闊論，不切實際。真正的修行，最後就是一個路子：

行願！什麼叫行願？就是修正自己的心理行為。」 《如何修

證佛法》

「大乘道修持法，一個人修行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無

量劫熏煉，才慢慢形成菩薩心腸，一般講行願，其實『願』容

易想，『行』卻是個大問題，處處為我、為己，『行門』還差

得太遠，沒有一點行為夠得上學菩薩行。」 《宗鏡錄略講》

「注意，思想是沒有表達出來的行為，行為是已經表達

出來的思想。所以，我常常叫人家學佛要先讀《普賢行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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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先要發大願，而且不光是思想發大願，還要貫徹於行

動。」 《現代學佛者修證對話》

「是故，要當集一切善行，救一切眾生。所以啊！應該

發大悲心修一切善行，救一切眾生，這樣才能夠脫離無邊的

苦海，露出真如本來的清凈光明。」 《現代學佛者修證對話》

「功夫作不上路，是見地不對；見地不對，理不對，行願

沒有到，功德沒有圓滿。換句話說，見地為什麼不到呢？是

修證沒有到，行願沒有圓滿。行願為什麼沒有到？功德也沒

有圓滿呢？因為見地、修證有問題。三位一體，不可分的。」 

《如何修證佛法》

結語

四十年來，吾一介武夫，幸蒙  恩師慈光加被，灌頂傳

法，闡述經論，耳提面命，諄諄教誨，啟我慧命。弟子雖資質

駑鈍，尚難勝解恩師法義，惟願：「如法供養，承接佛光，廣

度有情，以報師恩！」

撰寫此文時，恩師音容宛在……

弟子五體投地，無限感恩、無限思念！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徐永生於台灣――達摩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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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德讀後：

此大文說起了兩點：

一、南老師在十方叢林書院傳準提法，其時有幾十

位，並不只是單獨傳某人的。

二、文中提到出入息法門。釋迦牟尼佛的兒子羅睺
羅，就是修出入息而証羅漢果的。天台宗止觀法門的基

礎，是智者大師的六妙法門，也是修出入息的。

我在南老師門下，也是在觀出息中念阿彌陀佛，四天

中最後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証得自己身心為假，內觸妙

樂，大光明現前，本來清淨，之為真也……。

祝福永生道友，好自為之。

尚德 於台灣達摩書院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