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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達摩禪經》與《黃帝內經》合參初探
【第一參：情志篇】     

文/黃高証 

唯識學使用種種法相，清楚地解析一切存在因果流轉和

如何超凡入聖、轉識成智。《達摩禪經》（以下簡稱《禪經》）是

印度禪門悟道的聖典，介紹各種安般觀、不淨觀、慈悲觀、因

緣觀等禪觀的詳細修法，來超越情緒的根本。《黃帝內經》

（以下簡稱《內經》）是中國上古的醫方明經典，以氣、血、陰

陽五行為基礎，來談人體與天地的奧妙。南太老師懷瑾先生

十方普賢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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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全書的中心，它是『醫（壽）世，醫（壽）人，醫（壽）國，醫

（壽）社會』為中心，不過是先從如何養生壽人來切入而已。」[1] [2]

筆者初步嘗試將唯識法相、禪經功夫、內經醫道三者會通於

「氣」，以期識己、識人、識萬化；救己、救人、救國家，最後通達

身心不二、心物不二之智慧。

「氣」是一種無形無相的勢能或趨力，在天有寒暑等天氣， 

在人有清濁等臟氣、習氣。宋代之後，道教為了區別先天與後

天的氣，採用「炁」字來代表先天的氣，「氣」字則被當成是後天

的氣。除了道教文獻之外，其他大多以「氣」字來概括。

唯識與《禪經》、《內經》可合參的主題很多，第一參【情

志篇】首先從情志與氣的變化談起。

壹、個人情志與五臟

人之所以出生為人，其來有自。《解深密經》說是來自阿

陀那識的「一切種子如瀑流」。《唯識三十頌》講人是由三能變

而來。先是初能變──阿賴耶識（又叫根本識、根本依）的朦

朧作意來投胎，故有「去後來先作主公」之說。次為二能變──

末那識，它緊抓阿賴耶識為自我，生起我癡、我見、我慢、我

愛。然後是三能變──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

等前六識，依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起種種見聞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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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諸識，都有「了別」的功能、作用。

《禪經》換了一種說法，它提出人是由三種氣而來：根本

氣、報身氣、長養氣。人的入胎全靠根本氣，它是從「無何有

之鄉」投入母胎的原始動能，可視為生命的根本元氣；到

了住胎時，受精卵靠報身氣每七天一個轉變，逐漸發展成

胎兒，此為形成五臟六腑之動能，這時尚無眼識、耳識、鼻

識、舌識、身識、意識等前六識的作用；一直到出胎後，鼻

子才開始呼吸，這一呼一吸之氣叫「長養氣」，以此推動

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緣境，產生六識的情志活動。

以上三氣在人體中互相影響，一而三、三而一，且可與天  

地之氣感而遂通，使得「氣」之流布，由先天延伸至後天，再

由人的情志，擴及與天地萬物交感，故其外延，大而無外； 

其內涵，小而無內，正如《莊子》說過的：天下一氣。

人的氣血失調，便有病痛之苦。《內經》指出，人的情志過

度，會影響到內臟乃至全身氣血平衡。情志略分為五：怒、             

喜、思、憂、恐。適度的情志是合情合理的，喜能忘憂，怒能    

泄憤，思引熟慮，憂可防患，恐能突危，這些屬於人的本能反

應。

情志同時也是業力習氣在心念中的濃縮，人的習氣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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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在臟腑之氣上，臟腑之氣不調，則呼吸之氣也會隨之

變化。故情志過度，定會影響氣血。從西醫觀點，情緒異常

時，內臟神經系統（即自主神經系統）接受異常化學和生物

電信號，通過感覺神經將相關信息傳遞給大腦、內臟和腺

體，並通過交感神經和副交感神經調控內臟的功能，使內臟

功能異常，且可導致血壓、心律、呼吸、胃腸蠕動等等的一系

列改變。故而內鬱於中，外發至形體。讓沒病的人出現早期

病徵，使已病者病情加重，或迅速惡化。

《內經》說：「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憂傷肺、恐傷

腎。」[2]

情志對人體造成的內傷，首先影響臟腑氣機，使氣機失

常。例如多怒則氣上，多喜則氣緩，多憂則氣塞，多悲則氣

消，多恐則氣下，多驚則氣亂，多思則氣結。而氣又率血而行， 

一旦氣機逆亂，必然影響到血的正常運行。因此，情志病又 

以氣血失調為多見。可導致氣血兩虛或氣滯血瘀等情況。

其次，五臟之氣，也涉及到見聞覺知與呼吸、精神、思想

的變化。氣在五臟六腑之間穿梭、傳遞、積聚、轉化，若積習

已久，生理習慣形成心理習氣，習氣堅固即為個人業力，眾人   

的聚集又構成了群體的共業。以上種種無一不是「識」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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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現，此所以唯識說「萬法唯識」也。

以下分述五種情志：

一、怒使氣上，過則傷肝：

肝氣主升發，當大動肝火、怒氣沖天時，肝氣上衝而不

下，血隨氣上涌，故頭部脹痛，面紅目赤，甚至令肝陽上亢、肝

火上炎。肝與情志的關係，一方面可通過肝的疏泄調暢情

志，另一方面是通過木（肝）火（心）相生影響到心血的生成，從

而改變心神狀態。假如怒氣橫生，必大傷肝血和津液，血液

將因怒火而增高黏滯度；若怒氣內鬱，氣滯血瘀，常有不平之

色，肝血長期暗損，胸肋脹痛。西醫認為肝瘀血時發生肝細

胞萎縮和脂肪變性，嚴重可致肝細胞壞死和繼發肝硬化。此

外，盛怒時每分鐘流經心臟的血液猛增，對氧氣的需求隨之

增加，因而驟增心和肺的工作量。且胃腸中的血流量減少，蠕

動減慢，消化呆滯。出現胸悶及心慌，還會誘發肺脹、肝火

犯胃、心絞痛或者心肌梗塞等風險。《三國演義》中的劉備， 

便是因為夷陵兵敗氣到吃不下飯，最後被氣死。

二、喜使氣緩，過則傷心：

人一笑就牽動胸部呼吸之氣。嘻笑不休，更會傷到陽氣

之動能。《內經》講喜樂出於膻中，膻中也就是心包絡。心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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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推動血液到全身，以輸送氧氣及養分，代謝CO2和有機

廢物，並適應內外環境的需要而調節情志變化。當真情流露

時，氣由心發，非自腦出。如果欣喜若狂，則心氣不藏，包絡

之火太盛，耗損心血，以致心氣大傷而精神渙散，甚至失神

狂亂。行者禪修時若非身心銷落，內觸妙樂，而只是耽著幻

境，也可能出現狂喜及增上慢。假如大喜時造成中風或突然

死亡，中醫稱之為「喜中」。同理可知，西醫若採用笑氣（N2O）

麻醉很有可能會引發心臟病發作。除了過喜傷心之外，其他

情緒激動也會引起暫時性的局部心肌缺血，而產生心絞痛。

急怒更能攻心而引發中風。 

以上二者，若再加上輸送O2與代謝CO2調控失常，引

起注意力短暫、念頭飛躍多變、情緒不穩、過動、過度干涉他

人事物，極可能發展成躁鬱症。有的容易被激怒，有的則以空洞

的自我感覺良好為滿足。

三、思使氣結，過則傷脾：

脾是氣機升降的樞紐，脾和胃二者共同負責供應全身營

養。念頭太多就容易餓，脾常來不及運化養分給大腦，以致過

思傷脾，反之亦然，脾傷則思緒不斷，思慮過度，到了胃傷則食

欲不振，焦慮失眠，脾胃俱傷，消化功能失常。當脾的中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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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其他四臟營養不夠，隨之而損：心火上炎故心神不寧，腎

水下寒故精泄不固，肝木左鬱故血瘀不流，肺金右滯故氣塞

不宣。脾的早期病徵有頭昏，心慌，貧血等症狀，胃出問題可

導致厭食，食入即吐或嗜食異物。中醫所說的「脾」應包括現代

解剖學中的胰腺和脾臟 [3]，思慮過度，腦部血流加快，消化

系統供血不足，可能存在胰腺血液微循環不良，影響各種消化

酶的產生和釋放，導致消化不良，進而影響全身能量供應。《禪

經》教人如何由世俗的想思提升到勝義的禪觀，假若禪修

時雜念不斷，或沉湎於過去，或幻想未来，久而久之，失去正

念，與現實脫節，甚至可能導致思覺失調症。

四、憂使氣塞，過則傷肺：

肺主呼吸，能柔潤心火，以免熱氣太過或不及。血液的

運行亦有賴於肺氣的輸布和調節。肺氣充沛，輔助心血運行，  

心神便能得到充分滋養，使之神清氣旺。若憂傷或憂鬱成症，自

憐自哀，腦神經虛耗太多，悲鬱不舒，以致胸悶難通，故氣短息

喘，胸中塊壘，積久成滯，肺氣不宣，出現體虛感冒、內傷咳

嗽等症狀，還會影響血糖、激素水平異常變化及導致內分泌

失調。憂愁定損身，對禪修者而言是退轉，《禪經》將其稱之為

「憂退」。另外，由憂生悲，無論是抽泣或嚎啕大哭，都會使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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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消太過，面無血色，免疫力下降，很容易感冒。《紅樓夢》裡的

林黛玉，便常以淚洗面，肺傷常咳。禪修者若沒發同體大悲

心，只知自苦自哀，悲不能抑，大哭不止，容易落入悲魔境界。

五、恐使氣下，過則傷腎：

腎中藏精以生髓，精足則神充髓足，有利於大腦的記憶，        

並使各臟機能旺盛。若大禍臨頭或有被害妄想症，恐懼過度， 

必使腎氣下陷，虧虛不固，而且整天提心吊膽，肺氣不降，甚

至會骨酸無力，沒法久站，容易昏厥。反之，如果腎氣已虛，其

他四臟的氣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自動相并補充到腎，也容易

出現恐懼的症狀。再者，「恐」之前常有「驚」，心驚膽跳則新陳

代謝異常，氣機紊亂，神無所歸，慮無所定，過驚會導致心膽

俱裂，或成為恐慌症。如《禪經》說的「恐怯多猶豫，驚畏不欣

樂」，這些都列入修行退轉相。

以上五者，還會互相傳導。例如怒傷肝，肝腎病則多驚，  

久驚又影響心膽，膽與肝相表裏，膽氣虛每易發展成肝膽氣

虛，如是循環傳變，終令五臟六腑俱損。

《內經》說：「氣血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情志活動與臟

氣的關係密切。例如心氣虛者多畏，若陰氣衰則為狂，陽氣衰

則為癲。但陰久虛必損及陽，陽久虛必失其陰。所以癲與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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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後往往就分不開了。

要注意的是，過去有人討論，到底是念先動還是氣先動。

這就牽涉到念與氣的界定。是討論第六識或第八識。如果這裡

的「氣」是指維繫生命之能量的話，從唯識來看，有念則有氣，  

有氣則有念。生命的根本──阿賴耶識同時具有煖、壽、識的

功能。也就是說，人的存在既有煖氣，又有識的朦朧意念，煖、 

識二者在時間中的綿延合一則為壽。如果這裡的「氣」是講呼

吸之氣的話，對多數人來說，呼吸和心念往往是各司其職的。 

《禪經》提倡的安般法門，是要透過觀出入息，先把心念和呼

吸的長養氣合一，來穩定情志；進而跟報身氣合一，以超越情

志；然後才與根本氣合一，達到心風自在，最後通通超越，超

越也超越。

《內經》把肝心脾肺腎五臟對應木火土金水五行，交織

成互變互化的網絡，相生相剋，一臟早期受損，尚可暫由其

他四臟調配氣血來維持共生，就像一根手指受傷，其他四指

可暫分攤其勞。若沒治療，日久天長，積勞成疾，相生不及相

剋，剋剋相連，終至一損俱損。個人、家庭、團體、社會、國

家、天下，莫不如是。

貳、情志來自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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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情志有千千萬萬，情緒的背後是人的煩惱得失，未

得則苦思，得到則歡喜，沒得則暴怒，將失多驚恐，已失則傷

悲。暴怒傷陰氣，暴喜傷陽氣。《內經》所述情志乃為配合五

臟、五行生剋，僅取其最大公約數，實則「義」猶未盡。如由唯

識學觀之，情志病根源自內心的煩惱。人的煩惱何止八萬四千

種，世親菩薩依據修證次第將其歸納為六根本煩惱及二十

隨煩惱。

六根本煩惱：貪、瞋、癡、慢、疑、惡見。

貪者永不滿足，氣外散且心馳，宜用不淨觀內攝其氣來

對治。

瞋者易動肝火，氣上衝且心躁，宜用慈悲觀平緩其氣來

對治。

癡者盲目無知，氣瘀滯且心昏，宜用因緣觀暢通其氣來

對治。

慢者自恃其能，氣高舉且心狂，宜用無我觀降化其氣來

對治。

疑者猶豫難安，氣不定且心散，宜用安般觀專一其氣來

對治（《禪經》稱之為「除疑觀」）。

惡見者觀念謬差，氣偏行且心邪，宜參中道以正其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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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治。

以上所提到的安般觀、不淨觀、慈悲觀、因緣觀等等， 

都是《禪經》中的禪觀方法，可讓人在禪悅中身心輕安，神清

氣爽，自然就不受情志左右，歸到本有的寂然莊嚴。日後再另

篇介紹。

根本煩惱又會衍生出二十個大、中、小隨煩惱。

大隨煩惱；

不信：人生無方，心氣空虛。

懈怠：馬虎偷懶，神氣鬆懈。

放逸：任性放縱，心氣渙散。

昏沉：心神昏昧，中氣下沉。

掉舉：患得患失，膽氣虛怯。

失念：忘失正念，腎氣不足。

散亂：胡思亂想，其氣躍動。

不正知：知見失正，智光難發。

中隨煩惱；

無慚：勤察人過，無視己非。

無愧：性多暴惡，不顧世間。

小隨煩惱；



149

華慧期刊

忿：所求不遂，怒氣在肝。

恨：冤仇漸深，怒氣入心。

惱：忿恨日久，怒火燒身。

覆：隱瞞過失，濁氣蔽固。

誑：狂言誇大，陽氣高亢。

諂：曲意奉承，有損中氣。

憍：自命不凡，心高氣傲。

害：身帶殺氣，目露兇光。

嫉：嫉賢妒能，憂戚傷肺。

慳：吝於助人，肝氣不舒。

煩惱互通，臟腑相連，因此有一煩惱或隨煩惱，便容

易引生或擴散至其他煩惱或隨煩惱之情志病。假若一個人

整天在情緒中，將很難避免出現情志過度。心病還須心藥

醫，《內經》以五種情志互制，移情轉念，以達到「恬淡虛無，        

真氣從之。」唐宋禪師們簡單明快，無論是德山棒、臨濟喝、 

雲門餅、趙州茶等，都是截斷眾流，逕奪情念，又別有一番風

光。唯識則著重在轉識成智的果位修證，要徹底斷了煩惱

與所知的障礙，才證得無上菩提。

儒、釋、道各家對治情志病的方法，都是強調發心、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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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重要，發心便有心陽生起，可化除臟腑濁氣。不忘初心， 

代表心陽相續不斷。若人的情緒執念太重，誰也幫不了，只

能靠自己的發心、善念與善行，來自我治療。練習對人事物包

容，多與人為善。總的來說，圖一人私利者，心量在己，氣場只

及一身。圖一族眾利者，心量擴及於族，志氣攝受一族。圖一

國公利者，心量擴及於國，王氣含攝一國。圖人類共利者，心量

擴及天地，聖氣徧及國際。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無

利要圖，照見五蘊皆空，其他一切都幻，不住空有，唯現行願。

叁、群體情志病

社會群體心理是各種煩惱的綜合，只要群眾的念頭停不

下來，只要眾人的飲食問題以及男男、女女、男女問題不得解

決，那麼人類就避免不了資源的爭奪，由競爭而鬥爭，由鬥爭

而黨爭，由黨爭而戰爭，以致各地情志失控；群眾過怒常蔑

法；過喜常失禮；過憂多哀樂；過思則寡行；過恐常不安，此

皆國之情志病也。要讓律法、制禮、作樂、淨行、安民等等上  

軌道，方能改變社會風氣的走向。同樣地，社會風氣的走向  

也會影響到法、禮、樂、行、安的推展。孟子說：想讓天下長治

久安，就像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一樣，非得長期努力才見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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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社會風氣亂則物欲橫流；官場風氣亂則官逼民反；   

元首王氣亂則禍國殃民。若再以勢欺民，以眾暴寡，以謊騙

愚，以狂侮怯，造成天災人禍不斷，吏治、教育、財經、安全、  

法治，都問題百出，民心如何能安?民不安則國不安，此亂  

世濁氣也。民怨積爆，氣數消盡，則國危矣。

欲治國病，先治人病。病隨氣動，氣隨情搖。以身心不

二故，要治情志病，當須識其源。從歷史來看，物質文明的發

展解決不了人的情志問題，而是要從不生不滅的精神文明來

著手。凡夫念念在生滅法，所以總於生生滅滅中七上八下，   

情志病油然而生。若是念念在不生不滅法，淨念相繼，便可

心淨國土淨，當下海闊天空。所謂不生不滅也者，即我空、  

法空。起用則能無我、利他，虛空有盡，我願無窮，如此故可 

超情超志超死生。

筆者憶起明朝遼東督師袁崇煥有詩言：

「五載離家別路悠，送君寒浸寶刀頭；

 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問去留?

 策杖只因圖雪恥，橫戈原不為封侯；

 故園親侶如相問，愧我邊塵尚未收。」

謹引其韻以總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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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語有緣諸道友，身心不二互因果，有貪有瞋有病痛，無

人無處不懷憂。病因易辨醫難求，大千淚海待援手。

幸有往聖宗師授受，奮填苦海勸回頭。只要壯志未休，   

浩氣長留，敢捨生死拋情愁，懸壺永駐度人舟。作意只思救 

水火，尋伺非為爭人我。千秋不滅袁督魂，我願無盡普賢壽。 

真息轉識成無漏，娑婆化作常樂國。

願：唯識醫道達摩禪，匯精華文化潮流，

讓：蒼生離苦得解脫，磅礡氣象耀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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