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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唯識和心理學角度談「情」——情執與慈悲
二〇一八春節達摩書院禪修心得報告      

文/王涵實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八日我參加了達摩書院的禪七。

初次去達摩書院，那是一處隱於偏僻山谷中的幽靜之

地。沒有圍牆，也沒有明確的院落，書院就這樣處在遍滿各

種不知名野花的山坳中。現代化的房屋建築、精心鋪設的

鵝卵石小徑、種滿果蔬的菜園、間或幾棵果樹、亭台、水池

……人居生活與自然環境和諧一體，同修們都說這裡是陶

淵明筆下的「世外桃源」。曾多次聽張公尚德老師說「當今，最

最重要的是建設一個能讓人悟道的清淨道場。」達摩書院應該

是老師數十年「孤寒貧露」心血結晶吧。我和我先生把這一片

漫山遍野、安靜祥和而又充滿生機的地方叫做 「花地」，每逢

早晚、餐後、課間，同修們都會在花地中散步經行，或者釋放  

身心的緊繃，或者思考自己的問題。

現今仿生和機器人技術極度發展，人類的識性極度發達，  

不論是滿足人類對自我生命探索的訴求，還是電腦科技高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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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需要，人們較以往更加急迫地想要了知「心、意、識」究竟

是怎麼回事，心理學和腦神經科學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確

實，要透徹生命的奧秘，只有首先搞清楚自己身體、心理和意

識到底是什麼，才能了知身外物質和社會環境到底是什麼。 

從這方面來說，「唯識學」就極其重要了，在唯識的經、論上， 

常說「生因識有」、「萬法唯識」、「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

法滅」、「轉八識成四智」……，這亦是從人的「心、意、識」入

手，進而參透生命和宇宙的真諦。

非常幸運，本次禪七張公尚德老師以年邁之軀為大家  

全篇講解「唯識學」的一部大經《解深密經》，是唯識宗最為  

重要的經典之一。唯識學中極其重要的概念「三性」、「三無

性」就是釋迦牟尼佛在《解深密經》中闡揚出來的。

宇宙、身心……，一切相、一切法，皆有此「三性」：

一、遍計所執性（妄執於一切假名安立，以為實有）；

二、依他起性（主觀與客觀因緣和合，無明緣行，萬法則生）；

三、圓成實性（在心物基礎上，而又超越心物的平等真如、本

自圓滿）。

從古至今，世人皆迷於「遍計所執」和「依他起」，不認「圓

成實」，故釋迦牟尼佛為世人指點迷津，演說「三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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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無自性（遍計所執的假我、假法之相，雖有、非真，並無

特有的、永恆不變的性質存在）；

二、生無自性（一切均是依他起的因緣和合而生，正因係因緣

所生，自然無自性可言）；

三、勝義無自性（證得諸法本自圓成實，又不執於圓成實，不即

不離，此勝義亦無自性可得）。

這些文字，彷佛與「純理論」或者「掉書袋」沒有什麼不同， 

但如果真正懂得其中涵義，並結合自己身心加以體會，那感受

和作用就截然不同了，正所謂「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這

是「門外」和「門內」的區別。

張尚德老師師出於哲學大家殷海光和方東美，又以文字

非常深奧的唯識學帶領學生，許多人會以為張老師是位學

者，是有高度思辨能力的哲人。可實際上老人家已經超越了哲

學、語言和邏輯，而不過是以哲學語言和邏輯為方便法，引

領學生回歸生命本身。同樣是講解經文，張老師的「禪七」並       

不同於學校裡的「授課」。老師的攝受力很強，若真能聽得懂

老師所講，自然證量上也會有所契入。修行講「理事不二」：若

真是「理」上明了，「事」上就會證到、行到；而若真在「事」上證

到了，「理」上自然也會契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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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時間中，眼見好多學員發生非常大的身心改變。以

我先生為例，平時他為大量的事物和交際所累，很是煩惱疲

憊，卻在漩渦中不能自拔。就在老師講「萬法無自性」時，他突

然意識到煩惱也無自性，內心緊繃扭曲之力瞬間鬆解並放下

了。用他自己的話說「不知道我放下了什麼，也不知道是如何

放下的」，他只是瞬間從心的枷鎖中解放出來，無比的輕鬆愉

悅。我想，那一瞬間，他應該就是放下了「遍計所執」吧!在老

師法語的滋潤和智慧光芒的加持下，他的「出離心」種子已

經萌芽，同時也種下了菩提的因。

下面再談一下我自己的感受。

第一天進入書院鼻竇炎就發作，每天流好多黏鼻涕。至第五

天，竟逐漸有大量黏白痰咳出，我並無身體病痛之感，這些反應

只是一種清理和調整。一方面我確實有慢性呼吸道疾病，另 

一方面中醫講肺部主憂惱，主要表現在對別人的成見和不喜 

歡。如此可見，除了身體素質欠佳，自己的我執和分別心也比 

較嚴重。經呼吸道排泄出去後，我明顯感覺身心清淨好多。

禪七潔淨莊嚴，法語甘霖在不知不覺中洗滌每個人的

靈魂。進行到第六天和第七天時，老師對整部《解深密經》

做 了最為重要的開示：「萬化由己；處處芬芳；信即隨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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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中一片光亮。

既然老師講：「勝義諦是無分別、無變異、遍一切一味相」、 

「在一切中超越一切，而又不捨一切」、「自他不二」、 「無量無數

的諸佛菩薩、智者先賢、祖師大德都在超時間、超空間中與

我們、與宇宙萬物同在」，那麼我唯一要做的就是安靜地將全

部身心放掉，完全放棄身體覺受和思維計度，放棄主觀意識

最深處的「我之為我」的自我認知，將身心徹底交付給老師、 

交付給先賢大德們攝受。逐漸地，一直被緊抓的身心慢慢消

融了，「我」的概念隨之消失。靜坐的人是我，也不是我；或者

是法脈傳承的老師們，是諸佛菩薩；抑或誰都不是；甚至抑   

或連靜坐這檔子事都不存在!若說有個什麼，只有「相應」。「相

應」個什麼?不能說「有個什麼」，卻全部萬有盡在其中。那一

堂的靜坐就是這樣度過的……

第七天上午放參了。午休半夢半醒之間，我的意識裡在焦

急地找尋一個人，那是我最親近和依戀的人。奇怪的是，那

人竟不是我的血親，父母和孩子，而是我的丈夫!模模糊糊

中，我非常的驚慌和失落。睜眼看看，我先生就在我的身邊， 

可我並沒有脫離恐慌後的釋然和喜悅，而是對面前的丈夫

毫無親近之感——這個我依戀二十多年的人雖然就在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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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現在對我而言卻彷若路人，我對他完全沒有感覺了。我仍

舊彷徨急切地要去找我意識中的那個人。

呆呆地，過了好長時間，我終於意識到：世上哪裡有我

「丈夫」這個人啊!他只存在於我的意識中!我愛的人原來並 

不是這個同我少年戀愛，共同生活二十年的「我的丈夫」，卻

是「我執」及其變相和延伸的「情執」的幻化之物，只是意識的

遍計所執依緣而起的假象。誠如《解深密經》所言，原來我 

不過是抓住自己的執念不放罷了。

這一刻，情愛的火焰熄滅了。隨之而來的，對以往意識中

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和對人、事、物的認知，我竟感覺如此

陌生和彆扭，那些曾與我密切相關的種種，現在卻似與我根

本沒有多大的關係，就像昨日的一場夢一樣。原來這林林總

總，都被蒙上了我按照自己主觀心意編織的彩紗，哪裡有一

樣是真實而客觀的呢?回過神來，內心平靜如水，一切人事

物都是平等平等，何來的冤親好壞呢?意識經此變化，真有

恍如隔世之感!

張老師是搞唯識的，張老師也是一位大禪師，他的接引

手法深不可測。他直接從一個人生命根根——識陰下手。佛

在《解深密經》中說，「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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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對羅漢和緣覺二聖，佛

恐為其所執，尚且不輕易演說「阿陀那識」，可見破除識陰障

礙、轉識成智是多麼困難。人對自我、對周遭世界的認知，全

靠其識性。如果一個人的識性發生巨變，就如同徹底變成另

外一個人。常有報導，腦部外傷或人受重大刺激後，其喜怒哀

樂等性情大變，有些嚴重老年癡呆症患者不認識家人，甚至

都不知道自己是誰，都是其識性改變的後果。

釋迦牟尼佛之所以偉大，在於他並不是「封閉或者破壞」

人的識陰，而是「超越」識性，將其轉為「智慧」：先將第六識

轉為「妙觀察智」、第七識俱生我執轉為「平等性智」，從而第

八阿陀那識轉為「大圓鏡智」，耳識、眼識、鼻識、舌識、身識

轉為「成所作智」。有六識、七識的轉變為因，才有前五和第八

識的轉變之果，其中尤以第七識「俱生我執」的轉變為最重要，      

但也最是難以破除，因為俱生我執具有「恒審思量我相隨」

的特點，永不停息地、牢牢地抓執住「我」，然後按照「我」的    

習氣好惡，指導第六意識進行分别判斷，進而指揮前五識、操

縱五根，妄行造業。如果能逐漸破除第七識的障蔽，則平等性

智初現。一方面，改變對人事物的偏見和不滿；另一方面，會

放下黏著的情執。只有如此，才會破除使我們流轉生死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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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無明——情欲的執著——這種通過「性」表現出來的，對生

的無明衝動。也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獲「法界體性智」，即所謂

「出三界、入法界。」

人的心理是很深、很複雜的，遠不止我們平時用於感知、 

思維和記憶的「明了意識」。對精神的研究有幾方面的困難：

其一，現代醫學更多集中在腦神經功能區域劃分和對各

種感知反應作用機制等解剖結構與生理過程，而對記憶、       

思維、情感和人格等深度意識的研究還是初淺的，更枉論意

識的根源和其運行方式了。

其二，假使科學家們通過試驗獲知了人的認知和心理作

用的機制（且不論是否可能），但若不能使人回歸於親身體驗

並做自己心意識主人的話，那就妄談解決社會問題的效益。

這些成果對公眾而言，不過是望梅止渴罷了，梅子的滋味卻無

從品嘗，只是數他家財寶而已。

其三，唯識學作為佛法最寶貴的思想精義，其奧義深刻精

闢，甚至到了近於晦澀的程度，使學者難於一窺門庭。更何

況，那些艱澀難懂的文字還只是對身心體驗的描述，究其根

本還是要人去實證和體驗本地風光，因為這才是佛法終極目

標——探究身心和生命的本質，否則禪宗就不會以唯識大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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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伽經》作為歷代印心的依據。若無實證，那唯識理論也 

不過是乾枯的文字和思辨的遊戲罷了。

即便精神分析極為困難，但在心理學發展的領域中，卻 

有兩位卓絕的大師，弗洛依德和榮格。他們對人的精神做了深 

刻的揭示，領引著現代心理學研究。

重要的是，他們的理論不是源於思慮和推理，而是根植

於真實的親身經歷和身心體驗。正是這些親身體驗，使弗洛

依德敢於在那避諱公開談性的時代，冒天下大不韙，提出並    

堅持「潛意識」和「性壓抑」學說；而榮格批判宗教，涉足於神

秘主義、印度佛法、中國道家與禪、煉金術甚至巫術。他的心

理學思想太過深邃，跨越主觀意識而深入到無意識領域，以

至於既難容於作為神職人員的父親，也不被充滿「科學思想」

的大腦們所理解。正如榮格晚年自己所說「我的一生，是一個

無意識自我實現的故事」，他的思想就是他自己的精神體驗。 

不論這些經驗是否符合普世標準，對一個人而言，精神本身都

是從不作假的。一念為魔、一念成佛，意識就是這樣在每一

個當下，如實地反應一個人的生命境界。

弗洛依德把人的一切心理來源，追溯為因壓抑而難於

進入明了意識的「潛意識」及與生俱來「性欲望」，這是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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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最為突破性的進展，他的著作《夢的解析》和「生的本能

——力比多(Libido)」理論被奉為經典和最重要的學說。弗洛

依德所說的「潛意識」、「性欲望」和唯識學中使我們流轉生

死的第七識「俱生我執」一致，為「生命初起的一念無明」。張公

尚德老師將之精確地描述為「牢牢抓住不放的、盲目的、生之

欲的衝動」。性，是人之生的動力，雖然每個人都已掙破胎膜

而出，但這一念無明就如同一層無形的「粉紅色胎膜」，牢不可

破地罩住我們。帶著粉紅色的迷幻，人類塑造了一個情、意、 

欲的世界。這層意識深處的胎膜是勘破生死、開啟智慧最根

本的障礙。欲破除此障是極為艱難的!因為遠在色陰生起

之前，生生世世的「癡」根種子已深種於阿賴耶識中，一有機

緣，無明緣行便已無法阻擋；更遑論我們具有肉身之後，荷爾

蒙和六根配合，更加完全被覺受所控而無力自拔，因而生生 

流轉，不得掙脫。

某種程度上，弗洛依德認識到了性的「俱生我執」是生命

重要的起源，但卻不知道「潛意識」及「性欲望」的根源和如   

何而生起的。也就是說，他仍未突破此俱生我執的蒙障。一

個人無論對意識的研究多麼深刻，只要他還被「俱生我執」所

困，就無法掙脫「我見」的束縛，仍會強烈的樹立「自我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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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壟斷性和權威性，這是導致他和榮格這對師徒出現矛盾 

進而割裂的根本原因。

弗洛依德的心理學理論框架早在百年前就已為西方世

界所熟知，但和他同時代的精神分析大師榮格的思想，卻是

在近數十年才逐漸受到重視。榮格的作品極為豐富，思想廣

博深邃，但主要面向醫療工作者，所以即便在西方，對一般讀

者而言，榮格的著作也相當的艱澀難懂。而中譯本所涉內容

更少，可以說榮格的心理學思想尚未真正被國人所認識。下  

面僅就我的一點點淺識，說說我個人的理解。

榮格支持弗洛依德的「潛意識」和「性欲望」等觀點，但不

完全認同他精神分析的結論。弗洛依德認為「靈性來源都是受

壓抑性欲的表現」，如果缺乏直接證據，就一併將其歸為精

神性性欲。對此觀點，榮格突破了他的老師弗洛依德幾乎權

威式的限制，他認為：一方面，即便力比多是生命的起源和啟

動因素，但仍有更為深刻的意識作用參與其中並為其根源（榮

格把它稱為如海水一樣無法計數，也無好壞善惡標識的「原

型」），他認為將力比多稱為「欲望」比「性力」更加貼切；另一方

面，「潛意識」並不都是對痛苦體驗的壓抑，有些只是沉積在

意識的域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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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格的這種觀點與唯識對阿陀那識「種子識」的認知   

更加貼近。其一，唯識認為阿陀那識中並非只有性欲望，而

是蘊藏著浩瀚的習氣種子，這些習氣種子具備遇緣萌發之

力，唯識稱為「業力」，是人類流轉於生死的動力。種子遇緣萌

發為現行的過程，唯識稱之為「異熟」，人在各種現行中牢牢

抓執又產生更多的種子習氣，同樣再蘊藏於阿陀那識，就是

這樣「現行熏種子，種子生現行」，「恒轉如瀑流」，正如張老師

所說「人生生世世都是在阿賴耶識中自己搞自己」。其二，唯

識認為阿陀那識對一切習氣種子的蘊藏和吸納是不做分別

的，即「無覆無記」、無善無惡，並無痛苦與快樂之分，只有種子

在特定時空「異熟」後，才有好壞善惡的差別。

榮格不僅關注可被覺知的意識及由意識堆積而成的「自 

我（Ego）」，他更重要的貢獻是基於他本人親身體驗和由此 

提出的「不能被自我覺知的心理內容」——無意識，包括「個體

無意識」  （不被自我重視或認可的個人體驗的貯存室）與「集體

無意識」 （源於人類或動物等集體的進化、遺傳、種族祖先等

原始意象的儲藏庫）。尤其「集體無意識」這一卓越成就，奠定

了心理學發展的里程碑。

榮格打破了弗洛依德的「個體潛意識」邊界，回歸到「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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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與存在」的狀態——集體潛意識，他曾有過以下經歷（ 《榮

格自傳》）：某天他被一陣並不很劇烈的疼痛弄醒，彷彿被某 

種東西敲了一下前額，然後又敲了一下後腦勺。第二天，得知他

的病人開槍自殺，子彈穿過前額，留在後腦勺裡。對於此類的

體驗，榮格認為這是古人所謂的「一切事物皆有的同情心」的 

基礎。這些體驗，很像我們常說的「特異功能」。對於此類， 

甚至更多的超常規體驗，榮格作為真正的科學家、醫生和心 

理學大師並沒有為此困囿而走向「神通」或「發神經」。

榮格認為構成「集體無意識」的諸多「原型」之中，有四種「原

型」最為重要。有趣的是，它們與唯識學所講識的「三能變」具

有相當的共通之義：

一、人格面具，是指每個人因社會家庭環境不同，身分隨之

轉換而表現為多種多樣的人格面具。這與唯識學對前六識 （眼

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性徵的描述極為相似，此

六識為「了境」，可以覺知和分別種種境遇，均隨環境相應而

變，其中前五識「遍行別境善十一，中二大八貪瞋癡」；第六識

「相應心所五十一，善惡臨時別配之。」

二、男性的內在女性心理「阿尼瑪（Anima）」與女性的內在 

男性心理「阿尼姆斯（Animus）」，這種與生俱來的、無意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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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理沉澱。

三、陰影，是指構成一個人心理的最深根基，最強大和難以

撼動的本性。

唯識所講的第七識「末那識」 （恒審思量我相隨，有情日

夜鎮昏迷）的「我執」和「情執」，恰恰是「陰影」和「阿尼瑪與 

阿尼姆斯」二原型。所謂「情執」，綜其原因仍是「我執」在起

作用，是與生俱來的、以我之偏好所抓執的性習氣（阿尼瑪與

阿尼姆斯）。

四、自性，自性原型是榮格心理學的核心思想，他認為：自性

是集體無意識的核心原型；自性之義是指「人的精神或人格從

來就是一個統一體」；人格的終極目標是充分的自性完善和實

現，而其唯一途徑只是對自性的充分認識而已，而非創造。

唯識學講第八識為「阿賴耶識」 （浩浩三藏不可窮，淵深 

七浪境為風），也叫「業識」和「藏識」。此識不做任何分別，藏

一切習氣種子，具有「能藏」、「所藏」和「我愛執藏」之功能。

對於榮格的心理學和唯識學，還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對於四種原型的關係，榮格認為，四者並非彼此區別和

分割的，它們彼此互補又對立衝突，非常相似於中國陰陽互抱

的太極。這種複雜的對立可以通過「超越功能」而實現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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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也講人的識性「本為一精明，分為六和合」，識性無二，因

起用而不同。

二、對於「超越」這一功能，榮格的態度是：人的超越能力是

本自具足的，是生而有之的天賦，不需外加創造，只需泯滅自     

我（Ego）的作用，返回到集體無意識的自性（Self）中，這種最

高的整體性體驗就會超越幻相，超越善與惡等複雜對立。  

在《在向死者的七次佈道》一文中，榮格說：無即是有；空無一

物而又無所不有；它沒有特質因為其包含一切的特質；它什麼

都是卻什麼都不是。榮格稱之為Pleroma（本自圓滿之意）， 

相似於佛家的「涅槃」和道家的「道」。

對於識性的轉化和生命品質的昇華，唯識學講「六七因

中轉，五八果上圓」：只有將分別意識轉為妙觀察智、俱生我

執轉為平等性智，才能引發智慧，轉阿賴耶識為大圓鏡智，前

五識轉為成所作智，才是徹底將識性轉為如來藏性，回歸到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則心無罣礙，無有恐怖，遠 

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的境界。而眼耳鼻舌身的所知所感與 

所為超越善與惡的界定，回歸生命的本自圓滿而止於至善。

三、雖然榮格闡述了意識、個人無意識和集體無意識，但意  

識的各個層面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在湮滅了明了意識後，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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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又是如何被體驗的?榮格並未給出清晰的解釋。

相較而言，唯識對意識起用的機制表述得非常清晰。《成

唯識論》中將阿賴耶識的功用描述為「四分」：

(一)相分：「似所緣相，說名相分」，相分即是被認知的對象， 

包括自己和外界。

(二)見分：「似能緣相，說名見分」，見分即人能夠認知相分的

能力。

對於相分和見分，需要特殊指出的是，玄奘大師說「阿賴

耶識因緣力故，自體生時，內變為種，及有根身，外變為器。即

以所變為自所緣，行相仗之而得起故」，此阿賴耶識由依他 

起的因緣之力，將自身所變又作為所緣對象，從而內變為「種」

而生起色根肉身，外變為器世界。由此見得阿賴耶識既是主 

體又是客體。也就是說能夠認知的能力（見分），也可以作為

認知的對象（相分）而被認知。這與我們通常所認為的主體 

是自己、客體是外物的觀點並不一致。

另一方面玄奘大師在所緣和能緣之前，用了一個「似」字， 

將能知的主體和被知的對象都歸為「似有卻無」的存在，突出 

了其隨緣而變的恒變性。

(三)自證分：「相、見所依，自體名事，即自證分」，自證分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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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和見分所依持的意識基礎，也是諸識的自身作用——認知 

和理解「見分」所覺知的「相分」，有點相當於我們現在所說的

「理解力」。

對於以上三者，和我們的現代對心理意識的研究基本

一致。而作為唯識學最為特有的對心識功能表述，在於下面   

這一分——證自證分，這也許可以幫助解釋無意識為什麼可

以超越意識而被認知，這正是榮格無意識理論所缺乏的。也

恰恰是識的證自證分功能，使人能夠「超越」從而了知意識和

生命的本質。

(四)證自證分：「復有第四證自證分，此若無者，誰證第三」，  

識具備能覺知、並能證實自己的「自證分」的能力，這就是「證

自證分」的功能。這其中，見分所識可為現量，也可以混雜比量

和非量境界，而「證自證分」所認知「自證分」卻是實實在在的

現量境。由此可見，榮格所說，人可以超越意識體驗集體無意

識的能力是本自具足的天賦，是真實的，這種力量外求不得， 

最了解自己的人永遠只有自己。

對於心識的解析，由此四分，玄奘大師說：「故心心所，  

四分合成，具所能緣，無無窮過，非即非離，唯識理成。」這

些唯識義理，張公尚德老師在《唯識新引》中做了極為精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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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析。

四、可以說，榮格的生命體驗和由此產生的心理學思想，與 

佛家的唯識宗對生命本質的認識是殊途同歸的，最終的旨

歸均是華嚴，用張公尚德老師的話說，「在一切存在中超越一

切，而又不離一切。」

這裡需要多說兩點的是：

(一)唯識學或唯識宗出於佛學，但其研究形式和內涵卻並

非宗教，而是絕對符合「科學精神」。唯識學剖析了心意識究

竟是什麼，和心意識的作用過程，把人之為人的本質及人的

識性如何通過五遍行（作意、觸、受、想、思）初起、相續、流

轉、為何人的出生和境遇各個不同、人與外在世界究竟是何 

關係、人格是如何形成的……，都解釋得非常清楚。唯識學 

理論體系遠比弗洛依德和榮格的精神分析和心理動力學更為

完整、嚴密和深刻。但唯識經典所採用的語言精簡晦澀，義理 

極為深奧難懂，往往使研究者望而卻步。同時以往研究者更注

重以唯識來指導自己個人的內心體驗，所以社會效益很小。

(二)相對而言，西方的心理學，在應用上比唯識學有更廣泛的

普世作用：絕大多數心理學家和心理醫生經常做基於自覺意

識的「意志再教育」和「心理矯形」，助其心理正常化並適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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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心理；或者將深層無意識心理內容引導至自覺意識層面， 

從而消除心理困擾；對少數那些被無意識心理搞得焦頭爛 

額的人，有時精神分析師們會引導他們通過觀察這些現象而

得到治療；甚至在西方宗教，向神父告解和懺悔也能相當有效

地達到心理紓解作用。

張公尚德老師說，要研究「唯識與心理學」，因為在當今 

時代，搞清楚「人究竟是什麼」是最方便的解脫之法，也是東 

西方文明會合最便捷有效的途徑。

若要將唯識學與心理學融合和對接，我個人粗淺認為

起碼需要下面幾個前提：

一、唯識和心理學以人的意識為研究對象，研究者們必須具

備親身的主觀經驗，即「內證」。

二、體驗具有可重複性，用禪宗的話叫做「印心」。不同研究 

者的主觀體驗可以互為印證，主觀經驗與理論體系可以互

為印證。

三、實證者必得抽離於外界的名利權情，以絕對的靜定功

夫，打掉身心自我，方可回歸精神的藏性之海。

四、身心一體，身變心變，心變身變。研究者最好具備一些醫 

學知識，一方面利於調整身心；另一方面意識與腦神經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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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密切相關。

五、研究者要有冷靜、科學的認知態度，不至陷入精神誤區

而不自知。

可以說，唯識學理論是「過來人」的經驗之談，相較於理

論，更注重於身心的親自體驗。榮格也認為，一個人若回歸  

自性（Self），體會過Pleroma，就會超越一切善惡對立，自覺

完善知覺、情感、理解力。他的生命歷程會發生巨大的轉變。

一個人的意識觀念由小我昇華為大我，情執轉化為慈悲， 

就不會偏執於我心愛的男人或女人，也不會僅局限於我的父 

母子女和兄弟姐妹，而是無有親疏，一律平等。沒有出離，哪 

得菩提?這種出離於小我的大愛情懷，不是沒有人情味。恰 

恰慈悲是對所有人的慈愛和悲憫，像基督教的博愛和老子的

「聖人皆孩之」。正因為慈悲，才有大禹的三過家門而不入；才

有南老師的「視眾生如子女，視子女為眾生。」遠離家人，為文化

事業和人心的解放奉獻自己一生；才有張老師的孤寒貧露， 

有老妻、老宅而不近，近九旬高齡還組織禪修，還在身體力

行闡揚唯識宗的奧秘法寶，幫學生從認識自己到底是什麼入

手而獲解脫。

然而心意識習氣種子的轉化是漫長的過程，這不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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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慮的素養功夫加行，亦取決於自身的福德資糧，還要有無上

機緣得遇明師加持接引，才能把這個極甚深、微細的暗流截

斷，慢慢平等性智出顯，才能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做到沒有成見。以妙觀察智，無「我見」地生活和行事，才有可

能真正體察阿陀那識的習氣等流並逐漸轉化之，開啟如來

藏。而又不執於大圓鏡智——在一切中而超越，雖超越而遍

攝，終歸法界體性智，平等真如，真如平等。如此，破除小我 

的「情執」，真正走入到「慈悲」，實現世界文明的共通和互融！

智慧與慈悲雖然本自具足、本自圓滿，但「菩提薩埵」

——覺悟有情，何其難哉!要切實地做到將心理的根根——      

情執、我執、法執這種癡纏的習氣打破進而完全泯滅，那需要

極大的慧力。

即便一個人破了本參、渡了重關，奈何我執就是如此強

有力，使得「有情日夜鎮昏迷」!雖具妙觀察智，但智慧之光有

限，仍須對治八萬四千煩惱。仍賴於福德資糧，賴於大乘定

慧修持，一步步按照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妙覺  

等菩薩位次標準前行。直到有八地以上菩薩的智慧，才能「無

功用行我恒摧」。習氣盡轉，生命體驗完全兌現，體認阿賴

耶識的本質並轉為大圓鏡智，回歸法界華藏性海，發大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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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如若腦科學家們、心理學家們能夠放大視界，將古老

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對精神、意識分析的精粹融合到生命體  

驗中去，那不僅自身會得到生命品質的昇華，還會促進人類文

化和文明的進步。

尚德讀後：
1.大文一篇。

2.將唯識、禪結合在一起，去匯通、解釋弗洛依德和榮格   

    的心理學，這是中國或世界，真正的大學問家應成就的一

   環。

3.這種真學問的發揮，絕對能促進人類的和平。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於湘潭道南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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