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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祥 之 美 
 

 

 

一九八五年七月廿一日讲于台北巿 
 

 

安祥之美，是在说明安祥的美好，当然也包含对安祥的赞美。 
 

首先要辨明的是什么叫做安祥？ 
 

一、安祥是什么？ 
 

我们可以分几点来说明： 
 

（一）安祥是法的现量 
 

什么是法的现量？法有现量和比量──比量就是藉思想、文字、

逻辑推理而产生的一种形式；也就是靠慎思、明辨来了解、说明「法」，

这就是比量。如果我们无须透过慎思、明辨，而当场将法和盘托出，

直接感受，这就是现量。 
 

何以见得安祥是法的现量？因为「法过语言文字」，法是超越了

语言文字的，超越语言文字的法是什么呢？就是法的本身，法的本体，

也就是由语言文字、思惟、辨说中升华出来的法的实质。由此我们可

以知道：所谓「法」是很难理解的。法是什么？大家说它是真理。真

理是什么？真理是原本如此的。原本是个什么？原本没有四万个已发

现的银河系，没有太阳系，没有地球，没有生物，也没有人类。原本

的法是在三千大千世界形成以前就存在着的，这才是真实的法。这个

超越语言文字的法是什么呢？它的当体就是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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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说：法是超越语言文字的？因为语言文字尽最大能力

表达，充其量只是相似，并不全等。而每个人的见解不同，每个人的

资质不同，所以佛经上有盲人摸象之喻：有的摸到耳朵，说它像把扇

子；有的人摸到肚皮，说像个大锅；有的人摸到腿，说像根柱子......

都不一样，都不能窥见全体。 
 

（二）安祥是禅的生命 
 

法是原本如此的，而安祥是法的现量，因此安祥就是禅的生命。 
 

古人参禅学道，走遍百城烟水，所谓「芒鞋踏破岭头云」──不

辞千山万水，不辞辛勤跋涉，来追求法的究竟。追求的是什么法呢？

绝不是什么道理。真实的是原本的，原本就没有什么道理，他所能获

得的只是一种安祥的心态，所以安祥才是禅的生命。 
 

我们阅读禅宗典籍，二祖见初祖最吃紧的一段对话，就是我心未

宁，乞师与安。 
 

初祖说：拿心来！我替你安。 

二祖楞了一会儿说：心根本就找不到。 

初祖说：是这样的话，我已经替你安顿好了。 
 

这段对话在禅宗来讲非常重要。人为什么要求法呢？求法的基本

目的就是求心安。 
 

人，不管他物质生活充实或贫乏，只要他心里非常安祥，就是在

过着幸福的生活。不管他是处在什么样的地位，过着什么型式的生活，

如果心里紊乱不安，这种生活就无异是对生命的一种煎熬。我们看禅

宗的典籍，像六祖腰坠石头踏碓舂米（碓，现在乡下还看得到，都市

就只有碾米厂了），甚至有的人苦参苦学二、三十年，他们所追求的

是什么呢？绝不是追求神秘。因为真理是普遍的，普遍的就是一般的，

一般的就不是特殊的，可知神秘绝不是真理。他追求的既不是神秘，

又不是理论，是什么呢？就是内心的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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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了安祥的感受，才是生命的真正享受，也才是真正在享受生

命。所以唯有内心的安祥，才是禅者所寻觅、追求、殚精竭虑、瞬有

存、息有养、精勤保任的无价奇珍。 
 

（三）安祥是正受的实证 
 

什么叫做正受？正受是佛经上的名词。如果我们把它用通俗的话

来说：所谓正受，就是正确的感受。 

 

我们生命的所有感受，百分之九十九是不正确的。因为不正确，

才使我们的心不安宁，使我们生活得矛盾、无奈，很乱、很苦。 
 

何以我们的感受大多不正确呢？所谓之感，是依赖感官，感官就

是眼、耳、鼻、舌、身、意。靠着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的

感知，面对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尘，在缤纷幻象当中，我们

所认知的，我们所观察的，都不是实在的东西。有的是一种幻象，有

的是过眼云烟，有的因为我们的心态不正确而扭曲了外在的形象。所

以我们没有活在正确的感受里，因此我们也没有得到过人生的真实受

用。 
 

如果一个修行者苦行了几十年，而没有得到人生的真实受用，那

不是太冤枉了吗？我们看指月录：有位香林远禅师临到圆寂的时候，

很高兴的说：老僧四十年才打成一片。也就是说：虽然花了四十年的

工夫，终究得到真正的受用啦! 
 

真正的受用是什么呢？绝对不是出门有轿车，回家有全电气化的

生活享受，饮食可以食前方丈、满汉全席，绝对不是指这个。你再有

钱，给你两客十二盎司牛排，你也吃不下去，勉强吃下去，你就要找

医生了。可知物质的满足并不能填补生命的空虚，显然这并不是学法

所追求的目标。佛法所追求的真正受用就是正受。那么，正受又是什

么东西呢？那就是一种没有忧虑、没有恐惧、没有私欲、没有攀缘、

没有矛盾、离开一切执着、一切相对的调和、统一的心灵状态。什么

叫做正受？正受就是一种统一、调和的心灵状态（也即是真正修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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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受用）。 
 

心灵的统一、调和非常难，如果我们心里不调和，紊乱得很，即

使是在美好的环境里也不能够去领会、享受。因此心灵的统一，应该

是我们修行的根本目标，为什么呢？因为就一般情况来说，没有一个

人的心灵是统一的，除非我们对自己下过一番自我认知的工夫，而能

到达一切事、一切理、一切众生的源头处，否则的话，对自己的心灵，

也不会察觉、发现是不统一的。你认为你的心灵是统一的，你认为你

的人格是完整的，各位！实际上，你我大家的人格都是破碎的，心灵

是分歧的，意识是多头的。这话怎么讲呢？你明明想做这件事，再过

几分钟你又不做了，你自己就反对你自己，你第二个意见否定你第一

个意见；明明理智告诉你这样做才对，但是你的情感告诉你不要这样

做；明明理智告诉你这件事是坏的，这个人是不可以接近的，但是你

的情感鼓励你、逼迫你、怂恿你，要你去接近他、去亲近他。我们的

心前一刻是喜悦的，后一刻是沮丧的，由此可知我们的心灵没有得到

过真正的统一。 
 

天下所有伟大事业都是在统一的心灵下完成的。如果我们不能做

到心灵统一，那就不可能发挥出生命的潜在力量，不能发挥潜在的力

量，就是自己埋没自己──在大部份时间、大多数的事务里，不是别

人限制你，而是你自己埋没了自己。所以安祥就是一种心灵统一的状

态，就是佛经上讲的正受。 
 

正受，除了可以用心灵的统一、调和的状态说明以外，也可以用

突破业障以后的心灵觉受来解释。 
 

什么叫业障？我们从出生到现在所有的思想行为的总和就叫做

业。 
 

佛陀说：众生皆有佛性。为什么我们见不到佛性？真理是普遍存

在的，乃至于庄子说「道在屎尿」。不因为有大小便的地方就没有真

理。既然如此普遍、如此现成，为什么看不到？就是因为有障，什么

障？业障。业障不能说是好或是坏，只能说它是一个事实，它是你从

出生到现在，生活、行为、想念的总和。这种业是如何形成的？它是



安祥禅电子书安祥禅电子书安祥禅电子书安祥禅电子书                                            安祥之美安祥之美安祥之美安祥之美  第第第第 5 页页页页 

安祥之美安祥之美安祥之美安祥之美  第第第第 5 页，共页，共页，共页，共 23 页页页页 

由于对外界事物的认同，对于意识素材的联想，由自我出发的所有消

极性的、破坏性的情绪的发露。由于它与真实不同质，所以你便无法

再见到真实，因为整个的业是虚假的东西，以虚假的东西去窥探真实

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突破了业的障碍，才有可能见到真实。所以我

们时常说：人应该反省，靠着反省，对于如何形成自我人格彻底了然

以后，就有突破业障的可能。当我们把业的障碍突破了，我们就能清

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见得到生命的真实，然后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受

用──安祥。 
 

（四）安祥是最高的生活艺术 
 

无论任何学问，任何法则，倘使脱离了人生，它就不再有任何意

义。虽然安祥是禅的生命、是法的现证，但它也是人生的最高生活艺

术。 
 

说到艺术，它的最高境界就是真、善、美。我们想一想：在这宇

宙中有什么东西是最真的？向外找，我们找不到。说到真，就离不开

纯，所谓纯真，这地球上有没有纯真的东西呢？有!如果我们真要去

追求纯真的话，向外找是找不到的，只有反求诸己才行。 
 

当我们把内心变得调和、统一，离开一切相对，扬弃一切二元的

概念，放弃由业力形成的自我，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是绝对安祥的。

一颗绝对安祥的心，它是至真的，因为它没有虚假，它没有二元的东

西，它也没有边见，它超越一切，如果勉强形容，那就是「我觉故我

在」。所以唯有安祥的心态才最纯真，才是至真；也唯有安祥的心态

才是离诸相对的至善。我们讲善就是好，至善就是顶好，什么东西顶

好呢？唯有离开一切相对，离开所有二元的概念之后，所呈现的那种

安祥的心态，才算顶好的至善。 
 

安祥的心态是至美的，这可从两方面来讲： 
 

1. 是感觉之美：一个人当他内心秒秒安祥的时候，没有想象、

没有烦恼、没有相对、超越时空，这种感觉是

非常美好的，也就是大涅盘经所讲的「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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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净」──永恒的美好，永恒的纯洁，永恒

的自觉，永恒的安祥。 
 

2. 是感受之美：有些人他自己怀有病态的心理，因为心里有阴

影，看万事万物都阴森、都丑恶、都黯淡、都

晦涩。但当他把心调和得非常安祥的时候，他

就会发现原来一切是这样美好，不但一沙一世

界，而且是触目菩提──万物入眼都是真实而

美好的。 

 

我们以至真、至善、至美的心而活在这个现象界，当然是最高的

生活艺术。我们能够如此活，生活对我们来说才充满生之喜悦，才是

生命的享受，生活也才不再是对生命的惩罚。倘使生活中缺少了安祥，

而怀着挫折、无奈、怀疑、恐惧、忧虑的心态去过活人生，那生活对

生命来说，毫无疑问就是一种惩罚了。所以我们只有活在安祥里，才

是真正的享受人生。 
 

（五）安祥是永不枯竭的幸福泉源 
 

什么是真幸福？内心安适，仰俯无愧，从一天到一年，从一年到

一生，都能够仰俯无愧，心安理得，活得很踏实，秒秒感受安祥，活

在至真、至善、至美当中，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幸福。 
 

人若让内心不安，幸福便无从建立。左传上有个诸侯楚武王荆尸

跟他太太邓曼说：余心荡──我最近心乱得很，安定不下来，心里非

常烦乱。他太太说：王心荡，王禄尽矣。你既然失去内心的安祥，你

所拥有的一切也将会丧失了。隔了没有多久，楚武王果然去世了。所

以只有活在安祥里才是真正的幸福，人若能生活在安祥的心态里，就

拥有了永不枯竭的幸福泉源，幸福就会永远追随着你。 
 

由以上各点可以知道： 
 

安祥是正受 

安祥是三昧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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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祥是真如 

安祥是本心的现量 

安祥就是摩诃般若的发露 
 

我们为什么一开始就不用这些名相？因为研究佛法最感苦恼的

就是被名相所困扰，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看不到真实义。 
 

我们了解了安祥是什么，就可以进一步讨论： 
 

 

二、如何才能获得安祥？ 
 

（一）唯求心安 
 

每个人有他不同的理念。叔孙豹主张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

立言，这是他的生活理念。李白的秉烛夜游是他的生活向往。有些人

追求物质的享乐、有些人追求功业的不朽、有些人活在蝇营狗苟、莫

名其妙的自我迷失中。这些人，不管他是为了不朽的功业，或者是为

了人生的享乐，在相对的二元的心态下，是不可能获得安祥的。唯有

摒弃私欲、功利，全心追求心安，才是追求解脱的正确理念。如果你

不追求心安，你又怎么能拥有安祥？ 
 

如何才能得到心安呢？那就要做到「为而不有，善而不居。」 
 

什么是「为而不有」？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努力工作，都必须有自

己的正业。我们努力追求良好的工作成果，但却不必因为自己没有得

到相对的报酬而失望，也就是礼运大同篇讲的「力、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我们每个人追求的应该是贡献自我的机会，而不是自我

标榜、自我功利，我们抱着这种心态去工作，就是为而不有。我们努

力创造，但是并非为了自己占有更多。 
 

什么是「善而不居」？我们做了一件很完美的事情，但我们勿须

沾沾自喜；我们做了一件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我们不要有优越感，能

够如此的话，我们就会活得无愧无怍、心安理得，就能够得到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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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祥。 
 

有很多人，有了贡献没有得到相对的报酬，就充满了牢骚抱怨，

而破坏了内心的平衡。有些人品学兼优，不被重视，就感觉有一种被

遗忘、被冷落、被否定的落寞感，像屈原就是这样。这样的人他绝对

活不下去，活在自怜里的人那多凄惨，当他撑不下去的时候，最后必

定是自己毁灭自己。所以我们要获得安祥，首先就是要有只求心安的

生活理念与生活态度。 
 

 

（二）宰制官能  惩治我欲 
 

为什么要宰制官能？我们为什么会迷失？事实上我们成长的过

程，就是我们迷失的过程。这话怎么讲？随着我们的成长，也加深了

我们对外在事物的认同，我们随时受感官的支配：看到美好的事物我

们欢喜；看到不顺眼的东西我们厌恶；环境调和的时候我们高兴；到

了环境低潮，产生一种压抑感的时候我们就会愤怒，或者就会悲观乃

至沮丧。这都是说我们在受制于官能的支配。我们有个消化器官，拚

命的觅食，觅食是合理的本能，是对的；但是觅得食物，还希望食前

方丈，就堕落为官能的奴隶了。 
 

不管是经济蓬勃或萧条，我们看台北每条马路上的许多餐馆，除

非你事先订座，倘若到了吃饭的时候才去吃，多半是没有位置给你坐，

「对不起！明天请早。」人们物质欲望的泛滥，已经充分地反映出精

神生活的贫乏及心灵的沉淤。这是一个很可怕、很可悲的现象，绝不

是我们在杞人忧天。 
 

什么叫惩治我欲呢？一个人的合理欲望是人类进化的动力。我时

常说：如果我们的老祖先都满足于住鸟窝、住山洞、披兽皮的话，我

们到今天也还会是那样。因为我们的老祖宗有了改善生活的愿望，所

以一代一代地把生活品质提升。合理的生活欲望不是罪恶，但是超出

范围的私欲扩张，倒真是罪过了。 

 

在我们阅读历史中，一个朝代的崩溃、一个国家的灭亡、一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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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腐败，以及若干史前文明国家的沉沦，是被什么毁灭的？无他，

只是私欲。私欲不仅可以污染社会人群，腐蚀一个国家，而且当它扩

展到极点时，它便会毁灭掉整个人类。 
 

所谓私欲，它包含了占有欲、支配欲、领袖欲，还有自我保存。

自我我欲的极点：白天怕人，晚上怕鬼。这样活着实在很苦，而历史

上的英雄豪杰多半是这类胆小鬼。 
 

我们拥有感官并不是罪恶，感官只不过是我们生活必须的工具，

是我们的附属，但是我们要宰制它，不要让它支配、牵制了我们才对。

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能够做到这些，

就会如王阳明所讲的「天君泰然，百体从令」了。假如你有感官，而

你又由它牵着鼻子走，那你这个人活得很惨，你不可能活得自由自在，

也不可能获致安祥。 
 

欲，是无底之壑，永远填不满。所谓权势、物质、虚荣，既不真

实，也不永恒，它只能构成对你生命的污染、煎熬、惩罚，使你迷失，

使你发狂，所以你必须控制它，让自己活在合理的欲望中。也就是说：

我们肚子饿了有东西吃，冷了有衣服穿，有房子可以遮避风雨，就已

经足够了。进一步，如何不忝此生，不要把这个宝贵的生命浪费掉，

如何反省自己，如何净化自己，如何使自己确确实实的认知自己，这

是获得安祥的第二个条件。 
 

（三）穷理澈源  识心达本 
 

什么叫穷理澈源？你追求真理，若跟螃蟹一样横着走，这样的话

道理就多得很。等你眼晴一闭，离开人间的时候，道理还没搞清楚，

依然要做个胡涂鬼。所以你要找道理，一定要找到道理的源头──道

理从那里来？水有源、木有本，道理的源头在那里？你必须穷追到一

切事、一切理的源头才算了事。智者不惑，你若想断惑，就必须把道

理搞清楚，你若想真正搞清楚就不单是要找到了道理，还要找到所有

道理的「始祖」，那你才可能断惑。人断惑了以后，就不再有疑惑、

不再有疑问、不再有无知，所以他就心安了，心安则吉祥，他就安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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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识心达本？要知道每个人都有心，而每个人的心都是三

心二意、多头马车、自相矛盾、互相牵制，没有办法让心灵统一，让

生命潜力集中发挥，没有办法表现出自己的价值。而你这一生也就这

样窝窝囊囊、糊胡涂涂的被彻底埋没了。 
 

什么是你原本的心？我们为什么要识心达本？因为所有理性的

学问都公认：真实的是原本的──只有你那个原本的心才是真实的

心、永恒的自己。所以你要努力认识自己，自己尚不认识，认识别人

是没有用的。 
 

一个自我迷失的人，做什么事都不会成功，所以人首先要认识自

己。而认识自己，自己生命的本质就是心，心不是你的表层意识──

由眼、耳、鼻、舌、身、意对色、声、香、味、触、法所感知、所累

积的这一层法尘。你如果认为你现在的分别心是你，那你是认贼作子，

终归无常；如果你说你现在的分别心不是你，你又在自我否定。这个

问题很麻烦!你若说这个表层意识不是你，无风不起浪，它从什么地

方来的？又凭借什么存在？烦恼即菩提──没有菩提，连烦恼你也不

会感知。一块石头，它能感受烦恼吗？必定你有觉性，你才感受得到

烦恼。所以你若追求自我，首先便要认识自我；认识自我，就是认识

自己的心，认识「圣主」未曾蒙尘以前的原本真心。能够做到这一点，

你就能够得到安祥。 
 

为了说明这个条件是必要而且是足够的，我可以跟各位讲：很多

人听说别人开悟，总认为这个家伙一定是悟出来一套大道理──一套

放之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理，实在说没有这回事，

谁若是因开悟而讲出一篇大道理来，那这个人是神经病。 
 

有人说这个家伙开悟了，大概有了神通变化。我告诉各位：真实

的是原本的，原本没有人、没有神、没有佛，神通从哪里来？神通也

不是真实的。 
 

那么说这个人悟了，悟了个什么东西呢？很简单，所谓之悟就是

穷理澈源、识心达本；也就是说，当下一切问题、一切问号统统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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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统不见了；一切烦恼、一切业障统统瓦解、冰消了，而当时自己生

命所唯一拥有的只有两个字：安祥。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是真悟。 
 

各位!假如你在打坐的时候胡思乱想，想出了一篇大道理，你一

拍腿，跳起来说：我悟了。那你要小心一点儿，小心走火入魔啊!真

正大澈大悟了，能得到什么？也只不过是得到了安祥而已。 
 

那么，如何才能够穷理澈源、识心达本？这八个字，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要有方法才行，方法不对，就没有效果。如何才能够穷理澈源、

识心达本？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致虚极，守静笃。」第二句话是

「守本真心」。 
 

什么叫做致虚极？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总感觉都是实在的：山是

山，水是水，统统实在。我们既然认同一切实在，我们便只能活在相

对的生活中，我们那个绝对的心灵就被压抑了。必须过活得非常虚，

不但虚，而且虚到极点，走在地上好象走在海绵上一样──开悟前会

有这种感觉。 
 

静笃，不但要静，要静到极点，否则便是万法本闲，唯人自闹了。 
 

有人说这是执着，很多人认为：你看!又「致」，又「守」，这

都是动词，都是有为法，都是执着。你若这么看，你根本不懂佛法。

佛法是不住无为、不尽有为的。有为而不执着有为才是无为；无为而

执着无为就是有为。所以唯信能入。 
 

你要能够虚，尽量地虚。你打坐打得很好，有人吵了你的安宁，

你就发脾气，这证明外在的一切在你心里是实在的，对你来讲是两个，

佛法是不二法门，你到处都是两个乃至多个，与修行绝不相应。所谓

「外门闭、内门开」，这是修密宗闭黑关的着眼点。所以修行人一定

要虚，要虚到极点；不但要静，要静上加静。这样的话，才比较容易

相应。 
 

什么叫守本真心呢？五祖弘忍大师最上乘论里一再说到这四个

字──守本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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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修行的人，唱高调说要自在、要洒脱、要无我，说俏皮话、嘴巴滑溜

是没有用的，见了阎王，你那一套一点都用不上。而触境遇缘烦恼重重，你又

莫可奈何。所以从达摩大师到五祖都是倡导观心的。以后虽然很少用观心的词

句，本质上也离不开观心。观心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反省而观心。学佛法都是要先反省。学任何一个法

门，都是先反省忏悔，否则障不除不能相应。先在反省的时候观心，

可以帮助你认识自己──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在座的包括我都

认为自己是个好人，自己是个完整而统一的人，自己是一个非常善良

的人，自己是一个言寡尤、行寡悔、可以无大过矣的人，其实，绝对

不然。如果认真反省一番，就会发现：自己根本不是个人。如果承认

过去所做、所为、所想，根本不是人、接近没有进化的动物；然后勇

于面对自我，才可能做到真实的忏悔，才会获得实质的进步。如果不

能够勇于面对自我，永远保持那种虚伪的假象，谁也救不了你。所以

第一步要观察自我是个什么？ 
 

第二阶段：使每一念都不要漏过。萌生一念，自己立刻知道，而

自己始终用最客观的立场来批判自己的念头。这个念头太不好、太黯

淡，就自己打自己耳光，乃至于说话、做事，都要观察自己的念头，

不让念头自由活动。如果我们要思惟一件事──有目的的思惟，应集

中心力去思惟它，那叫正思惟；如果我们不需要思惟任何事时，不要

让念头像无缰之马，自由奔驰，否则就会搅乱了心地。 
 

第三阶段：要观念从哪里来？从念从哪里来!就可能找到自己原

本无念的真心。找到了无念的本心，就要守住它，守住才不会迷失于

妄想与认同之中。 
 

哪个是无念的本心呢？记得十几年前，在东引服务时，有一天在

禅定中得到了几句话（为什么说得到呢？这不是书上看到的，也不是

我自己的创意）。这几句话是「以子之心，觉子之觉，以子之觉，觉

子之心。觉者是心，是心自觉，觉心不二，允称正觉。」这几句话极

为究竟，它给我的启示是什么呢？「觉者是心，是心自觉」，不是觉

到外面，也不是外面觉进来，套用笛卡尔那句话的模式──我「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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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我在。 
 

观心观到最后的阶段，就是我觉故我在，就是守本真心。你守着

你的心，它才不会乱跑，你守着你的真实的心，真实的是原本的，守

原本的本心，就是守真如。后来禅宗的子孙看了这个守字，觉得用得

太拙，其实拙就是大智能。你若能够守你原本的心，那就是守摩诃般

若，也就是以后讲的保任，名词虽然不同，它的含意完全一样，而我

认为守本真心更明确、更积极。 
 

（四）如法精进 
 

「如法」就是照着佛经上所说的方法，照着师父教导的方法「精

进」。什么叫做精进？精者不杂，进者不退。不要掺杂，不要五光十

色、五花八门都弄进去，要一心不二。佛陀说「制心一处，事无不办」，

你要精进，殚精竭虑，只有这一件大事。古人说「大事未明，如丧考

妣；大事已明，如丧考妣。」这话很值得玩味：大事没有搞清楚，好

象死了爹娘一样；大事搞清楚了，又像死了爹娘一样。这个满好玩的，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所以要精进。 
 

安祥是由心安无愧得来的。 

安祥是由保持合理的欲望，不放纵私欲得来的。 

安祥是由证得宇宙人生的真实得来的。 

所以我们得到安祥以后，就会活得踏实、活得潇洒、活得自在、

活得无罪一身轻。 
 

刚才我们说到什么是安祥？如何才能获得和拥有安祥？我们现

在就要说安祥有什么用？有什么好处？现在就要讨论安祥之美了。 
 

 

三、安祥的美好 
 

（一）安祥能使人充满生命的活力 
 

一个拥有安祥的人，身体自然健康，疾病减少，相好庄严。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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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禅而上路的人连相貌都会改变。大家如果在老朋友当中互相观察，

将会发现有人已经把内在的安祥之美发露到表面上来了，而表现出清

雅脱俗，当然他的生活也必然充满幸福、和谐，使人感到和蔼可亲，

堪能信赖。因此他的人生便非常通畅，障碍自然减少，合理的欲望都

会实现，正确的努力也会成功，而且可以消千灾于无形，遏百难于未

萌。一切灾难都有原因，没有灾难的因，就没有灾难的果。所以对于

一位秒秒安祥的人来说，千灾不会降临，百难不会萌生，整个人生活

得潇洒自在，大吉大利。 
 

（二）安祥可堪报不报之恩 
 

一个拥有安祥的人，每一秒钟都散发着他生命的光辉，构成他生

命的磁场，进入他生命磁场的人，立刻感觉到安祥──心浮气躁的人

感觉到一阵清凉。忿恨不平的人感觉到无比温馨。烦恼痛苦的人感觉

到非常舒畅。心灰意冷的人感觉到极大鼓舞。在你有生之年的活动半

径中，到处散播出灿烂的心光，到处散播出安祥、和谐的灵气。虽然

你无心以有为法报四重恩，但是你已经报了，这就叫做堪报不报之恩

──不用报恩，已经报恩了。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散播安祥，我们的社会就是个祥和的社

会；我们人人散播安祥，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富强康乐、所有邪恶势

力无法侵害的国家。 
 

我们要报亲恩、报国恩、报天地恩、报众生恩，就必须保持内心

的安祥。当我们内心固定了安祥的时候，可以使七代祖先超升。安祥

既然是这么美好，当然值得我们拚生命的全力去追求、去获得、去保

有。 
 

（三）安祥可以奉献心力  享受人生 
 

一个安祥者，他的心是统一的，他的心力是集中的，当他进行正

思惟时，是锋利无比的，他具有最高的创造力。一个人到了心灵安祥

的境地，如果他有一个疑问，而肯不停地用安祥心去思考，不要两三

天就会得到一个崭新的答案。他对国家、对人群、对社会都能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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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贡献，而不会是社会的包袱，不会给社会带来负值。 
 

他每一秒钟都活在安祥里，他没有不满、没有怀疑、没有嫉妒、

没有牢骚、没有抱怨、没有忿怒、没有恐惧，所以他是活在满足中，

他的人生是享受的人生。 
 

 

四、何以失去安祥？ 
 

说到这里，我们要讨论：何以太多的人失去了安祥？ 
 

（一）惑于感官  逐相而沉 
 

我们追逐那些外在的幻象，把自己沉没在幻象当中迷失了自己，

当我们迷失了自己的时候，就被世间的幻象所诱惑，就被感官的官能

所牵制，半点不得自由，哪里还会有安祥？即或有安祥的人，如果受

感官的支配，他的安祥也会消失。 
 

（二）突出自我我欲  背离责任义务 
 

突出自我我欲──我想怎么样？人的欲望没有止境。秦始皇说一

世、二世，将至亿万世；汉武帝认为汉朝基业将会永垂不朽，因为把

几千年的边患都削平了。但是他们死的时候都很悲哀、失望、空虚、

沮丧，为什么？他们吃了很多长生不死的药，结果却发现自己的确是

活不下去了。 
 

我欲是贫穷的标志，在我们扩张私欲的同时，也显示了我们心灵

的贫乏。所以一个一意追求私欲的人，同时也便背弃了责任义务。 
 

人应该怎么活？人应该活在责任义务里，人应该负起每个人自己

的责任。 
 

人若想活得通畅，只有活在责任义务当中。因为你不管在哪个机

关做事，不管你的工作岗位是什么，如果想活得不黯淡、不窝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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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屈、不晦涩，能抬头挺胸，你就必须尽到应尽的责任，满足责任对

你的要求，因为人的价值可与经济学旁通，经济学讲边际效用，人也

是一样。谁最能构成社会人群的需要，谁就最重要。谁若无法满足工

作的需求，工作对他来讲就不需要。所以人的工作，不管在任何地方，

应该要使别人觉得自己「有你不多，没有你嫌少」。如果让人家觉得

「有你嫌多、没有你最好」，那就糟糕了。所以人不能够为了放弃责

任义务而使自己良心产生一种亏欠，也不能为了省些精神而损害到自

己的自尊。 
 

人，除了责任义务没有别的。所有最伟大的人，像经国先生，他

们都是活在责任义务中的。他们内心所承受的负荷，不是我们能想象

得到的，他们面对的难题那么多，他们每一天都没有轻松的日子，因

为这个多难的国家给予他们的担子太重了。 
 

任何一个人必须是活在责任义务里，他才活得通畅、光明、坦然、

无愧。如果一个人不尽责任、不尽义务而想活得很好，除了甘做小偷、

盗贼，成为人们看不起、最可耻、最低级的人以外就别无他途，这种

人活着岂非多余？不只是社会的包袱，更是一种污染，对他自己来讲，

就无异是对生命的一种煎熬了。这种人不会活得快乐，因为「为善最

乐」，而他为恶，会最乐吗？你看看那些被通缉的人，那些杀人犯，

那些诈欺犯，看起来都不像人样，为什么？诚于中，形于外，活得实

在很苦，真是万般无奈。所以人只有安心地活在责任义务里，他才不

会失去安祥。 
 

人若逃避责任、逃避义务，他就没有内心的安祥。父母养育我们

是权利吗？我们养育子女是为了养老吗？绝对不是。如果说是这样的

话，报载有一个男孩已经全身瘫痪了，还有一个女孩子成了植物人，

他们的爸妈伺候他们二十多年是为什么？人绝不是活在功利里边，人

只有活在责任义务里，一切唯求心安才够资格拥有安祥。人若一旦放

弃责任义务，就不可能再拥有安祥。 
 

（三）偏离正法  远离中道 
 

正法就是中道，偏离了那个恰到好处的中道，背弃了真实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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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则，便不可避免的丧失了安祥。 
 

偏离中道最厉害的就是我执与法执──自我执着与对于法的谬

执。狭义的说，认为有一个一成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

人而不惑的真理，这就是法执。认为有一个真实不变的我，其实没有。

谈到我，很多人到现在还胡涂，为什么佛经上很多地方说无我，有的

时候又强调「常、乐、我、净」呢? 
 

大家要知道：真实的我是生命的共相；真实的我是生命的原态；

真实的我是永恒的我，是自他不二的我。而虚伪的我却是尔为尔、我

为我，人我之际分得那么清楚。后天所形成的我与无我之真我是迥然

不同的，由于遗传因子、生长环境、所受教育、自己父母的社会层面

所影响自己活动、接触的半径，以及尔后受师友的影响……这些东西

等于计算机装填资料。没有装资料的计算机，人人相同，自他不二，

装了资料的计算机就迥然不同了。所以我们讲无我就是没有六尘所积

的我，我们说有我就是生命的「我觉故我在」的真实的、永恒的我。

我们不要迷失，就是不要把虚假的我当作真实的我，不要让真实的我

被六尘埋葬掉。所以偏离正法就会迷失。 
 

 

五、失去安祥的后果 
 

（一）生命失去源头活水 
 

失去了安祥的人，使生命陷于枯涩、黯淡，让自己活得挫折、无

奈。 
 

没有安祥，我们的生命就没有了根基。所谓业海茫茫，无本可据。

说到哪个是自我？我们为何而活？百年以后，我们身体所有六十兆的

原子细胞归还给地球，我们自己还能保有什么？必然会茫然无措。我

们知道，一个无本可据的人，必不能端正人生方向，也难免会犯很多

错误，而错误又恒等于烦恼。一个人不可能活在错误中而安祥自在，

人若活在错误中，人也一定是活在烦恼中。人若不停止制造错误，人

也便没有辨法摒弃烦恼、排除烦恼。所以说没有安祥的人生是烦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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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罪恶的人生，而错误必得烦恼，罪恶终归毁灭。 
 

（二）百病从心生 
 

生命一旦失去了源头活水，就会百病丛生，生命力也会呈现出萎

缩、晦涩。一个失去安祥的人，会因为生命的闭塞而常常抱怨、不满、

委屈、牢骚、嫉妒、怀疑、主观自是、任性骄傲，陷人生于黯淡挫折，

身体也便跟着不健康了。 
 

讲空话是没有用的，这些都可以找到实证。各位不妨边听我说边

去找熟知的对象，就你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中比对一下、就会

得到证实。 
 

人保持健康，不仅要认识病从口入，而且不要忘了我们的老祖宗

黄帝内经上开宗明义说的一句话「百病从心生」。你可以看：凡是逞

强、好胜、想出锋头、怕落别人之后的人，多半都有鼻窦炎。得鼻窦

炎的人多半主观好胜、想出锋头、想赢人家，这样久而久之，主观好

胜的人就免不了罹患鼻窦炎。 
 

有很多人在小孩子的时候受到溺爱，除了要天上的星星摘不到无

法给他以外，要什么有什么，父母竭尽所能来满足小孩子的愿望，不

管他合不合理，只要他要求就可以获得。以后，他逐渐长大，年龄虽

然越来越大，但是个性却越来越强，惯性依然存在。小的时候要玩具、

要西瓜、要芭乐，这些你都做得到啊！大了以后，他要飞机、要汽车，

这就难一点了，他若要个宇宙飞船，你能做得到吗？诸如此类，娇生

惯养的人长大以后，必然任性，任性的结果，就会遭到很多的挫折，

而他又不能够随时发露，不敢对任何人都发脾气，于是乎就会得气喘

病。太多的不满闷在心里就会使人得气喘病。他感觉人生没有温暖，

人生是怆凉的，人生使他不如意，他的脊背就会发凉，得气喘病的人，

背部上半截你摸摸看，夏天都是凉的。 
 

有很多人，罹患有溃有，为什么？就是有心。也就是说，对消极

性的认同──凡事不往好的地方想，偏往坏的地方想，性惯于有忧，

总认为这件事恐怕要糟，那件事若坏了怎么办呢？制造着恶性循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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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淡联想，久而久之，精神消化力差，事情摆在心里消化不了，影响

到生理上的消化不良。 
 

我们的神经有两种：一种是运动神经，一种是植物神经。所谓植

物神经就是自律神经。我们可以叫手举起来，因为那是运动神经。我

们不能叫心跳慢一点儿或跳快一点儿，也不能叫肠有停止不动，我们

以为就不会支配、影响到它，实际上我们还是在直接影响它。当我们

离开家乡很久之后，跟几个好朋友谈说家乡什么东西好吃，比方说：

吴先生到台北时聊天说到府城的肉粽、度小月的担仔面，说着说着，

嘴里就会流口水了，为什么？还没有吃，就先完成消化准备了。人的

心理绝对支配生理。 
 

有些新兵进入前线阵地，听到一阵枪响，就要拉肚子，为什么要

拉肚子？因为枪一响，一紧张，一刺激，胆汁大量分泌，胆汁大量分

泌以后就增加肠蠕动，增加肠蠕动就会拉肚子了。所以人哪！你的健

康、你的幸福，都决定于你的心态。 
 

有很多贪心太重的人，会罹患肾脏病。 
 

有很多人骄恣任性，什么叫任性？我想怎么样就一定得怎么样，

如果不怎么样，就要生气。像这种人他第一阶段若睡午觉起来会感觉

得头昏脑胀。睡了一夜的觉早上起来精神反而还没有下午的好。这种

人到了老年以后，多半会人格丧失。你们见过人格丧失的人没有？六、

七十岁的老头，站在电线杆底下解小便、毫无价值观念，也没有自觉

了，跟小孩子一齐抢糖果吃，这就叫人格丧失，这就是由主动力引发

的反动心态。 
 

自我意识太突出的人，最后因为心力消耗太多，到老年就变成没

有自我意识了，物极必反之故。 
 

有很多疑心太重的人，总是怀疑、猜忌──这个人讲这话对我不

利，他一定是在骂我，而胡思乱想，喜欢联想，这种人会罹患风湿关

节炎。风湿关节炎怎么来的？是由怀疑、猜忌、妄想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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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人经常以主观的价值标准，以任性的态度衡量别人的行

为。常常会感到失望、生气，认为别人都不对，而形成偏激。偏激到

最后就会罹患三叉神经炎，头痛如裂，很不好治啊!开刀割不好，伤

到别的神经，人会残废。用钴六十放射线照射，照好了以后，半身麻

木，起码半个脸会麻木。 
 

有些人放纵本能，所谓本能，就是食、色──尽情拣好的吃，有

钱不吃干什么？认为自古名士皆风流，于是放纵本能，纵情酒色。放

纵的结果，加上精神的刺激，由嫉妒、怀疑所引发的一种暴怒，就会

引发糖尿病。实际上，糖尿病就是由放纵本能加上一种情绪激动引发

的。当然我们不能够一概而论，因为一般人当中也有特殊的，糖尿病

有遗传性，还有不明的原因。 
 

有些人喜欢多讲话，多讲话的坏处很多：第一，他会使自己迷失。

本来内心很安祥的，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天，再去找安祥，安祥溜走了，

你慢慢去体验吧!第二，话多的人，男人话多容易得疝气；女人长舌

白带特别多。如果每一件都再继续举例，那就举不完了，就到此为止。 
 

总而言之，当你内心失去安祥的时候，就会百病丛生，「灾（同

灾） 必逮夫身」。一切的疾病都会围绕着你，因为当你内心不平衡

的时候，内分泌也不平衡了，既然不能天君泰然，那就不会百体从令

了。因而障碍重重，身心失调，望之不似人君，跟别人接洽公务，社

交活动，别人都有一种躲开你的冲动，跟你在一起，感觉心里很难过。

这样，你的人生还会通畅吗？你办事还会办得通吗？你必然活得晦

涩、黯淡、挫折、无奈，生活对你来说，便成为惩罚了。 
 

所以生活中如果没有了安祥，真是生不如死。我们失去了安祥以

后，也就褪失了生命的华彩，使自己不再相好，不再潇洒，不再有内

在美，乃至外在都丑恶了。 
 

我们不是谈一个问题就要去强调它，你们各位回忆看看：尤其是

女人到了年纪大了，没有人的时候，坐在那个地方，白天参瞌睡，晚

上睡不着，来了人就是发牢骚。说：我对谁如何好哇，现在长大了，

对我不孝顺....都是不满，所以这位老太太一站起来腿就发酸。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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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能认知，每个人都有他的人生态度，我们对人的态度应该有分际，

不必去管别人如何，她就没有病了，就可以去爬山了。 

 
所以人一旦失去了安祥，同时便会褪失了生命的华彩。是女孩子，不会再

容光照人；是男孩子，就面目可憎。用通俗的话说：这个人就现出衰相，就显

得倒霉。所以人失掉了安祥，生活就变得黯淡，就充满了矛盾、挫折、无奈。 

 

六、如何保侍安祥？ 
 

我们既然了解安祥是这么好，安祥又可以求之有其道，而失落了

安祥的人是这么悲惨，我们就应该拚命追求，并保持安祥才对。 
 

至于如何保持安祥呢？ 
 

（一）反观自心  正确认知 
 

安祥是一种调和、统一、自在、自觉的心灵状态。你们各位花几

秒钟反观自己的心：是不是感觉得很安祥？是不是没有杂念？是不是

空空朗朗？是不是没有烦恼？是不是没有兴奋？是不是没有过去、未

来？如果是的话，这个就是安祥的心态，也是你原本的心态。只要你

能保持它，就节省了你十万年修行的努力。 
 

我们为什么不说是三昧耶？不说是正受？不说是正觉？不说是

摩诃般若？不说是真如、自性？不说是本心？而说是安祥？因为古人

以三十年为一世，作为一个文化的时区，也就是文化时间的区分。每

一个时代有它自己的语言，如果我们现在用一、两千年前的语言，我

们就感觉得有点儿晦涩，不够明朗，而且它障碍了我们察觉真相，障

碍了我们体会真实。所以我们如果用一、两千年以前的名相，不如采

用现在的语言。我们说是三昧耶，大家感觉有点儿陌生；若说安祥，

大家在感觉上会亲切些。 
 

（二）停止寻觅  守本真心 
 

禅既然是以安祥为内涵，那我们就不要去东寻西觅，任你找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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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也不可能找到什么，不如「归来偶对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

用不着「芒鞋踏破岭头云」了。只要秒秒守本真心，只要努力瞬有存、

息有养，保任此事就够了。而保任此事是跟错误、罪恶不并存的，一

定要痛改前非、扬弃自己的罪恶，才能拥有并保持安祥。 
 

安祥，有的是从修行而得，修行而得，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这

个不是夸张的话，生生不退转，也要个十万八万年，所以修而得很难，

而别人传心给你很容易。但是难得的能够保持，容易得的不知珍惜反

而容易退失。因此大家如果掉以轻心，就辜负这一段法缘。大家要努

力保持，不要随便把它遗忘、拋失才好。 
 

虽然安祥可以由修行而得、可以由传心而得，但是不管你是怎么

得来的，都要不断地修行。修行不是个神秘的名词，不是出家人专用

的名词，而是人人应该做的课题。 
 

（三）扬弃错误  不断修正 
 

修行就是修正你的思想、行为。常常观心，对于不正、错误、罪

恶、黯淡、虚伪的念头，要批判自己、惩罚自己、警惕自己、告诫自

己，使它不再重复。人多半是或浓或淡的活在错误当中，人不能够免

于错误，但是不要把错误重复下去，重复下去，那就永远活在黑暗中。

也不要把罪恶重复下去，若重复下去，最后得到的一定是毁灭。 
 

我们必须确知：人只要是活在错误当中，他也不得不活在烦恼当

中。而人最大的弱点是姑息自己、苛求别人。我请各位记住一句话：

最会原谅自己的人，最得不到别人的谅解和佛天的原谅；最肯责备自

己的人，最容易得到别人的原谅和佛天的宽恕。 
 

我们不要长着眼晴光看别人，不看自己。不要活在放纵、任性、

自我宽恕当中，这样会形成恶性循环，使生命一天比一天萎缩。现在

讲你不相信，等恶果成熟的时候，你求老师，老师也爱莫能助。伟大

的释迦牟尼、真主耶稣，并不能救他释迦族人跟犹太人。人，只能自

救。而自救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修行──不断的修正自己的想念和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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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即知即行  解行相应 
 

最后告诉各位要力行，要即知即行，做到解行相应。坐在这里，

光知不行，这种知就变成了废知识，跟酒精的废卡洛里一样，它对你

没有帮助。而且没有用的知识装得越多，对你的人生、对你的智能障

碍越大。你知道那些名相，背熟那些名词，对你有什么用？ 
 

有很多修行人，泥迹失神，抱了几本经去啃，希望能得道。结果

最后临死的时候，证明只是被经所转，并没有转经。 
 

 

七、结语 
 

总而言之：离开安祥，就没有修行者的真实受用； 

离开安祥，就没有禅的真生命、真血脉； 

离开安祥，也没有真实的法。 

所有的法都是在日常生活和人的内心生根的。 

如果我们不下反省忏悔的工夫，不毅然决然扬弃所有的错误； 

如果我们甘愿被官能摆布、操纵、牵制； 

如果我们以联想、冥想、幻想为享受； 

如果我们对外在的事物惯于认同； 

如果我们性惯于发露破坏性的、消极性的情绪──不满、抱怨、

愤怒、嫉妒、毁谤；我们将永远得不到安祥。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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