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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年一月十九日下午，慧炬同仁來到高雄市三民

區的民壯路上，採訪現任亞洲唱片公司總經理的奕睆居士。

由於父親是音樂老師，奕睆居士自幼深受音樂薰陶，卻在高

中求學期間患上眼疾，眼前時常一團烏黑，不能過度使用眼

力，遍訪群醫無效。經學佛多年的阿姨指導其靜坐與讀經，

眼疾竟不藥而癒。大學時代，奕睆居士加入中央大學的覺聲

佛學社，先後在懺雲法師、道安法師座下皈依，從此虔敬學

佛，深入顯密二學精進不輟。學佛超過三十年的他，曾依止

寧瑪巴敦珠法王法脈，師承劉銳之上師，受阿闍黎（軌範

師）灌頂二十餘年，稟承師命弘法利生，不遺餘力。

奕睆居士個人集作詞、作曲、歌唱、演講、著作等種種

才華於一身，曾任中廣「來自心靈的聲音」節目主持人，有

「來自心靈的聲音」等著作廣為流通。除經常性的佛學講座

之外，並常應邀至學校、寺院、讀書會、監獄、民間團體等

作專題演講。他發願以音樂弘揚佛法，並透過自身醇厚清亮

的嗓音，重新演繹經文、佛號與偈頌，改變一般人對傳統佛

曲單調、沉悶的刻板成見。他創作並主唱的著名佛曲如「寒

山鐘聲」和「一聲佛號一聲心」等，皆是膾炙人口的經典之

作，亦為國內首張銷售逾百萬的佛曲金唱片。其多年來在梵

樂創作上不斷的精采表現，持續將現代佛曲創作引領至更高

的新格局，更成功地以音聲度人無數。

問：通常您的創作靈感來自於哪裡？這和您平常精勤於實

修有沒有關係？您曾說過，寫曲子不是寫得很大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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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美，那您覺得一首悅耳莊嚴又耐聽的佛曲，需要具備哪些條件？

答：一般講靈感，一定是從心來。從佛法的角度來看，一切唯心造、唯

識變，靈感一定從心生出來，但心並不是無中生有，一定要先有所感，

所以應該可以說「感覺裡面帶一點靈氣」，就叫做靈感。雖然每一個人

都有感覺，然而一般人的感覺是沒有靈氣的，除非像是藝術家，感覺比

常人靈敏一點、細緻一點，有時候會產生一些別人想像不到的創意。當

然，哪個先、哪個後不曉得，但我個人是比較偏向被動的，不是故意要

找靈感創作，而是可能被某些緣境觸發，成為不得不的記錄。包括我們

寫文章，當靈感出現時就要趕快把它寫出來，不管用什麼方式都可以。

同樣地，當我們談論一首曲子的好壞，是在它的長短、精采不精

采，絕對不是大跟小的問題；本身精采就是精采，況且如果要讓每一個

人都能夠接受，就絕對不能大，因為大就太複雜。當然大師級的音樂家

會做大的東西，聽眾可以慢慢被大師說服，但如果要具備一般人要求的

美，同時又要大又要美，就不簡單了。從修行、實踐上來講，我們要掌握

的一定是最簡單扼要的東西，尤其念佛，念佛絕對不能複雜，修行、禪定

也都是如此，一定要取一個最有感覺的對象去專心，不能什麼都要，到

最後會什麼都沒有。所以靈感就是被感動得很明顯時，湧現在心裡的東

西，看個人專長而有不同的表現方式，例如畫家就表現成畫作，文學家

則揮灑成文章，而我會寫一點曲子，就表現成音樂。原則上靈感不是我

們能經常擁有的，之所以不容易掌握，就是因為靈感的無常性很明顯。

根據我的經驗，當靈感乍現時，最好趕快記下來，把那一分感動記錄下

來，不管是做什麼，手邊應該都要有記錄的工具。對音樂創作的人來說，

錄音筆就很方便，只要將曲調哼唱出來就能將音符保留，否則有時候音

符在腦子裡閃現，回頭卻怎麼樣都想不起來。我常用的工具是筆跟紙，

但現在如果出門就會帶著錄音筆或收音的機器。像這次去斯里蘭卡，就

到他們國家公園裡面去錄鳥叫聲，很精采，將大自然的天籟盡收耳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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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聲佛號一聲心．說說唱唱話修行

其實所謂的專業訓練，就是把

靈感完整呈現，因為感動通常只有

一瞬間、那一點而已，回來就需要

再加頭加尾，讓它變得完整。所以

說靈感只是一個引子、一個動機，

不是一個完整的概念。靈感的發生

其實也不見得是在做功課的時候，

在放鬆的時候，就很容易有靈感，

放空也比較容易被感動。如果不放空，其實會被自己腦子裡面的思想綁

著，像剛剛的鳥鳴聲，如果環境很安靜，你會覺得很好聽，但如果一邊

聽著音樂，甚至就聽不見鳥叫聲了。我常會在聽音樂時，聽到一些聲音

跑進來，一下覺得這音聲是樂曲的一部分，一下又覺得不在音樂裡面，

這與心能否保持覺照有關。我們喜歡覺照，就拿個內容來觀，其實不見

得是好事，慢慢的能夠空了以後，就把心變成一面鏡子，那時候很容易

相應。所以現在的問題不在於沒有東西發行，我要寫曲子其實太簡單，

可以寫一大堆，問題是沒有用，沒有市場。

我認為覺照需要訓練，其實各行各業都得訓練，所謂行行出狀元，

每一行裡面的頂尖人物，都是訓練出來的。至於要怎麼訓練，我個人比

較不偏向非得要宗教訓練，因為宗教訓練出來是某一個模子、類型，

廣度幾乎都不夠，專注度也不足，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就是內涵不夠

精采。譬如念佛的感動能到什麼程度？有的人所表現出來的，如心裡面

的空靈或者放光動地都有，但是那一瞬間過去之後，又留有什麼東西

呢？而各行各業專注的，是在「有」裡面下功夫，所以會呈現出「有」

的東西，可以被檢驗，念佛的人只有自己可以檢驗。從世俗諦和勝義諦

來講，我越老越偏向世俗諦，以前學佛的時候，都覺得要趕快找到所謂

的「空」、「絕對」，現在發覺「絕對」不用找，因為無處不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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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是無處不在，就不是絕對了。一般人常談論「止」和「觀」，簡單

來說，只要能訓練出那分專注，其實就是「止」，不管止在什麼上面；

「觀」就會隨著自己所在行的，幻化出那方面的創意或者是作用。所以

各行各業都可以學習禪修，止息妄念，丟掉不該有的想法。

「止」不是沒有想法，止念要能起正念才行；正念不是某個東西，

「說似一物即不中」，說它是什麼，就已經著相。很多人可能不是學

佛，但會發覺他們生命能力的展現是正面的，原因正是這個人已經掌握

止觀的修法。止是滅境，即是把東西丟掉；觀是把東西看清楚，一定是

拿境才談觀。沒有止的功夫就觀，也沒有多大作用，反過來講，只有止

不會觀，也沒什麼功德。佛教強調勝義諦，但勝義諦因為是空，所以不

能強調；能強調「有」，但不能強調「空」。提正念的時候只要如理作

意，都是正面，所以科學、哲學都一樣，你只要如理作意，就是在修

觀，而不是一定要觀某個不動的境。從佛法來講，要的是和生命力配合

的觀。為什麼大乘佛法會變成菩薩乘，菩薩乘就是入世；會偏向這邊就

是因為看到那邊的有限，那邊起不了多大作用，就慢慢修整到這邊來。

尤其現在更應該強調菩薩行，在這個世紀什麼變化都快，如果有覺照就

有方便，可以做很多事。以前時代的變遷緩慢，即使有方便，要行菩薩

行也不容易，現在行菩薩行則很快。我後來專修耳根圓通，才慢慢發覺

所有障礙都是自己的分別心所起，一切本來如是，菩薩道把「如是」

合理化、有頭緒。菩薩行者一定是以覺為前導，在還沒有訓練出空的時

候，都在分別裡頭造作，慢慢止到一個程度以後，才會發覺到「觀」和

以前不一樣，過去都是有一個我在那邊，現在慢慢把自己放空以後，才

發覺什麼都很清楚。舉個簡單的例子，就像照相機，不設定拍攝的對

象，只是將焦距調至無窮遠，照片出來什麼都會很清楚。如果有作意，

就像限制景深、構圖，平等性就會不見了，雖然想要的會凸顯，但不要

的就不清楚。在我們還沒有修到心真正放空之前，幾乎都是這樣在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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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般相機拍照「咔擦」一下就都一目瞭然，我們卻只能讓某個地方

清楚，觀看時都是看自己想看的，可見我們的功力差照相機很多。我們

從小的訓練都是在窄化覺照，講好聽是要強化，但事實上窄化之後並沒

有變強。

問：對您而言，要擁有什麼樣的嗓音，才能演唱佛教音樂？您覺得自

己的聲音特質有哪些？是否符合這些標準？

答：要演唱佛教音樂，至少聲音裡面要沒有障礙。一般人想要把聲音唱

美、唱大、唱細，但不見得能夠如自己所願，要唱佛曲一定要被佛所感

動，否則唱不出好的佛曲。市面上流通的佛曲，有些只求好聽就好，但

演唱者如果沒有學佛，可能也分不出清淨與否的差異性。但這些專輯仍

有存在的意義，至少歌詞裡有佛法的色彩，譬如念「大悲咒」、「阿彌

陀佛」，雖然念得不相應，但詞曲中有佛菩薩的聖號，也值得鼓勵。從

另外的角度來說，如果在禪修或是想靜心的時候，播放不相應的音樂，

可能會適得其反，達不到效果。佛樂要有佛的內涵，梵音一定要有清淨

的本質，這和緣起緣滅有關係。譬如演唱者如果有修行境界，他的聲音

會散發出特有的訊息，聽眾就會像是被功夫深厚的禪師指導，很快就進

入超越感官的體驗，反之則無。但若是聽眾有相同的修持經驗，也能進

入那樣的境界，最好作者、唱者、聽者三人都有這種功夫。要是希望聲

音沒有障礙，也必須禪修，所謂「六十圓音」，八種「深遠音」都有它

的道理。說法者、梵唄者、演唱者若是聲音沒有障礙，他們內心感動，

發出來的聲音就一定也會感動人有些人則是心裡面很感動，但發出來的

音聲卻有障礙。要破除這種障礙，就要修到身語意相應合一。

最近有位出家眾碰到一個問題，覺得每天早晚課和法事的梵唄很

吃力，唱頌完幾乎都疲憊不堪，這裡面關係到一個問題，即是我們的身

語意與脈、氣、明點有關，大部分都是氣、呼吸沒有調好才會覺得累，

一聲佛號一聲心．說說唱唱話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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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修安那般那，就會懂得調呼吸的方法。一般會覺得累，表示過度

了，或者空了，就很容易疲倦，如同一般人唱歌幾乎都要唱到沒氣才肯

換氣，訓練過的人就會留一點氣。又例如跑步跑得很喘，想要讓呼吸慢

下來必須等一段時間；如果保持在不太喘的狀態，便可以持續運動很

久。唱梵唄的道理也是相同，不能一口氣唱完，保持滿滿的呼吸狀態才

不會累，有些人音準不好大部分是因為氣不夠，所以尾音的地方容易走

音，抓不住準頭，所以不能把氣都用完，要分配呼吸。人類出生下來就

習慣用鼻子呼吸，其實這是最沒有效果的方式，嘴巴隨便一張口，吸進

的氣就會多很多。唱梵唄要習慣用嘴巴呼吸，呼吸每一個人都會，但也

是每一個人都不會的，從來沒有人會去計較我要怎麼呼吸，安那般那就

是從這個最重要的地方下手。以密宗來講，脈就是呼吸、血液流通的管

道；明點就是裡面流動的東西；氣則是推手。所以把呼吸調好、把氣練

好，身體和精神都不會有問題。

不要把梵唄當作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一般人將早晚課當成定課

在做，卻少有人懂得掌握這個時間修行。晨昏是修行的關鍵，所以要把

早晚課當做是真正的修行，好好用心。所謂正念就是用心，例如畫家能

夠畫出好的作品，就是懂得用心，這當然要有基本的訓練，才能想畫什

奕睆居士的莊嚴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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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就畫什麼。就像唱梵唄者，要能想發什麼聲音就發什麼聲音，每一個

聲音發出來的音量跟音質都很講究，音質決定在發音的位置，而音量除

了注意發音的位置，還控制它的強度，這兩者要能夠覺照，你才能隨心

所欲。譬如「嗡」這個聲音，在腦腔的共鳴佔很大的部分；「阿」的共

鳴是胸腔；「吽」則是腹腔，如果不懂發音，念再多也沒有用，就是不

到位。像伊斯蘭教或是印度教，都很強調聲音的起承轉合，包括南傳佛

教、藏傳佛教的梵唄也都很講究。

爐香讚如果唱得好，馬上就入境界，如果能夠隨頌起觀，身心就會

被感動，感覺不到疲累。好比受戒，不能不談戒相，只授予戒條；梵唄

也是一樣，至少要學習怎麼觀想。漢傳佛法裡面為了怕複雜、想簡化，

把很多重要的東西都放掉，只要求會念就好，這樣問題會很大。從藏傳

佛教來說，哪一個人有機會在這一生證悟，下一輩子成為祖古就有他的

傳承。同樣的馬鳴菩薩也弄出一套以前沒有的東西，所以不怕傳承斷，

只怕你不相應。梵唄傳到中國以後，就變成地方民間的曲調，很容易被

俗化，但是俗化裡面也可以有勝義諦，也有一分莊嚴，完全要看唱的人

用什麼心境，能否恆持一分恭敬和清淨的心，如果不去強調這一點，也

幻化不出來。

早上有某寺廟要我幫忙製作專輯，送來一張光碟。我聽了之後感

覺那分清淨不見了，演唱者只是將佛曲唱得好聽，扭來扭去的聲音太委

婉，不夠莊嚴。唱梵唄一定要直心，自然就能發出直的聲音，直的聲音就

是清淨的聲音，但是一般人的直心缺乏修為，呈現的只是習氣心，不是

真正的直心。要到達清淨的直心，一定要經過最基本的訓練，也就是呼

吸，如果要有功用行，還是要修安那般那，但修到一定的程度後，必須要

無功用行，不能再修安那般那，那些還是能觀所觀。回到心的時候，沒有

誰在造作；到最後要變成鏡子，沒有誰在擦拭。修安那般那即是在擦拭，

把鏡子上的灰塵先抹掉，磨亮之後本覺現前，就沒有再擦拭的必要了。

一聲佛號一聲心．說說唱唱話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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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您有曾經想過灌錄一張英文的佛教專輯，來接引西方人學習佛法嗎？

答：音樂是弘法工具，對於接引眾生的方式，每一個宗教的聖樂都不一

樣，要營造的東西也不盡相同。我個人發現西方多是一神教，所以吟唱

樂曲時會有一個領唱者，雖然他們也發展出很豐富的和聲，但主調一定

是最根本的；和聲很嚴格的，和聲不對就會有人看著你。藏傳佛教的誦

經，則像是一波波海浪，裡面沒有誰對誰錯，只要速度對就好；漢傳佛教

多少有皇帝的思想，維那起腔後就隨眾唱誦。比較理想的維那人數，至

少應安排三個，這樣可以把斷音補足，不會有聲音斷掉的情況，彼此有

默契時，會產生很強的流動穿梭。現在男女眾大都一起誦經，但是男女

之間差不多有五度音的差別，男眾唱得很順的音階女生沒辦法唱，女眾

唱得很順男眾卻沒辦法接，音調常會上上下下，聽起來很不莊嚴。希望

吟頌時不昏沈，就要有隨時提起自己精神的方法，既然誦經是每一天的

功課，為什麼不唱得精彩一點！所謂的精彩，是把自己正在執行的工作，

當成是有趣的事，才會真的精彩，這樣的早晚課就會很吸引人。動機不

一樣比較提得起興致，如果把早晚課當作不得不做的工作就會厭倦。

若問佛曲適不適合用英文吟唱，一方面是因為我的英文不標準，一

方面若是請別人唱不知道會唱成什麼樣子，所以我不敢確定合不合適，

如果有人有興趣配合得起來，我很樂觀其成。佛曲不是只有文字含意的

表現，就算演唱者的發音、音準很標準，如果意境沒有唱出來，意義就不

大。其實只要唱得好，不管用什麼語言，照樣能夠感動人心，學佛最重要

是超越文字的限制。唱頌佛樂時，如果能用自己熟悉的文字，比較能夠隨

文起觀，很容易相應，如果隔一層語言，就像對歌曲不熟悉，必須看著歌

詞一字一句的跟唱，要唱得自然是很難的事。語言是工具，不能因為工具

而被阻礙，例如達賴喇嘛開示佛法時，常常就會用藏文說法。有一次我到

海外擔任大專佛曲創作比賽的評審，發覺菲律賓人的音樂性很高，他們用

英文演唱佛樂的能力很不錯，只是聽起來和教會的詩歌有點類似。佛曲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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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比較不是旋律，不喜歡動得太多，

而西方的曲子旋律都很明顯。

問：您對於時下有所謂「舞曲大悲

咒」、「電音三太子」這類風格

的宗教音樂，有沒有一些想法？ 

答：我覺得宗教應該有趣化。以前有

很多人批評舞曲大悲咒，像馬來西亞的

法師就曾問我為什麼流行這種文化，認

為是邪魔外道。其實就我來看，也不是

那麼嚴重，但在當地已有明文禁止不能流通，認為是在破壞規矩。在台

灣，這種新興宗教音樂已經流行一陣子，甚至有一些人因為聽了這樣的

音樂，開始能夠背誦大悲咒，能夠唸就已經種下種子。最近發覺宗教不

得不存在的一些理由，像遇到緊急狀況或是面對無常，念頭起來時的處

理，這一點透過信仰馬上就可以找到解決的辦法。不管是信仰上帝或是

媽祖，念佛念得熟練的人，一受驚嚇「阿彌陀佛」就能脫口而出的話，

表示修得不錯，因為依著佛號心就不會亂。在面對重大的生命考驗時，

如果沒有宗教依靠，一般人可能不曉得該如何是好，所以宗教有其存在

的必要，有沒有效果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心有一個依止處，可以很快靜

定下來，不慌不亂。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大多是因為他以為無常不會發

生在自己身上，一天過一天理所當然。事實上，如果我們隨時觀照自己

的心，會發現心不是那麼穩定，生命不是能夠全盤掌控，只是一般人不

願去面對這個真相。有些人覺得將希望寄託在信仰上是消極的，其實剛

好相反，信仰宗教是積極的，能讓你的心不煩亂，這是很重要的。

問：您比較喜歡念佛號還是持咒？例如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和「嗡

一聲佛號一聲心．說說唱唱話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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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尼貝美吽」，哪一種您會比較喜歡？這二種有什麼異同？ 

答：其實藏傳佛教很明顯，入門就強調脈、氣、明點，就是讓修行修到

自己的覺照可以貫穿身跟心。所有禪修法門裡，最根本的是安那般那；

現在最流行的則是念佛。念佛可以往生淨土，是最簡單的法門；安那般

那則是所有禪修的共課，如果能夠把這兩個合起來，一方面可以修禪

定，一方面又可以進入清淨的境界。修禪定不一定能進入清淨境界，如

果一定進得去，就沒有所謂的外道；若只會修安那般那，沒把安那般那

引入勝境，那安那般那就只是一般的禪修。

我現在念嗡瑪尼貝美吽，和念阿彌陀佛覺得無二無別，重要是我

怎麼處理這顆心，因為咒語和佛號都只是工具，同樣的，八大宗也是工

具而不是目標，所以要先丟開分別。現在如果有人念觀世音菩薩，我就

跟他念觀世音菩薩；如果到密宗道場聽見法友在念「嗡瑪尼貝美吽」，

自己卻執意頌「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就會怪怪的，沒辦法融入。

所以沒有必要的分別，如果已經造成我們的固執，那這個法門不但對你

沒有好處，反而有壞處。所謂「一門深入」，其目的是「深入」，不是

「一門」，例如聽經不是天天聽就有效。一門深入是指如果現在研究

「空性」，就集中心力深入「空性」。現在到處都有人在講經，但是都

只在一個層次上談，進不去。或許不是談不進去，可能是沒有具足根器

的聽眾。佛陀當初是對機說法，但現在法師都把聽眾當成初機在開示，

所以講的法都是同一個層次，所謂同一個層次，是指從開示者說的話裡

面去尋求真相時，可能就找不到答案。再者，如果將聽眾當成小學生在

教導，當有初中以上的問題時，演講者或許就無法回答。一門深入的真

正的門，是心門，不是念佛或是觀想，密宗強調觀想和持咒，持咒和淨

土念佛無二無別，但密教多出觀想；淨土為什麼要念《無量壽經》和

《阿彌陀經》，很明顯就是要與境相應，要念佛人去觀想。然而現在有

些學佛的人卻把這些通通丟掉，念《阿彌陀經》的時候不管經文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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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只是念頌，也不清楚《阿彌陀經》的內涵。雖然望文生義的層次不

高，但就怕連望文生義的程度都沒有。《楞伽經》說文字言說不究竟，

而且不能取義，但現在連那一層都達不到，所以更談不上了義的那一部

分，只能說越離越遠了。

以念佛來說，怎麼念可以提升念佛的境界？境界指的是念佛時心

的境界往上提升，慢慢融入到佛境，和佛菩薩有所交流而不是單方面的

憶想，這樣就很有意義。這個世紀要弘揚多元性的法門，比以前較有條

件，例如前一陣子讚念長老的演講有圖片、聲音的配合，談到觀想的地

方可以直接圖示。過去科技沒那麼發達，每個人觀想出來的法相可能都

會不一樣，因為沒有一個憑據。念佛時，氣息跟佛如果能夠相應的話，

例如十念法，很專注的念十口氣，身心一定會達到一定的變化，但是現

在一般比較少這樣做。我們有時會覺得自己念得不錯，常常是因為累，

累到沒有力量打妄想，而不是真的不打妄想。念頌阿彌陀佛，可以一口

氣念，結束的時候再回到心，不斷的這樣做，慢慢的，讓呼吸、佛號和

光互融互攝，把光放出去再收回來，只要念個幾分鐘便會發覺不一樣。

念佛的時候要觀想，觀想經過訓練會變成習慣，但光是習慣還不夠，因

為內涵太少。所以造作一定要強調內涵，只要有所做、緣起的，就一定

要強調因緣果，只要一動就要覺照因緣果，在勝義諦這些都不重要，所

以我越來越偏向入世。空其實沒有辦法談，因為空裡沒有是非。相同

的，從心生起的善念、惡念，對心來講沒有差別，但對念和事來講是很

嚴重的差別。

唱誦聲音的大小沒有差別，觀想時如果在比較亂的環境，可以把世

界縮小在自己的身體，不必要往外放，因為若是往外放，覺照一樣要延

展，在吵亂的地方很難不被干擾，不如靜靜地自成境界。不是因為境界

小，而是隨順當下的條件，只需要就從這個地方覺察全身，念阿彌陀佛

的時候就放光，回的時候就收光。

一聲佛號一聲心．說說唱唱話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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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持咒念佛你比較喜歡搭配旋律還是清唱？

答：一個單調的聲音幾乎是沒有聲音的，有強有弱會慢慢轉出旋律，

像藏傳佛教的佛曲唱頌，會使用同樣簡單的旋律，搭配不一樣的咒語，

喜歡金剛薩埵的短咒就念金剛薩埵，偏愛文殊咒「嗡阿惹巴紮那諦」就

念文殊咒，曲調雖然起起伏伏，但很容易帶我們進入心靈世界的祥和。

像小時候，歌曲只要聽過，幾乎就能哼上幾句，但是一篇文章念過去，

卻不見得能夠記得，所以說旋律更能打動心靈，更容易使我們與佛法相

應，幫助唱頌者很快將經文牢記；這好比唱歌，旋律記住了歌詞自然就

能跟著吟唱出來。我發現很多人不容易接受佛法，一方面也是因為梵唄

太繁瑣，一個讚短短的幾句要唱十幾分鐘，讓他們覺得沒有耐心，會認

為雖然曲調原本是種方便，但現在卻變成束縛；非這樣做不可的時候，

心反而會被綁住。像很多靜修道場有自己的念唱習慣，不見得被每個人

接受，這裡面沒有對錯，因為有時候是時空背景的問題。很煩亂的時

候，最好先暖身唱一下，把氣導順，畢竟心亂時想念經，容易念一半就

念不下去。

其實梵唄大部分都在前行的時候才有，誦經時就沒有要配合曲調吟

唱的問題，所以可以說複雜也是一種方法，能收攝我們的心，但不是唯

一的辦法。話說回來，如果很專心的唱頌十分鐘，不正是賺了十分鐘的

靜定，何必要求快呢？快沒有意義，要是將《心經》從頭唱到尾念過十

遍，還不如專心的持咒三次，所以快慢不是問題，而是心能不能融入。

正確的態度應該是不要用分別心，談怎樣才是對，什麼曲調才是好，真

正該不斷強調的，是要讓自己做什麼都能融入。同一首梵唄，唱得好不

好其實一聽就很明顯，有人可以唱「爐香讚」唱得痛哭流涕，彌陀讚一

唱就進入境界，唱起來全身呼應很容易感動，反而在讀念彌陀讚時覺得

不夠相應。梵唄曲調不是後來才發展的，四種吠陀裡面都是用唱的，其

他宗教只要是關於讚偈的部分，也幾乎都是用唱的，因為用吟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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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美，比較容易使人感動，與自己的信仰相

應，用讀念的會落入到文字的字義裡中，這是

有差別的。像余光中的詩若是由他本人朗讀，

也許語氣平平淡淡，但我相信聽眾是會被感動

的，因為重點不是在於形式，而是進不進得了

那個境界。

其實最高、最究竟的是無聲之聲，但這

樣的狀況並非常態，所以就要用平常狀況來訓

練自己，依實修也能夠證空。一個很懂得開示

的引導者，也能把聽眾帶入空境，讓心安住下

來，連修都不用修，因為其實是心在修，而他

讓你的心安住下來了。所以《瑜伽師地論》才

會強調，如果真能把《瑜伽師地論》弄懂也可以證悟。利用唱誦梵唄、

研讀經論降伏習氣，目的是要把我們的心帶進實相；就像拜懺，也是為

了化解心的障礙，只要完全如理，障礙慢慢就能去掉，所以修行的方式

並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問：東西方人學佛有哪些不同的障礙？

答：西方人學佛障礙不大，那些西方人都有很強烈的動機才學佛，有強

烈動機的人障礙本來就不多，反而看起來沒障礙的我們，事實上說不定

有很大的障礙，因為在台灣佛法雖然很興盛，卻反而可能沒有西方人那

麼簡單、單純。

有一次在尼伯爾，看見一件很令我感動的事，當時有一個西方人在

書局想要購買藏文經典，我原以為他們會用英文比手畫腳，沒想到那西

方人竟然直接用流利的藏文溝通！這些想學佛的西方佛教徒都是來真

的！至於在台灣的我們雖然有一些佛學底子，但常用取捨心學習，就

一聲佛號一聲心．說說唱唱話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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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把很多好的東西過濾掉。習慣用分別取捨心來學習佛法，會出現很

大的問題，因為學佛就是要求真、證實相，西方人學東西會把自己看

得很幼稚，全部吸收，我們東方人則是比較理性，但會分別誰講得比

較好。密教和顯教有一個很大的差別，密教的侍者站在上師旁邊會發

抖的，但能夠受益，我們雖然很自在，不會發抖，卻容易隔一層，認

為自己已經都會了。

問：聽說您高中時曾參加學校合唱團，自己私下也喜歡自彈自唱，當

時的一些西洋流行歌曲，還有電影主題曲，幾乎都唱過，也會即

興創作一些詞曲。請問您是否曾經想過成為一位專輯的流行音樂

的詞曲創作者，或是流行歌手？

答：高中時我曾創作過流行樂曲，但到大學時就放棄了，有經驗過就

夠了。我也發現，最能感動人的音樂是越簡單越好，如果清唱就能感動

人，就不需要吉他的陪襯；如果只是一把吉他伴唱就能感動人，就不需

要再加上其他樂器合奏，因為單一樂器比較容易專注，更能直接表達心

裡的感情。我灌錄唱片都習慣自己和聲，要疊三度、五度的合弦可以隨

自己的心意，若是請旁人合音，可能會疊出不喜歡或不太對的結果。雖

然說為自己和聲比較理想，但能找到境界相應、相通的行家一起唱不同

的聲部當然更棒。如果大家的素養、境界都差不多，還是會比一個人唱

要強得多，感動也會更全面。

問：網路的普及與mp3的下載風氣，在台灣造成流行音樂盜版猖獗，

與唱片業的不景氣，這會不會直接影響到台灣佛教音樂的發展生

存？您是否有因應的辦法？

答：找不到因應方法，因為網路太普及，購買CD的人越來越少。像我

們這邊的專輯一出，鋪貨都還沒有完整，大陸那邊就已經可以下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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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網站甚至將版面設計得很吸引人，免費分享給網友。所以現在有些藝

人就改以開演唱會的方式另謀生路，但這也不是長久之計，因為開銷很

大，遇到票房不夠好就會賠錢。

從另外的角度來說，銷路不好必然會出現劣幣逐良幣的現象，導致

在市場上找不到專業的音樂製作，檯面上看得到的只剩一般的業餘玩

家。一般人做不是不好，而是擔心內涵不足，像以前老一輩的音樂愛

好者，物質生活不富裕，沒辦法購買高級的音響，但是聆賞音樂時都

很專注。現在人生活寬裕了，常常一邊開著電腦、玩著手機，一邊聽

歌，這種情況底下，音樂已經失去它的純粹性與美的說服力，這是網

路普及、科技進步卻美中不足的遺憾。為什麼說聽音樂時需要專注，

或是透過靜坐讓自己安定下來，因為平常已經習慣散亂的我們，沒辦

法察覺自己的散亂，唯有在靜定的時候，才會發現原來自己有這麼多

妄想。聽音樂的道理也相同，如果想要被音樂感動，還是要有一定程

度的寧靜。

問：佛法在台灣非常興盛，每年都有許多藏傳的上師前來弘法。接觸顯

密佛法多年的您，可否分享怎麼樣正確選擇自己的上師與法門？

答：選擇根本上師的這個問題，並不是最先急著要解決的，反而需要慢

慢尋找，像交朋友一樣多接觸一些人，不要單鎖定某一個，非得跟著

其中一個不可。根本上師是經過觀察之後才產生的，不是為自己灌頂

過就算根本上師，而是從有緣、灌過頂、具足德行的幾個上師裡面選

一個。現在很多人以為學密就是只能跟著一個上師，不能再接觸其他

人，這觀念是需要修正的。要尋找根本上師，首先就是分析對方開示

的內容、傳法的方式、傳承的法門能不能接受適應，真正的高人、明

師往往都不在檯面上的，所謂的大祖古、大活佛也不見得適合每一個

人，因為他們可能抽不出時間關心自己的弟子。沒什麼名氣的上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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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可能就是精勤於實修的人，如果能夠做為他們的入室弟子，對自

己的修行是比較有助益的。

有人會問，怎麼能夠找到一個實修的上師？其實真的想修行的人，

善知識自然而然就會在他的身邊出現。如果不是真心想修行，即使身邊

有很多善知識，也成為不了自己的善知識。所以上師不用刻意去找，修

到一個程度，善知識自然會出現，他會來找你，因為佛菩薩都想找好的

修行人。雖然不用著急，但需要發願，比如念佛祈求，念的時候念到相

應放光，佛菩薩就會尋光而至。至於在找到上師之前，怎麼判斷自己有

沒有走錯路，修行修得好不好的問題，其實自己都可以覺察得到，不用

別人來印證，只管老老實實的修。如同有人念佛已經念得很好，有一天

出現一位南傳的師父，傳授一個法門，讓念佛的功夫又更上一層，這應

該就不需要有走錯路的擔憂。但現在大部分人的問題，是自己修行到什

麼程度，獲得多少法益不清楚，別的法門出現就被牽走，分不清哪條路

比較適合自己，最後產生矛盾，無法融會貫通。究竟什麼法門才是根本

呢？說穿了只有自己才是根本，根本來自於你的起心動念，因為修行的

目的是要增上自我，而不是去增上法門，譬如說念佛本身沒有意義，但

佛像成為奕睆居士家中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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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從念佛當中體驗到智慧、慈悲，與佛菩薩相應才有意義。所以只要

好好修，肯定緣起，相信有種好因才能結好的緣，慢慢的好緣會具足，

好果也會現前。最重要的，不要分宗分派，認為南傳佛教不究竟，或是

誤解藏傳佛教放任男女關係，這些都是偏見，會障礙自己的修行。

問：您在「佛經唱誦」系列，曾經錄製過《佛說眼明經》的專輯，之

所以會想錄製這專輯的原因，與您在高中時得過眼疾有相關嗎？

答：的確有關係。那時剛好有善知識帶著《佛說眼明經》來找我，說

自己很喜歡這部經典，希望我能製作成專輯，於是催生出這張CD。也有

人好奇，懷疑念誦這部經對自己真的有好處嗎？我不敢斷言，但咒語本

身的確有不可思議的加持力，因為咒語相應的每一個本尊，各自功德的

強化點不一樣，像觀世音菩薩的心咒「嗡嘛尼貝美吽」，與文殊菩薩心

咒「阿惹巴紮那諦」，祈求的加持就完全不同。此外，持咒的音準很重

要，若是發音不正確，會變成只是一種形式。佛菩薩的名號是他們功德

的顯現，如同我們取名的用意是一樣的，咒語就是把佛菩薩的功德透過

音聲來顯現，在念誦時和佛菩薩的功德相應，這就是從聲入。也有從相

好入，觀他的相好；也有從思維念經，從義下手，彼此都有關係。持咒

時發音準確，慢慢就能對到佛菩薩的頻率，和他們相應。

問：能否請您給慧炬雜誌的學佛讀者一句勉勵的話？

答：記得大學時代，學校能夠成立佛學社團，就是周宣德老居士協助輔

導的。慧炬這兩個字就很有意思，阿底峽尊者撰寫的《菩提道燈論》，

所謂道燈就是慧炬。我希望慧炬這盞覺悟的燈能夠永遠點燃，慢慢接引

一些年輕人，構思一些吸引年輕人學佛的方法，把周老居士當年對我們

這一輩的照顧，繼續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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