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剛經的研究》讀書心得
─成長轉化與昇華佛因緣
九十七年度大學院校佛學論文徵文─慈航法師獎學金

一、前　言

每當有人問我：「你的日常定

課是什麼？」我自然的會回答：「受

持《金剛經》」。總認為「受持」代

表有讀就算數。後來，看到《金剛經

之研究》這本書對於「受持」的詮釋

是：明白道理之後，有了信心、誠心

接受、憶念不忘，並能落實在日常生

活中。這樣的說法，引發我繼續往下

探索的興趣。

此書的特點是將《金剛經》的

高深哲理，訴諸於淺顯易懂的文字，

引導讀者親自驗證世尊的教法。此書

的內容，貼切的落實在每個人實際面

臨的問題來談修行，針對我們的身心

作討論，以我們的身心為壇城，可感

受到人間佛教的真實性。咀嚼此書的

當下，其內容時時激盪著我的思緒，

引導我如何如實面對身心狀況，學著

一點一滴淨化自己的身心，這對於我

的處事態度、心念的轉化、煩惱的降

伏，有莫大的助益。

本文的撰寫，是研讀《金剛經之

研究》這本書的心得，內容包括如何

從著相昇華為無相；昇華的方法必須

依照修道次第循序漸進，不可躐等；

最後闡述，以「只問耕耘，不問收

穫」的態度面對修學歷程，則無相的

境界是水到渠成之事。

 釋顯宗
香光尼眾佛學院

四年級

編按：民國四十七年，慧炬創辦人周宣德老師發心刊印《佛說八大人覺經》，普贈
大專青年，徵求心得報告，其後並集結付梓、資印千冊，彙編為《大專學生佛學論
文集》。在大環境更迭的五十年後，慧炬仍持續沿溯大學院校佛學論文徵文的歷史淵
源，只為能鼓勵青年學子勇於伸展初萌的學佛芽種，涵泳佛法的深妙大海，提昇生命
意義，讓佛法得以成為年輕生命的指引磁針，在每一次困挫磨練的纏縛中破繭重生。
初啼之聲或許生澀，但學佛的青年總是別具慧眼，且讓我們獻上最誠摯的祝福與欣
慰，並說聲「加油！佛陀的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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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著相昇華為無相

（一）辨別「無相」與「惡取空」

菩薩度一切眾生的廣大行，必

須建立在空性的思想前提之下，才

能持久不退。因此，《金剛經》強

調「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

施。」菩薩行無相布施，才堪稱布施

波羅蜜。菩薩行布施時，心境有如

「空花哪得兼求果」或「陽焰如何更

覓魚」般的不執著，能深觀因緣，透

視世間萬物皆如海市蜃樓般不真實。

有人將「無相」誤解為沒有行

為，常將「無相」與「惡取空」混

為一談。兩者有何差別？「無相」

意指心不執取，並非沒有呈顯於外

的行為。「惡取空」卻否定真俗二

諦，認為一切都空無所有。由此可

知，兩者的意涵截然不同。

（二）寧可著「有」，不可著「空」

寧可著有不可著空的「空」，

是指「惡取空」。執「惡取空」的

人，認為行善、做惡不會招受任何

善惡果報。既然撥無因果，就會縱

容自己的不善習氣與欲望，為非作

歹，作惡多端。這不僅危害世間，

造成社會的動盪不安，而且違背佛

法教義，來生必墮惡趣。

執「有」的人，有因果之念、

善惡之分，會安守本分、止惡行善。

雖然不究竟，至少能令社會安寧，未

來得生善趣。因此，世尊告誡「寧

起有見如須彌山，不起空見如芥子

許。」寧可把「有」抓得非常緊，也

不可有絲毫「惡取空」的觀念。可

見，世尊相當重視世俗諦。然而，許

多經典一再強調世間相如夢幻泡影般

的不真實，不可執著，卻又說寧可執

有，這豈不自相矛盾？

其實，世尊的教法有種種差

別，乍看之下，似乎互相矛盾，實

則不相違背。為了隨順世間法，為

了應眾生根機，世尊的教說雖有四

悉檀之別，實則皆為令入第一義而

說。可見，執「有」之說是方便

法，是邁向「無相」的階梯。修道

有次第，須慢慢累積，無法一蹴可

幾，正所謂「登高必自卑，行遠必

自邇。」由此可知，世俗的安頓是

邁向勝義諦的資糧，唯有將世間相

的「有」安頓妥當，才能再往上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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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勝義諦的「空」。但是，停滯在

「有」的層次，會障修道。

（三）執有障修道

世尊教導的布施、持戒、禪

定等種種修法都是「有」，這些都

是善法，都是累積福德的資糧，怎

會障修道？對世俗諦而言，鋪橋、

造路是善事；誦經、拜佛是穩定身

心的方法，因此，執「有」並非不

好。但是，站在趨向勝義諦的立場

而言，執「有」卻是障修道，必須

捨有入空。

捨有入空的「空」是指「空

性」，並不是什麼都沒有。「空

性」意指世間萬物都是因緣所生，

剎那生滅，不是永恆存在，故說幻

化不實，如《金剛經》云：「凡所

有相，皆是虛妄。」修道過程中，

最初必須假借「有」作為階梯。爾

後，必須捨棄「有」，才能更上一

層樓。亦即以「有」作為基礎，成

就「空」之後，就必須放下這些外

相，才能開展清淨本然的自性，邁

向聖道之流。假使停留在「有」的

層次，將成為趨向涅槃的障礙。猶

如欲從此岸到彼岸，船抵達彼岸

時，就得離船上岸，否則，船將成

為上岸的障礙。

在不同體系的南傳經典《清淨

道論》也有相同的教說。修學七清淨

趣向涅槃的過程中，當修到「道非道

智見清淨」的階段時，會有光明、輕

安等功德出現。這些現象的生起，是

一種鼓勵，代表修習止觀有進步，是

值得可喜的事情。不過，禪修者必須

清楚的知道，這只是過程，並不是目

標。如果執著輕安等現象帶來的舒適

感，止觀便無法再繼續進展，甚至誤

入歧途。因此，世尊一再叮嚀：「凡

所有相，皆是虛妄。」告誡弟子們不

可著相。

許多經典一再闡述，有為法

如夢、如幻、如響、如焰，不可執

著。然而，不著相是聖者的境界，執

「有」卻是我們累生的習氣。這習氣

並非看些經典、讀些教理就能扭轉，

必須先從著相開始練習。著相雖然不

究竟，但只要心念能夠昇華，達到沒

有相對的觀念，沒有人我之分，沒有

好壞之別，即能成就不著相的境界。

如何昇華？世尊教導修道次第，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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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正法，後說正法要。亦即：布施→

持戒→禪定→四聖諦。

三、修道有次第

（一）布施

世尊何以教導先行布施？食物

是人類生存的基本需求，所以，佛

陀並不反對正當的追求物質生活。

俗話說：「飢寒起盜心。」當一個

人缺乏生存的資具時，向他宣說道

德的觀念或持戒的功德，甚至出家

修行的殊勝，這是不應機的。一般

人都希望此生富貴，假使窮困到無

以維生的地步，何來的道德？

我們無時無刻不為自己著想，

尤其面對生死之際，更是表露無

遺。有位朋友描述他在戰亂時逃難

的情形：待在船上的一群人不得上

岸，在面對人類生存的最底線─

食物，此時也顧不了最親的人。在

無法取得食物的情形之下，為了避

免大家都死於飢餓，大夥兒決定：

「當大家需要食物充飢時，就以猜

拳的方式，決定由誰犧牲。」有一

次，猜拳點到某君，他遲疑了一

下，便指向坐在一旁打瞌睡的妻

子，其他人點頭同意。就這樣，他

的妻子成為犧牲品……。

面對生死關頭，為了生存，即

使是醒著的時刻，也顧不得倫理道

德，而是以保護自己為優先考量。

因此，世尊先教導行布施，讚歎布

施能於來世遠離貧窮、得大財富、

衣食豐厚無短缺等功德。令居士生

好樂心，樂於行布施。

（二）持戒

基本需求滿足了，才有餘力顧

及道德層面，古人說：「倉廩足而

後知禮義。」資生具充裕之後，與

生俱來的慾望並沒有得到滿足，此

時須藉助道德規範來克制不當的慾

望，因此，世尊接著宣說持戒的功

德。另一方面，布施雖是善行，卻

不是殊勝的德行。若能藉由持戒克

制私欲，不受誘惑，不僅能達到自

心的清淨，令眾生免於恐懼，而且

來生當投生天界。

（三）禪定

布施能遠離貧窮，持戒、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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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善業，則是一切善行的根本，是

生天的基本資糧。成就人天功德之

後，世尊接著教導禪定的修法。修

禪定能令身心逐漸寧靜，五根漸趨

平衡。若能體悟世間的遷變無常及

苦、空、無我等法則，出離心自然

生起，也就不再愛戀世間的一切，

乃至五蘊組成的自我。

此時再教以四聖諦等法門，緣

念的將是出世間法，不再眷戀自我

與財富。行布施，不再以遠離貧窮

為目的，而是為了利益眾生；持戒

修善，不再是為了求人天福報，只

因悲愍有情。

所謂「先以欲鉤牽，後令入佛

智。」凡夫眾生行布施、修十善的最

初動機大抵基於自我愛。儘管為了自

我而行利他之事，若能依循世尊教導

的法門次第修煉，自我愛將日漸淡

化。只要清楚自己目前所處的階段，

了知修行的次第及目標，那麼，修煉

歷程的動機，將從自我愛提昇為出離

心，進而轉為菩提心。可知，修道過

程必須以「有」為基礎，依照次第循

序漸進，進而捨有入空，才能從世俗

諦邁向勝義諦。

話說回來，我們的起心動念總

是離不開有無、好壞等相對觀念。

凡夫眾生應以何種態度看待自己的

修學歷程，才能達到無相布施的境

界？

四、水到渠成

世尊以農夫下田耕種的譬喻，

說明修行過程中，只要善加耕耘，

不問何時收穫，則「無相」的境界

是水到渠成之事。

（一）隨其時節

農夫種田，播下種子之後，不

求種子今天成長、成熟；也不求明

天、後天就會開花、結果。農夫只是

播下種子，適時灌溉、除草、施肥，

讓種子自然地萌芽、生長、開花、結

果。他只是適時給予照顧，等待時節

因緣。佛弟子的修學歷程也是如此，

踏穩每個腳步，時時觀照每個當下的

心念，隨時善學。直至累積足夠的資

糧時，隨其時節因緣，依因果規則，

自然有好的收穫。

修行過程有如飛機的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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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起飛之前，須先在跑道上滑行

一段距離。在此階段，飛機一直緊

貼著跑道滑行，並沒有離開地面，

似乎見不到任何的進展。但是，當

滑行足夠的距離，累積足夠動力的

那一剎那，就能自自然然地離開地

面，平穩地航向天空。因此，修道

路上的一切善舉，都是修道的資

糧。凡所作為，都功不唐捐。

假使無法安忍於蝸牛行步般

的進步緩慢，不肯按部就班地老實

用功，只是一心期望某種特殊境相

盡快現前，這種「急功近利」的心

態，很容易走岔路。佛門中，出佛

身血的提婆達多就是一個例子。

（二）急功近利的過患

在佛教徒的眼中，提婆達多是

一位造作五逆罪的惡人。其實，他

最初確實善心跟隨佛陀出家修行，

只因羨慕神通力而一步走岔，導致

造諸惡行，終陷地獄。

1、善心修行

提婆達多（又名調達）出身

於釋迦王族，有顏貌端正的儀表。

他初出家的十二年中，對佛法信敬

清淨，善心修行，精勤不懈，僧格

挺好的。因此，尊者舍利弗曾稱讚

提婆達多具三十相，習六萬法，然

而，這樣優秀的一位僧人，何以做

出種種惡行？

2、貪念修神通

某日，調達見諸比丘有大神

通，來去自如，心生羨慕，也就不

再安於現狀，轉生得神通的貪念，

便向佛陀及舍利弗、目連……等阿

羅漢請教修神通的方法。大家都知

道調達的動機不純正，因此，沒有

人願意傳授，只勸他觀無常、苦、

空、無我。調達得到這樣的回應，

並不歡喜。最後，阿難為調達說神

通道。

調達受了神通法之後，於山

林、曠野中勤修習，終得世俗四

禪，起神通力。之後，調達即以神

通力誘惑阿闍世王，令阿闍世王生

惡邪見，對他生愛敬心，藉以取得

豐厚的供養。

3、因地不真，果招迂曲

從三學的熏修來說，提婆達多

是位非常難得的修行者，他的戒律

精嚴，廣博聞持一切教法，令人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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歎。特別是初夜後夜，精勤不懈地

專修禪定的精神，更是值得學習。

提婆達多雖加功用行，勤於修

習禪定。出發點卻不純淨，懷有競

勝與誇揚己善的動機。他雖重視外

在物欲的克制，卻不重視內心智證

的淨化。由於無法位登不退，轉而

羨慕神通力，以一念之差，從最初

的善心修行，因貪念轉生不善心、

造諸多不善行，以致生身陷地獄，

相當可惜。

（三）修學省思

提婆達多這些心念的轉折，

可作為我等修行之借鏡，否則一失

足成千古恨！可惜了這六根具足、

聽聞正法的福報。修行路滑，處處

是危機，如何在打滑時，能踏穩腳

步，安然地往菩提道前進？首先，

建立正知見；其次，不可急功近

利。具足正知見，且安忍於現狀，

只要持續地加功用行，入聖者之流

是水到渠成之事。

「安忍」，令我憶起禪修的情

形。學院每年都會安排精進禪七的課

程，一路走來，發覺自己的禪修過程

有三個截然不同的階段。起初覺得觀

息是件乏味之事，妄念比較有趣，因

此對妄念追逐不已，以它為樂。後來

感受到追逐妄念是很累的一件事，因

此轉為厭離妄念的心，又因為耐不

住，所以禪修變成煎熬、難耐、被煩

惱吞噬的苦差事。

藉由禪七指導者的開示，我猛

然醒來，修道路上，勿以覺受論功

夫。有時似乎原地踏步，令人喪氣；

有時出現障礙，令人難耐。處在這停

滯不前的階段，確實不舒服，但只要

還在正道上，從正知見中，去覺照、

接納、安忍。捱過了，將是「柳暗花

明又一村」。自己便試著放下期待的

心，心情逐漸放鬆，內心也變得柔

軟。待安下心來，以放鬆的身心專注

地觀息時，反而嘗到了禪修帶來的輕

安、愉悅的滋味。

五、結　語

研讀此書之後，發覺世尊教導

的修行方法絕非談玄說妙，而是與

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是我們

在現實生活中就能親自感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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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用心體會並落實，將會發現，

縱使只有一句一偈，對於修道都有

助益與啟發。

世界各個宗教無不勸人行善，

然而佛法有其殊勝之處。佛法不僅

勸人行善，建立因果觀念的不壞世

間法之後，更以此為基礎，於行善

時，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從心念的

執取與分別昇華為沒有人我之分、

好壞之別的不著相境界。我們最大

的苦惱，莫過於人我之分、好壞之

別，而這樣的習氣又非三兩天就能

扭轉。因此，必須先了解自己的身

心狀況，學著一點一滴的淨化身

心，再加上恆常心、持續不斷，便

能得到法義的功德。此時，將會發

現：原來，最大的希求是無所求。

最後，借用此書的一段文字：

「因為無實，所以不要執著它而生

起妄想；因為無虛，所以因果不

昧，千萬不要忽略。因為無實，所

以要將世間一切看淡，不要被它所

轉；因為無虛，所以如是因如是

果，絲毫不爽。」祈願有更多的人

能同霑法義，受法水滋潤，更加向

上、向善，達到無所求的境地。

人有沒有輪迴轉世？
─徵文啟事

人有沒有靈魂？輪迴轉世存不存在？前世今生是一個具體的靈

魂？還是綿延不斷的因果關係？歡迎您從佛法的角度、科學的

態度，或是不同宗教的思維，對無所不在、深奧複雜的因果法

則作深入淺出的精闢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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