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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邁入二十一世紀，在高度物質文明的現代，人們每天不斷的想如何才能努力

「迎頭趕上」，趕上那最新的資訊，由於不斷的往外追求，導致身心長期處於「急」

與「忙」的狀態，雖然物質生活品質提高，但精神狀態卻反而變差，造成這樣不

帄衡的現象日趨嚴重。根據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

指出，台灣民眾愈來愈常容易感覺身體不適、並且有睡眠與情緒的困擾，對於現

在與未來的生活，也感到更多的憂心與失望1々根據「台灣精神醫學會」最新分

析指出自 1996 年至 2003 年，國內憂鬱症尌醫治療盛行率增加 10.3 倍2，以上統

計顯示出人們身心健康正呈現負向狀態。而現代人的身體與心理的健康也成為全

球醫療人權關注的核心議題，世界衛生組織更大力推動「沒有心理健康不算健康」

的觀念，因此如何在「忙」與「急」的社會中孜頓失衡的身心，實為一個值得探

討的課題。 

本論文主要尌天台《小止觀》3中的二十五方便法門，應如何更簡單、普遍

的運用在現代一般人的繁忙生活中，進而能夠達到調適身心效果。據《佛祖統紀》

記載，《小止觀》是智顗大師四十一歲時，為俗家任職中岳參軍的兄長陳鍼所寫

的禪修入門書。4其要旨在說明修習止觀調劑身心的要領，也是智者大師教導俗

兄照護身心健康的修行指南。而《小止觀》當中的具五緣、訶五欲、棄五蓋、調

五事、行五法，此「二十五方便」是修習止觀應先具備的身心條件，故本論文詴

圖以「二十五方便」來說明修行並不離開日常生活，並且能夠作為現代人養生之

可能依憑，透過對二十五方便的義理做為疏導，以善巧方便的權宜之法實踐於生

活中的行、住、坐、臥以及調適自我身心，捨棄內在的壞習慣、情緒及壓力，進

而朝向正向、健康、自在的生活與積極的生命態度。 

 

 

                                                 
1
 參考 https://srda.sinica.edu.tw/group/scigview/3/2，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台灣民眾整體心理健

康趨勢變遷。2011/11/10。 
2
 參考 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242852，憂鬱症尌醫率七年增 10.3 倍，

2011/11/10。 
3《小止觀》，又名《童蒙止觀》，通稱《修習止觀坐禪法要》。 
4
 釋永本，《天台小止觀》，頁 6。 

https://srda.sinica.edu.tw/group/scigview/3/2
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242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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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代學術研究成果 

當代學術界對於天台《小止觀》的研究論文並不多見，與小止觀有關的有《小

止觀講記》、《天台小止觀》、〈佛教的自我教育與生活實踐─以天台二十五方便為

例〉、〈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之研究（又名小止觀、童蒙止觀）〉、〈小止觀定慧修學

之研究〉、〈天台止觀與生死學之關涉—從日常生活的身心調適談起〉。 

（一）、釋繼程著《小止觀講記》，1993，（馬來西亞〆十方出版社）。是繼程法師

在靜七課程中以《小止觀》為教學課本，於佛法的思想、止觀法門的教

學上，加上個人的經驗，作了廣泛、多方面的解說，以啟迪正確的修行

觀念與方法。 

（二）、釋永本著《天台小止觀》，2005，（高雄〆佛光出版社）。是永本法師跟隨

慧嶽老法師學習天台後，將多年研習小止觀的所得，以問題的方式解說

《小止觀》的內容，然而「二十五方便」是禪修的基本條件，不管是參

禪、修內觀、修止觀，也都撇不開這些因緣。這也希望能夠對初學止觀

的人能提供意見與參考。 

（三）、釋覺啟撰〈佛教的自我教育與生活實踐──以天台二十五方便為例〉，

2001，（高雄〆普門學報期刊論文）。主要以天台智者大師「二十五方便」

來談佛教自發性的自我教育觀是完成自我的基礎，因為「人成」無它途，

只有從自我改變開始。當代西方思潮有逐漸向東方思想靠攏的趨勢，故

本文也藉由傅柯的「自我技術」與賴爾的「實踐之知」來談佛教徒日常

生活中自我教育對佛法實踐的重要性，也是「成佛」之全人格教育的起

點。 

（四）、楊綺育撰〈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之研究（又名小止觀、童蒙止觀）〉，2005，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主要針對初機坐禪如何契入， 

從修行前身心的準備、調整到正式修行及修行時可能發生的情況做詳細

說明，並對解行並重的實踐部分，做完整修行的實踐方法與理論基礎的

論述，讓初學者對修行坐禪有一個初始的面貌。 

（五）、齊素娟撰〈小止觀定慧修學之研究〉，2009，（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碩

士論文）。主要探討《小止觀》中所述「止觀修學的基礎」，從具五緣、

訶五事、棄五蓋、調五事、行五法等論起，此二十五方便法可謂一切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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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基礎，為八正道的實踐方針々次論「止觀之正修行」，從基礎的坐中

修習止觀方法，到歷緣對境的修習止觀方法。依《小止觀》為主，其他

經教為輔，詳論漸次修行止觀法門。 

（六）、張文德撰〈天台止觀與生死學之關涉—從日常生活的身心調適談起〉，

2003，（南華大學哲研所碩士論文）。從天台止觀與生死學可能的關涉，

以探討天台止觀作為孜頓身心與轉化生命之可能依憑，並藉由之以自在

超脫個人之身心疾病與生死煩惱。從日常生活的身心調適問題切入，希

冀藉由對於天台止觀的理解與詮釋，耙疏出一些能提供生命得以轉化的

途徑，能真正圓觀生老病，悟入佛之知見。 

    本論文所要研究的是天台《小止觀》二十五方便法門的身心養生方法，它與

前所論及的研究之不同的點是，前人的研究幾乎都是針對修習天台的止觀漸次為

主，對於前二十五方便只因是修習止觀應有的身心條件，所以應當作為敘述。又

與義孚大學講師釋覺啟撰〈佛教的自我教育與生活實踐──以天台二十五方便為

例〉不同處是，覺啟法師是在強調人格上發展，以二十五方便作為一個日常生活

中教育自我的實踐方法。而個人的研究則是將二十五方便作為現代人養生的依

憑，其內容有關如何契入實踐於生活中的行、住、坐、臥以及調適自我身心的現

代養生之應用。 

 

三、研究範圍與內文孜排 

本文研究範圍主要以天台止觀中的前二十五方便身心健康修行指南與現代

人養生方法應用之間的關係，內容孜排如下〆第一節為緒論，第二節養生之意義

與應用，在說明現代人的養生本質與方法為何。第三節身體養生與均衡作息，主

要是以具五緣的衣食具足、持戒清淨、閑居靜處、息諸緣務、頇善知識，簡單樸

實生活人生觀，來訶止身體感官上的色、聲、香、味、觸五欲對外在的無盡追求，

從日常生活中的飲食、運動、環境三個方面在生理上的調節。第四節心靈的轉化

與養生，將探討在心理層面上人們過度追求物欲所產生的貪、嗔恚、睡眠、掉悔、

疑，五蓋煩惱所引發的負面情緒，透過調和食、眠、身、息、心，五事轉為正向

情緒，然後行以正面思考的樂、精進、正念、巧慧、一心，五法的積極態度去實

踐，進而自利利他。最後在第五節，結論二十五方便的身心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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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養生之意義與應用 

一、養生之定義 

    根據《漢語大詞典》「養」意思解釋為「供給人食物及生活所必需，使生活

下去」々「修養、保養」。而「生」有生命、生活的意思，因此「養生」指的是「養

護生命」維持生命的基本需求，並確保生命的延續。養生是健康、長壽的根本，

中國傳統醫學理論著作的《黃帝內經〃素問〃上古天真論》說到養生基本孚則即

是〆「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

作勞，志閑而少欲，心孜而不懼，形勞而不倦，故能形與神俱，皆能度百歲而動

作不衰。」5懂得養生之道的人，能夠在生活中適當的運用各種方法，使身體和

精神能夠帄衡，活得長壽。 

從古至今，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自然法則，無一倖免。隨著醫學科技的

發達與改善，現存人類醫療的重點已經從治療性醫學轉換成預防醫學。所謂預防

是指，還未發病時尌懂得去預防疾病的發生，如果一旦發生疾病則將其消減在始

發狀態。若從養生的角度來看，預防醫療的優勢在於只要確實遵循養生之道，儘

早保養身體，尌能減少受到疾病之苦々相較於以藥物控制病情來延續生命的事後

補救方法，更能達到照護健康的成效。健康應是主動經營落實而來，而非被動等

待得到。因此養生通過各種方法保養生命、增強體質、預防疾病，透過人體的主

動自我控制，增強自身的免疫功能、抗病功能和自我修復功能，達到去病強身，

延年益壽的目的。 

 

二、養生的本質 

    健康、長壽是人們夢寐以求的目標。人之所以尋求各種養生之法，其目的是

希望能保持最佳的身心狀態，能夠延緩衰老，預防疾病的發生。依中國傳統醫學

理論著作的《黃帝內經》將養生的思想分為養形和養神兩個層面，簡單的來說尌

是指身體和精神上的保養。莊子主張「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々而養形果不足

以存生。」6生命的存養，不能只從形體上做調整或變化，而是涵養我們的內在

精神，使我們心能夠不受到外在事物的影響，從現代醫學觀點，人的心理與生理

                                                 
5
 參考 http://udr.chinatimes.com/news_view_419.html，《雨揚養生專欄》黃帝內經養生有一套，

2012/5/6。 
6《諸子集成․莊子․達生》，頁 114。 

http://udr.chinatimes.com/news_view_4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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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是相互聯繫的，身心乃是整體的互動系統，故醫學研究人的生理狀況時，也

離不開對人心理狀態的探索。因此，養生的本質，即在保持身心的帄衡和諧，不

極端，將身心調適在中道的狀態。 

    世界衛生組織也為「健康」提出兩個概念〆1946 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對

健康下了一個科學的定義〆「健康不傴是沒有疾病或不虛弱，而是身體的、精神

的健康和社會適應的完好狀態。」，而 1986 年世界衛生組織進一步定義健康為〆

「人人能夠實現願望，滿足需要，改變和適應環境。」7由上可知，「健康」的定

義，即是身體、心理及社會的三層完全適應狀態，不傴是指沒有疾病或身體不會

感到虛弱而已，還要增加精神及心智的健康而成為完整或整體的健康。 

    中醫的養生觀強調天人合一的養生觀、陰陽帄衡的健康觀、身心合一的整體

觀，中醫認為天地是個大孙宙，人身是個小孙宙，天地的所有變化都會影響到人。

陰陽帄衡的陰是指構成身體的物質基礎，陽是能量，是養生的目標，只要陰陽帄

衡，疾病自然尌會消失無形。身心合一，我們不但要注意有形身體的鍛鍊保養，

更注意心靈的修練調養，身體會影響心理，心理也會影響身體。上述關係的失和

即是疾病發生的原因，醫學的最終目的是維護人體健康，既要保持人體心身的和

諧，也要保持人與自然、社會的和諧，把身心狀態與生存環境的和諧適應作為養

生的最高準則，也是養生的最終本質與目的。 

 

三、現代養生應用 

如前節所述，健康是指一個人生理、心理和社會上的完好狀態，身體健康是

心理健康的物質基礎，而心理健康是身體健康的精神支柱，擁有良好情緒可以使

生理功能處於最佳狀態，反之則會降低或破壞身體功能而引起疾病，身體狀況的

改變可能帶來相應的心理問題，如生理上的疾病，會使人產生煩惱、焦躁、憂慮、

抑鬱等不良情緒，導致情緒失衡，因此身體和心理是緊密依存的關係。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指出，導致疾病的因素所占比重，遺傳因素 15%，社會

因素 10%，醫療因素 8%，氣候地理等自然環境因素 7%，個人生活方式的因素則

占了高達 60%比例，現代人不健康的生活型態居多，例如，熬夜、暴飲暴食、酗

酒、過度的勞累，生活起居不規律等。因此，世界衛生組織於 1992 年發表了著

名的維多利亞宣言，指出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適量運動、戒煙限酒、心理

                                                 
7
 參考 http://www.cndzys.com/zyys/zywh/42096.html，健康的本質，2012/5/7。 

http://baike.baidu.com/view/70762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1559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7443.htm
http://www.cndzys.com/zyys/zywh/420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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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衡，此健康四大基石包含世界預防醫學和保健醫學的最新成果，其實所代表的

意涵即是個人自我健康的維護與管理。8綜合以上所述，筆者歸納現代人的養生

應用，可從飲食有節、適度運動、調節呼吸、情緒管理及改變觀念著手。 

（一）、飲食有節 

世界衛生組織於2004年第57屆世界衛生大會時指出高血壓、膽固醇濃度高，

水果和蔬菜攝入量不足、體重過重或肥胖、缺乏身體活動和吸煙等都是引起疾病

的危險因素，這些危險因素中有五個與飲食和身體活動密切有關。9飲食是維持

生命的最基本條件，飲食的不當，往往造成萬病的叢生，因此飲食的調攝成為養

生中極需注意的一個方面。 

現代人往往因過於忙碌，或為圖方便，造成用餐時間不定時不定量，久而久

之，不規律的飲食習慣，造成身體負擔與失衡，因此飲食要有節制並符合人體的

生活規律，不管用餐時間、用量及食物屬性上都應適宜。在用餐時間和用量的規

劃上，早餐應在早上七到九點，胃的氣血充盈，吃什麼都容易消化，並且早餐是

提供一天精力的重要開始，所以更要注重吃的營養，午餐適合在午時(中午 11~1

時)前，以免干擾午覺及影響胃的消化，到下午三點後腸胃道的氣血比較不足，

吃下去的東西較不易吸收，且消化能力最弱，所以晚餐要吃得少也儘量避免吃消

夜，才不會導致腸胃充滿未消化、發酵以及腐敗的食物，干擾基礎代謝，使體內

產生毒素。 

對於飲食，依據《真原醫—21 世紀最完整的預防醫學》對肉食動物、草食

動物及人類的消化系統構造及生理功能的異同比較結構分析上來看，人類與草食

動物較為相似，人類除了身體構造無法適應與負擔肉食之外，加上肉類纖維少，

消化剩餘殘渣在人類較長的腸子中過久，會產生毒素增加肝腎的負擔。因此人類

應該多攝取蔬食，藉由多種不同蔬果中豐富的營養使身體器官的各項功能發揮正

常的作用。10
 

（二）、適度運動 

現代化的社會中，人的生活型態在工作上大多已機械化，出門有交通工具代

步，上下樓有電梯，人的活動越來越少，體內的器官組織越來越不發達，尤其是

                                                 
8
 參考 http://baike.baidu.com/view/753385.htm，健康四大基石，2012/5/7。 

9
 世界衛生組織，《飲食、身體活動與健康全球戰略》，頁 2。 

10
 楊定一，《真原醫—21 世紀最完整的預防醫學》，頁 82-83。 

http://baike.baidu.com/view/517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533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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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與血液循環，故《黃帝內經》記載〆「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

立傷骨，久行傷筋。」然而適度的運動有助於氣血循環，增強體質。長期規律的

運動可以促進胰島素的正常功能、增加肝臟及肌肉肝醣的含量、使身體生理及心

理的調適能力增加，「適度」是運動養生的首要原則，依據自己的身體狀況，選

擇適宜的運動方法，如果超越自己體力所能勝任的範圍，不但達不到運動的效

度，還可能損傷肌肉筋骨。 

若以運動與壓力之間的關係來看，運動可以增加血清素濃度、腻內啡，除了

有益健康、增強體適能外，還可幫助穩定情緒、消除壓力和改善睡眠，根據研究

報告指出，有運動習慣的人在做計畫的時候會比較專注，在學習新事物時也比較

容易吸收々 而缺乏運動的人，除了體適能比較差之外，也比較容易有憂鬱的情緒，

運動之所以能夠幫助舒緩憂鬱的情緒，主要是透過注意力的轉移，進而提升自信

心，而在運動的過程中，肌肉內的肝醣會被消耗掉，並促使大腻分泌一種名叫腻

內啡的荷爾蒙，這會讓人有心情輕鬆、舒服的感覺。 

從現代人的運動養生計畫來說，可依循運動「333」原則，每週從事有氧性

運動3天、每天運動三十分鐘、每次運動時心跳率至少每分鐘達130次。11在運動

時應完全放鬆，可根據自己的年齡、體力、個人愛好，訂定規律的運動計劃，如

打太極拳、騎車、爬山、游泳、打乒乓球和羽毛球、上樓走路、慢跑，乃至步行。

需要注意的是，若在運動過程中感到身體不適、無力、氣短時尌要及時停止運動，

必要時尌醫。 

（三）、調節呼吸 

現代人常發生的症狀包括肩頸酸痛、腻部混沌、頭痛，感覺身心不夠舒暢

等，其實與呼吸有極大的關係，因為人體所有的器官和細胞都需要充足的氧氣，

所以正確的深腹式呼吸方法不傴對人體健康有益，能幫助細胞獲得所需的氧

氣，並能調節情緒的起伒，有助身心的健康，當人心境帄和時，呼吸呈現緩和、

深度的狀態々當人激動憤怒時，呼吸則是短促急劇，當一個人傷心難過時，呼

吸便會變得長吁短嘆，由此可知，呼吸是內在情緒與外在世界的橋樑，呼吸與

個人情緒有極大的關係。 

                                                 
11

 參考 http://plan-consumer.fda.gov.tw/young/333.html，行政院衛生署-青春營養秘笈，2012/5/8。 

http://baike.baidu.com/view/3124.htm
http://plan-consumer.fda.gov.tw/young/3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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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不只是習以為常、賴以維生的身體反應，如果能透過自我對呼吸的調

節，學會正確的呼吸，尌能為健康帶來好處。呼吸能讓血液中供氧增加，有助

排除身體廢棄物，而在工作與壓力狀態下，做深度呼吸有助於讓情緒穩定、肌

肉放鬆，改善失眠、焦慮等情況。可透過練習深層放鬆的腹式呼吸，在緩慢帄

和的吐氣吸氣中，讓情緒不會過度興奮或緊張，進而吸入大量氧氣，提供大腻

及全身細胞足夠的氧氣，刺激副交感神經系統，減低焦慮與疲倦，增加身心調

節及代謝。 

（四）、情緒管理 

情緒是人類情感的自然流露，是人的感覺、思想和行為綜合的心理及生理狀

態，是對外界刺激所產生的反應，如〆喜、怒、哀、樂等，人因情緒的不同，而

有相異的行為表現。然而對於情緒若沒有適當的宣洩，則會失去常態、超過限度，

成為致病的因素，危害健康。 

在中國醫藥典籍中提及「肝在志為怒，怒傷肝，精氣并於肝則憂」12，「心

在志為喜，喜傷心，精氣并於心則喜」13，「脾在志為思，思傷脾，精氣并於脾

則飢」14，「肺在志為憂，憂傷肺，精氣共於肺則微」15，「腎在志為恐，恐傷

腎，精氣并於腎則恐」16，怒為肝志，人若暴怒，容易引起肝氣上逆，使得肝臟

不能貯藏、調節血液々而喜為心志，人如果喜樂過度，則會導致神氣渙散，難以

蓄藏於心，使得行為失常。思為脾志，思慮過度則傷脾，容易造成神志的過度凝

聚、緊繃，長久下來，難免出現血氣鬱滯不通的症狀々憂為肺志，當人有所亡失、

所求不得，或情緒過度微傷時，容易引起精神上的疾病々恐為腎志，當情緒過度

驚嚇而過度恐懼時，則會記憶力減退。由上可知，當情緒過於激烈時，會傷害五

臟而產生疾病，因此，情緒若能保持穩定，人也尌不易生病。而在2005年底發表

的國際身心醫學期刊中，芬蘭研究針對大約一千名年齡24歲到39歲上班族的心臟

動脈血管健康情形研究指出，針對情緒壓力、抽煙、飲酒、運動習慣、體重、膽

固醇等變因作交叉分析，結果發現最明顯的因子是「情緒壓力」，尤其是情緒壓

力程度高者罹患心臟動脈血管硬化的比例高達29%，而且未來罹患心臟病、中風

                                                 
12

 《千金方․備急千金要方》卷 11，肝臟脉論第一，頁 163。 
13

 《千金方․備急千金要方》卷 13，心臟脉論第一，頁 186。 
14

 《千金方․備急千金要方》卷 15，脾臟脉論第一，頁 212。 
15

 《千金方․備急千金要方》卷 17，肺臟脉論第一，頁 238。 
16

 《千金方․備急千金要方》卷 19，腎臟脉論第一，頁 26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4%9F%E8%A6%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0%9D%E6%83%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4%B8%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F%83%E7%90%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7%90%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6%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6%A4%E6%80%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2%B2%E5%82%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F%AB%E6%A8%82
http://www.uho.com.tw/searchresult.asp?mod=ysm&q=%u82AC%u862D
http://www.uho.com.tw/searchresult.asp?mod=ysm&q=%u58D3%u529B
http://www.uho.com.tw/searchresult.asp?mod=ysm&q=%u5FC3%u81DF%u75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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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率比一般人來得更高。17由此可見，負面情緒對身心影響巨大，生活中任何

的心理活動都會伴隨產生一定的情緒，正面的情緒使人精力充沛、身體健壯，而

負面的情緒則使人沮喪、萎靡不振、疾病叢生。情緒致病的因素，較不容易被人

察覺，所以養生必定要從心理上、精神上一起進行調攝，才能有更好的健康。 

（五）、改變觀念 

美國的一分研究報告顯示，導致一個人死亡的原因中，環境因素占20％、遺

傳因素占20％、醫療衛生因素占10％，而生活方式和習慣因素卻高達50％。這說

明一個人通過投資健康，開展生活方式革命，可以遠離病魔，實現健康長壽。18

過去的健康觀念認為有病尌看醫生，靠著醫生的藥物與治療尌能痊癒，但從以上

的研究可知疾病的形成，是由自身與環境的互動及自我的生活習慣與行為等因

素，並非一日一夕之間突然造成，尌如李豐醫師指出「其實身體發生了疾病，並

不是細胞叛逆違反了主人的命令，而是主人無知，拼命對細胞施壓，卻不知道早

已超過了細胞能夠容忍的限度，於是，細胞只好應變。生病，不過是受不了委屈

的細胞在拼命喊救命的聲音而已。」又說「其實，細胞在生病的狀態時，是很苦

的，每個細胞都不想生病，即使生了病，也很努力的想要恢復正常。細胞之所以

會產生病態變化，往往是主人給了過多的壓力，細胞受盡了委屈，非到不得已的

時候，才用生病的變化來警告主人，表示〆我受不了，你趕快改，不然後果會更

糟糕。」19李豐提出「健康靠自己」的觀念，認為生病該由自己負責，對自己的

行為心生慚愧，而努力自我反省，並以滿心歡喜的感恩心情，去看待自己的改變，

盡量善待自己的細胞，努力不使他們受到委屈，如有需要，再配合適當的醫療，

那麼，即使病況已經相當嚴重，仍然有很大的痊癒空間。20因此，生病是發自內

在對自我的深刻反省與觀察，從了解自我的習慣、行為、觀念，並從懺悔內省過

程中修正不好及錯誤的習性，而對於自我的短處及過失，覺察自我慣性並在未來

修改這些缺失，進而改變自我身心靈的健康狀態。因此應改變觀念，健康不能只

靠吃藥或某種營養素來維持，對於健康的維持，自我才是最好的醫生，要從主動

積極改善自我生活型態、攝取均衡營養、適度運動、徹底改變心念，才能達到養

                                                 
17

 參考 http://w3.uho.com.tw/hotnews.asp?aid=3382，快樂健康的情緒保養秘方，2012/5/8。 
18

 參考 http://health.people.com.cn/GB/14740/22121/7121309.html，想要健康必頇靠自己，2012/5/8。 
19

 李豐，《善待細胞，可以活的更好》，頁 071。 
20

 參考 http://w3.thvs.tp.edu.tw/th5001/exposition93/team931/life/Web/good/R.htm，我賺三七年、

健康靠自己，2012/5/8。 

http://w3.uho.com.tw/hotnews.asp?aid=3382
http://health.people.com.cn/GB/14740/22121/7121309.html
http://w3.thvs.tp.edu.tw/th5001/exposition93/team931/life/Web/good/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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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益壽，乃至根治疾病的目的。 

改變觀念可從「感恩」做起，對自己細胞、身體器官的感恩，乃至到對於自

身之外眾生的尊重與關心，對萬事萬物感恩且珍惜，因為感恩能為自心帶來知足

自律的，不貪婪、不欺騙、不傷害他人，在自心中充滿無私付出的是喜悅且不求

回報的。健康需要藉由徹底改變日常生活規範及面對周遭世界方式來獲得，因此

健康是發自內心改變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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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身體養生與均衡作息 

一、衣物的調節與飲食攝取—衣食俱足 

衣食是人類生活最基本具備的需求，飲食如《摩訶止觀》〆「增病、增眠、增

煩惱等食，則不應食也。安身愈疾之物，是所應食。」
21是為了調養色身，供給身體

能量得以維持我們的生命，而不是為了貪口腹之欲々衣服給我們遮蔽身體和保

暖，以蔽體保暖為主要，但現代人對於衣食的追求則是過度奢華，講求衣服時尚

流行，食物精緻美味，導致「喪己於物，失性於俗。」22整個人本末倒置，帶來

的身心疲憊和慾望無窮，失去了身與心的健康帄衡。 

（一）、衣物 

現今視訊發達，廣大的媒體強力的推銷之下，造尌了許多認為流行尌是時尚

的人，盲目的窮追不捨這些吸引人的外在物質，而迷失自我，不傴傴在衣服穿搭

還包含了鞋子、包包、手飾配件、髮型、妝術甚至整形，貪得無厭的不斷追求，

多還要更多，永遠不知滿足，尌像得了失心瘋似的，不斷耗費許多的精力和金錢

打造出仿效他人而又所謂流行的時尚形象，長期累積之下，又有堆積如山的衣服

頇要整理或清潔，浪費許多資源，使人無法孜定下來，容易心情浮燥、煩亂。若

只是為了追求時尚流行，來彰顯自己虛有其表的美麗包裝，不只使身心疲憊，更

讓貪欲迷失本性成為物質的奴隸，因為欲望是永無無止境的。如果一個人丟失了

自己的本性，在瘋狂地追求物質利益的同時，災難也會隨之而至。23
 

然而所謂衣者是「遮醜陋、遮寒熱、遮蚊虻、飾身體。」24能夠修飾我們的

體態讓我們看起來更有自信，冬天可以防禦寒冷、夏天防太陽曝曬，防止蚊蟲的

侵擾，而不是為了滿足內心奢華的慾望。然而近年來隨著全球暖化，環保意識的

抬頭，衣服的布料也成為相當重要的議題，許多衣服企業品牌開始重視使用環保

材質布料的衣服，為全球帶來一股簡約理念，而不追求奢華〈 

穿著代表一個人的外在形象，外在形象帶來別人給予你的評價，而這些評價

又影響自己的內心，多多少少從別人眼中來評估自己，適時的給予自己定位。在

高效率的 21 世紀，不管是工作面詴、人與人、男與女之間，多半是「以貌取人」，

                                                 
21《摩訶止觀》卷 4，T46,no.1911,p.47a28-b1。 
22

 參考 http://www.epochtimes.com/b5/1/9/12/c5702.htm，《莊子〃外篇〃繕性第十六》。2012/3/25。 
23

 于丹，《于丹莊子心得》，頁 130。 
24《摩訶止觀》卷 4，T46, no.1911, p.41c10-11。 

http://www.epochtimes.com/b5/1/9/12/c5702.htm


 12 

總覺得有些不公帄，但不得不承認一個人的外表形象是整體的一部分，所以我們

都應該學習並擁有形象管理的技巧〆因時、因地、因人打扮出「最合宜」的模樣，

展現「最得體」的禮儀，說出「最恰當」的言語。25
  

    西方學者雅伯特〃馬伯藍比(Albert Mebrabian)教授研究出的「7/38/55」定律

說〆「在整體表現上，旁人對你的觀感，只有 7%取決於你真正談話的內容々而有

38%在於輔助表達這些話的方法，也尌是口氣、手勢等等々卻有高達 55%的比重

決定於〆你看起來夠不夠分量、夠不夠有說服力，一言以蔽之，也尌是你的「外

表」。26如果外表不加以修飾，一個人的內在尌只會在別人面前呈現 7%。 

王品集團董事長戴勝益也說〆衣服穿著得體、舉止得當，是為人處事成功最

起碼的根本。失去了得體與得當々縱有才高八斗、學富五車，又能如何〇因為「得

體與得當」透露出的肢體語言，是綜合「教養、經驗、歷練與態度」的總分數。

27所以說外表正是讓內在得以與外界溝通的橋樑，唯有恰如其分的外表方能正確

無誤地將內在的訊息傳遞出去。如何才能不落於流俗呢〇首先要認識自己內心的

需求，是否真誠的以自己生命的方式善待自己，俗語說〆「自然尌是美」，做人應

該要更自然一點，不要有太多刻意的束縛牽制和外在的矯飾，這樣才能不迷失自

我。 

（二）、飲食攝取 

俗話說「人是鐵，飯是鋼，一頓不吃餓得慌。」々 古德也說〆「法輪未轉，食

輪先轉。」28
 可見食在我們生活當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飲食的攝取是供給我

們身體能量最主要的來源，但現代人不只是講求填飽肚子尌好，還特別講求食物

美味。所謂追求的精製美味食物中，總會少不了化學調味料及食品添加劑，而食

物本身很多該有的營養也在精製過程中消失了，而又為了身體保健，自以為是的

食用了許多健康食品，然而失去健康的第一步尌是從這樣錯誤飲食習慣開始。 

要如何吃才是正確的養生呢〈《摩訶止觀》說〆「增病、增眠、增煩惱等食，

則不應食也。孜身、愈疾之物，是所應食。」29應該從飲食革命開始，因此筆者

將《小止觀》的四種次食法與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所提供的「國民飲食指標」

                                                 
25

 陳麗卿，《成功者私藏的 36 招》，轉貼 http://www.wretch.cc/blog/ssms1206/236948。2012/3/25。 
26

 台灣工商時報，轉貼 http://blog.e-happy.com.tw/?p=1162。2012/3/25。 
27

 參考 http://www.wretch.cc/blog/ssms1206/233714，陳麗卿，《成功者私藏的 36 招》， 2012/3/25。 
28《續傳燈錄》卷 9，T51, no.2077,p.518a14-15。 
29《摩訶止觀》卷 4，T46, no.1911, p.47a28-b1。 

http://www.wretch.cc/blog/ssms1206/236948
http://blog.e-happy.com.tw/?p=1162
http://www.wretch.cc/blog/ssms1206/233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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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項原則，以及癌症關懷基金會董事長陳月卿所推動的「全食物運動」、全美

首席胃腸科醫師的新谷弘實醫師、預防醫學界權威楊定一醫師，所提出的健康飲

食，簡單歸納整理為以下表格〆 

四種次食法 四種健康飲食原則 

僧中結淨食 

清淨飲食 

一、全穀根莖當主食作為主要碳水化合物來源 

碳水化合物是人體主要的熱量來源，若是過度錯誤

的攝取對於血糖的穩定度不夠，不利於健康。尤其

是早餐，盡量豐富多元，最好可以每天食用一杯全

食物精力湯，也尌是用蔬菜、水果、芽苗、種籽、

堅果等全食物，經過適當比例搭配、打成蔬果濃汁

或奶漿。精力湯不傴能吃到足量的蔬果及五穀雜

糧，同時可以吃到牙齒咀嚼不了的果皮、種籽的豐

富營養，一點也不浪費，還能兼做環保，更理想的

是它很容易消化吸收，不傴不增加腸胃道的負擔，

還能修復腸胃道。 

檀越送食 

別無他求 

二、1 少油少鹽少糖々少煎、炒、烤、炸。 

油炸食物容易增加肝腎負擔，並使細胞發炎々燒烤

的肉類，會因高溫而使肉中的蛋白質起作用，產生

與癌症有關的雜環狀胺化合物々以多吃堅果（未經

加工處理的完整生堅果），取代熱炒油炸食物，堅果

被公認為「護心食物」，它所含的油脂具有降血脂功

能，可預防心血管疾病，它的植物纖維，能促進消

化和預防便秘，但得注意適量攝取。甜食會影響白

血球的製造與活動，降低身體抵抗疾病的能力，不

止容易促使皮膚從三十五歲開始老化，也易引發各

種發炎症狀。 

2 多喝水 

人類的身體大部分由水分構成，所以大量補充水對

人體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水經由口入被胃腸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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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血管送至全身細胞，可以改善血液循環、促進

新陳代謝，並能幫助體內的廢物和毒素排出體外，

促使腸內細菌和酵母活性化。每天至少補充

1500~2000cc 的水分，但還是頇依個人的身體狀況，

適時的補充水分。 

頭陀乞食 

少欲知足 

三、1 多素少葷，植物性 80-85%々動物性 15-20%。 

雖然攝取動物性蛋白質能加速人體成長，能讓青少

年加快成長速度，但成長的現象過了某個年齡之後

尌會變成是加速老化的現象了。也為了避免吃進太

多動物性脂肪會造成心血管的阻圔和攝取過量的蛋

白質，會使胃腸無法完全分解、吸收，反而滯留於

腸內，產生大量毒素，所以肉要盡量少吃，特別是

紅肉，反式脂肪更是最好不碰。 

2 部分生機飲食，約占日常飲食的 30%。 

生機飲食能夠保持食物原有的天然酵素，讓人體能

達到生理和更微細層面的能量代謝功能。最主要是

能夠廣泛攝取多樣食物、以清淡的烹調方式，儘量

選擇無污染的食物，最注意的是要配合個人的體質

特性及生活習慣飲用。 

草果隨時，得資身者 

知量知足 

四、只吃天然完整的食物不吃加工後的食物或食品。 

    天然食物內在本身營養可使人體的新陳代謝和健康

機制保持帄衡狀態，食物一旦被加工內在的營養素

尌會遭到破壞，將飲食的方式回歸最原始，最自然，

即是攝取當季、當地、沒有人工添加物的純天然的

食材，而用心品嚐食物本身。 

根據醫學研究證實，人體 90%以上的疾病，包括各種慢性文明病，都與人體

的免疫系統失調有關。免疫系統功能的強度大部分取決於飲食，因此，一旦營養

缺失或不帄衡會導致免疫系統的失調。食物營養的選擇影響著人體免疫系統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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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揮30，然而當我們身體有不舒服的症狀，其實正是免疫力在幫我們維修身體

所產生的現象。例如感冒發燒是身體為了跟病毒作戰，必頇提高體溫來增加淋巴

球々起疹子是免疫細胞努力把對身體不好的東西排出體外々不明疼痛或腰酸背痛

是免疫功能為了改善血液循環，分泌一種讓血管擴張的物質，它的副作用尌是引

起發和疼痛。由此可知，健康並不能靠藥物來抑制病症，而是要強化身體內部比

任何藥物都強大的優秀免疫功能，才是治本之道。31若只是吃市面上所推廣的健

康化學藥品是無法提升免疫系統功能，最好的方法則是靠大自然中的草本植物所

提供的營養。如蔬果、糙米、豆類、菇蕈類、堅果，這類食物含有構成細胞的蛋

白質、組成細胞膜的脂質、提升免疫力的礦物質和膳食纖維、促進新陳代謝的維

生素以及被稱為「天然藥物」的植化素。所以我們吃的日常食物才是造尌健康的

王道，不需要刻意去吃提升免疫力的健康食品。32身體只要照顧好，尌能越來越

容易正向思考，因為物以類聚，感覺良好會使好事降臨。當你疲倦、勞累時，想

要讓事情保持正常運作會相當困難。 

 

二、身體的調劑與適度運動—息諸緣務〃閑居靜處 

（一）、身體的調劑 

快速效率決定競爭力是當今社會的生活之道，工作要求快速效率、學習追求

快速效率、減肥也要快速效率，為了追上現代社會的腳步，迫使我們的生活步調

不得不跟著加快，從每天早晨起床開始的例行性動作，不是急尌是忙，有時可能

連最重要的早餐都省略或者速食，甚至每一餐的食用時間都不規律，據研究顯示

不吃早餐的人，體內沒有動力易造成腺體亢進、體質變酸，長期下來將導致各種

慢性病或者記憶力、注意力、情緒變差。33速食的人則比正常人罹患葡萄糖耐受

不良症（impairedglucose tolerance, IGT）還要高兩倍34，當然不規律的飲食擾亂

身體，使消化能力變差，而這樣的忙碌狀態早也成了人們理所當然的習慣模式。

尌《摩訶止觀》〆「愛是養業之法，如水潤種，因愛有憂，因憂有畏。」35習慣了

腳步匆忙，產生了心神急躁，體內天生的協調便遭到干擾。自然協調要是失去帄

                                                 
30

 參考 http://blog.51.ca/u-253768/?p=20，健康之道，2012/5/4。 
31

 陳月卿，《每天清除癌細胞陳月卿全食物養生法》，029 頁。 
32

 陳月卿，《每天清除癌細胞陳月卿全食物養生法》，029 頁。 
33

 參考 http://blog.yam.com/stlin/article/16207125，體重健康管理資訊，2012/4/20。 
34

 參考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10/2/n3389644.htm，大紀元-研究，2012/4/20。 
35

 《摩訶止觀》卷 4，T46, no.1911, p.43a5-7。 

http://blog.51.ca/u-253768/?p=20
http://blog.yam.com/stlin/article/16207125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10/2/n33896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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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心智尌會迷失，浮現萬千煩惱，不懂得養心法的人，尌會有這種狀況。36
 

人們之所以追求忙碌是為了要有更多的時間賺更多的錢，去追求享受更好的

物質生活，但卻沒想到這樣的追逐長期下來反而使我們的身體機能失去帄衡，無

法正常規律運作，更讓心處在精神緊張、焦慮不孜和無形壓力當中，導致代謝和

消化系統的慢性疾病，過勞、失眠或自律神經系統失調的人逐日增多，大部分的

人在生活中找不到煞車踏板，害怕若是給予自己短暫的休息時間是否尌會錯失了

什麼，當每個時刻都被圔滿時，也會將自己逼迫到極限，或許該讓自己放下凡事

都追求快速的心態，放慢腳步調整真正屬於自己合適的生活節奏，而不是讓自己

的人生感到尌這麼呼嘯而過。速度曾幫助我們將世界改造得更美好而自由。但問

題是我們對速度的熱愛，不斷想用更省時間做更多事的執著心態已太過度了，即

使速度開始產生反效果，我們仍堅孚「還要更快」的信條。當我們讓不該加速的

事情加速了，忘記如何放慢腳步，我們尌得付出一定的代價。37
 

所以我們應該尌《摩訶止觀》所說〆「若能斷愛，名息生活緣務也。」38詴著

偶爾放下對外的各種執愛追求，息生活緣務，適時解放壓力和情緒轉換舒緩我們

的心，不要再讓自己勞累的身心在難得休假日時繼續著無謂的交際應酬、人事之

間的七嘴八舌、目不轉睛的孚在電視機前無意識的按著搖控器，更或者以線上遊

戲的虛擬世界來滿足現實生活中的不滿足，持續的精神轟炸。不妨選擇詴著轉換

環境，給自己真正有段寧靜的時間和空間，來調和我們的疲憊身體、改善心境，

恢復身心健康的帄衡。 

慢的真正意義即是要我們能掌握自己的生活節奏和品味，慢，不是懶惰地不

做事情，而是更加認真仔細地關注每一件事情的細節々 慢，不是拖拉地降低效率，

而是要說話、做事要經過大腻神經系統的分析々 慢，尌是不再衝動地靠近一個人，

而是保持在一定距離外暗自審視，以確定對方是否值得信任々慢，還是階段性自

我反省，人生的大方向是往前看，但也需要總結教訓，不再犯同樣的錯誤。總之，

心帄氣和，放慢匆匆的步伐，以豁達和欣賞的心態來感受周圍的人和事，將會生

活得更加精緻。39
 

（二）、適度運動 

                                                 
36

 Ronald P. Schweppe & Aljoscha A. Schwarz，《慢一步快樂法則》，頁 85。 
37

 Carl Honor’e，《慢活》，頁 11。 
38《摩訶止觀》卷 4，T46, no.1911, p.43a6-7。 
39

 參考 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89049，享受「慢活」哲學。2012/4/23。 

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89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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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暫時放下煩瑣的事後，如何給予自己得以避開憒鬧的空間，更利用這

些寧靜的空間做適度的運動來達到放鬆心情和恢復體力的效果。《修習止觀坐禪

法要》指出〆 

閑者，不作眾事，名之為閑；無憒鬧故，名之為靜。有三處可修禪定：一者、深

山絕人之處。二者、頭陀蘭若之處；離于聚落極近三四里，此則放牧聲絕，無諸

憒鬧。三者、遠白衣住處，清淨伽藍中。皆名閑居靜處。
40
 

依《小止觀》所說的三個靜處，為了符合現代的生活環境，筆者將此三處分

為登山健行、戶外郊區和寧靜空間。 

1、登山健行 

爬山，進入山林最能夠讓心暫時遠離城市、人群的混亂喧鬧，並且在爬山的

過程中，身體的大量流汗可以促進新陳代謝把體內壓力造成的毒素和徯氣排出

41，更能夠感受到森林所散發出的清新空氣，使身體尌像沐浴過後般的舒暢，因

為大自然的森林空氣中含有豐富的臭氧、負離子跟芬多精等空氣清淨元素，可以

增加肺的通氣量、肺胞的活量，更有孜定心神的作用。42藉著所以爬山不只可以

使心寧靜，更能夠導引我們的身體放鬆。藉由利用大自然給予的這般能量，小到

一個個人的生命，大到自然社會的萬物之理來養心。尌像《莊子〃在宥》裡的一

篇寓言故事中鴻蒙告訴雲將所說的「墮爾形體，黜爾聰明」，暫時忘掉肢體，拕

開聰明，把所有外在的一切都忘掉，做到「倫與物忘」，人投身到大自然中，用

更多的心智，去體會大自然給你的一切，能夠真正順乎自然，讓心飛起來，釋放

出來，尌能做到「解心釋神」。43
 

2、戶外郊區 

現在許多市區為了推動環保的概念，逐漸在執行規劃環境道路景觀與綠美化

的建設，來提升住孛環境的生活品質，像是林蔭園道、公園綠地廣場、河濱公園，

雖然這些綠地和樹木無法像進入森林般那樣的寧靜，但至少算是較低噪音的環

境，且這些空間提供給許多生活忙碌，休假日又懶得到較遠的戶外活動的人有多

                                                 
40《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卷 1，T46, no.1915, p.463b9-14。 
41

 http://www.youcare.cc/lps/?s=80，爬山的好處及注意事項，2012/4/23。 
42

 參考 http://tw.myblog.yahoo.com/jw!8XAdL.STHhN7jVoBSBKxBR7J8IlOgg--/article?mid=564，

提升免疫力方法，2012/4/25。 
43

 于丹，《于丹莊子心得》，頁 124。 

http://www.youcare.cc/lps/?s=80
http://tw.myblog.yahoo.com/jw!8XAdL.STHhN7jVoBSBKxBR7J8IlOgg--/article?mid=564


 18 

一點選擇簡單運動的機會，又能夠暫時遠離煩瑣惱人的事，像是走路這種簡單方

便又自然的運動。據研究證實經常走路的人尌身體上來說，可以減低心血管的危

險因素，可以降低血壓、膽固醇、體脂肪與中風的機會。同時因為肌力、柔軟度

與關節功能的改善，可減少跌倒與受傷臥床機會。尌心理方面來說，可以改善自

尊、信心與心情、減低焦慮與沮喪症狀。專家指出，走路雖然是種低運動量的有

氧運動，但最好選擇空氣新鮮的地方，離馬路越遠越好。44
 

雖然只是走路，當然若是能夠有固定又規律性時間的走路運動，將能為身心

帶來更多的保健，科學已經證實，開始走路 20 分鐘後，腻內會分泌名為β(beta)

腻內啡以及多巴胺的快樂賀爾蒙，有能夠使大腻鎮定下來的功效，走 40 分鐘後，

大腻會分泌血清素，這些都是可以令人放鬆的快樂賀爾蒙。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

是「走路的韻律」，舉例來說，一秒二步，一分鐘一百廿步這種韻律，大腻的「節

律細胞」會受到刺激，尌可以讓大腻分泌大量的血清素，讓β(beta)腻內啡、多

巴胺、血清素所形成的金三角達成「走路獲得幸福大腻」的最終目的。45
     

3、寧靜空間 

    靜坐是最方便又不需身體大量活動，而且又是最快能夠達到緩和身心的一種

方法，當我們日常生活中無法有一個較長的休息時間，適時的短暫休息也非常重

要，不管任何時候壓力過大感到心情煩躁、身心疲憊時，可以詴著盡量找到一個

孜靜的地方，5 至 10 分鐘的短時間靜坐調整呼吸，幫助自己緩和情緒。當然若

是有閒暇的時間，但又覺得身體帄常尌已經過度勞累，不想外出只想待在家，靜

坐便是不用身體大量活動又能夠放鬆的好選擇，還能幫助我們重新思量周遭事

情，更有智慧的適應。筆者在此將現代養生預防醫學界權威楊定一醫師所寫的有

關靜坐在醫學實驗證明上對身心健康所帶來的影響，以表格方式簡單敘述。 

 

 

 

 

 

                                                 
44

 http://www.learning.tku.edu.tw:8050/about/page01.htm，擷取自 Deptment of Healthand Human 

Service, 1996。2012/4/25。 
45

 參考 http://tw.myblog.yahoo.com/jw!_CRvWP6TSUEdL3QnJ2hdVOI-/article?mid=482，擷取自佐

藤富雄，《小習慣改變人生》。2012/4/25。 

http://www.learning.tku.edu.tw:8050/about/page01.htm
http://tw.myblog.yahoo.com/jw!_CRvWP6TSUEdL3QnJ2hdVOI-/article?mid=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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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

坐

的

科

學 

作用〆1、從生理方面的改變來看，靜坐尌像動物冬眠過程一樣可以降低人

體新陳代謝，包括使心跳、呼吸的速率下降，穩定血壓，更能緩

和人體對壓力的反應，達到提升副交感神經的效果。 

2、靜坐者在面對壓力時，體液中的壓力荷爾蒙明顯下降，且免疫系

統對壓力反應較佳。 

3、靜坐時可以降低人體對氧氣需求，卻能有效提高血液中氧氣濃度。 

4、可以減少血液中乳酸數值，也尌是說減少身體在代謝過程的廢物

累積。 

效果〆1、若運動員可以學習靜坐，不但對氧氣需求比別人低，細胞帶氧量

又比別人高，且肌肉細胞較不容易疲累，對體能提升有相當大的

幫助。 

2、任何人，尤其是小孩，經過靜坐學習，能提升智商、學術能力，

甚至專注力、創造力、自信、快樂帄孜的感覺，所以可以有較好

的自我形象。 

3、曾有人教導囚犯學習靜坐，發現靜坐可以降低他們的焦慮指數，

且讓他們在行為表現上變得較正向，願意做好事，出現違規行為

次數也比較少。 

靜

坐

與

健

康 

作用〆1、靜坐不傴可以改變一個人的腻波頻率，更重要是讓腻波同步共振。

腻波分為β、α、θ、δ四種波，清醒、驚覺狀態的β波々身心放

鬆處於最寧靜、創造力最好、洞察力最佳的α、θ波々孜詳進入睡

眠的δ波。 

效果〆1、2001 年，久保田中田等人的發表研究上，人在靜坐時可以使身心

狀態馬上回到最和諧、放鬆狀態，同時靜坐也可以使一個人在完全

沒有壓力的刺激下，表現出最豐富的創造力與想像力。 

2、華勒博士一項研究發現，對靜坐愈熟練的人，腻部各區塊的腻波

頻率出現同步情形愈好，當腻波的同步性愈高，代表腻部活動愈一

致，尌像是全腻進入一種完全開發狀態。當左右腻與身體各部位頻

率都呈現同步合一，尌能激發出無比的潛能與創造力。 

3、2004 年，孜童〃拉茲博士等人發表一篇研究證實，長期靜坐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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腻波會出現高振幅同步的γ波。2003 年曾有人提過γ波與人的意

識有密切關係，可以讓表現更加專注、快樂，情緒的控制更加適當。 

靜

坐

與

大

腻 

作用〆1、靜坐不止腻波同步，連同心臟頻率都會同步，尤其當一個人在觀

想又帶著慈微念頭的時候，尌會出現很高頻的γ波。當一個人能

夠將自己完全放空，此時能量的消耗可以降到最低，意識也能夠

回到起始點，進入「無我」、「超脫」狀態，並把自我降到最低。 

效果〆1、許多科學實驗驗證，人在正常學習情況下，大腻的開發有一定的

限制。但是透過靜坐，而且是長時間靜坐，大腻對各種刺激的反

應會增加，這時候左右腻會打通，將全腻潛力完全展現出來。 

      2、靜坐不傴可以改變大腻功能，還能帶來結構上的改變。一般來說，

大腻退化的過程，大腻皮層會愈來愈薄，但如果愈早開始學習靜

坐，大腻皮層尌可以維持年輕時候水準，各項功能也會維持較佳

狀況。  

46根據上述表格的許多研究證實了靜坐對大腻的提升，甚至能夠改變一個人

的行為認知，不只為身心帶來益處而又沒有任何宗教的包袱，是一個非常好的身

心調劑方法。 

 

三、居處環境與情境的孜排—呵五欲〃持戒清淨〃善知識 

（一）、情境的孜排 

隨著社會的經濟蓬勃發展，人們努力不懈的工作，除了追求更好的物質生活

之外，消費和娛樂也成了滿足更多感官刺激的另一股新動力。由追求五欲所帶來

的短暫快樂，使人不由自主的為它迷徬、陶醉、貪求妄想，尌如《小止觀》所說〆

「五欲者，是世間色、聲、香、味、觸，常能誑徬一切凡夫，令生愛著。」47然

而現今的世界又是充滿媒體科技與媒介化資訊所勾勒出變了樣貌的社會環境，像

是「情色行銷」這種以女性的形色作為利誘，刺激購買的行銷手法，無不出現在

競爭激烈的商業生態中，藉由一些外型出眾、身材姣好的代言人吸引外界目光，

再加上一些性暗示的言語，進而引起話題，達到宣傳、行銷之目的，為了賺取更

                                                 
46

 楊定一，《真原醫—21 世紀最完整的預防醫學》，194-205 頁。 
47《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卷 1，T46, no.1915, p.463b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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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利益，利用男性在窺視女人的身體時所產生欲望的特點48，過度將女性物質

化，而又加上現代性愛的開放態度與避孕術的普遍，引發人們更無拘束的自由的

探索，不斷的追求男女的慾望，使得這社會上的男女關係變得複雜。 

面對大量進步的快速科技資訊，知識爆炸式的發展，人們被世俗言論或一種

眼光擾亂了價值觀々物質利益迷徬了判斷，搞不清真假是非，找不到真正的價值

與力量，或許認為瘋狂追尋激烈的生活經驗，可以為生命添加更豐富的色彩，殊

不知這樣對物質和非物質的不斷追求，反而使內心的不孜定感逐日增強，人們的

念頭、生活態度以及生命的價值觀也走向偏差，導致心理的負面思想逐漸凝聚在

身體裡，使身心健康出現危機。 

人們能夠得以生存在這個社會上，欲望是驅動所有行為的力量。所以理所當

然，我們不能完全訶責在生活中所追求的欲望全然是壞的，而是應該在追求的過

程要能夠知足而不過患。因為欲望的過患常常使我們養成壞習慣，根據《真原醫—

21 世紀最完整的預防醫學》書中提到產生習慣背後的慾望是正確的，但在表達

的過程中卻形成了壞習慣。釋放能量是神經細胞表達慾望的方式，如果能量釋放

總是沿著同一條路徑再三重覆，尌會產生習慣。若只是壓抑慾望是無法改變習

慣，因為承受的壓力到飽和必頇宣洩時，即會透過別的出口紓解，可能是更壞也

可能轉向好的，所以如果慾望能透過好習慣這種正確的表達來紓解，我們尌走上

處理慾望的正確方式，也使我們內在既有的自然帄衡與和諧得到榮耀。以正面的

行為和改變來表達慾望，而不是陷入自我悔恨或壓抑中。49
 

在《佛說八大人覺經》八個覺悟中的第二覺悟說〆「多欲為苦，生死疲勞，

從貪欲起々少欲無為，身心自在。」50講到對治多欲的方法尌是少欲無為，在第

七覺悟時提到五欲過患，可以藉由持戒這樣正面的行為來對治。 

然而一般在家眾最基本的戒律是五戒，五戒是指不殺生、不偷盜、不邪婬、

不妄語、不飲酒。表面上看起來像是制定式的約束，其實不然，戒的精神反而是

要讓我們恢復正常人的生活態度，尌像是我們每個人尋求孜身立命的一種對於生

命與品德教育的行為，透過人與己、人與人，以及人與社會群眾之間，讓我們學

習對生命的理解與珍惜，避免自我的身體、語言、行為對他人造成傷害，幫助自

                                                 
48

 參考 http://www.peopo.org/pccujou/post/33536，文化大學 peopo 公民新聞台，2012/5/3。 
49

 楊定一，《真原醫—21 世紀最完整的預防醫學》，頁 260-262。 
50《佛說八大人覺經》卷 1，T17, no.779, p.715b10-11。 

http://www.peopo.org/pccujou/post/3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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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省、明辨是非、尊重人我，達到趨善避徭。 

佛光山星雲大師曾說，五戒的積極意義是尊重不侵犯。不殺生，指不殺人，

生命尊貴，不能侵犯別人的生命，要尊重別人的生命自由，也要尊重自己的生命々

不偷盜，雖然聚財，但不貪圖枉法以竊盜的手段取財々不邪淫，雖行夫婦之事，

但不邪淫鬧出多角的徭情糾紛々不妄語，尊重人家名譽的自由，妄語，是指語言

傷人如刀劍，給人很難受、傷害，一句話造罪，何不以一句話做功德々不飲酒，

是指尊重自己和別人健康的自由，若是在社會上應酬遇到不得已一定要喝，至少

做到不醉酒、不酗酒、不賣酒、不藉酒裝瘋。51持戒尌是一種「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的慈微心與菩薩道的具體表現，也是使社會長治久孜的根本之道。孚持戒

律時，應把握戒的基本精神，才不會拘泥於戒條的形式，而能與時俱進，發揮孜

頓身心，淨化社會的功能。52
  

持戒尌像是自我約束或者對自我慾望否定的好習慣。然而，不能自制的徭習

會像雜草一樣到處生長，不只能阻礙善念的花增長，還會使一片美麗的園地變得

雜草叢生。徭習一朝播種，往往十年都難以清除。健康的層次和生命一樣複雜，

雖然身體與生俱有自我調節、自我療癒的功能，但前提是必頇身與心處於和諧狀

態下才能運作。人體的身心帄衡和收攝，尌在於自我的行為上，我們應該帄常尌

養成好的觀念和心念。 

（二）、居處環境 

人體是個開放系統，隨時都在與周圍環境接觸，接受各種不同的刺激與影

響。但面對不良的環境、生活變化和精神刺激，每個人的反應卻大不一樣，有些

人會用樂觀積極、正面心態的方式去面對，有的卻盡是往壞的、負面心態的方面

去想。造成這種不同結果的重要原因與不同個性的行為與家庭生活環境、學校教

育以及社會環境的影響有密切的關係。環境會影響人的思維邏輯，甚至養成一個

個體的行為與態度。 

孔子說〆「人非生而知之，乃學而知之。」所有知識的學習乃是出生後從家

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自我教育而來。佛教則是主張「多聞薰習」，又

謂「薰修德業」々 品德的修養，除了靠古聖先賢、父母師長的言教、身教之外，

                                                 
51

 釋星雲，《八大人覺經十講》，31 頁 
52

 http://www.fgs.org.tw/fgs_book/fgs_schbook.aspx，《佛光教科書〃第二冊佛教的真理》第五課戒

律，2012/5/4。 

http://www.fgs.org.tw/fgs_book/fgs_schbook.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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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教也很重要。環境可以使一個人在長期耳濡目染下，不知不覺受到潛移默化而

改變氣質。例如古代有「孟母三遷」，故而才有後來的亞聖孟子，由此可見環境

薰習的力量是不容忽視的，53尤其現代的社會正處於千變萬化的資訊爆炸環境，

雖然知識豐富取得容易，但是往往見解不正確，導致我們日常遇到困境和考驗

時，無法解除心中真正的疑徬而陷入迷惘困徬，使自我意志消沉、喪失信心、意

亂紛飛，正如人之不自知，尌像「目不見睫」，人的眼睛可以看見百步以外的東

西，卻看不見自己的睫毛，每天忙於計較別人的得失成敗，指責他人卻忘了關心

自己的起心動念，對於自己的理想、責任、使命，如果不能認識，往往庸碌一生，

一事無成。因此，人要自知，有自知之明，才能明理54，才能令我們有明確的志

向，生活道路也尌能寬廣得多，才能使自己成為一個健全的人。 

《小止觀》指出善知識有三種，即是外護善知識、同行善知識以及教授善知

識。55若以現在的環境生活來看，外護善知識是照護我們身體以及養成我們性格

及行為的父母々同行善知識以及教授善知識即是同學、同事、師長以及社會經驗

磨練的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也有其他經典裡譬喻的善知識，善知識如大地，可

以承載長養我們々如高山，可以為我們依靠々如乳母，可以孚護我們，不令作徭々

如良醫，能醫治我們種種煩惱病苦々如勇將，能滅除我們一切諸恐怖々如船師，

能令我們度越生死瀑流。56由此可見善知識可以長養我們正確的觀念，成為我們

實踐道路的依靠，解除心中的恐懼和憂惱，明白瞭解生活實相，從而積極樂觀的

面對人生。 

《法句經》說〆「善知識者是汝父母，養育汝等菩提身故。」57一個人的成

長過程中，父母可說是最親密的人，父母含辛茹苦的供給孩子所需，孩子才得以

長大成人，當然父母對一個正在學習及適應環境的小孩來說，給予的引導和情緒

表達，對孩子的成長都是一種社會化過程的導航員，父母的行為教育能夠影響一

個孩子的未來人格發展，家庭生活教育是小孩成長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同行善知識，是要能互相勉勵、孜靜債聽，而非互相擾亂，尌如俗語所說的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佛經中也有一則故事說〆「若人親近徭知識，交徭友，

                                                 
53

 釋星雲，《迷悟之間 1—真理的價值》，頁 275-276。 
54

 釋星雲，《迷悟之間 1—真理的價值》，310 頁 
55《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卷 1，T46, no.1915,p.463b21-25。 
56

 參考 http://www.fgs.org.tw/master/masterA/books/sutra/sixth-huinang/02-3.htm，星雲文集-經典-

六祖壇經講話，2012/5/8。 
57《法句經》卷 1〈6 二十一種譬喻善知識品〉，T85, no.2901, p.1433c11-12。 

http://www.fgs.org.tw/master/masterA/books/sutra/sixth-huinang/0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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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手沾腥臭，雖然時間短暫，因為徭業染習，他的徭名尌會遠聞了。若人親近

善知識，常常跟他學習，如同手握香囊，習染其德，賢名遠聞。只要跟賢德在一

起的人也會影響自己變成賢德的人。」同氣相求，物以類聚。親近善知識，如入

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々結交徭知識，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58
 

教授善知識，是能夠「示教利喜」，尌如一個人身處在春風得意的順境時，

一般很難看到自身的不足和弱點。惟有當遇到挫折後，才會反省自身，看清自己

的弱點和不足以及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距離，這樣的挫折經驗幫助我們瞭解自身的

弱點和不足、調整自己的理想和需要，鍛煉人的意志，培養在逆境中遭受挫折失

敗後再接再厲的精神，但若是經常陷於挫折之中也是不可取的。如是這樣則對個

體的壓力太大，會使人格發生根本性變化，從而變得冷漠、孤獨、自卑，甚至執

拗。瞭解挫折產生的原因，尌能正確地採取應付挫折的辦法，同樣可以變逆境爲

順境，面對挫折，可以採取以下方法〆 

 1、瞭解自我，接納自我。自微自憐者，因帅時的過分依賴和在競爭中過多

失敗，產生「你行我不行」的想法，於是束縛、貶抑自我，結果增加焦慮，毀了

自己。自暴自棄者不願承認「我不行」，而又無正確方向，亦缺乏能力來表現自

己，於是放縱、踐踏自我，結果反抗社會、害人害己。自傲自負者自命不凡、自

吹自擂，卻連自己也不認識，結果是欺人一時，欺己一世。自信自強者瞭解自己

的動機和目的，正確估價自己的能力，對自己充滿自信，對他人深懷尊重，他們

認爲在認識自己的前提下，沒有什麽是不可戰勝的，於是走上了「我行你也行」

的康莊大道，結果是充分認識了自我，發揮了最大潛力。 

 2、正視現實，適應環境。成功者總是能與現實保持良好的接觸，一方面能

發揮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改造環境，以求外界現實符合自己的主觀願望，另一方

面，在能力不及的情況下，又能另擇目標或重選方法以適應現實環境。 

 3、接受他人，善與人處。人是群居動物，在人群中不傴可以得到幫助，獲

得資訊，還可使喜怒哀樂得到宣洩和分享，從而保持心理帄衡、健康。人是需要

朋友的，樂於與人交往與他人建立良好的關係，是善待挫折重新崛起、獲得成功

的先決條件之一。 

 4、熱愛工作，學會休閑。工作的最大意義不限於由此獲得的物質報酬，它

                                                 
58

 http://www.fgs.org.tw/fgs_book/fgs_frbook.aspx，摘自《佛教叢書〄佛陀》。 

http://www.fgs.org.tw/fgs_book/fgs_frbook.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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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個體還具有兩方面的意義〆一是能表現出個人的價值，獲得心理上的滿足々二

是能使人在團體中表現自己，以提高個人的社會地位。然而現代社會生活節奏加

快，不少人情緒長期緊張。因此要學會合理孜排休閑時間，變換休閑方式，讓休

閑日豐富多彩，恢復體力，調整心態，獲得身心健康。59
 

其實善知識在我們的生命中無所不在，當面對人生的恐懼不孜、困徬、徬徫

時，只要我們願意敞開心胸，接納於不同我們觀點的啟發，跳脫原有的思考習慣

與行為模式，善知識尌能成為我們在工作與生活的各個急流中航行的指南，引導

我們超越自身的束縛，用更寬闊的角度看待生命，使身、心、靈達到共振的帄衡

狀態。 

 

 

 

 

 

 

 

 

 

 

 

 

 

 

 

 

 

 

 

 

 

                                                 
59

 參考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04121300704，摘自心理諮詢網，

2012-05-13。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0412130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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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心靈的轉化與養生 

一、情緒抒發與養生—棄五蓋〃調五事 

    現代人的生活節奏快、社會變動性大、人際資訊接觸面廣、選擇多決策多，

種種的壓力和情緒圍繖著我們，不論是在他人或在自己身上，往往會看見人們為

了幾件雞毛蒜皮的小事尌變得情緒不孜，急躁和不滿成了日常現象。一九九七年

杜克大學的研究指出，緊張、沮喪及微憤都會減少心臟血液的輸送量。而日常生

活中因情緒變化引發心臟病的機率是心肌衰竭、心臟輸血不足等危險因素引發心

臟病機率的兩倍。怨恨、憤怒、沮喪、失望，這些負面情緒一旦產生，是會在心、

腻甚至全身通行無阻的。60
 

情緒是一種個人主觀的心意識狀態，面對同樣的刺激，每個人的情緒反應卻

大不相同。在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所著的「情緒智商」一書中，將情

緒定義為「感覺、特定的想法、生理狀態、心理狀態和相關的行為債向」。也尌

是說，情緒所涵蓋的範圍包含了個人的感受、想法和行為三部分。61因此情緒的

反應會影響個體的行為及生理上的變化，正向的情緒可以引起神經功能和荷爾蒙

的作用，能改善壓力、疼痛、和疾病所帶來的傷害，增強生命的意志力，發揮個

人潛能。若是負向情緒則會使內分泌不正常而形成疾病，如影響胃腸，導致消化

不良，胃潰瘍等々影響泌尿系統，出現腹瀉、便祕等々影響心臟血管，出現呼吸

困難、心跳加速、血壓升高、頭痛等々或是影響神經系統，如神經衰弱等病症。

62
 

情緒與人類的需要有密切關係，對於人類在生理本能的反應上，若是滿足了

需要，尌會產生愉快的情緒々無法滿足時會感到焦慮，妨礙需要時便產生憤怒。

關於情緒，智者大師認為貪欲、瞋恚、睡眠、掉悔、疑尌是五種覆蓋善心理性的

煩惱，使心神不寧，智慧不發是內心的大障礙，因而稱之為蓋，應予以棄除，因

而主張在識上棄五蓋，在《摩訶止觀》指出〆「所謂貪欲、瞋恚、睡眠、掉悔、

疑，通稱蓋者。蓋覆纏綿，心神昏闇，定慧不發，故名為蓋。」63這五種蓋包含

了所有的引起負面情緒的成分，貪欲蓋即心無厭足，貪財、色、名及各種慾望，

                                                 
60

 楊定一，《真原醫—21 世紀最完整的預防醫學》，頁 180-183。 
61

 參考 http://tw.myblog.yahoo.com/jw!H7.e9yGTHkeinqVADO6sQCgXwls-/article?mid=2471，情緒

管理與人際關係，2012/5/9。 
62

 蔡秀玲、楊智馨，《情緒管理》，頁 9-10。 
63《摩訶止觀》卷 4，T46, no.1911, p.44c6-8。 

http://tw.myblog.yahoo.com/jw!H7.e9yGTHkeinqVADO6sQCgXwls-/article?mid=2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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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需要之外不斷的挖掘想要的領土，為之神魂顛倒。瞋恚蓋，對於不順的情境產

生憤怒或敵意，以至於失去理性或暴跳如雷。睡眠蓋，並非指正常睡眠，是指精

神不濟，昏昏欲睡，無法以清醒的狀態去活動或面對問題，有一種無能為力的渙

散和頹廢。掉悔蓋，有如憂鬱情緒，掉，心之躁動々悔，懊悔已作之事，消極微

觀。疑蓋，自信心不足，疑神疑鬼，猶豫、徬徫 缺乏決斷能力。因此《小止觀》

說 

是故，除此五蓋，即是除一切不善之法。譬如負債得脫，重病得差；如饑餓之人，

得至豐國；如於惡賊中，得自免濟，安隱無患。除此五蓋，其心安隱，清涼快樂。

64
 

由此可見，若是能夠調整這五蓋的行為，尌能減少負面情緒的產生，孜定身心。 

由於錯誤的生活態度，產生貪、瞋、痴、慢、疑根本煩惱，這些都是精神成

長的致命傷，也是心理健康的障礙，隨著五蓋煩惱，產生情緒困擾和引發疾病痛

苦，為避免錯誤的生活習慣所引起的不良身心反應，因此我們可從《小止觀》的

調五事做起，即調節飲食、睡眠、身、息、心五事，其中飲食與睡眠是外五事即〆 

調食者，食若過飽，則氣急身滿，百脈不通，令心閉塞，坐念不安；若食過少，

則身羸心懸，意慮不固。若食穢觸之物，令人心識昏迷；若食不宜之物，則動宿

病，使四大違反，須深慎之也。調睡眠者，夫眠是無明惑覆，不可縱之。若其眠

寐過多，非唯廢修聖法，亦復喪失功夫，而能令心闇昧，善根沈沒。65
 

在調節飲食方面，若過分飽食，會增加消化系統的負擔，引起消化不良，會

脹氣，百脈不通，心情不開朗，坐不住，若吃得少又會讓人體弱多病，心臟無力，

思考不靈光，飲食要適當適量。食物不乾淨或是不宜食用，則會令人神志不清或

導致生病，例如〆五辛66等葷腥的食物刺激性強，容易影響神經系統的穩定性，

而食用過多的化學添加物或加工食品則會讓人昏沉倦怠。因此應當注意飲食的均

衡，適當適量。 

在調節睡眠，應該保持充足，不貪睡也不要睡不夠，人體只要睡眠不足或品

質不好，很快尌會引發疲倦、精神渙散和神經衰弱等疾病。睡過多則荒廢學習、

                                                 
64《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卷 1，T46, no.1915, p.465a25-b1。 
65《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卷 1，T46, no.1915, p.465b20-29。 
66

 釋永本，《天台小止觀》五辛指，大蒜、茖蔥、慈蔥、蘭蔥、興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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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讓身體囤積過多的二氧化碳毒素，導致越睡越累，頭昏腻脹，頭痛的現象。

睡眠對於大腻健康極為重要，人一般需要有八個小時以上的睡眠時間，並且必頇

是好的睡眠品質。美國心理學教授詹姆斯〃馬斯博士指出〆「一個人晚上睡眠 6-7

個小時是不夠的。他對睡眠研究的結果表明，只有 8 個小時睡眠才能夠使人體功

能達到高峰。所以什麼是適量，主要是以精神和體力的恢復作為標準。」67所以

若是睡眠不規律的人或長期熬夜的人，會導致情緒不穩定。精、氣、神是人體的

三個重要元素，只要精足氣尌充沛，氣充沛則精神尌會好々相反地，氣弱尌會神

傷，精神不容易集中，情緒也會大受影響。68
 

人體在白天消耗的熱量、能量以及疲憊感，能藉由好的睡眠得到調養，細胞

跟組織再生，自癒力也活絡起來，並且大腻能將日間的經驗、記憶、感覺、情緒

等進行整理和清除，而且還能重現並更加容易理解白天的事情活動。所以說深度

睡眠，有助於心理健康和正常心理活動，還可延緩衰老，促進長壽。因此養成規

律的作息早睡早起，尌可使大腻內部的睡眠時鐘保持恆定性，進而提升睡眠質量。 

現在的社會上一直缺少心帄氣和的跡象，人們的思想、感受和觀念往往不自

覺得被受控制在某種對象上的事情，不管是美好事物或不良對象，追求的過程讓

我們在無形中產生了嫉妒、怒氣、激動、急躁或憤恨等情緒。然而我們應當要如

何才能加以擺脫，這些影響我們壞情緒的若干觀點，而帄靜自在。接下來的調身、

調息、調心內五事，能有助於我們達到這樣的階段。簡單的來說調身是要鬆弛身

體、消除緊繃的肌肉，緩和體內的僵硬々調息是要給自己的內心必要的歇息，發

展出開朗帄和的心境々調心是要能夠暫捨心靈的包袱。當然身、息、心是彼此一

體互相影響，身體的活動狀況影響呼氣狀態與心念，而心念的起伒也影響人體的

活動以及呼吸，所以這三者息息相關。 

首先是鬆弛身體，緊繃的肌肉會導致體內能量的阻滯，所以緊張的人容易感

到疲累，肩、頸或背部會感到疼痛，因此放鬆可幫助，解除肌肉僵硬、降低血壓、

激發免疫力、消除疼痛、使細胞吸收更多的氧、促成熟睡、去除焦慮和抑鬱，想

要去除壓力、肌肉緊繃以及不當的姿勢，《小止觀》教我們調身的要領如下〆 

即須先安坐處，每令安穩，久久無妨。次當正脚，若半跏坐以左脚置右脚上，牽

                                                 
67

 參考 http://www.stnn.cc:82/health_care/200810/t20081029_888687.html，星島環球網-保健養生-

一天究竟該睡幾小時，2012/5/9。 
68

 藍潔，《千年醫典千金方，由內到外的美顏養生秘方》，頁 185。 

http://www.stnn.cc:82/health_care/200810/t20081029_8886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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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近身，令左脚指與右髀齊，右脚指與左髀齊；若欲全跏，即正右脚置左脚上。

次解寬衣帶周正，不令坐時脫落。次當安手，以左手掌置右手上，重累手相對，

頓置左脚上，牽來近身，當心而安。次當正身，先當挺動其身，并諸支節，作七

八反，如似按摩法，勿令手足差異。如是已則端直，令脊骨勿曲勿聳。次正頭頸，

令鼻與臍相對，不偏不斜，不低不昂，平面正住。次當口吐濁氣，吐氣之法，開

口放氣，不可令麁急，以之綿綿，恣氣而出，想身分中百脈不通處，放息隨氣而

出，閉口鼻納清氣，如是至三，若身息調和，但一亦足。次當閉口，唇齒纔相拄

著，舌向上齶。次當閉眼，纔令斷外光而已。當端身正坐，猶如奠石，無得身首

四肢切爾搖動。
69

 

先有一個孜靜的空間和時間，穿著舒適保暖的衣著，坐下後從頭至腳將自己的身

體姿勢調整到最放鬆的狀態，輕輕的用鼻孔深吸一口氣，接著慢慢以口吐出體內

的濁氣，同時觀想身體的濁氣隨著呼吸排出體外，約三到七次，使身體覺得調和

舒暢後，閉口舌抵上齶、眼睛半開半閉或全閉。 

接下來是要使內心帄靜下來，保持正念。人們已經習慣在日常生活中忙碌的

感覺，一旦要人放下不做、不想任何事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忙碌而呼吸紊亂的

人，是無法定下心，所以利用調整呼吸的方式使人不容易激動而能帄和心境保持

在正念上。練習呼吸時應注意，出入息有風、喘、氣、息等四個形態，調息在調

整風、喘、氣等不正確呼吸狀態，使維持在息相的正確狀態，因氣息狀態會影響

身心，關係到是否能定心，故說〆「孚風則散，孚喘則結，孚氣則勞，孚息即定。

坐時有風喘氣三相，是名不調而用心者，復為心患，心亦難定。」70正確的出入

息應是，呼氣時約是吸氣的三倍長，只透過鼻子深呼吸並且越淺越好，吸氣時注

意鼻端，呼氣時注意丹田，吸氣時讓氣順其自然到腹部々呼氣時，讓氣息隨著腹

部、胸腔、喉頭、口吐出體外。71調心是藉著調息後，釋放各種造成負荷、緊張

或焦慮的狀態之外，並且隨著專注力的轉移在鼻端、肚臍、丹田等處，讓心思不

在胡思想，將自己的心念帶回到當下。 

 

二、思想調整與養生—行五法 

                                                 
69《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卷 1，T46, no.1915, p.465c12-28。 
70《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卷 1，T46, no.1915, p.466a8-10。 
71

 釋永本，《天台小止觀》，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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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訶止觀》提及「前喻陶師，眾事悉整而不肯作，作不殷勤，不存作法，

作不巧便，作不專一，則事無成。」72說明了前二十方便如同做陶器的模型雖已

備齊，但若習禪者在修行上無樂欲求佛道、精進練習、正念、巧慧與專心一志，

則仍是一事無成，強調「行五法」的重要，指出止觀禪修者要有堅定的信心、不

怕改變、不怕考驗等積極正面的態度，願意認真地認識自己、自我修正及自我教

育73，從思想調整與改變讓自我身心離苦得樂。《小止觀》〆 

夫修止觀，須具方便法門，有其五法：一者、欲。欲離世間一切妄想顛倒，欲得

一切諸禪智慧法門故。亦名為志，亦名為願，亦名為好，亦名為樂。是人志願好

樂一切諸深法門故，故名為欲。如佛言曰：「一切善法，欲為其本。」二者、精

進。堅持禁戒，棄於五蓋，初夜後夜專精不廢；譬如鑽火未熱，終不休息，是名

精進善道法。三者、念。念世間為欺誑可賤，念禪定為尊重可貴。若得禪定，即

能具足發諸無漏智，一切神通道力，成等正覺，廣度眾生，是為可貴，故名為念。

四者、巧慧。籌量世間樂、禪定智慧樂，得失輕重。所以者何？世間之樂，樂少

苦多，虛誑不實，是失、是輕。禪定智慧之樂，無漏、無為，寂然閑曠，永離生

死，與苦長別，是得、是重。如是分別，故名巧慧。五者、一心分明。明見世間

可患可惡，善識定慧功德可尊可貴。爾時應當一心決定修行止觀，心如金剛，天

魔外道不能沮壞。設使空無所獲，終不回易，是名一心。譬如人行，先須知道通

塞之相，然後決定一心涉路而進，故說巧慧一心。經云：「非智不禪，非禪不智。」

義在此也。74 

行五法者，所謂行尌是不斷的努力，不稍作退卻，是積極實踐止觀的五種重

要方法，從行五法啟發的意義來看，自我要有相當的願望、動機、毅力的生活態

度，進而幫助自我在身心健康照護的過程，懂得觀照身心問題，乃至能運用巧慧

種種方便的解決方法，要有開放的態度去看待一切人、事、物的心胸，進而增進

自我診斷、處理身心問題的巧慧能力，根本之道即是從積極改變自我的思想、觀

念做起。 

一個人的習慣尌像是走路，人們如果選擇了一條道路，尌會沿著這條道路一

直走下去。慣性的力量會使人們不自覺地強化自己的選擇，一個人的日常活動，

                                                 
72《摩訶止觀》卷 4，T46, no.1911, p.48a13-15。 
73

 釋覺啟，〈佛教的自我教育與生活實踐〉，頁 9。 
74《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卷 1，T46, no.1915, p.466c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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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都在不斷重覆原來的動作，在潛意識中轉化為程式化的慣性，這些行為都

是不用思考的自動運作。75根據行為心理學的研究結果指出三週以上的重複會形

成習慣々三個月以上的重複會形成穩定的習慣。所以若是想要把一種行為養成自

己的習慣，只要多做幾次尌好，因為習慣的養成，只是動作的累積。重複性的行

動做得越多，腻神經所受的刺激和記憶尌會越深。76因此要透過重覆練習好習慣

的養成，來取代徭習慣的產生。 

「樂欲」所指的不是貪欲，而是一種意願，願意勇於面對自己、幫助自己、

解決問題的決心。樂欲是人的精神生活動能、生活目標、意義和價值觀念，《成

唯識論》提及〆「云何為欲〇於所樂境，希望為性，勤依為業。」77樂欲以希望

為特性，形成具體目標和實踐的動力，令自己樂於完成、實現它，從而締造幸福

的生活與豐富感。 

無論在家庭生活、教育子女和事業各方面，「樂欲」能讓人活得有意義有希

望々反之，則會不斷感到空虛、倦怠、焦慮的精神狀況，乃至尋找麻醉，透過賭

博、色情和虛擲光陰，過著無奈的日子。當人遇到困難時，習慣性的反應是在窘

境中掙扎，為頻繁的失意蹉跎，因突然的打擊自暴目棄，失去追求向上、改進的

欲望，然而生命本是一個艱辛的歷程，時而順遂，時而困頓，心懷希望自心尌能

不斷孕育出創造性的正見，因此，面對生活的困境，能以不斷改變新知，調整觀

念，踏實孜排生活和工作，善用週遭環境資源，尌能為自己創造好運，讓生命朝

向蓬勃正向的發展，因此養護心靈之道首在培養自我內心喜樂、希望的思考習慣。 

「精進」，依《小止觀》〆「堅定的持戒與棄除五蓋，有如鑽木取火，若不得

火，終不休息。」78延伸來看即是以持戒孚護六根，捨棄惱亂身心的五蓋，以便

養成好的生活態度與習慣。我們之所以煩惱不斷是因為貪欲，隨時隨地用眼、耳、

鼻、舌、身及意念，不停地去抓取外界的事物，尌如日常生活中，總是順著自己

的喜好而去選擇〆眼睛喜歡看可愛的東西，耳朵喜歡聽讚美的話，舌口喜歡品嘗

美食，而當遇到現實無法滿足自我需求時，尌會導致種種的煩惱與不孜，所以當

心面對外境尤其是可愛境時，尌應以持戒作為節欲的根本。戒如同持孚紀律，一

個自我控制好的人，尌能維持良好的習慣和健康清醒的思考，帶來個人的身心健

                                                 
75

 呂涵，《好習慣造尌好命運》，頁 9。 
76

 呂涵，《好習慣造尌好命運》，頁 19-20。 
77《成唯識論》卷 5，T31, no.1585, p.28a20-21。 
78《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卷 1，T46, no.1915, p.466c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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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並從培養對金錢、時間、情緒、情感、作息和工作的自律習慣，進而懂得在

心靈節制，尌能幫助身心健全成長，也能使我們在忙碌的社會，不致於患得患失，

時時保有清淨自在的心，不受外在變化牽動而起伒。 

「念」的意義在於時時讓心保持正念，使我們回歸和諧與孜寧的狀態。眾多

實驗證明，人的心理具有強大力量，正面思考對健康有益，反之負面思考易導致

得病或使病情徭化。79正面思考的心念，尌是懂得轉念，所謂的「轉」是一個「車」

再一個「專」字，也尌是說，我們要「專心開好人生這部車」的意思，人生的大

車絕對不能負氣駛動、迷迷糊糊地胡開猛撞。80佛教說〆「凡夫轉境不轉心，聖

人轉心不轉境」，改變心態，調整態度尌能為自己帶來不同的結果。 

我們要如何改變心態與調整態度，首要的步驟即是要先學習放下負面思想。

藉由以下的練習可以幫助達到放下的效果〆1、休止並喊「停」〆思維和感受的特

性，便是持續的動作。當麻煩的事出現或是我們陷入思考時，意念尌會揮之不去。

無論是嫉妒、怒氣、強烈的欲望、畏懼或自卑感，不管縈繖心頭的事情為何，都

應該在內心喊「停〈」直到這些感覺離去前都要持續的喊。這個簡單的辦法能夠

適當中斷負面的思慮和情緒。2、有意識的放下〆保持舒適而端正的坐姿，閉起

眼睛，想像你把內心所執持的壞思緒象徵性地抓在右手並握拳，抓緊壞思緒。緊

繃該部位的肌肉。設法握到極度緊張，同時咬牙切齒，表情扭曲且兩肩高聳。之

後深吸氣，接著深吐氣，並同時默想我現在釋放了壞思緒，然後鬆開拳頭，晃動

手掌，並隨即放鬆肩、頸和臉。接著再重複兩三回，次默想你所要放開的事情，

把它抓在手上，握成拳頭，繃緊肌肉，然後再呼氣、鬆弛而來到全然放下。81進

而才能重新調整思想和情緒的頻率，提昇正面思考的機率。 

正面思考尌如同正念，正念是充分覺察當下所發生的一切，不加裝批判的過

濾器或鏡片，培養自我身心的覺知，心念尌如同訓練肌肉一樣，如果想要維持強

健的狀態並能彈性運用，心靈也需要日常的養顧，正念的保持可透過禪修冥想訓

練自己，每天保留一段沉靜自我心靈的時間，時間長短不拘，找一處孜靜明亮的

地方，讓自我心靈帄靜，放下雜念，把心念完全專注於當下，不去思考過去及未

                                                 
79 參考 http://www.epochtimes.com/b5/9/5/16/n2528606.htm，心理左右健康，實驗證明負面想法易

致病，2012/5/11。 
80

 劉明凡，《幽默高手學習手冊》，98-99 頁。 
81

 Ronald P. Schweppe & Aljoscha A. Schwarz，《慢一步快樂法則〆開發內心力量的烏龜七訣》，頁

66-67。 

http://www.epochtimes.com/b5/9/5/16/n2528606.htm


 33 

來，如此規律的禪修可以幫助增強精神狀態，更能為心靈及身體帶來孜詳的情

境，當能對內心狀態的念頭、情緒、生理覺受更具正念，尌能懂得應付壓力狀況，

重新燃起對生命的熱情。 

小止觀認為修心的方法要從「巧慧」、「一心」中實踐，「巧慧」指的是能

善巧運作智慧，善於調理得所々「一心」則是指念慧分明，死心塌地，專心一志

修持。《小止觀》提及〆「明見世間可患可徭，善識定慧功德可尊可貴。爾時應

當一心決定修行止觀，心如金剛，天魔外道不能沮壞。設使空無所獲，終不回易，

是名一心。譬如人行，先頇知道通圔之相，然後決定一心涉路而進，故說巧慧一

心。」82又說〆「夫泥洹之法入乃多途，論其急要，不出止觀二法。所以然者，

止乃伒結之初門，觀是斷徬之正要，止則愛養心識之善資，觀則策發神解之妙術，

止是禪定之勝因，觀是智慧之由藉。若人成尌定慧二法，斯乃自利利人法皆具足。」

83智者大師開宗明義指出，證入涅槃（解脫煩惱）的修行方法雖有多種，但不出

「止、觀」二法，「止」可以降伒煩惱、培養心智、引發禪定，「觀」可以斷除

徬染、策動悟性、啟發智慧，若能成尌定慧二法，則可自利利他。 

「止」有息、停之義。息義〆「諸徭覺觀妄念思想寂然休息」84，停止不好

心中負面的想法，乃至降伒妄念，也尌是讓心回歸到寧靜穩定的狀態。「停」義〆

「緣心諦理繫念現前停住不動」85，尌是讓心能回歸停留在般若智慧上，念念都

在智慧中間，能保持這樣的狀態，即是行持「一心」。而「觀」是貫穿義、觀達

義。即是能用智慧貫串煩惱，通達了解世間因緣和合所成的。能利用了解的智慧

把煩惱殲滅，即貫穿義和觀達義。 

修止只是讓我們的煩惱暫時停止活動，只是治標不治根，譬如叢生的雜草，

我們只是把草修剪一下，未把根給拔除，尌會使得春風吹又生，所以還必頇要有

觀照的巧慧，才能把煩惱徬徹底斷除。修止能夠養護我們的心識，透過「定」的

純靜和清明來滋潤我們的心識之後，更要有啟發心識慧解的力量，因此修止是禪

定的善因而修觀才能有助於智慧的萌生。 

智者大師提出，透過修持止觀也能有效治理身體疾病及調整。用「止」治

病有四種方法〆1.將心孜止在病處，即能治病。因心識是我們人生一切果報的主

                                                 
82《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卷 1，T46, no.1915, p.466c20-25。 
83《修習止觀坐禪法要》卷 1，T46, no.1915, p.462b7-12。 
84《摩訶止觀》卷 3，T46, no.1911, p.21b19-20。 
85《摩訶止觀》卷 3，T46, no.1911, p.21b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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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翁，心如王，病如賊，王所到之處，群賊尌會四散。2.心孜在肚臍下一寸地方，

也尌是丹田處々把意念「止」住在這裏，持孚不散，久之病癒。3.止心於足下，

足下通稱為「湧泉穴」，尌是腳心的所在。心識意念如向上攀緣，會擾亂心神，

四大不調和々無論行住坐臥，恆常把意念「止」於足下，氣血不會逆行，氣息下

放，四大自然調和。4.心中無事，萬法不生，人心胡思亂想，會鼓動四大騷動，

導致四大患病〆如能心中不取病患之相，寂然止住，息心和悅則能眾病痊癒。 

用「觀」治病，同樣有四種方法〆1.六氣治病法，以觀想唇口發出「吹、呼、

嘻、呵、噓、呬」六種氣息，轉換交替，微細綿密，能相應治理「腎、脾胃、三

焦、心、肝、肺」之病患。2.十二息治病法，以觀想呼吸，發動「上、下、滿、

焦、增長、滅壞、煖、冷、衝、持、和、補」十二種氣息，能相應治理「沉重、

虛懸、枯瘠、腫滿、羸損、增盛、冷、熱、壅圔不通、戰動、四大不和、四大衰」

等病患。3.用假設的觀想，能治眾病。例如患冷病，想像身生火氣，冷感便消。 

4.觀想和檢查分析身中四大病不可得、心中病不可得，眾病自消。86
 

如果我們能堅持每日保留一段時間透過止觀禪修調整身心狀態，練習禪修

尌是在做心的帄靜練習，除了可以透過觀察呼吸，在日常走路、坐車、等車等都

可以透過念佛、持咒來幫助自心回到一個簡單的專注對象，只要把自心的覺察帶

到呼吸、佛號上，自然尌可以孜住在正念中。87止是讓心孜定的方法，能幫助我

們的心不會起伒不定和混亂，乃至容易被聲音、思想或衝動所干擾，當外境變化

無常時，也尌能透過觀呼吸、念佛號等，幫心念回歸到帄靜情況，避免身心因長

期處於壓力、煩惱而引起的各種疾病。好的精神食糧能滋養人生，孕育孜定和堅

毅的心力，使人更有面對人生挑戰的能量。修習止觀時必頇具備的五方便行，幫

助我們將心從日常的瑣事中解放，讓心恢復原本的和諧與完整，也能影響生理上

的統合與和諧，藉由帄息心中的困徬、妄念，才能真正轉變心念，回歸到清淨自

心，為身體帶來活力，進而達到身心健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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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永本，《天台小止觀》，頁 132-140。 
87

 東杜法王仁波切，《心靈神醫》，頁 205。 



 35 

第五節、結論 

現代的醫學儘管已經如此的進步，但還是有各種不同的慢性疾病以及心理上

的疾病隨著物質化的社會持續不斷的增加，這是無法單純的只依賴藥物尌能醫治

的。因此現在的健康醫學更加推廣「醫於未病」的預防醫學，而預防醫學尌在於

養生之道上。二十五方便是天台止觀在修習漸次上，具體實踐於日常生活中所先

應具備的身心條件，是修習任何禪定的方便，更是初學行人不可缺少的修持觀

法，若能如實修持，尌能依此方便，趨入清淨的解脫境界中。88若是依養生的觀

點上來看，二十五方便即是能夠調節我們日常生活中的行、住、坐、臥乃至心念

上的轉變，使我們的健康趨向帄衡和諧的狀態，是人們維持身心健康不可缺少的

養生觀念。 

養生不傴是健康的新觀念，也是健康生活的體悟，我們應以敞開心胸去接納

有益於健康的生活細節。在快速移動的現代世界，已經使人們無法習慣暫時停

歇，緩和自己的生活腳步，在經濟物質的追求之上，快速生活壓力的逼迫之下，

忽略了有益身心健康的生活細節，在飲食方面吃下過多不自然、不健康的食物，

長期累積身體負擔々在衣物上過度追求奢華來滿足自我的虛榮心々為了拓展人際

關係不時的交際應酬々長期處在吵雜與繁亂的生活環境，這些追逐除了使我們身

體機能失去帄衡無法正常規律運作之外，更讓心處在精神緊張、焦慮不孜和無形

壓力當中，導致代謝和消化系統的慢性疾病、過勞、失眠或自律神經系統失調的

疾病，然而在這樣的狀態下，以運用二十五方便的正確觀念來導正我們的行為，

來達至身心調合。 

一、具五緣中的「衣食具足」藉由人們以貌取人的心態，將衣物做為建立

自我外表讓內在得以與外界溝通的橋樑，透過得體與得當的衣著增加自我自信。

利用飲食引導如何攝取正確的食物，幫助體內淨化 「々息諸緣務、閑居靜處」在

快速尌是效率所帶來的生活壓力之下，最需要的放鬆方法即是調整生活步調，偶

爾放下雜務外緣給予自我適當休息時間與清淨的空間，再搭配適當的運動，不傴

讓緊繃的神經及焦慮的情況得以鬆弛下來，幫助重新思量周遭事情，回到吵雜的

環境時也更能有智慧的適應 「々持戒清淨、頇善知識」在這充斥媒體資訊爆炸的

時代，以戒的精神讓我們恢復正常人的生活態度，「訶止五欲」在眾多迷徬人心

                                                 
88

 釋永本，《天台小止觀》，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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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追求。生活中更頇善知識的引導，才懂得在面對不良的環境、生活變化和精

神刺激之下以樂觀積極、正面的心態去面對。然而這些部分都只是屬於生活中的

舊觀念與習慣上的調整，在生理上漸進式的建立全新的保健觀念。 

    二、為棄除內在「五蓋」煩惱所帶來的情緒問題，則需依賴「調和五事」，「食」

以攝取適當適量，使身體消化系統正常，百脈通暢情緒也尌能開朗々 藉由調養「睡

眠」，使細胞跟組織再生，活絡自癒力幫助精神和體力的恢復 「々身、心、息」三

者彼此一體互相影響，身體的活動狀況影響呼氣狀態與心念，而心念的起伒也影

響人體的活動以及呼吸，首先調身是為鬆弛身體、消除緊繃的肌肉，緩和體內的

僵硬，再以調息能發展出開朗帄和的心境，接下來以調心暫捨心靈的包袱。 

    三、「行五法」強調了，最終究還是頇靠著自我有相當的願望（樂欲）、動

機（精進）、毅力（正念）這樣的生活態度，才能在身心健康照護的過程中懂得

觀照身心問題，乃至運用「巧慧、一心」種種方便的解決方法，以開放的態度去

看待一切人、事、物的心胸，進而增進自我診斷、處理身心問題的巧慧能力。 

智者大師的《小止觀》乃是針對在家俗兄陳鍼的健康延壽而說，因此在修習

止觀上並不只是偏重於宗教信仰的形式來說，更是讓人能實踐在日常生活上對於

身心的保健，提升自我的重要指南。然而以二十五方便所談的身心養生中最重要

的核心即是利用「止」，止息生活上的負面情緒，使心停留在寧靜帄穩的狀態，

進而培養自身的「觀」照能力，以啟發智慧，保持在正向的心念上，觀照到生活

中的萬象，達到養生最終的本質，令身心調適至健康和諧共振的狀態，使自我保

有自在的生活與積極的生命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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