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鼓文理學院生命教育	

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	
 

	

	

「身在哪裡，心在哪裡」	

中國傳統武術及法鼓八式動禪與我生命的對話	

Practicing	Mindfulness:	 	

A	Self-narrative	on	a	Student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and	Dharma	Drum's	

Eight-Form	Moving	Meditation	

	

	

	

	

	 	 	 指導教授：辜琮瑜博士	

	 	 	 研究生：李函	 	 撰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1 
 

法鼓文理學院碩博士論文授權書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13 日 110 學年度第 2 次教研會議修正通過 

 

l 立書人（即論文作者）：    李  函      （下稱本人）  學號：   M104212     

l 授權標的：本人於 法鼓文理學院 （下稱學校）       生命教育      (學系、碩士學位學程)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之 n碩士 □博士 學位論文。 

 

論文題目：  「身在哪裡，心在哪裡」中國傳統武術及法鼓八式動禪與我生命的對話     

指導教授：    辜琮瑜         

（下稱本著作，本著作並包含論文全部、摘要、目錄、圖檔、影音以及相關書面報告、技術報

告或專業實務報告等，以下同） 

 

緣依據學位授予法等相關法令，對於本著作及其電子檔，學校圖書館得依法進行保存等利用，而國

家圖書館則得依法進行保存、以紙本或讀取設備於館內提供公眾閱覽等利用。此外，為促進學術研

究及傳播，本人在此並進一步同意授權學校、國家圖書館、資料庫廠商等對本著作進行以下各點所

定之利用： 

 

一、 對於學校之授權部分： 

本人 n同意 □不同意(請勾選其一)授權學校，無償、不限期間與次數重製本著作並得為教

育、科學及研究等非營利用途之利用，其包括得將本著作之電子檔收錄於數位資料庫，並透

過自有或委託代管之伺服器、網路系統或網際網路向n學校校園內n校外位於全球使用之

使用者(本點如前求勾選同意者，請勾選，並得複選)公開傳輸，以供該使用者為非營利目的

之檢索、閱覽、下載及/或列印。 

 

二、 對於國家圖書館之授權部分： 

本人 n同意/□不同意(請勾選其一) 授權國家圖書館，無償、不限期間與次數重製本著作

並得為教育、科學及研究等非營利用途之利用，其包括得將本著作之電子檔收錄於數位資料

庫，並透過自有或委託代管之伺服器、網路系統或網際網路向館內及館外位於全球之使用者

公開傳輸，以供使用者為非營利目的之檢索、閱覽、下載及/或列印。 

 

三、 對於資料庫廠商之授權部分： 

本人 n同意/□不同意(請勾選其一) 由學校將本著作有(無)償授權資料庫廠商（下稱該資

料庫廠商或該廠商）進行以下範圍之利用： 

(一)該資料庫廠商得將本著作重製收錄於其所建置營運之特定數位資料庫（下稱該資料庫），

並透過網際網路向全球訂購該資料庫之使用者公開傳輸， 以供該使用者為非營利目的之

檢索、閱覽、下載及/或列印。 

(二)該資料庫廠商不得再轉授權第三人將本著作重製收錄於其他資料庫或進行其他營利或非

營利利用。但於台灣以外之海外地區，該廠商得委託當地之代理商或經銷商代為處理當地

使用者訂購該資料庫事宜。 







	

	 i	

「身在哪裡，心在哪裡」 

中國傳統武術及法鼓八式動禪與我生命的對話 

 

摘  要 

 

本論文以自我敘說的研究方式呈現，透由研究者修習中國傳統武術基本功與

法鼓八式動禪的歷程，以八式動禪的口訣「身在哪裡，心在哪裡」為主軸，結合

實際操作的身心體驗，應用在自身不同階段的生命事件中： 

1. 在喜馬拉雅山安娜普那基地營附近遭遇雪崩的經驗  

2. 在緬甸內觀禪修六十天的經驗  

3. 陪伴母親走過癌症手術復原的經驗 

    由外而內探討武術及禪修帶給研究者身心所產生的轉變與對話，歸納出「身

在哪裡，心在哪裡」的覺察力訓練，如何讓研究者更認識自己，深化自己與他人

的關係，體驗自由，超越對死亡的恐懼，以及這種內在轉化帶給生命的啟發、反

思與影響。 

 

 

關鍵字：自我敘說、八式動禪、中國傳統武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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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ing Mindfulness:  
A Self-narrative on a Student of Chinese Martial Arts 
and Dharma Drum's Eight-Form Moving Meditation 

 
Abstract 

 

    This thesis is 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self-narrative research. Drawing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of practic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artial arts and the Dharma 

Drum’s eight-form moving meditation, the author shapes the thesis around “the mind is 

where the body is” mindfulness training, offers thoughts on the body and the mind 

aspects of the practices, and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such teachings on three of her 

significant life events: 

1. Surviving an avalanche at the Annapurna Base Camp in the Himalayas; 

2. Going on a 60-day Vipassana meditation retreat in Myanmar; and 

3. Helping mother through recovery after cancer surgery.  

Through examining her body and mind transformation brought by martial arts and 

meditation, the author explores how mindfulness training that focuses on “the mind is 

where the body is” can be helpful in terms of discovering herself, deepening her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experiencing a sense of freedom, overcoming the fear for 

death, and how such profound inner transformation brings inspirations and 

introspections to life.  

 

Key words: Self-narrative, Eight-form Moving Meditation, Chinese Martial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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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緣起：一個人的旅程 

 

第一節 道由心悟，不在言傳 

 

	 	 	 	 修習武術和禪法，是一段孤獨的旅程。	

初想要以中國傳統武術與法鼓八式動禪作為研究主題，是因為自己在修習

這兩者的過程中，積累了一些經驗與心得，即使是旁人看起來微不足道的收穫，

對於我的人生都帶來了極大的啟發與影響。確立研究方向之後，在做相關主題的

文獻資料蒐集與回顧時，我發現大多數的武術相關論文都是以質性研究的方式呈

現：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研究學習某一武術門派對個案的影響；從體育教育與運

動競賽的角度，進行動作訓練方法的研究；或是以梳理某一個武術門派的起源、

發展與拳理，作為哲學與歷史考據型的研究論文；以人類學民族誌的角度研究中

國武術與民族文化之間的關係；還有以武術推廣與策略作為研究主題的論文等。

極少有武術方面的論文是以自我敘說的方式，說明修習武術的心得與體驗，會如

何展現在一個人的生命故事中，又會對一個人的生命產生什麼樣的影響與作用。

在文獻回顧的過程中，目前有國立體育大學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蔡文娟的論文

《邁向亞運殿堂-一位武術選手的自我敘說》
1
、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陳宥庒

的論文《快、狠、準、猛、穩：一位跆拳道精英選手的自我民族誌》
2
、國立體育

大學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陳潤智的《武術太極拳運動員－陳潤智的自我敘說》
3
等

																																																								
1	蔡文娟（2020）。國立體育大學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	陳宥庒（2020）。國立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碩士論文。	
3	陳潤智（2014）。國立體育大學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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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是以自我敘說的研究方式呈現。 

以法鼓八式動禪作為研究主題的論文，目前僅有七篇碩士論文，分別是黃兆

芳《「立姿八式動禪」對國小教師抒壓效果之個案研究》
4
、石恩滋《探討法鼓八式

動禪對中老年人 自律神經功能及生活品質的影響》
5
、張欣愉《探討法鼓八式動禪

對中老年人身體組成與生活品質影響》
6
、林錦蘭《法鼓八式動禪對老年人平衡能

力及生活品質影響之探討》
7
、陳怡馨《八式動禪融入合唱團教學之行動研究》

8
、

林志祥《12 週法鼓八式動禪訓練對女性教師健康體適能和生活壓力的影響》
9
、以

及郭美菊《「坐姿八式動禪－身體覺察訓練」對青少年身心覺察能力影響之行動研

究》
10
。以上研究全都是群體個案型的質性研究論文，其研究對象包括中老年人、

國小教師、女性教師、青少年等，探討修習法鼓八式動禪對於特定群體個案的影

響，卻尚未曾有文獻是從個人的實修經驗出發，自述修習八式動禪後，其體悟的

內容帶給身心的作用與生命的轉化。 

武術與禪修一樣，作為一門「實修」的功夫，其功法與體悟全全只能印證在

自己的身與心上，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這種「經驗型」的感受雖然難以用語言

文字表述，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然而，這些體悟對於生命的影響，透過自我觀

察與剖析，卻是有跡可循，顯而可見的。 

禪宗主張「不立文字，教外別傳」，聖嚴法師在《禪的世界》一書中曾解釋到，

「只要是用嘴巴講出來的，都不是禪。禪宗的智慧是開悟，所以不是靠我們的思

																																																								
4	黃兆芳（2014）。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	
5	石恩滋（2011）。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中西醫結合護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6	張欣愉（2013）。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中西醫結合護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7	林錦蘭（2011）。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中西醫結合護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8	陳怡馨（2011）。國立屏東教育大學社會發展學系碩士論文。	
9	林志祥（2006）。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在職進修碩士班論文。	
10	郭美菊（2005）。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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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去推敲的，不需要用理論、邏輯來辯證」11。然而，歷代禪門祖師，卻留下了很

多精彩的禪詩偈頌、公案對話與證道歌，讓後世得以一窺他們的悟境，作為參禪

的參考。例如雲門文偃禪師以「日日是好日12
」五個字便總結了他的所證所悟。同

樣的道理，中國傳統武術雖是在拳腳的廝殺攻防中發展出來的，在民間也流傳了

許多武術諺語與歌訣，給習武之人作為練習的參考。在識字率並不普及的地區與

時代，武人依著歌訣內容揣想動作的形勢與應用，這些歌訣包含了一套拳法的手、

腿、腳、身等動作姿態，以及實際應用的竅門和功法的精髓。雖說「文能意會，

武不難揣摩」，但若沒有這些口訣以打油詩或順口溜的形式流傳下來，有許多武者

在身形動作中所體悟到的功法與訣竅，或許早已失傳，或是讓後世產生更多的誤

解。由此可見，即使是「實證性」的知識，其文字語言的記錄仍然有其價值。 

「精赤條條，四邊不靠13
」這句武術諺語形容的是，練拳全在於自己的努力與

辛苦，不在於門派的光環，也不在於師傅的高明。「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各人」，

習武的過程就像一個一無所有的人，能夠依靠的只有自己，練出來的功夫不會在

他人身上，只會在自己的身體上與意念中，體現在自己的生命裡。 

所以說，修習武術和禪法，都是一段孤獨且個人的旅程。 

作為一個學習禪修的「學生」，以及一位學習武術的「徒弟」，我在法鼓八式

動禪和中國傳統武術基本功的修習之間，獲益良多。這樣的收穫並不只在於強身

健體、減壓放鬆，更多的是心性的轉變、覺察力的開發，以及「身在哪裡，心在

哪裡」的身心合一體驗。這些體悟與經驗在我生命中不同的階段與事件中，帶來

																																																								
11	聖嚴法師（2018）。《禪的世界》，臺北市：法鼓文化。	
12	圜悟克勤禪師，《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第一卷之六，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電子書。	
13	徐紀，《止戈語錄》，「門派靠不住，師傅靠不住。打拳就是學一個精赤條條，四邊不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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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同的妙用與意料之外的收穫。 

在回顧不同類型的武術及八式動禪研究文獻後，我想或許可以透過自我敘說

的研究方法，將中國傳統武術基本功和法鼓八式動禪的功能與價值，從我個人的

生命經驗與修習心得出發，並以實際的生命故事為例，做一個不同角度的整合與

探討。以自我敘說這段學習歷程和生命體驗，更進一步看見武術和禪修的修習所

帶給我的生命內在轉化，同時在自我關係與他人關係中，拓展更多元的可能性。 

 

 

第二節  拳練人，還是人練拳？ 

 

武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人類在獵捕動物、擴張地盤或競爭資源

的過程中，需要用拳腳、石頭、棍棒等，與動物以及其他人類搏鬥，在獲得攻擊

與防禦的經驗後，提升與改善自身的獵捕與戰鬥技術，同時將使用的器具改造成

更順手、更具殺傷力的「武器」。無論是什麼國家與文化，武術的起源不外乎是「戰

鬥」與「殺戮」的需求，勝利者與倖存者透過實戰經驗積累攻防知識，透過訓練

去形塑出更有效率、更有系統的身體學習與練習方式。 

中國傳統武術，系於中國發展出來的傳統武術，隨著歷史演進及地理區域分

佈，在不同的時代與地區發展出了不同的門派。武術門派多似繁星，百家爭榮，

各有特色，但其基本功法與基本心法都有相似的道理。換句話說，不同的武術門

派都是從相同的「基本功」與實戰法的基礎訓練中，變化出千變萬化的肢體應用

方法，作為實戰攻防的應對方式，再從這些基本功的提升，與攻防對戰的應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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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串接、編集成不同的「套路」，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現在看到不同武術門派的訓

練與呈現方式中，大多是用「套路」來模擬攻防，練習肢體動作的做法與提升。 

然而，中國傳統武術並不是僅僅是拳腳功夫，用來格鬥與防身，它還有更多

思想上的哲理與精神上的內涵，尤其是在「意念」的訓練方面，除了讓我們的身

體能夠更靈活地被意念所調動應用之外，更可以使我們的覺察力更加敏銳細膩，

使我們的意志力更堅強，可以承受身體的疼痛或辛勞，讓我們在不同的處境中，

都能勇於面對、承擔、負責。中國傳統武術不只訓練人的身體，更要練「心」，這

種透過意念與身體合一，甚至超越身體的「心理開發」訓練，為的是要培養「獨

立自主」的身體與精神，也是中國傳統武術中，所強調的「為人處事的道理」。 

未曾學藝先學禮，未曾習武先習德	

這些身體與意念的訓練，甚至道德觀養成的訓練，都包含在中國傳統武術的

「基本功」裡，進而衍伸出不同形態的拳理變化，發展成不同的門派。然而，即

便門派不同，習武的次第都是「武術」、「武藝」、「武道」，基本道理與 終「武道」

的追求，是相同的，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份。 

健身，防身，修身	

養心，用心，怡心	

形意拳宗師車永宏
14
在他的「拳論」中，提出了「人練拳，拳練人，人拳合一」

三種次第境界。此拳論說明的並不只是形意拳的理論體系，更是所有傳統武術門

派的階段。先有「人練拳」，「久練為熟，久熟為巧」，這是武術，人把拳練深入；

進一步「熟能生巧，巧能生精」，越練越靈活，從基本功中變化出萬千活用，這是

																																																								
14	車永宏，字毅齋，清代著名形意拳武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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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練人」，將人越練越開闊，是武藝的境界； 終「拳無拳，意無意，無意之中

是真意」，這種「人拳合一」的身心整合境界，還要能透過修習武術在心性、德性

上有所提升，把所學實踐在為人處世及日常生活中，與生命做結合，方能臻於「武

道」。 

說到底，還是要從「人練拳」的基礎做起，持之以恆不間斷地練習基本功，

才能將功法「積土成山，積水成淵，積藝成才，苦練成功」。 

汗顏的是，我雖喜歡修習武術，但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學武不精，所謂

「學拳三年，丟拳三天」我 有體驗，經常興沖沖練了一段時間，就怠惰休息，

不到三天時間，便把所學忘得精光，功法沒有深刻練到自己身上，很快就筋骨僵

硬、動作生疏了。不管學習多少年、學過多少種武術類型，我總是停留在練習基

本功，一遍一遍從頭學起，倒也一次一次從基本功中體驗到各種滋味。因此本文

著墨的重點是在中國傳統武術「基本功」的訓練，而非各個門派訓練法的細瑣探

究。 

 

 

第三節  風在動，還是旛在動？ 

 

《六祖壇經》裡有一個著名的公案：兩位僧人指著被風吹動的旛旗，一人說

是「風在動」，另一人說是「旛在動」。惠能大師見兩人議論不已，便對他們說：「不

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15
 

																																																								
15	宗寶（元代）編，《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第 1卷，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出版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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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禪法於我也是一樣。我的心如狂象、如瘋猴，完全靜不下來。無論是修

習曹洞宗
16
的默照禪，還是臨濟宗

17
的話頭禪，又或是南傳佛教的內觀

18
，在四處遊

歷體驗一番後，對我而言 受用、 能反覆練習的，還是法鼓八式動禪的「身在

哪裡，心在哪裡」。唯有心跟身同在，也就是「身心合一」的時候，我的心才能稍

微消停，片刻清淨。 

為什麼需要透過特別的方法，例如用禪修或武術等方法，才能讓身心合一呢？

這裡的「身」，指的是我們的身體，從四肢、軀幹，乃至於皮膚、筋肉、骨骼、神

經等，都是「身」所訓練的範疇；這裡的「心」，指的並非心臟，而是「意念」，

也就是「有意識且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麼」的心識狀態。我們的心與身體是分開

的嗎？ 

事實上，當我們的心跟著念頭與外境四處紛飛，沒有清楚覺察自己當下身體

在哪裡、感受如何、生起了什麼樣的念頭與情緒時，我們的心就沒有與身體同在。

而我們大多數都是在這樣的狀態下度過，心被外境與念頭佔滿，沒有時間也沒有

足夠的力量去仔細觀察自己生起了什麼樣的念頭，自己的身體與感受又是處在什

麼樣的狀態。我是在接觸到法鼓八式動禪之後，才真正體驗到「身在哪裡，心在

哪裡」是什麼樣的覺受， 

法鼓八式動禪是法鼓山創辦人聖嚴法師依據自己多年的禪修實修體驗，結合

各類專家意見所開發出來的「動中禪」訓練方法。原先是作為長時間禪坐之後，

活動身體、活絡氣血的伸展運動，但是在聖嚴法師結合禪修的心法和有系統地規

																																																								
16	禪宗的五個主要流派之一，始於洞山良价禪師與曹山本寂禪師	
17	禪宗的五個主要流派之一，始於臨濟義玄禪師。	
18	「內觀禪修」（Vipassana Meditation）是禪修方法之一，以「四念住」的禪修為主要，也就是專注於覺察自
己的當下的「身」（身體）、「受」（覺受）、「心」（心識）、「法」（一切現象），體會剎那的生滅、無常、苦、無

我，達到心性的轉化，斷除煩惱，達到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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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了身體不同部位適合的動作後，成為一套不拘時間、不拘地點的「動中禪」的

訓練法。 

法鼓八式動禪由八套動作所組成，分別是： 

第一式–扭腰甩手 

第二式–頸部運動 

第三式–腰部運動 

第四式–擎天觸地 

第五式–甩手屈膝 

第六式–轉腰畫圈 

第七式–膝部運動 

第八式–左右伸展 

動作簡單易學，適合忙碌的現代人作為一種舒展筋骨、放鬆減壓的運動法，

無論大人小孩都可以練習，可以站著做也可以坐著做，以「身在哪裡，心在哪裡」

作為動禪的心法，在身體四肢做每個動作時，意念要清楚知道自己的身體四肢正

在做什麼動作，同時覺察自己的念頭與身體的感受，將意念與身體結合，達到專

注卻放鬆的狀態。它的目的在於訓練我們養成「身心合一」的習慣，當我們在日

常生活的行、住、坐、臥間，無論是身體四肢正在活動或是不動時，都要無時無

刻將意念與身體結合，清楚覺察自己當下的身體覺受與心理狀態。如果在身體活

動時，心裡卻在想其他的事，意念沒有放在身體的動作上，那只是肢體的行動或

運動而已，並不是動禪的訓練了。 

這種覺察力的培養，強調意念要結合於身體動作的訓練方法，是中國傳統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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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與法鼓八式動禪的相同處，也是我 有心得之處。此篇論文題目的「對話」，並

不是指要邀請武術界與動禪界的大師來開座談會，面對面討論彼此的方法異同，

而是我個人在修習中國傳統武術基本功與八式動禪的過程中，兩者的經驗體現在

我生命中，所產生的思考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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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外練手眼身腰步，內練精神意念氣 

 

第一節 我的武術學習歷程 

 

對武術的想像 

或許是受到武俠小說、漫畫、電視或電影的影響，我從小就對武術充滿了各

種不切實際的想像及嚮往：想要成為武功高強的俠客，可以乘著輕功飛簷走壁，

一躍便翻身上了屋頂，在夜幕低垂時穿梭於屋瓦間隱身行動；路見不平可以隨時

拔刀相助，或是背著一把神劍到處行俠仗義；袖子裡藏著飛刀暗器，如果有非人

妖孽現身，懷裡還有八卦鏡和厲害的法器可以降妖伏魔。 

那麼，要如何才能學會一身武藝？除了不小心撿到武功祕籍之外， 好的方

法是到雲霧繚繞的深山古寺裡，拜一位隱居山林的仙翁為師。仙翁通常是白髮蒼

髯的大師，脾氣讓人捉摸不定，一開始會拒絕收徒，於是你只能長跪在大雪紛飛

的古寺門口三天三夜，表明拜師的決心，仙翁才會拂髯而笑，正式收你為徒。 

修行的過程通常都是用幾個鏡頭快速帶過，運氣好的話會有年齡相仿的師兄

弟姐妹一起成長學習；不小心受傷也沒關係，只要有高人幫忙打通任督二脈，就

會突然功力大增，原本不會的武功就瞬間全都會了。 

少林寺的武僧好像都是經過砍柴、挑水後就自然學會了功夫。會唸佛號或咒

語的和尚和道士似乎比一般會武功的人厲害，可能是因為神佛法力的加持。總而

言之，要學會一身武藝，成為轟動武林的俠客，除了拜師、無意間被打通任督二

脈之外，大概就只能出家為僧，或成為道士，武功這種東西就自然具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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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抱著對於功夫的各種奇怪想像，我在大學時興沖沖加入國術社，因為聽說

國術社在寒、暑假時會到山上的寺廟做集訓，感覺很符合武俠小說和電影裡的描

述。滿懷期待的我，第一次體驗到，在大太陽下蹲馬步、踢腿法，不但會汗如雨

下，還會雙腿發抖、發軟。除了練拳之外，在山上寺廟集訓時，每天都要幫寺廟

打掃庭院、走廊、房間和廁所，三餐飯後還要幫前來朝山的訪客洗所有的碗盤，

並且要配合寺院的作息，早上四點多起床熱身、打太極拳，經過一整天的各種基

本功訓練後，傍晚還要在大殿唸佛、禮佛，禮完佛再練兩個小時的步法和基本功，

才能洗澡休息。暑期十天的集訓結束後，我除了黑了一圈、瘦了一點，只有身體

變健康、體力變好，但並沒有功力大增，依舊停留在練習基本功的階段，只是多

學會了幾招，但蹲馬步依舊會雙腿發熱發抖…怎麼跟小說裡和電影中演得不一

樣？ 

    一路斷斷續續練了將近二十年，動作好看的套路我總是學過就忘， 終依舊

停留在基本功的訓練：樁步、腿法、拳法、步法…這些基本功練起來枯燥乏味又

辛苦，在小說和電影中總是沒有著墨或快速帶過，我卻十幾年來都只在練這些東

西，雖然很偷懶，沒有好好練，也練不好，但練著練著也練出各種滋味。當別人

說中國傳統武術的某某拳 好、某某門派 厲害時，我卻覺得，基本功 好，基

本功 厲害了，因為它是中國傳統武術的基本核心，不只練身還練心，只要掌握

住這些訓練方法，就可以應用在不同的動作與門派之間，甚至是日常生活的動靜

之中。 

我沒有成為武功高強的俠客，但是因緣際會之下，我偶然參與了功夫電影的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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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親眼目睹功夫電影如何拍攝的人，應該都會對電影中的華麗武術感到幻

滅：所有的動作畫面都是一個鏡頭、一個鏡頭拆開來拍的；飛檐走壁用拉鋼絲來

拍攝不用說，現在更多輕功鏡頭是直接在綠幕前拍攝完成，再合成到場景畫面中。

那些看起來控制自如的兵器和暗器，大多都是特效動畫合成的，實際上在現場拍

攝時根本不存在；靈活利落的拳腳動作，全都是變速拍攝，因為拳腳的速度要那

麼快、那麼有爆發力，只能用攝影效果和特效才做得出來。 

知道真相是好事，這更加讓我確信，老實練武術的基本功，才是真正的練功，

因為功夫要靠自己的身體來練、靠自己的心來練；練到自己的身上，練到自己的

生命中，這才是真功夫。至於童年時期那些對武術不切實際的幻想，我心懷感激，

也對它戒慎恐懼，因為它成為我學習中國傳統武術的動機，將我領進門，卻也幸

好沒有讓我迷失在追求華拳麗腿或神功護體的迷思和誤解中。 

 

透過不同的武術見世面 

一處拜師，百處學藝	

大學時期雖然有幸在很優秀的師長以及教練的訓練下學習，但是當時沒有想

太多，憑著一股對武術的好奇心就開始盲修瞎練，而且練得不太上心，經常在社

團時間偷懶翹課，沒有真正練進自己的身上與心裡。隨著大學畢業，武術的修習

就中斷了。 

小學時期，我在學校的社團活動也上過空手道課程。由於我從小就頭腦簡單，

四肢發達，擅長各種運動，空手道的出拳踢腿也難不倒我，經常被教練稱讚，自

己也覺得踢踢打打很有趣，還學了一些簡單的防身術技巧，可以用來保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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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當時父母覺得練習空手道只是普通的課後運動，沒有必要花錢考升段，於

是當其他同學都升級換上其他顏色的腰帶了，只有我還停留在白色腰帶，心理有

些不平衡，覺得再學下去只是原地踏步，沒辦法獲得他人肯定，就沒有再繼續學

了。 

當時並不知道，學習武術的目的並不在於獲得他人的肯定，也不在於追求升

段、升級，或是一些外在的獎勵，但是因為自己心態的問題，導致從此斷了空手

道的學習，如此回想起來，這種「向外求」且沒有恆心毅力的心態，正是學習武

術 大的障礙。也正是因為自己放棄過，對於心理狀態影響武術練習的繼續或中

斷，格外有心得。空手道與跆拳道等武術因為有升段制度，給予學習者一個很明

確的追求和前進方向，腰帶的顏色也確實是一種莫大的肯定與鼓勵，可以激發學

員繼續努力的心力。中國傳統武術因為沒有這樣的制度，學也在自己，不學也在

自己，只能自己督促自己，練得好不好，自己 知道，如果沒有實際遇到需要應

用的時機，恐怕也很難驗證自己到底學到了什麼。 

正因為修習傳統武術所收穫到的是無形的身體經驗、肢體動作的反應、覺察

力的銳化和意志力的強健，所以能夠有恆心毅力、持續不間斷地自己修習，才是

難能可貴的，也才能真正將功法在身體與心志上發揮作用與價值。 

    多年後，我重拾中國傳統武術，向徐紀
19
老師學習長拳，從十路彈腿練起，重

新認識基本樁步、腿法、拳法，甚至連拉筋的方式都重頭學起，捨棄掉荒廢已久

的自己，打掉重練，重新開始，才對中國傳統武術有了全新的理解與體驗。 

我的梵文老師許洋主老師曾經說過：「學習一個新的語言就像是學習一門新的

																																																								
19	 徐紀，著名武術家，師承韓慶堂、曹連舫、劉雲樵、常東昇、衛笑堂、張詳三、李崑山、杜毓澤等名師。

為止戈武塾創辦人，雲門舞集舞蹈教室武術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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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因為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 重要的是學會這個語言使用者的「思考方

法」，而這樣的思考方式與文化有很大的關聯，包括思維邏輯、生活習慣等等，都

包含在語言的表達內。 

在我接觸過不同武術的經驗中，也深刻體驗到「身體是認識文化的一種途徑」，

因為「學習一種新的武術就是學習一門新的文化」。 

大學畢業之後，我赴美國留學，學校提供了很多體育課程可以自由選修，只

要支付學分費，想選幾堂課都可以，學分和成績都不會算在碩士畢業學分裡，比

較像是給學生選修的課後活動。體育課程很多元，在 Martial Arts（武術）的類別

裡，包含了跆拳道、劍道、太極拳等課程，我抱著難得嘗試新事物的心態，想多

學學不同文化的武術，於是選擇了日本合氣道（Aikido）和巴西卡波耶拉

（Capoeira）。 

 

合氣道（Aikido） 

合氣道是日本武術家植芝盛平20所發展出的一套現代日本武術，結合了柔術21

的概念與技巧，以「借勁使力」的方式，以柔克剛，以破壞對手重心的方式，化

掉對手攻擊的力量，保護自己，甚至將對手的力量借來用以反制對手的攻擊，主

要有當身技（以拳腳擊打對手）、投技（摔倒對手）、固技（將對手摔倒後，以擒

拿技制服對手）等技巧。 

體育課的合氣道老師是一位英文不甚流利的日本「先生」
22
。可能因為語言的

																																																								
20	植芝盛平（1883~1969），以「大東流合氣柔術」結合他的武術研究與哲學，發展出合氣道。	
21	日本傳統武術，透過動作技巧將對方攻擊的力量轉化為制服敵人的技術。	
22	日文「先生」（せんせい），意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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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閡，又或是初級課的關係，合氣道老師可以透過講解和演示來示範動作，但是

整學期的課程都沒有機會解釋太多關於合氣道精神或哲理的內容。 

印象 深的是第一堂課，我們一開始學的是「護身倒法」。護身倒法是一種讓

自己在摔倒或是被擊倒時，可以隨著身體力量順勢翻滾，減輕摔落時的衝擊力，

並且隨著翻滾的動作快速回復原本的姿態（蹲姿或立姿），以保護自己。 

我們整堂課都在教室的軟墊上滾來滾去：向前滾、向後滾、側著滾。習慣身

體在地面上翻滾的各種角度，讓自己可以快速地從站立，到在地板上滾動，手腿

腳併用一撐，又回復到站立的動作。隨著身體翻滾落下時，手臂還要自然拍擊地

面，把身體的力量放散出去，才不會使得地面的反作用力對身體造成衝擊。 

這種「還沒有學攻擊法，就先學習在被攻擊時該如何正確保護自己」的概念，

我覺得十分受用。武術應用在實戰時，拳腳並不只是用來攻擊對手，更重要的是

如何保護自己，甚至是讓自己在遭受攻擊時，如何能安全脫身。「護身倒法」的好

處在於，它不只是在練習合氣道時可以使用，其實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不慎跌倒或

是被撞倒的情況下，善用護身倒法也可以減輕身體的衝擊與撞擊。去年我曾經出

過一場車禍，當時正騎著機車的我，突然被右側超車的機車擦撞到我的右側後照

鏡，車頭瞬間轉向，我整個人還來不及反應便飛撲到馬路上，正面著地，門牙斷

裂，下巴骨折，四肢擦傷。記得被救護車載去醫院的途中，我在疼痛且意識薄弱

的狀態下忽然想起護身倒法的動作。現在回顧起來，不知道自己當時為什麼在受

傷後會想起很久沒練習的護身倒法，可能是因為學了之後沒有好好練習和使用，

如今遇到緊急狀況時，身體自然無法立即反應做出保護自己的動作，對於自己沒

有持之以恆地練習，感到後悔與慚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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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氣道的練習對我而言還有一個新鮮之處，是跟同學「互摔」的練習。由於

我個人過去在學習中國傳統武術的經驗中，沒有太多對打或推手的經驗，比較是

各練各的，很少有機會在接觸他人身體的狀態下練習，對於要跟其他人一起互動，

不是非常習慣。合氣道的技巧又著重於借力使力、破壞平衡，所以首先要感受對

方力氣與勁的方向，不能硬碰硬去抵抗，否則自己容易受傷，力氣也不見得能夠

大過對方，必須要順著對方力氣的方向轉不同的角度，讓對方因為關節被自己的

身體卡住，或因為施力方向錯誤而失去平衡。 

合氣道先生通常會跟助教示範一套完整的動作後，學生們再兩人一組演練動

作。我對於「破壞對手平衡」的觀念很熟悉，因為這跟傳統武術的概念相似，而

且若要避免自己的重心被破壞，下盤的穩固就很重要，除了自己要盡量重心放低

之外，也可以把意念放在自己的腿和腳上，這樣無論對方的上盤（手）如何攻擊，

自己的下盤能夠保持穩定。但是去感受對方的力量，並且要順著那股力量借力使

力放倒對方，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覺察自己的身體和力量，是一種練習，在身

體接觸的情況下覺察他人的身體和力量，是另一種挑戰。在練習的過程中，我發

現大部份的人，上半身和下半身都是分離的，意思是，上半身都是手臂在揮動，

身體偶爾會左右擺動、扭動，下半身只是支撐的地面，努力站穩，但手臂、身體、

腿部這三大塊好像是各做各的，沒有真正連動在一起。當這三大塊分開做工的時

候，只要破壞其中一部份的平衡，整個身體的重心很容易就被破壞了，例如對方

的手臂向前抓住我，我只要往他九十度或一百三十五度的方向踏一步，再用自己

的整個側身往對方的腰部用力頂，對方的身體就會因為手臂、身體、腿部的方向

都變了而重心不穩。覺察對方身體力量的變化也很有趣。有些人手、臂特別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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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人很緊很痛，但是沒有顧及自己下盤的重心，所以當對方用力抓住我的時候，

只要我瞬間身體放鬆往下蹲或往下坐，他就會被我身體的力量往下拉，失去平衡

而跟著跌倒。雖然我學習合氣道的時間很短，經驗很淺薄，但是「覺察他人的身

體和力量」這樣的練習，對我而言是很寶貴的經驗。 

在練習合氣道的過程中，我喜歡體驗被摔，勝過摔別人。有許多動作反覆練

習都抓不到訣竅，請合氣道先生對我做示範，他動作放得很慢，還是一瞬間就讓

我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因為自己的重心被動作的技巧破壞後，才知道要怎麼樣

用這樣的動作去破壞他人的重心。自己的身體必須親身體驗後，才知道在什麼樣

的角度、用什麼樣的動作與力度是有效的，並且透過跟不同的對手練習，在面對

不同身高、體型、力量的對手時，做出相應的調整，在反覆練習中實驗，才能習

慣與精進每個動作與技巧的施作，讓身體動作越來越流暢，接觸到對方身體時的

覺察反應和判斷速度越來越快。這種從對練中的身體經驗學習動作技巧和訣竅，

也是我過去較少有的體驗。 

我在動作練習不順暢時，常常請教合氣道先生。但是因為彼此英文都不好，

動作只能靠比手畫腳。有一次我問了一個很長的問題，合氣道先生想了一下，跟

我說：“Just do it. Keep trying!”（做就是了。繼續試！） 

我想繼續問下去：“But the enemy will attack me.”（但是敵人/對手會攻擊我。） 

合氣道先生回答：“Your enemy is yourself.”（你的敵人/對手是你自己） 

當時我只覺得合氣道先生很幽默，可能因為我常常想太多、問太多，他是在

提醒我，想太多和問太多就是我 大的學習障礙，因為實際上去做、去演練比較

重要，必須從實際操作和體驗中去學習，不能停留在分析思考上原地踏步。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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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要查詢合氣道的資料，我在中華民國合氣道協會的網站
23
上看到一段話： 

合氣道開祖植芝勝平翁說：「贏就是要克服自己的爭鬥之心」。所以合氣道是

「不爭鬥」的武道，合氣道的鍛鍊，就是「贏自己」的鍛鍊。	

合氣道實是一門博大精深的武學，不只是武技及體魄的鍛鍊，更是個人品德

及精神力的長期修練，以求心身合一，進而達到無爭無鬥，心物一體的博愛境界。	

我想我當時並沒有完全理解合氣道先生的話，一直以為所謂的敵人是外在的

對手，但事實上我的對手不只是我自己，連「我的對手是我自己」這樣的念頭，

都是我應該要戰勝的敵人。而「身心合一」、「心物一體」的「博愛境界」，對年輕

氣盛的我太過抽象，並沒有真正用心體會。 

 

卡波耶拉（Capoeira） 

同樣是武術相關的體育選修課，我在學習卡波耶拉（Capoeira）的過程中，獲

得了與合氣道全然不同的體驗。 

卡波耶拉也譯為「巴西戰舞」，是一種於 16 世紀巴西黑人奴隸社群所發展出

來的格鬥與舞蹈形式。相傳在歐洲的大航海殖民時代，葡萄牙人自西非地區引進

黑人奴隸至南美洲工作，這些非洲移民將自身文化裡的信仰、武術和舞蹈形式帶

入巴西的新生活裡，表面上他們工作之餘聚在一起時，像是在彈奏音樂與跳舞，

實際上這些舞蹈動作中又混合了許多武術和格鬥技巧的訓練。於是來自非洲的黑

人奴隸們就在舞蹈的掩飾下，暗地練習這種沒有兵器的武術與徒手格鬥技，開發

身體的力量與敏捷度，等待機會推翻、抵抗奴役他們的葡萄牙人。 

																																																								
23	中華民國合氣道協會 https://www.aikido.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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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波耶拉的特色是跟隨音樂的節奏，放低身體的重心，左右踩著步伐，讓

身體隨著節奏左右靈活移動，左右手臂交替護擋在面部、頭部與身側，作為護身

與抵擋攻擊，在做翻踢、倒立或地板動作時，則用來撐地。卡波耶拉主要的攻擊

來自於腿部的各種踢擊，搭配靈活的步法移動和身體的閃轉騰挪，不斷改變重心

的低、中、高，用不同的高踢、側踢、掃腿等踢技，加上各種虛張聲勢的假動作，

在虛招和實招的交互變化間讓對手無法預測攻擊方向與攻擊方式。 

  現今的卡波耶拉比較像一種融合舞蹈和武術動作的休閒運動，通常是眾人

聚在一起圍成一圈，現場有樂手彈奏 Berimbau24
樂器，眾人隨著 Berimbau 的節奏

一邊鼓掌一邊唱歌，此時有兩人互相擊掌後，以翻跟斗方式進入圓圈內，作為對

手互相較勁，開始一對一的「戰舞」。在互相較勁的過程中，兩人都是隨著音樂的

節奏而動作，身體並不一定會真正的接觸，當你看到對方踢腿時，要順著對方的

踢擊動作進行防禦與閃躲，而對方的踢擊動作結束之後就換你進行踢擊，對方也

必須隨之防禦閃躲，一來一往，有時候可以做假動作嚇唬對方，快速閃身到對方

身後再進行踢擊。如果身體在踢擊與閃躲間有所接觸，可以順著動作化開、分開。

整體進行以覺察對方的動作並做出合適的反應動作為主，有時也可以用身體輕撞

對方作為一種趣味的挑釁，同時也可以讓彼此的身體更同步、更有默契。 

許多 MMA（Mixed Martial Arts，綜合格鬥）的選手會在自己的格鬥動作裡融

合卡波耶拉的各種踢技和移動方式，增加動作的華麗性。但有更多的是 Breaking25

（街舞）舞者將卡波耶拉的動作融合進舞蹈的地板動作裡，讓舞蹈更有可看性和

爆發力。 

																																																								
24	巴西傳統樂器，是一種單弦打擊樂器，以敲打琴弦製造出音高和節奏，作為卡波耶拉歌曲的主要節奏。	
25	 Breakdance，也譯為地板舞或霹靂舞，是嘻哈（Hip Hop）街舞的一種，有許多在地板旋轉、翻滾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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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波耶拉作為一種休閒性或表演性的戰舞，和我過去所認知的武術（Martial 

Arts）完全不同，因為它非常重視自己和他人的默契與和諧。體育課的卡波耶拉老

師是一位熱情幽默的巴西人，在每堂課練習完基本步法、閃躲動作、踢擊動作後，

老師會拿出他的 Berimbau，讓大家圍成一圈，開始彈奏 Berimbau 和唱歌，並要大

家拍手跟著打節奏。這時每個人可以輪流上場去選擇自己看對眼的對手，所謂選

擇對手，就是跑到對方面前盯著他看，用眼神讓他知道你選擇他當對手，不需要

言語溝通，兩人有了彼此要成為對手的默契後，一起擊掌翻跟斗進入圓圈中間，

開始戰舞互動。 

巴西老師每次都提醒我們，在對戰的過程中， 重要的是要 “have fun”（玩得

開心），要帶著一種跟對方一起 “play a game”（玩遊戲）的心情進行，重點不在於

搏倒對方或輸贏，而在於享受兩人攻擊、閃躲、挑釁、虛張聲勢等，如同遊戲一

般的互動過程。 

一開始我非常放不開，一邊想著要怎麼做踢腿動作，身體變得僵硬，表情也

嚴肅起來。此時老師就會提醒：“Don’t be selfish!”（不要只顧自己），還會提醒我

們要面帶微笑，氣氛就會越來越放鬆，跟對手的互動也會越來越自然。與合氣道

相似的地方是，卡波耶拉必須要仔細覺察對手的動作方向、速度與力量，同時自

己的身體也要隨著對方的身體動作有所回應，於是在各種動作的變化中，自己身

體的協調性很重要，與對方互動的協調性更重要。困難的點在於，與合氣道不同

的地方是，卡波耶拉在動作間並不一定會直接接觸到對手的身體，所以對手的所

有動作、招式、速度等，都要靠視覺、身體的距離、身體的感覺，甚至是聽覺來

覺察。如果一不小心，也可能會被對方踢到而受傷，所以動作間雖然是輕鬆、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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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一般的，但覺察力的範圍必須從自己的身體向外擴大到整個人群包圍的圓圈

之內，才能去感知對手的行進動向和動作展現，也要小心避免在移動之間，踢到

或撞到包圍在旁的其他人們。這種一邊感知自己身體，同時一邊隔空感受他人身

體以及周圍環境的訓練，對我而言是一種全新的體驗。 

記得在學期快要結束時，有一次下課前，我跟一位身型嬌小的日本女孩成為

戰舞的對手。可能因為我們同樣是亞洲人，身型也差不多，對踢腿和閃躲動作的

掌握也都很熟悉了，在人群圍著的圓圈內，我們很自然地移動。我的意識沒有一

直想著：「我下一個動作要做什麼？」，只是一直觀察對方的動作，隨著對方的動

作做出相應的反應；在對方結束攻擊動作，開始下一個動作之間的空檔，我再自

然轉身或踢腿，做一個攻擊的動作。就這樣你來我往，老師彈奏 Berimbau 的節奏

越來越快，我也聽到其他同學們拍打節奏的聲音越來越熱烈，奇怪的是即使節奏

很快，我的身體完全跟得上速度，沒有刻意加快動作，就只是單純跟著音樂的節

奏移動身體。以前不好意思做一些虛張聲勢的假動作，在那時也玩心大發，用動

作跟對方開玩笑，從對方的笑容也看得出她在過程中覺得很愉快。兩人覺得對戰

的過程差不多該結束時，互相擊掌，退出圓圈，下一組就可以進入圓圈中開始戰

舞。 

那次的印象之所以深刻，是因為我在過程中並沒有一直想著：「接下來要做什

麼？」，而是隨著覺察到的情況，在當下作出反應。作出反應動作後，也不會一直

思考：「好像做得不對，應該要做另一個動作…」，所以我的每個動作都乾淨俐落，

做完後就接著做下一個動作了。在每個當下的動作中與他人和環境達成一種「和

諧」的狀態，這樣的概念和體驗是我從卡波耶拉裡獲得的 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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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體驗，在我後來修習法鼓八式動禪，也曾經有過。不過那是在不用配

合他人的狀態下，因為自己的身體和意念（心）非常合一，所產生的輕鬆自在與

和諧感。 

 

回到原點，重新認識中國傳統武術 

隨著體育課結束，我的合氣道和卡波耶拉學習也結束了。在國外漂泊了多年

後，我回到台灣重新開始，因緣際會下認識了徐紀老師，回到原點重頭開始學習

武術，回到我對武術滿懷憧憬的初心。只是這次，我並沒有帶著對武術不切實際

的幻想來學習。我只想好好練習武術的基本功，好好認識自己的身體和自己的心。 

認識自己與鍛鍊自己，讓自己變得更強大，強到可以戰勝自己與超越自己，

這才是我的初心。 

    大學時期，我學過基本的樁步、腿法、拳法與步法，也練過螳螂拳、楊式太

極拳、陳式太極拳等拳法套路，甚至練過苗刀和三才劍等兵器。但因為中斷多年

沒有練習，套路差不多都忘記了，基本功的動作勉強記得怎麼做，但身體已經做

不出正確的動作了。在徐紀老師的武術課程裡，我從拉筋耗腿
26
以及基本功的學習，

重新開始。 

徐紀老師是一個有趣的人，說話直接又實在，反對把武術「神化」或「信仰

化」。他把中國傳統武術功法的訓練方式、思想內涵、動作技巧和訣竅，以現代的

語言做了詳細的分析和解釋，以他個人將近七十年從不間斷的實修的經驗與觀察，

指導學生扎實地學習與練習。他經常說，「學」跟「習」要分開來看，「學」是有

																																																								
26	耗腿，拉長腿部筋肉和韌帶的暖身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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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教你，或透過自學而「學到」某樣東西，而「習」則是在學了之後，自己下

功夫反覆練習、溫習，學到的東西必須透過「習」，才能真正累積、鞏固到自己的

心上和身上。武術不是「巫術」，它不像小說或電影裡描繪的那樣玄妙，也無法透

過什麼神奇的方式讓人瞬間武藝高強、功力大增，只能透過「學」和「習」，自己

一點一滴積累功基。若停留在「學」，沒有在「習」的部分下功夫，徐紀老師以坐

標平面的 X 軸與 Y 軸為例： 

 

 

    學的多少，如 X 軸；習的多少，如 Y 軸。學得再多，如果沒有習，只是

停留在 X 軸水平前進，沒有功力，也難以獲得深刻的身心體驗；習得多，是在 Y

軸上提升，累積功力，但是若沒有學，就無法在身法、技巧、攻防的運用上拓展

更廣的視野。所以一個人在武術上能夠練到什麼樣的程度，取決於個人「學」與

「習」的欲求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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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武術著重「內運外動」，徐紀老師以形意拳的五種基本拳法
27
—劈拳、

崩拳、鑽拳、炮拳、橫拳，結合中醫人體五臟的鍛鍊及中國傳統文化的五行為例

子解釋： 

	 	 	 	 劈拳出雲似擰繩，肺葉舒張氣暢伸。	

	 	 	 少商引領意中氣，暗藏二門打人發。	

	 	 	 崩拳屬木疾似箭，發勁全憑一寸丹。	

	 	 	 跟順變化隨時用，轉身提足把樹攀。	

	 	 	 鑽拳出手暗中攻，山下同打是真形。	

	 	 	 上打咽喉於鼻樑，步落拳發奇疾功。	

	 	 	 炮拳先走虎跳澗，兩臂下裹如搜山，	

	 	 	 鑽崩之中加膝打，提肛實腑勁爆炸。	

	 	 	 橫拳出手似鐵樑，橫中有直橫中藏。	

	 	 	 左右擺拔應和意，練出抖絕是真功。28	

    在做身體外在的動作時，可同時鍛鍊到肌群、筋絡所牽連到的內臟：劈拳的

動作可以連帶著鍛鍊到肺臟，屬金；崩拳的動作可以鍛鍊到肝臟，屬木；鑽拳的

動作可以鍛鍊到腎臟，屬水；炮拳的動作可以鍛鍊到心臟，屬火；橫拳的動作可

以鍛鍊到脾臟，屬土。 

 

																																																								
27	稱為「形意母拳」或「形意五行拳」。「母拳」指的是基礎拳法，「五行拳」則是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金、

木、水、火、土」五行來命名。	
28	出自《形意拳歌訣》拳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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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運 內  動 屬  性 意  念 

劈拳 肺 金 白 

崩拳 肝 木 青 

鑽拳 腎 水 黑 

炮拳 心 火 赤 

橫拳 脾 土 黃 

    由此可見中國傳統武術與中國傳統文化是不可分的，並且與中醫或五行等概

念互相影響。 

「內運外動」的另一種概念是，力量是從內而發，外表看起來一個單純的出

拳動作，實際上「拳從腳上起」，拳的勁道是從腳部運作至手部，以一個旋轉向前

的動作送出。於是光是一個出拳的動作，調動的不只是肩膀、手臂與手掌，而是

全身各部位的連鎖動作。勁道以一個扭轉的方式，從腳至腿，腿至腰，腰至背，

背至手臂， 後從拳而出，整個勁道的作用長度是從腳至手，而且雙手臂並不是

分開的，而是經由背脊同時發力作用的。當右手臂出拳時，左手臂抱拳在腰側同

時後拉，勁從腿腳至腰胯、背脊，以背脊的扭轉帶動雙手臂後拉及前伸的作用，

送出一個螺旋形扭轉向前的力。這種「全身一拳」、「用腳打拳」的概念和身體訓

練方法，是中國傳統武術的特性。而在整體動作的運作過程中，「意念」是不可或

缺的，也就是說，意念要跟著勁一同從腳而起，一路清楚覺察自己全身各部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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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鎖調動， 後跟著拳一起送出。意念的範圍不只在身體範圍內，還需要超越身

體的輪廓範圍。例如出拳擊打站在眼前的對手時，意念不只是隨著出拳的動作停

在拳頭上，必須用意念將拳頭的落點送到對手的身後。所謂「打人前心，看人後

背」，如此，出拳的力量和勁道才能跟隨意念打穿對方的身體，產生更大的作用力。

如果手腳的動作沒有跟著意念來調動，或是意念沒有清楚覺察自己的身體動作，

那麼不管出做什麼樣的動作，都是空架子，即使表面上動作看似漂亮且順暢，實

際內裡如同機器人一般有體無魂，那就不是中國傳統武術的鍛鍊了。而將意念作

用的範圍擴大到超出自己的身體輪廓，用視覺、聽覺、觸覺等去感知周圍環境，

也是一項重要的練習，幫助我們能夠更敏銳地覺察來自四面八方的攻防。 

由此可知，中國傳統武術強調的不只是全身各部位的調動，更是意念與動作

結合的訓練。意念就像是發號司令的將領一樣，調動著麾下的士兵（身體、四肢），

排成不同的陣式，依據兵法、戰術和攻略，在適當的時機從四面八方向敵軍進攻，

或是在敵軍的攻擊中採取防守。將領要有效率、機動地調派士兵，士兵也要隨時

跟著將領的口令變化陣式及戰術，這就是意念與身體動作間的關係。這種「身心

整合」的周全訓練，是中國傳統武術重要的身體與心理開發，將人培養成身心合

一、獨立自主，同時也是一種對身與心的超越性思考：除了在身體上可以強健體

魄、防身求勝之外，更重要的是意念的訓練，使專注力、覺察力更加敏銳，意志

力更加堅強，做自己身體與生命的主宰。這樣的價值體現在生命中，即是品格與

修為的養成，要成為有勇氣面對任何情況與挑戰，為自己及他人負責任的人。 

中國傳統武術基本功還有一個特點，可以隨時隨地練習，更可以將方法運用

在日常生活中，而且動作越單純的基本功，越容易有所體驗。以我自己練習「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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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弓捶」為例，「馬步弓捶」是劉雲樵
29
大師生平習武的第一拳，傳承於太祖長拳

系統中，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功訓練。下盤從馬步開始，兩臂彎曲半伸在胸前，肘

尖向下，兩手握拳，掌心相對，上身鬆直。右手抱拳收回腰側，雙腳站穩在定點

後，轉腳底向左變換樁步為弓步，左膝彎，右腿打直，在馬步變成弓步的同時，

右手向前出拳，左手則抱拳由胸前向後拉回左腰則，眼睛都是直視正前出拳方向，

腳到手到意念到，手腳與意念的動作要協調與同步，然後換邊練習。下盤在弓步

與馬步的變換之間，需保持一樣的重心高度，盡量下沈，拳勁由腳而起，意念要

比地面更加入地三分，當弓馬步變換時，轉動腳底要像將旋扭螺絲釘鑽入地底一

樣，用意念將腳的力量往地底下鑽，將這種旋扭的力量從腳底經過腿部到腰部，

透過弓步與馬步間的扭轉再將力量從腰部送到背脊，由一臂向後拉、一臂向前直

擊的動作，將原本在腰際向上的拳心透過旋轉成拳心向下的直拳，把力量進一步

透由動作與意念向從拳送出，意念要超過身體輪廓的範圍，將拳的勁送到比拳頭

稍微再遠一尺
30
的地方。 

馬步弓捶是基本的下盤（腿腳）、中盤（腰胯、背脊、軀幹）、上盤（肩、臂、

肘、手）力量、靈活度、協調度以及「發勁」的訓練，動作單純，卻能調動腳腿、

腰胯、背脊、肩肘手臂等全身連鎖活動。也因為動作單純，可以用來練習動作與

意念的結合。意念帶動雙腳向地底下鑽，又帶動從腳發起的力量從拳頭向外發出，

這種同時要兼顧身體各部位、各方向、甚至超出身體範圍的意念，也是中國傳統

武術訓練法的獨特之處，頭、肩、肘、手、尾、胯、膝、足，各部位的動作與覺

受，都要能夠同時觀照。 

																																																								
29	劉雲樵（1909-1992），河北滄州人，著名武術家，精通八極拳、八卦掌等，對傳統武術推廣貢獻良多。	
30	一台尺，等於約 30.3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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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初學馬步弓捶時，為了確定動作的正確，邊做邊想，頭腦很緊繃，身體

也很緊繃，可能顧及了腳的動作，但是腰胯和手的動作跟不上，動作無法手腳同

時到位，緊繃而不協調；為了顧及雙手出拳的動作，馬步與弓步變換間的重心又

歪掉或上下起伏不穩，身體各部位像是各自分離行動，意念也無法同時觀照所有

部位，手酸或腿酸的時候，就只想休息，無法專心。後來動作逐漸熟悉、順暢了

之後，開始可以放鬆自己的頭腦，也懂得用意念放鬆頭、肩、肘、手、尾、胯、

膝、足各部位，保持沉肩、墜肘、腰胯腿腳都有彈性，不會虛浮在地面上，而是

向下沉穩。 

我的基本功下盤不穩，經常是虛浮的狀態，也難以體驗到「拳從腳上起」的

發力作用。在馬步弓捶的練習過程中，我盡可能將意念專注在下盤，著重在「向

下」的沉勁，同時盡可能放鬆身體各部位，動作從緩慢開始做，確認腿腳、腰胯、

背脊和雙臂雙手的動作路徑都順暢，再慢慢加快速度。動作流暢之後，意念開始

可以跟得上，此時我會把意念從專注在腳底，提升為一種「不專注在任何一點」

的大範圍覺察狀態，像是用意念包圍住全身，但不專注在任何一個部位，用一個

大範圍的視角去觀照全身的整體動作。這樣的意念觀照方式，有助於我的全身動

作協調，越練越有「自己的身體和四肢可以徹底掌握」的感覺，精神越來越好，

身體越來越舒暢。此時再把意念帶到拳尖以及拳尖前方一尺處，就比較能體驗到

「勁」從拳發出的感覺了。 

身心在緊繃的時候，難以發勁，必須要放鬆才能讓勁道從腳到拳的運動過程

無阻礙，但放鬆的同時又不能鬆到整個身體垮掉，必須「提住」自己的身體，保

持在放鬆又有彈性和張力的情況下，結合意念的觀照，才能將勁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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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時間因為經常練習馬步弓捶，我在辦公室工作和搭捷運時，都會想到

馬步弓捶的動作，雖然環境和當下的情況不允許我起身做出馬步弓捶的動作，但

仍然可以用觀想的方式，用意念練習。觀想的越具體，身體也會有相應的感覺，

作為一種純意念的鍛鍊，等時間和空間許可了，再做身體的馬步弓捶練習，這時

加上意念，由於意念經過練習，會更容易與身體動作結合，也可以更敏銳去觀照

身體的各個部位。 

拿掉「武術」的標簽，在日常生活的行、住、坐、臥各種活動間，若能保持

這種身和心（意念）同在的狀態，那麼不管做什麼事情，在精神上都能夠有足夠

的專注力與覺察力，身體和心理也能放鬆應對。我曾經在跑太魯閣馬拉松的過程

中，因為山路對於腳底和腿部的衝擊很大，在 後 15 公里的部分，膝蓋與腳趾隨

著每一步路都感到非常疼痛。當時我提醒自己應該要放鬆身體和心情，把意念放

在每一步的動作上，把腳步放輕，配合呼吸，前進一步是一步，即使膝蓋與腳趾

的肉體疼痛依然在，但儘量不要讓肉體的疼痛影響到我的心理，在身體、意念、

呼吸的配合之下，我越跑精神越好，心裡越來越舒暢。在終點線前 10 公里之處，

可能因為膝蓋和腳趾的疼痛，讓我的表情看起來很凝重，接送放棄者的「回收車」

31
也開到我前方，廣播問我要不要上車休息。在馬拉松隊伍的後方，有些資深跑者

會在一路上鼓勵不放棄的跑友，一位資深跑者跑到我身邊，為我的小腿噴了肌樂，

鼓勵我：「跑半馬
32
靠體力，跑全馬

33
靠意志力。」我把意念從遠方的終點拉回自己

的身上與腳步上，繼續一步一步前進，就這樣順利在時限內完成 42.2 公里的全程

																																																								
31	 路跑活動時，主辦單位提供的坐車，讓受傷、沒有體力或放棄的跑友可以上車休息補給，直接載回終點。	
32	半程馬拉松的距離約 21.975公里。	
33	全程馬拉松的距離約 42.19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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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拉松。這個跑馬拉松的經驗，讓我深刻體驗到，在習武時學習的「身心合一」

方法，可以應用在其他運動或生活中，讓自己的身心更放鬆，同時又能使身心發

揮自身的力量。 

聖嚴法師在他的自傳中，曾說：「佛法是這麼的好，知道的人那麼少，誤解的

人那麼多。」於是他發願要把自己僅僅知道的一點佛法，與他人分享。我也覺得：

「中國傳統武術基本功是這麼的好，知道的人那麼少，誤解的人那麼多。」是徐

紀老師的教導讓我體會到，武術的學習並不在於套路的收集或表演，它是一種身

體與心性的開發，在每日的練習中扎實地打下基礎、累積「功力」，將動作、心法

配合呼吸，練到自己身上，同時要靈活思考與延伸基本功的用法，才能用來滋養

身體與生命，並且緊急情況或日常生活中，實際地發揮與應用。希望能藉著這此

篇論文，透過自我敘說的方式，記錄下自己學習武術的經驗與過程，以及對基本

功的心得與體驗。 

 

 

第二節  我的禪修學習歷程 

 

	 	 	 	 身在哪裡，心在哪裡	

初次接觸法鼓八式動禪，是我在紐約法鼓山東初禪寺上「初級禪訓班」時的

課程內容。當時對於八式動禪的口訣「身在哪裡，心在哪裡」感到非常受用，動

作簡單，容易學習，但真正要做到「身在哪裡，心在哪裡」卻非常困難，原因是

我的「心」經常不在身上，到處想、到處飄，不過也因為要讓心跟得上身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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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式動禪的動作速度要放得很慢，讓心可以好好覺察自己身體的動作與感受，即

使心不小心散亂了，還可以繼續提醒自己，將意念拉回到動作上。 

法鼓山的初級禪訓課程是從「數息」開始，將注意力放在鼻息每一次的「吸

氣」與「呼氣」上，藉此收攝自己的心，讓自己的心安定下來。更進一步有曹洞

宗的「默照禪」，專注在覺「照」自己的身心、環境、念頭，同時不讓心與妄念和

外在環境互動，以心覺「照」身體與念頭，同時以心「默」掉妄念和外境的干擾，

以達到清楚、安定的定境，讓身心與外在環境「統一」，更進一步進入禪定。 

    除了「默照禪」的訓練之外，還有臨濟宗的「話頭禪」。這是以反覆「參」一

句沒有真正答案的「話頭」，例如「什麼是無？」這樣的一句話，不過度分析思考，

只是反覆問自己「什麼是無？」、「什麼是無？」，以產生「疑情」，並透過禪師的

「逼拶棒喝34」，打破疑情的同時，也打破對自我的執著，在破除執著的瞬間「明

心見性」，見到自心本性的本來面目。 

在修習「默照禪」的過程中，我經常陷入打瞌睡的狀態，也難以集中精神覺

照身心。而「話頭禪」更是困難，我掌握不住參話頭的方法，在糊裡糊塗的情況

下被禪師逼拶或棒喝，也生不起什麼「破除執著」的覺受。在練習過不同的禪修

方法後，對我而言最受用的還是八式動禪的「身在哪裡，心在哪裡」，單純又精

確，在緩慢的動作中比較容易掌握要點，在生活中又實用。 

練習八式動禪的過程中，我深刻感受到，這跟中國傳統武術基本功的訓練道

理是相同的，只是八式動禪是在動做中做禪修的訓練，練得主要是心的定力，同

時能獲得身體與心的放鬆和輕安，而武術基本功練得主要是身體的動作、力量、

																																																								
34	話頭禪的特殊訓練方式，透過禪師猛烈地逼問，或是用香板（禪宗用來警策禪眾的木板）擊打參禪者，來

幫助參禪者放下執著，達到明心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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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速度和協調性，但動作缺少意念也不行，會成為「有體無魂」空架子，練得

了皮筋骨肉，卻練不出「功力」。兩者的訓練重點都在於「身在哪裡，心在哪裡」

的身心合一訓練，如果身心不合一，不管練得再久，都是一場空。 

很多人以為八式動禪的功能只有「放鬆身心」、「減壓紓壓」，做八式動禪就是

為了獲得身心的輕鬆與舒暢，然而真的是如此嗎？八式動禪既然是「動中禪」的

修行方式，難道不會像靜坐打坐的禪修一樣，也能讓修行人「開悟」，獲得大智慧

嗎？ 

從修習傳統武術基本功的經驗和心得中，來思考八式動禪的功能、作用和目

的時，我認為，如果做八式動禪只是為了獲得「全身放鬆」、「身心輕安」的效果，

那就太可惜了，只是沈迷在舒服的表相皮毛，卻沒有真正練到「動禪」的功。八

式動禪的第二句口訣是「清楚放鬆，全身放鬆」，這裡的「清楚」很重要，除了一

樣是在強調意念要清楚身體的動作之外，還要能夠放下意念對身體以及意念本身

的執取，才能在修行上有更進一步的提升。 

在比較傳統武術訓練與動禪的訓練時，我還注意到，武術與禪修 大的不同

處，在於武術有「殺敵」、「競賽」的特質，但禪修沒有。或許我們可以把這樣的

觀念轉化、融入進禪修的概念裡，只是我們要斬除的不是外在的敵人，而是自己

的散亂心與煩惱，我們要競賽的對象是自己的放逸心與昏沈、掉舉。帶著一點競

爭心修習，或許能夠讓自己不那麼容易輸給自己的煩惱與惰性。 

這些思考來自於我個人的修習經驗，或許有思慮不周全的地方，但我希望能

從中找尋出修習觀點的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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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實戰篇：法無定法 

 

    本章分成三節，分別以我生命中所經歷過的三個事件，探討武術與禪修的「身

在哪裡，心在哪裡」訓練，如何對我的生命經歷產生影響與啟發。 

 

第一節  在喜馬拉雅山的雪崩中覺察呼吸 

 

	 	 	 	 平時練，急時用；平時鬆，急時空	

2012 年，全世界都在觀望「世界末日」的謠言是否會成真：根據古瑪雅曆法

的記載與傳說，我們生存的世界一共會經歷五次毀滅與重生，每一個週期稱為「太

陽紀」，而 2012 年的 12 月 21 日是一個太陽紀的結束，也是新的太陽紀的開始。

當時社會上普遍流傳這代表著「世界末日」的來臨。雖然諸多領域的學者與科學

家都出面駁斥這樣的說法，我自己也並不相信，不過在當年的十二月，我剛結束

一個身心俱疲的工作，突然靈機一動，想到：「如果世界末日真的要來了，我想要

去哪裡呢？不如去喜馬拉雅山吧！」 

想要去一個聽起來跟世界末日一樣遙不可及的地方。我簡單上網搜尋了一下，

要趕在 12 月 21 日登上喜馬拉雅山，我必須現在就出發。於是匆匆買了一張前往

尼泊爾加德滿都的機票，三天後，獨自抵達加德滿都，採買登山設備，準備出發。 

當然，世界末日並沒有發生，這個以迎接世界末日作為動機的旅程，卻差一

點迎來我自己的末日。 

喜馬拉雅山是一個山系群的總稱，此行我走的是為期十天的「安娜普那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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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purna Circuit），終點站不在山頂，而是在安娜普那基地營（Annapurna Base 

Camp）。我在波卡拉（Pokhara）當地旅行社找了一位嚮導，旅行社還幫我跟另一

位同樣也是單獨出行的新加坡男子併團，於是連同嚮導，我們三人一起出發。 

    一路辛苦。雖然是一步一步緩慢地健行上升，我在第六天上到海拔 4,130 公

尺處，於安娜普那基地營出現嚴重的高山症反應，不但頭暈頭痛，還上吐下瀉。

隔天下山路程中，由於我們行進速度緩慢，來不及在中午之前度過 危險的雪崩

山區。山頂的雪若累積太多，在中午太陽的曝曬下容易造成融雪崩落，我們不幸

就遭遇到了這樣的情形。 

不幸中的大幸是，雪崩是從隔壁山頭落下，大部份的雪都落入兩山間的峽谷

之中，我們只被少部分的落雪覆蓋，並未被重雪掩埋。 

我記得看見雪崩從遠處逐漸靠近時，聽見嚮導在前方大叫，看見他把背包卸

下開始奔跑。我的頭腦瞬間變得清晰，卸下身上的重物，就往靠近山壁的地方，

試圖找地方掩護自己。 

然而雪崩的範圍太大，來得又快又急，我知道自己逃不過雪崩的範圍，還未

走到山壁旁，大推大推的雪已經從空中落下。四周一遍漆黑，陽光被落雪遮住，

什麼東西都看不見。雪落的速度太快，瞬間讓人吸不到空氣，我記得自己蹲在山

壁旁，因為害怕會被雪中夾帶的落石擊中，我用手抱住頭，低頭奮力呼吸，盡可

能保持清醒。 

“Keep breathing! Keep breathing!”（保持呼吸） 

我反覆告訴自己，要在稀薄的空氣中保持呼吸。因為每一口吸氣能夠吸到的

氧氣不多，我把全身的注意力放在每一個呼吸上，吸氣的時候儘量吸深，吐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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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盡可能吸氣，確確實實感受每一次呼吸都是維持生命的必須，不做多想，只是

繼續專注在每一次的吸氣和吐氣上，保持自己不斷吸氣吐氣，每一口都確實吸到

新的空氣。 

雪崩過後，同行的嚮導和新加坡朋友都說，以為這次必死無疑。我在雪崩時

倒沒有這樣的想法，只是把專注力放在呼吸上，隨著每一次的呼吸，心裡不會那

麼恐懼，仔細感受雪落在身上的情形，想辦法讓自己保持呼吸的同時，也不要讓

自己被落雪活埋。 

   成堆落雪打擊在身上的感覺又急又痛，像是被尖銳又沉重的物體不斷撞擊。時

間不知道持續多久，落雪的力度開始變小，從稀疏的落雪中逐漸看得到光線，呼

吸也變得容易一些。在雪崩落盡之後，四周一片白茫茫，像是起大霧一般，能見

度很低。我擔心隔壁山的雪崩會引起我們這座山的雪崩，即使視線不佳，我決定

盡可能繼續前進，希望能進快抵達下一個山屋休息處。 

    由於山路被雪覆蓋，看不清楚路面跟懸崖的界線，我儘量緊靠著山壁，在能

見度極低的情況下，儘量放低重心，手腳併用摸著地面，蹲著爬行前進。每一步

我都先確定有摸到實地和踩到實地，才小心向前。新加坡朋友走在我的前方，離

懸崖較近，我一直提醒他要靠山壁走較安全，以免因為視線不佳而失足落下山。

同時以他回話的聲音，判斷我們之間相隔的距離，也確保他的狀態是安全的。 

我記得自己默數著步數，把注意力放在腳底與手部接觸地面的感覺，同時身

體也時而靠在接近山壁的岩石上，遇到坡度較陡的地方就側身趴著下滑，用盡身

體去感知地面的安全性，就這樣不知不覺走過了雪崩 嚴重的地區，半路上也與

嚮導會合，來到山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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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時山屋被殘雪覆蓋，工作人員正在清除山屋內外的雪堆。聽一旁的日本登

山客描述，當他們看到雪崩從隔壁山頭落下時，一邊想著要衝進山屋裡躲避，一

邊又擔心山屋若被雪崩掩埋或壓毀，可能更加危險。眼看著無論如何都避不開雪

崩的情況，大部份的登山客選擇衝進山屋裡避難，幸好落雪的量沒有大到掩埋或

壓毀山屋。原來當時我們即便來得及跑到山屋，也躲不過落雪的衝擊。 

登山客與山屋工作人員見我們從雪崩重災區徒步走來，驚訝於我們在沒有山

屋的遮蔽下，遭受落雪的正面衝擊後還能安然無恙。新加坡友人的臉頰有幾道細

小血痕，可能是被落雪裡的小砂石刮傷，我則是毫髮無傷，幸好有背對雪低下身

抱住頭，眼鏡沒有弄丟，至少還能在雪霧散去後看得見下山的路，後續也將緊急

中卸下的背包撿回來了。融雪之後，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般，山又恢復了它

無常的日常。 

    雪崩的經歷本身是很大的衝擊，在遭遇雪崩後的四天下山途中，我還有過另

一個比較特殊的經歷。 

    因為雪崩的恐懼在心理與精神上造成很大的創傷，下山過程中一路心神不寧，

很難保持「身在哪裡，心在哪裡」的狀態，當然什麼禪修方法都忘光了，只能盡

可能將注意力專注在每一個步伐，怕稍有閃神就會失足，所以不斷提起精神為自

己打氣，好好踩實腳下的每一步，一步一步離山下越來越近，一定要平安回家。

由於將注意力高度集中在腳步上，下山的路反而變得輕鬆，心裡的不安和恐懼也

隨著遠離雪崩區而逐漸削減。 

山上的夜是伸手不見五指的。每個人單獨睡在一間山屋裡，四周漆黑安靜，

即使開啓手電筒，因為山區太大，光線所能遍及的範圍也有限。原本以為自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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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黑暗中會感到恐懼，但是面對恐懼的方式就是去覺察那個視力被黑暗剝奪

的感覺，不需要對那樣的感覺做分析或解釋，只要保持中立的態度繼續覺察那個

「什麼都看不見」的感覺，自然不會有恐懼心或其他的情緒生起。其中幾個晚上，

我到山屋外上廁所，被龐大且徹底的黑暗包圍還是令人不安，奇怪的是整片天空

透著微微的暗光，將山脈的黑色輪廓襯托地更有壓迫感，令人敬畏。風聲和環境

裡各種細微的聲音，使得整座山彷彿是活生生的巨大黑色生物，我就這樣直勾勾

盯著暗褐色的天空和模糊的山脈輪廓，在零度以下的空氣中，被山的威嚴震懾，

同時又居服於黑暗中的喜馬拉雅山這高大、漆黑又廣闊、深邃的美。 

雪崩後的隔天，相機因為被雪水浸濕而故障，睡前我把背包裡的東西攤開在

山屋裡的另一張床上晾乾。習慣了山的黑暗和靜謐之後，獨自在山屋裡並不會覺

得可怕，但那天我一直反覆思考，到底為什麼我會遇到雪崩？這件事情帶給我什

麼樣的影響？是要讓我的生命學習什麼課題嗎？基地營附近有許多紀念碑，刻著

在登山途中罹難者的名字。感謝這座山沒有把我留在這裡，讓我得以繼續活下去。 

因為思緒紛亂而睡不著，同時我也發現山屋的天花板有點吵，好像有些動物

在屋樑上跑來跑去，或許是老鼠家族在嬉戲。無關乎信仰，也沒有任何特定的對

象，我在心裡默默祈求：「啊，如果雪崩的經歷是意味著有什麼要讓我學習的課題，

我目前還參不透，希望能夠用更明顯的方式把訊息傳達給我知道啊！」 

此時，有一個物體自高空落下，重擊在我的臉上。因為山屋裡一片黑暗，臉

部的衝擊讓我驚嚇到腦筋一片空白。在遭遇驚嚇時，我通常並不會驚叫出聲，而

是全身動作停擺，自我保護機制啟動下，頭腦會變得異常冷靜清明，眼、耳、鼻、

舌、身等覺察力也會更加敏銳。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山屋中，因為沒有辦法用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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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情況，我的聽覺和身體的知覺變得特別敏感，天花板上的聲音變小聲了，隔

壁床上似乎有些奇怪的動靜。 

我沿著睡袋邊輕輕摸索，找到了放在枕邊的手電筒，在黑暗中慢慢起身，打

開手電筒照向隔壁的空床。床上放著我的登山包和從裡面拿出來晾乾的物品，跟

我睡前放置的情況沒有兩樣，但我直覺床上一定有別的東西。照了一下地板，和

我自己的床，並沒有發現任何其他的東西，那個掉在我臉上的巨大、沈重物體，

究竟是什麼？ 

我把手電筒放在床頭，照著隔壁床鋪，就這樣不安地盯著床上，仔細檢查有

沒有多出來的東西。此時有一個小小的身影從我的登山包後面鑽出來，與我四目

交接。啊，原來是一隻巴掌大的老鼠。老鼠看到我，似乎嚇了一跳，看著我不敢

動；我看到老鼠，也嚇了一跳，但是並不感覺害怕，只是看著牠。老鼠的眼睛烏

黑圓亮，仔細看有點可愛，可能是從屋樑上失足掉到我臉上，也可能是想跳到床

上時，不小心降落在我的臉上。那個在黑暗中讓我誤以為臉部遭受攻擊的沈重巨

大物體，在燈光的照射下原來那麼這麼小。 

「原來是老鼠啊！」比起遇到雪崩，老師掉到臉上的事件實在不嚴重。老鼠

愣了幾秒後，快速跑出手電筒的光線範圍內，消失在房間的陰影裡。那夜原以為

自己會在緊張中失眠，但知道掉在臉上的東西是老鼠之後，反而鬆了一口氣，很

快就沉沉睡去。對於不確定與未知的事物會感到不安與恐懼，但是看清楚了真相

之後便不會再害怕。幸好只是老鼠，不是什麼猛獸或壞人，我只擔心牠會躲進我

的背包裡跟我一起回家。 

老鼠像是呼應了我的祈求，用非常猛烈的手段傳達了訊息給我，如同雪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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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我至今仍舊不明白這些經歷要帶給我的生命什麼樣的課題與意義，只是單純

地去經歷、感受、記憶這些發生過的事件。它們是我生命故事中的一個片段，或

許讓我在面對驚嚇和恐懼的經驗中多了一些體會和心得，但我選擇不去做過多的

詮釋、揣測或想像。 

    在雪崩中生還是一個難得的體驗。在下山的途中，遇到一名資深雪巴人
35
嚮導，

他聽聞我們是此次雪崩的生還者，特地來向我們握手致意。他說多年前他曾經帶

領過一支隊伍，當時他走在隊伍的 後，隊伍前方發生嚴重雪崩，他幸運逃過一

劫，但同行的登山者都不幸罹難。他深知雪崩的可怕，也清楚知道每一年的雪崩

都帶走很多人，所以他特地前來跟我們握手，想告訴我們在雪崩中生還是一件多

麼幸運的事，並且囑咐我們要好好珍惜這得來不易的生命。 

即使事隔多年，當時旅程的很多細節我仍歷歷在目，然而，畢竟是生死交關

的經驗，內心的恐懼還是讓我不願回想起這段經歷。印象 深刻的是，我在雪崩

發生的當下反而沒有那麼恐懼，只是不斷提醒自己要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盡可

能保持呼吸。在雪崩發生後，雖然緊張，但還是能保持鎮定，在視野能見度很低

的情況下，盡可能用身體去覺察周圍的環境狀況，同時也用聲音判斷身邊新加坡

友人的情況，然後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手和腳接觸地面的每一步，感受地面、雪地

的穩定度，如果真坡度太陡怕踩雪滑倒，就趴著身體用滾的方式或躺著滑行的方

式前進。我用盡了自己的四肢、軀幹和意念，想辦法讓自己脫離險境，並且在危

急的狀況下保持冷靜，在回頭審視這些行為反應的細節時，或許它還是跟我過去

修習武術和禪修的經驗有關，否則很難在這樣緊急的狀態中保持清楚的思維，在

																																																								
35	雪巴人（Sherpa），是散居在尼泊爾、中國、印度、不丹等國邊境喜馬拉雅山脈兩側的民族。由於善於爬山，

熟悉當地山區情況，常以擔任山區嚮導的工作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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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前進的山徑雪路上，還能想到要放低重心，保持身體的平衡與協調。 

    雪崩經驗對我造成的恐懼和創傷，經過多年之後，一直到自己去緬甸禪修閉

關，才有了更深入地面對與更完整的療癒。 

 

 

第二節  生滅隨觀：緬甸出家與內觀禪修六十天 

 

我的妹妹在美國擔任音樂治療師
36
，她的研究是在安寧病房用音樂治療的方式，

幫助個案在面對臨終時可以減輕壓力與痛苦，也讓家屬能夠與個案一起用正面的

態度面對死亡。經常聽妹妹談起她的研究及工作，在雪崩中生還的經驗也使我對

生死有了深刻的啟發，便開始接觸生死學與臨終關懷議題。就讀法鼓文理學院的

生命教育學程後，我在蓮花基金會完成了臨終關懷的志工培訓課。偶然的情況下，

聽聞朋友說起，在柬埔寨有一個非營利組織，帶領愛滋病患者和 HIV 帶原者學習

禪修，透過內觀禪修（Vipassana Meditation）克服對疾病和死亡的恐懼，幫助他們

保持正念來面對臨終。2017 年，我申請了雲門舞集的「流浪者計畫」
37
，原本是想

拜訪這個柬埔寨非營利組織，看看他們如何運作，作為我的碩士論文研究。與聯

繫人通過幾次郵件，也確定好拜訪的日期。然而，就在我準備出發前往柬埔寨時，

突然發現聯絡不上這個組織。或許是因為創辦人退休，募款資金不足，機構的網

																																																								
36	音樂治療（Music Therapy）是由一位接受過專業訓練的人，有計劃、有組織地使用音樂、音樂活動及音樂

的經驗，來幫助個體達到生理、心理、情緒、認知等方面的治療（汪彥青等。2002。《音樂治療—治療心靈

的樂音》。臺北：先知。）	
37	「雲門舞集」的創辦人林懷民老師，在年輕時期曾經至歐洲「流浪」，此段經歷成為他人生中重要的啓蒙

與創作的養分。回到台灣後的第二年，他創立「雲門舞集」現代舞團，並且在 2004年將行政院文化獎的獎

金捐出，成立「流浪者計畫」，鼓勵年輕藝術家或社區工作者至亞洲國家單獨完成至少 60天的旅行。	



	

	 41	

站消失了，原先的網址也因為沒有繼續付費註冊網域名稱，而被註銷。在無法確

定機構是否還有繼續營運的情況之下，我的流浪計畫只能暫時中斷。 

   萬念俱灰下，與朋友聊起這件事，朋友建議，既然想了解如何用內觀禪修幫助

人，不如先好好了解內觀禪修吧。於是她建議我去緬甸，也分享了她自身去緬甸

短期出家的經驗。我仔細想想，這是個難得的機會，既然要去佛寺與禪修中心學

習，那 好的體驗生活方法，就是出家了。於是我在一週之內重新向雲門遞交了

流浪的申請計畫，更改目的地至緬甸，在沒有做什麼功課的情況下就出發流浪。	

「請將你的任何計畫都放一邊去，也不必想著要來這裡幫助別人，你必須專

心將自己百分之百投入體驗這裡的生活。在幫助別人之前，你要先真正認識自己，

如此一來，你才會在這段時間內獲得 大的收穫。」 

當我在仰光森林禪修中心向 Sayalay Vajira38
說出此行的計畫時，她嚴肅地要求

我放下所有預設的想法，自此開始了我在森林禪修中心與世隔絕的生活。 

「今天早上才剛剃度受戒，我好像還需要一點時間適應出家人的生活。」我

頂著發涼的頭皮，重新整理好僧袍下擺的長度，以及橫披在左肩的戒帶。 

    「別擔心，這個經驗會改變你的一生。」Sayalay Vajira 給了我一個輕鬆的微

笑。這個改變，從流浪之初就開始了。 

抵達仰光的隔天，一早前往大金塔（Shwedagon Pagoda）的途中，原本以為可

以看見僧侶行腳托缽的隊伍，沒想到沿途所見都是年輕學生和天主教修女拿著緬

甸國旗站在街道邊等候，問了當地人，才知道那天是教宗方濟各來訪緬甸的日子，

市區因為這件事而熱鬧起來。 

																																																								
38	 Sayalay	是緬甸對南傳佛教八戒女或十戒女（女性出家人）的稱呼	



	

	 42	

在 Sayalay 的帶領下，採購完僧服，剃度落髮，由寺院 年長的 Sayadaw39
為

我傳出家戒，第一次念誦巴利文出家戒的我，就這樣出家了。 

正式剃度出家後，我在班迪達禪師
40
的森林禪修中心，學習馬哈希禪師

41
所傳

承的內觀（Vipassana）禪法。禪修中心的生活很單純規律，沒有電話、網路，無

法與外界聯繫，全程禁語，連眼神交流都要避免。六十天的閉關生活，每天凌晨

三點起床，以巴利文的慈經唱誦作為早課，開始一整天的禪修。在禪坐、走路、

吃飯等所有動靜時，盡可能放慢所有動作，保持正念，專注於觀照自己的身體、

覺受和內心的念頭。過午不食，而且洗澡只有冷水，所以洗冷水澡的時候也要保

持正念，去感受水沖在身上，「好冷、好冷」的感受。修行雖然辛苦，對於耐力和

心力的提升卻很有幫助。修行的目的在於調伏自心，離苦得樂，唯有面對痛苦，

清楚認識了痛苦的本質，才能超越痛苦，提升生命，所以無論修行過程如何辛苦，

只有忍耐再忍耐。而克服痛苦的唯一方法，就是保持正念，也就是身心合一。體

驗每個當下都是全新的一刻，在時間的積累中重新認識自己，覺察內心的轉變與

收穫。 

    什麼是正念呢？簡單來說，就是每個當下清楚明白，坐的時候知道自己坐著，

走路的時候知道自己在走路，吃飯的時候知道自己在吃飯，躺下來的時候知道自

己正在躺下。聽起來很容易，卻花了我兩個月的時間去學習和體驗，而且兩個月

的時間根本不夠，這是個一輩子都要好好學習的功課。 

    六十天的禪修閉關過程，我像是走過戰場一樣，徹底發現原來內心才是砲聲

																																																								
39	 Sayadaw 是緬甸對南傳佛教位階較高或年長的男性出家人的稱呼，意指「尊敬的老師」、「長老」或「禪師」。 
40 Sayadaw U Pandita 班迪達尊者，是當代緬甸上座部佛教的禪師 
41 Mahasi Sayadaw 馬哈希尊者，是緬甸上座部佛教的禪師，在推動西方及亞洲的內觀（Vipassana）禪修運動

有重大的影響。其教授法的特別之處，在於要求禪修者將注意力集中在觀察呼吸時的腹部起伏狀態，覺察身

體的狀態、感受，以及內心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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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隆、煙硝彌漫之處，而我作戰的對象，不是外來的東西，是自己的心。原來與

自己相處是 困難的，每天都要面對自己內心生起的各種喜怒哀樂，包括過去的

各種回憶，以及對未來的各種不切實際想像，就是這些妄念讓我們身心分離，難

以保持正念，也無法真正「活在當下」。過程中，與自己的欲望拉扯，也是一個大

挑戰。我記得自己好想吃火鍋和車輪餅，甚至在腦海中仔細描繪了奶油車輪餅、

紅豆車輪餅、芋頭車輪餅的滋味，並且暗自決定回台灣第一件事情就要去吃車輪

餅。念頭與欲望都是無常的，會一直改變，回到台灣後，那個非常想吃車輪餅的

欲望早就消失了。 

    記得有一天，我經過禪堂，看見玻璃反光中的自己，突然覺得：「我好可愛！」

這不是對自己的貪戀，而是「與自己和解」，在那一刻我全然接受自己。 

長時間的坐禪和行禪很辛苦，心力低落的時候，會產生挫折的感覺或念頭。

記得有一天，我很想偷懶，這時突然想到，如果明天就死了，今天會偷懶度過嗎？

不會啊，當然要好好努力。不，說不定下一個小時就死了，那我要好好把握這個

小時。不，說不定下一個當下就死了，那我要好好把握這個當下。 

佛教的「無常」，指的並不是「原本完好的玻璃杯掉到地上摔碎了」，或是「原

本好端端的人，突然心臟病發就走了」。所謂的無常，是「當下的生滅」。每一個

當下，都是生起了又滅，生起了又滅，因為生滅太過快速，接連不斷，我們的覺

察力無法看見當下瞬間生滅的過程，於是我們誤以為一切是恆常的，會接續著前

進，但很難去想到「如果滅了之後不再生起」這種變化。 

在開始閉關前，我並沒有學過關於「無常是當下的生滅」這種概念，只是乖

乖跟著學習禪修的方法，把注意力放在觀察呼吸時腹部的起伏上。記得有一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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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觀察腹部的起伏，突然看到了自己的身體在每一個當下衰敗，在每一個當下死

去一點點，原來這就是老化。我把觀察到的現象告訴指導我的禪師，他分享了一

句話，「下輩子的來臨，比明天還快」，死亡就在觸手可及之處，沒有人可以保證

我們一定會活到明天，用健康的心態面對死亡，珍惜每個當下，對死亡就不會有

恐懼或者執著。禪師說有體驗很好，但是不能停留在這裡，回到禪堂後，繼續保

持觀察腹部的起伏。 

在注意力越來越專注的時候，「覺察」也可以變得越來越細微。長時間的盤腿

正坐，導致腿部與身體各個部位經常出現不同程度的痛、麻、酸、癢覺受，當覺

察力越來越細微、越能夠保持專注與正念時，我覺察到，當疼痛或不舒服的覺受

生起時，只要我去覺察並且專注「盯著」那個疼痛或不舒服的覺受，疼痛或不舒

服的覺受就會瞬間消失。更甚之，在我覺察到有任何不舒服的覺受要「準備浮現

起來」的時候，專注於覺察那個即將要浮現起來的覺受，覺受就不會生起。有了

這樣的身體與覺受體驗後，我的身心更容易放鬆、安定了。 

內觀禪修的特色，是著重於「四念住」
42
的修行方法，也就是在當下覺察自己

的「身」、（身體）、「受」（覺受）、「心」（心識、念頭）、「法」（世間一切現象），

從體驗到「無常」、「苦」、「無我」，達到內在轉化，生起想要出離輪迴的心，更進

一步可以斷除一切煩惱。 

在「身」與「受」的覺察比較穩定之後，我的專注力和覺察力變得更細膩，

可以看到每一個當下快速地滅去、滅去、滅去之外，更讓我驚奇的是可以看到每

一個當下快速地生起、生起、生起。在觀察到這個現象時，我並沒有「驚訝」或

																																																								
42	四念住，又稱作「四念處」，為南傳上座部佛教的禪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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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奇」的情緒，只是盯著每一個當下一直不斷生起、生起、生起，每一個當下

都是全新的當下。禪坐結束後，我在緩慢起身的同時，看見當下不斷生起、生起

的感受，讓我被這個觀察到的現象震攝不已。 

我記得走路去齋堂
43
用餐的路上，我的視覺、聽覺所達之處，像是在觀看、聽

聞一個全新的世界，每一個事物隨著每一個當下的生起、生起、生起，都是新的、

新的、新的，「當下」是生了又滅，生了又滅，所以五官在每一個當下所感知到的

覺受，包含腳底踩在沙地上的感覺，都是新的、新的、新的。在用餐的時候，從

湯匙舀起食物到嘴裡的過程，每一個當下都是新的、新的、新的；食物在嘴裡的

滋味，在每個當下的體驗裡也是新的、新的、新的。新的又滅了，新的又滅了，

連續不斷。 

從齋堂走回房間的路上，我一邊保持著對身體和環境的感知，一邊盯著念頭

生起來之處。這是一個形容起來很抽象的地方，有一點像是盯著自己的腦海裡，

腦海的某一個點是念頭會從中生起（冒出來）的地方。一旦念頭形成了、生起了，

心跑去「沾」在念頭上，「分析」和「情緒」也會隨之被牽連起來，可能是開心、

痛苦、悲傷、喜歡、不喜歡的各種正面、負面情緒，也可能是中立的情緒。 

我記得我可以感受到念頭快要生起了，所以我就趕快用力盯著念頭要冒出來

的地方，因為我非常專注盯著那頭要生起的地方，念頭反而沒有生起。我就這樣

一路用力盯著念頭要生起來的地方，讓念頭完全生不起來。這段「因為保持正念

而沒有生起念頭」的維持時間究竟多長，我想不起來了，可能並沒有很長。但我

記得在沒有念頭生起的情況下保持一段時間後，我感受到一種徹底的「自由」。 

																																																								
43	佛教寺院裡，飲食用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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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禪修一開始的時候，我經常浮現各種自我批判的妄念：「工作這麼多年以來，

我一直像是在原地踏步，沒有什麼具體的成就，是不是很失敗呢？」這些自我批

判讓我非常痛苦。直到真正體驗到這種「沒有念頭生起的當下」，我發現「心」安

置在當下的此刻，沒有過去的任何包袱，沒有對未來不切實際的妄想，更沒有對

自己的各種批判，僅是坦然覺知當下的一切，這才是徹底的自由。心的自由。 

某天午飯後，我回到房間，準備躺到床上午睡休息。為了盡可能保持正念，

我放慢速度向下躺，在身體接觸到床鋪的瞬間，我突然體驗到：「啊，原來這就是

躺在床上的感覺！」真是不可思議，我居然現在才真正體驗到，什麼是躺在床上的

感覺！從沒想過，原來在沒有念頭、心保持正念的情況下，可以像新生兒體驗世

界一樣，對習以為常的一切感知到全新的滋味，而且這種滋味是沒有透過念頭或

思想去加工調味的，是清淨的心在當下品嚐到的，外在世界與內在覺受的本來滋

味。 

禪修期間的某一次佛法課程裡，一位常駐於馬來西亞檳城的緬甸禪師分享了

他立禪
44
的經驗。這位禪師早年學習內觀時，在坐禪和行禪

45
的時候，一直掌握不

住要點，難以定下心，也沒有體驗到任何覺受。指導他禪修的老師於是建議他，

如果坐禪和行禪都無法讓你好好向內觀照，不如練習立禪吧。他問老師：「那我要

站多久呢？」老師回答：「站到你覺得足夠為止。」 

禪師不吃不喝站了很久，從白天到晚上。隔天，他的指導老師問他：「你覺得

（立禪）如何？」（How did you feel?），他回答：「很美味！」（Very delicious!）。語

畢，他跟指導老師一起哈哈大笑。 

																																																								
44	以站立姿態禪修。	
45	以走路的方式練習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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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禪修過程中體驗到的各種滋味都是獨一無二的。觀照身體的時候，清楚知

道自己在哪裡、自己的狀態；觀照覺受的時候，只要正念與專注力夠強，覺察到

身體的任何感受浮現時，那個感受便會在覺察到的瞬間消失；觀照念頭的時候，

同樣也可以覺察到念頭的生起或是正在升起，在覺照到的瞬間，念頭就會消失，

或是不會生起；觀照每一個當下時，每一個剎那都不斷在生滅、生滅、生滅……，

正如身體、覺受、和念頭。 

覺察、體驗到了自身的衰敗、每個當下快速地滅了又生，生了又滅，以及「自

由」的滋味，也聽了兩個月相關的佛法開示，道理雖然都了解了，也有所體會了，

但是，我準備好回到原本的生活了嗎？ 

閉關結束後，我回到台灣不久，禪師送來一個消息：在緬甸授予我出家戒的

Sayadaw 檢查出肺癌症末期， 多只剩一個月的生命了。聽到這個消息的當下，我

淚流不止。離開緬甸時，我還笑著揮手跟他說：「下次見。」沒想到那可能是 後

一次見面了。當我流淚的時候，我覺察到了自己的悲傷和情緒起伏，但是我沒有

刻意提起方法讓自己停止哭泣，而是繼續觀察自己的悲傷情緒。或許修行並不是

要讓我們失去感情，而是要我們在懷有感情的同時，了知無常而不會有所執著。

一個月後，禪師告訴我，我的戒師在生命中的 後一個月，因為肺部功能損壞，

只能靠著呼吸器維持呼吸，承受身體各種疼痛，但是戒師告訴寺院中所有的出家

人，不用擔心他，雖然他的身體痛苦，但他的內心沒有痛苦，他坦然接受自己即

將來臨的死亡，毫無恐懼。死亡是再自然不過的事，請大家也不要為了他而擔憂

煩惱。 

幾個月後，當我面對母親罹癌的消息，看著母親擔憂與恐懼，我才知道戒師



	

	 48	

的心力是如何強大。保持正念的覺知，心理才能超越一切的痛苦與恐懼。 

六十天的禪修結束後，我去了古城蒲甘（Bagan）一趟。在不同城市的轉換間，

我也思考了，該如何把流浪的經驗延伸到台灣？於是我選擇保持出家身分回到台

灣，甚至還去了香港一趟，想看看自己是否對於這樣的身分感到自在，是否會在

意他人的目光，還是只把出家當成一種遊戲？在台灣與香港二十多天的時間，我

以出家身分回家見了父母，也跟朋友們見面，並且在寺院住了一段時間，對我而

言，這也是讓自己的流浪體驗與舊有生活圈有所交流的一種方式。 

父母對我的出家身分和模樣感到彆扭、不自在，朋友大多是覺得新鮮，好奇

我出家後的生活與出家前有何不同，更好奇我在緬甸的禪修過程中有什麼樣的心

得體驗。走在香港與台灣的路上，由於我的僧服和光頭，也要面對路人不同的視

線。以往的我非常在意他人對我的看法，總想要把自己隱藏起來， 好不要引起

任何人的關注，我才能安心做自己。但我是否能在別人的眼光下，依然自在地真

正做自己呢？這似乎是我 需要面對和學習的課題。 

在出家的身分裡，有時候會遇到虔誠的在家人供養我食物或金錢。一開始我

非常不習慣，不好意思接受，但是 Sayalay 告訴我，在佛教的觀念裡，由於我當下

是出家的身分，如果有人以清淨心供養我，他們會獲得福德資糧，重點是我應該

要用什麼樣的心態接受他們的供養。如果我也能用清淨的心接受供養，並且將他

們供養的物資用在好的用途，如此我也可以為他們累積更多的福報。 

於是在「自我認同」這個出家形象與身分的時候，以及接受他人善心的食物

或金錢供養時，對於自己的「心」與念頭的覺照就很重要。清楚明白「身在哪裡，

心在哪裡」，身的模樣與心的狀態都是守著出家戒律的狀態，覺察自己的心是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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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任何的不自在，或是對供養起了貪念，這也是每一個當下都要去覺察的課題。

更進一步來看，在「施」與「受」的過程中，覺察的對象不僅僅是自己，還包括

了與供養者的互動，以及對於供養者的感恩與祝福。這樣的經歷讓我體驗到的，

不僅僅是覺察的重要，還有增長慈悲心的練習。我一直不是一個特別有慈心
46
或悲

心
47
的人，頂多有同情心或同理心，但是卻很少深刻思考關於他人或眾生苦樂的問

題。然而，在接受供養的過程中，除了保持不貪的心之外，更要將對於施主的感

謝，轉化成修行的力量，提醒自己，接受這份供養不是為了享樂，而是為了能夠

持續努力精進自己的修行。修行的目的除了斷除煩惱之外，更重要的是為了幫助

眾生也能斷除煩惱，離苦得樂。這種思維、發願、實踐「幫助眾生斷除煩惱、離

苦得樂」的過程，就是培養慈悲心的重要練習。 

捨戒還俗後，我把接受過的供養金收集起來，捐給寺院，作為一個良善的循

環，也希望這些供養能夠發揮更大的良善功用。 

    世界很大，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造訪，但 值得探索的地方，是我們的內心。

我的修行與流浪過程，是在自己的內心修行和流浪，透過認識自己，更進一步認

識自己跟世界與眾生的關係。 

    我們太習慣向外追求、向外找尋自己，但是自己並不在外，而是必須要靜下

心來好好認識。尤其在發現到，其實一直執著的「自己」，並不是真正存在的，能

夠放下對自我的執著，才是真正的輕鬆自在。 

    流浪與修行，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將所學到的經驗轉化內在生命，再更

進一步轉變為助人的力量。此刻就是 好的時刻，在每一個當下保持正念的覺察，

																																																								
46	願眾生快樂的心。	
47	願眾生離苦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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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真正想做且值得做的事，「身在哪裡，心在哪裡」，才能將自己的生命發揮更

大的力量。即使面對痛苦、死亡，也要把握機會去了解痛苦和死亡的本質，才能

超越痛苦與死亡，並且承擔、感謝所有遭遇的一切。或許這樣的經歷，就是 好

的生命教育。 

 

 

第三節  母親的呼吸練習法 

 

結束流浪的旅程回到台灣後，我試圖跟父母提起自己發願出家的決心，但是

沒有宗教信仰的父母對於「出家」並不熟悉，無法理解為什麼我會做出這樣的決

定，且擔心我會過上苦日子，於是堅決不同意我出家。於此同時，母親檢查出罹

患癌症，需要緊急開刀治療。現實的情況使得我心無罣礙地捨戒還俗，什麼都不

去想，專心回家陪伴、照料母親開刀。 

手術一切順利，但是母親的身體和心理都需要時間治療與康復。由於切除了

部分內臟器官，母親在半年內無法運動，這對於喜愛運動的母親是一個很大的挫

折與打擊。生活習慣和飲食非常健康且單純的母親，也因為罹癌而對死亡產生莫

大的恐懼。作為母親照顧者與陪伴者的我，開始回想自己過去所學的一切，以及

身邊現有的資源，有沒有任何方法可以立即用來幫助母親呢？ 

在法鼓文理學院生命教育學程就學的期間，我選修過生死教育、安寧與老年

關懷等課程，也在蓮花基金會
48
上過「安寧療護與臨終關懷」初階與進階的志工培

																																																								
48	佛教蓮花基金會，台灣推廣安寧緩和醫療、臨終關懷志工教育、臨床宗教師培訓、生死教育的非營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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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課程。原以為自己已具備相關方面的知識，在面臨需要被關懷的個案時，不至

於手足無措，然而，當需要被關懷的個案是我的至親家人時，所有學習過的知識

和應對進退的技巧，都難以客觀地應用在自己的親人身上。照顧母親的壓力，使

我也成為需要被關懷、照顧的人。如果書本上的理論知識和聽聞過的臨床經驗都

無法使用在母親和自己身上，那還有什麼是可以隨手拿來使用的工具？ 

    母親擔心臥床的時間一久，腿部肌肉會流失，所以積極設法恢復日常運動。

然而開刀的傷口尚未完全復原，短時間內也不適合頻繁走路活動，於是我想到可

以帶母親一起做簡單的武術基本功，或是從坐姿的八式動禪開始做起。 

坐姿八式動禪首先要身體放鬆，全身坐正： 

第一式「肩膀運動」：和緩地前後轉動肩膀關節，放鬆自己的肩膀、手肘和上

半身。 

第二式「頸部運動」：雙手輪流上舉橫跨頭部，將手掌貼在臉頰，頭部隨著手

掌的方向輪流左傾和右傾，並且稍微向後轉，拉伸頸部的肌肉，放鬆頭部、頸部

和臉頰。 

第三式「腰背伸展」：身體緩慢下彎，雙手伸直觸碰腳趾，伸展頸部、背部、

腰部，再緩慢向上打直身體，接著將左腳踝盤至右腿上，左手輕放在左膝蓋上，

右手置於右大腿後側，身體緩慢向前彎，將頭部儘量碰觸左小腿，伸展放鬆手臂、

背部、與腿部，再將身體緩慢回正，把右腳踝盤至左腿上，換邊進行一樣的動作。 

第四式「前後伸展」：身體坐正，兩手十指交叉，掌心向前，雙手緩慢前伸，

將頭部下彎於雙臂間，背後盡可能向後弓，伸展雙手、肩膀、背部，再把力量放

掉，緩慢收回雙手，將手向後置於椅上，指尖朝前往下壓，挺胸向上，緩慢將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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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向前推，頭部隨之向上仰，伸展肩膀、背部、腰部、胸部、頸部與手臂，在緩

慢回正。 

第五式「轉體運動」：右手掌置於左肩上，左手掌扣住右手肘，身體緩慢向左

旋轉，頭部轉向右後方，伸展手臂、肩膀、背部、頸部，身體緩慢回正後，再換

邊進行一樣的伸展動作。 

第六式「軀體伸展」：右手置於頸後，左手握住右手肘，身體緩慢地往左側彎，

拉伸左側身體與手臂，身體回正後再換邊進行同樣的動作；左手上舉彎曲，置於

背後，向下儘量伸展，右手於背後由下向上儘量伸展，雙手盡量相扣，伸展肩膀

與雙手臂，緩慢放開雙手、恢復原位後，再換邊進行同樣的動作。 

第七式「足部運動」：兩腿盡量伸直，雙手置於腿上，腳掌緩慢向上扣，伸展

小腿，再將腳掌緩慢向下壓，伸展腳背。腳掌緩慢由左向右旋轉，再由右向左旋

轉。 

第八式「觀身受法」：身體坐正，大腿與小腿成九十度，雙膝距離一個拳頭寬，

掌心朝上，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兩手相疊，置於大腿上。左手緩慢上舉至胸前，

手臂成九十度，向外移，在左腿上方翻掌，拇指朝上，手緩慢下降，將掌心放在

大腿上。換邊用右手做一樣的動作，直至掌心朝下放在右大腿上。右手緩慢上舉，

拇指朝上，手臂在胸前成九十度，翻掌手心向上，手往內收，緩慢往下，回到一

開始雙手交疊的位置。換邊用左手做一樣的動作，直至左手掌心朝上，落下交疊

於右手掌上。 

在八式動禪的進行過程中，盡可能放慢速度，將意念放在每一個動作上，清

楚覺知自己的每一個動作和身體的感受，全身放鬆，身體放鬆。身在哪裡，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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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裡。雖然母親未必能做到每一個動作，但透過八式動禪來舒展身體和放鬆心

情，已讓她能舒緩身體的不適，改善睡眠的情況。 

除了八式動禪之外，我也帶著母親做了徐紀老師所教的一套養生/養身功法： 

以身體作為中心，雙手合十伸直，緩慢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向上下左

右 45 度角的方向伸展，頭部可朝手臂伸直的反方向伸展，配合深層緩慢的呼吸吐

納，同樣將意念放在每個動作中， 仔細感受身體每個部位的拉伸與放鬆，活動筋

骨的同時又可以活絡氣血，內運外動。 

這套養生/養身功法動作雖然簡單，母親和我每次專注做完整套動作後，總是

大汗淋漓，通體舒暢，心情也隨著輕鬆開朗，神清氣爽。 

母親的復原狀況不錯，簡單的運動讓她不斷把心帶回身體上，隨著對身體的

覺受有更多的掌握，母親對於身體的狀況也不再有過多的憂慮和害怕。我的階段

性任務完成，重新收拾心情，準備回到職場找尋新的工作，開啟新的生活。 

母親不間斷地以八式動禪和養生/養身功法練習，作為身體的復健，在練習的

過程中，也有了自己的體驗。有一次我回家時，母親興奮地與我分享，她實驗出

了一套更有效的運動，或說是「呼吸法」：不管躺著、坐著、站著，都可以練習，

只要將單手或雙手置於腹部，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深吸氣時透過手部去感覺腹

部的隆起漲大，吐氣時透過手部去感覺腹部的下降與收縮，將意念放在吸氣和吐

氣中，如此反覆數次，即使身體其他部位沒有活動，母親也會全身發熱流汗，像

運動後的感覺一樣。身體疲倦時，無法練習八式動禪或養生/養身功法，母親就躺

在床上反覆練習這套自己摸索出來的呼吸法，有時候精神會越來越好，有時候則

會因為放鬆而睡著。效果良好，身體舒服，母親也希望我與父親跟著她一起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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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的呼吸練習法，與我在緬甸學習的馬哈希內觀方法很相似，都是在呼吸

吐納時，將意念專注在覺察腹部的起伏上。原來幫助母親 有效的工具與方法，

並不需要我來帶給她，她在動禪與養生/養身功法的練習中，就自己摸索、掌握了

訣竅。 

母親也說，呼吸讓她想到了生命無常，癌症於她雖然是個巨大的打擊，但是

也讓她開始思考如何面對死亡。在體驗身體和心理的痛苦後，思維實際的後事做

法，例如選擇樹葬、不用辦喪禮等等，母親對自己的身體和生命有了更多的了解，

也能夠透過理性思維，練習克服對身體衰敗的恐懼與不安。我不禁想起自己在緬

甸禪修時，看見自己的身體在每一個當下不斷衰敗，以及每一個剎那不斷生滅的

現象。思維無常、經驗無常、認識無常，幫助我和母親超越對死亡的恐懼，這樣

的認知，也讓我們得以重新認識生命，好好把握每一個當下的珍貴，享受生命。 

我的家人一直都知道我對熱衷的事情充滿行動力，也知道我會對於自己做的

選擇負起完全的責任。這些年來我熱衷於禪修、學習中國傳統武術，家人都非常

支持，也知道我去參加了安寧療護與臨終關懷的志工培訓，雖然他們並不清楚我

到底學了什麼、做了什麼，我也甚少有機會跟他們分享我的體悟與心得，但是經

歷了母親癌症及療病一事，透過一起練習八式動禪和養生/養身功法、討論生死議

題，我的父母對我這幾年熱衷的事，才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我很感謝有這樣的機

緣，跟他們分享我的所學，更從他們身上學習到寶貴的生命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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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語：真空為體，妙有為用 

     

    本章第一節以回顧論文書寫的歷程開始，陳述論文書寫期間所遇到的困難與

挑戰，以及寫作的方法。第二節梳理全文脈絡，以「身在哪裡，心在哪裡」作為

主軸，從武術的學習歷程開始，在經歷過動禪的體驗後，回頭審視武術的身心覺

察訓練，進而從雪崩的經歷、內觀禪修的體驗、陪伴母親療病的過程，反思自己

在這些經驗中對於「身在哪裡，心在哪裡」的覺察應用是否真正有效。歸納總結

整體歷程中的啟發與心得後，展望持續修習「身在哪裡，心在哪裡」所能帶給自

己生命的更多可能性。 

 

 

第一節  回顧與整理：身心在哪裡？ 

 

我住的社區旁有一個小公園，公園裡有一座很大的鞦韆，環形底座，兩邊各

由兩條鋼索固定，可坐可躺。在書寫論文的過程中，我經常去公園盪鞦韆，一邊

感受風吹與離心力，一邊思考論文的內容和方向。 

這座鞦韆非常受歡迎，早晨和放學時間經常可見成群孩童排隊輪流盪鞦韆，

夜裡則是附近大學生三三兩兩或坐或躺佔據著鞦韆聊天。要能夠心無旁騖地專心

在無人情況下盪鞦韆，通常只有在深夜或凌晨的時刻。 

我是一個沒有什麼自制力的人，每天規定自己在固定的時間寫論文、完成相

當的進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因為白天有忙碌的正職工作，有時下班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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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會去練拳或參加其他活動，通常回到家都已是晚上十點多。梳洗整理好自己，

準備開始寫論文前，我會先出門去公園盪鞦韆。 

公園旁邊是整排的老公寓與老社區，我在鞦韆上看著一扇一扇或明或暗的窗

戶，想著那些燈光微弱的房間裡，會不會也有一個如我一般，為論文煩惱的人。 

在書寫論文的過程中，「沒有時間寫作」對我而言是 大的挑戰。要同時兼顧

忙碌的工作和論文書寫，並且在時間的空隙間試著維持生活的品質，是一件壓力

很大的事。在 後一個月內，連固定的練拳都只能先暫停，需要多留一點時間給

自己。我通常在午夜十二點過後開始寫論文，寫到凌晨三、四點，確認一下隔天

的工作和行事曆，睡一覺醒來，隔天早上又要進公司上班，開啟忙碌的一天。唯

一稱得上「有品質的生活時間」，大概就是盪鞦韆的時候，除了思考論文之外，更

多時候我在鞦韆上是保持清醒的覺察狀態，不聽音樂也不作意，僅是觀察和覺知

身體在鞦韆上下擺盪的狀態與感受，如同觀察腹部的起伏一般。仔細回想書寫論

文的過程，雖然會為了構思內容或查找資料而煩惱，偶爾會為時間緊迫感到焦慮，

但是心裡並沒有特別痛苦的感受。我盡可能提醒自己要用輕鬆愉快的心情書寫論

文，例如抱著度假的心情寫論文，像吃美食大餐一樣享受論文被寫出來的過程。

然而，「自我敘說」這種像考古一般不斷挖掘記憶、攤開感受，同時還要將這些挖

掘到的素材清洗、晾乾、分類、歸納、做分析的研究方式，比較像是在年久失修

的老屋內翻開長滿灰塵的厚重相簿，在泛黃失焦的老照片裡，用放大鏡一層一層

搜索可用的線索，過程繁瑣，讓人疲倦，在面對過去事件導致情緒起伏時，甚至

有些折磨。當我覺察到自己開始感到壓力或是痛苦的感覺快要跑出來的時候，我

的處理方法並不是逃避那種感覺，或是轉移自己的注意力，而是正面對決那個「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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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痛苦」的情緒。先將那個受情緒擺佈的自我抽離，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

緊盯著那個令我不舒服的覺受，不分析、不批評、不抗拒，單純觀察和覺知「我

正在感覺壓力大」、「痛苦的感覺快要生起來了」。我會這樣和情緒面對面，直接看

著它，只要越專注盯著「痛苦的感覺快要生起來」，痛苦的感覺就不會生起來；只

要覺察「壓力」的心力越強大，「壓力」的感覺就會自動消失。倘若心力不足，這

種以覺察來正面對決的方式不足以對治負面情緒，我就會起來動動身體，打一套

八式動禪，即使只做第一式「扭腰甩手」，專注覺察雙手拍打在軀幹的感覺，用意

念掃描肩膀、雙臂、軀幹、腰部、雙腿，讓各個區塊放鬆，「身在哪裡，心在哪裡」，

把心拉回身體的動作和感知上，心和身體便可以獲得片刻的放鬆與休息。心和身

舒暢後，自然就可以帶著唱歌跳舞的愉悅心情寫論文了。 

然而，在修改論文的 後一段時間，我的生活遭遇了近幾年 大的困難與挑

戰：工作出了狀況，公司的營運隨時可能停擺，我面對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失業的

不安，又疲於處理公司的情況，情緒大受影響。於此同時，家裡出現了財務問題，

我扛起責任，試圖排解問題，卻挫敗地發現問題遠遠超出我能承擔的範圍。在工

作與家裡問題的雙重打擊之下，我身心俱疲，完全無法提起覺察和正念，不知道

身在哪裡，也不知道心在哪裡，每天陷入焦慮、不安與恐懼。幸而在指導教授與

朋友的鼓勵和支持下，我一點一滴重新面對生活，整理自己的心，先把自己無法

解決的事情擱置一旁，從自己可以掌握的事情做起。躺在床上練習呼吸，從一分

鐘的正念練習做起，再進步到三分鐘的正念練習。情緒低落的時候，就觀察自己

的身體與念頭，清楚認識到身體與內心的痛苦都是無常的，就能讓心漸漸平靜下

來，於此同時不斷提醒自己：「身在哪裡，心在哪裡！」把身體與覺受清楚觀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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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後，念頭的覺照也能更清晰。著這樣的練習，讓自己的身和心都放鬆，才有動

力面對生活。 

寫劇本時，劇作家通常是以全知全能的視角
49
來創作。然而，運用自我敘說方

式書寫自己的人生劇本，卻並不是這麼一回事，只能用意識流
50
的方式呈現，以自

己的視角盡可能深刻描繪、詳細記錄自己的經歷和感受。爬梳自己的生命與情緒，

並且自我揭露這些訊息，有如邀請讀者跟我經歷一段非常個人且私密的旅程，需

要勇氣，更需要放下因為自我意識（self-conscious）51
而產生的不安或不自在感。

要將抽象的感受文字符號化，更是一件極大的挑戰，我只能盡可能用文字去具象、

精確地描述。然而，許多在修習武術與禪修過程中所感知（perceive）的體驗，非

常難以概念化（conceptualize），我只能儘量用文字還原現場，誠實表達 直接的

狀態，避免讓自己與讀者陷入過度詮釋與解讀。 

 

 

第二節  反思與展望：始於基本，終於基本 

 

我生命中 大的幸福，是學習了中國傳統武術和佛法與禪法，讓我能夠把所

學到的東西應用、驗證在生命裡。我所記錄下來的這一切，並不是理論的思考或

如同心靈雞湯一般的口號，而是我自己生命的真實體驗。 

回顧與縱觀我學習武術與禪修的歷程，雖然在第一章裡，我將之形容為「孤

																																																								
49	在劇本創作裡，劇作家通常可以採取兩種視角來敘事：一種是以劇中人物的視角敘事，描述的劇情僅限於

敘事人物的所見、所知、所聞。另一種視角則是以「全知全能」的視角來敘事，	
50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意指人的意識不斷流動的狀態，也是一種描繪人物意識狀態的文學敘事手法。 
51 Self-conscious 指的是擔心他人對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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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的旅程」，但是這段旅程中卻有非常多的人給我指導、幫助我理解與體驗「身在

哪裡，心在哪裡」，更讓我在千辛萬苦、挑戰重重、如同奇幻冒險的旅程中，與家

人和其他人產生了更緊密的關聯，包括與母親關係更加地親密與深化，同時透過

對於他人的感謝，也更進一步生起了想要幫助他人離苦得樂的心。這是我在學習

武術與禪修時，出乎預料的收穫。 

關於中國傳統武術的學習，緣起於我不切實際的幻想，以為只要「拜師學藝」、

「上山修行」，學了幾套功夫，經過高人指點，打通任督二脈，就可以仗著一身本

領，行俠仗義，笑傲江湖。然而，實際上學習之後，才知道武術基本功必須持之

以恆、不間斷地「學」與「習」，所追求的目的，除了身體健康、強健體魄，更重

要的是心性的開發，養成獨立自主的能力，其中 重要的訓練，跟「覺察力」和

「意念」的訓練有關。這種覺察力不只是覺察自己的呼吸、肢體動作與力量的運

作方法，更重要的是將意念與動作結合，在覺察周圍環境與對手的動作時，還要

能用意念調動身體的協調運作，在當下敏捷反應，判斷局勢，應對進退。 

直到學習禪修後，在法鼓八式動禪裡學到的「身在哪裡，心在哪裡」口訣，

更明確地將武術的覺察和意念訓練做一個更清楚簡要的收攝，以一句話歸納出日

常生活間行、住、坐、臥的身心要領，將禪修的核心方法與哲理以更平易近人的

白話呈現，使我在生活中及武術的練習中，能夠更容易記得要運用「身在哪裡，

心在哪裡」來保持專注力和覺察力，以達到「清楚放鬆，全身放鬆」的效果，對

於練習武術時的呼吸、身體四肢動作的操作與力量的發勁上，以及日常生活中面

對大大小小事情，甚至是在緊急情況下要面對、判斷、處理危險時，都能夠保持

較穩定的心情，不讓自己的心被失控的情緒或恐懼牽著走，影響判斷力和處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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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能力，無論面對什麼樣的事件和外境，都能提醒自己要以正念的覺察力和專

注力保持中立的心態與希望。 

「身在哪裡，心在哪裡」像是我生命的脊柱一樣，串起了我的武術與禪修學

習，和日常生活。有時候「身在哪裡，心在哪裡」更像是一把尺，使我在各種不

同的狀況下能夠不斷提醒自己，要保持正念，不要歪斜失衡。雖然現在的我無法

每時每刻都確實做到保持正念，事實上，大部份的時候我都是身心分離，充滿散

心妄念的，但只要提起「身在哪裡，心在哪裡」這一句話，就像是將注意力歸於

零點，重新校正，把意念拉回身體上，開始覺察自己的身體、覺受、念頭、周圍

環境。只要能夠不斷提醒自己、反覆將意念重新校正、保持正念，就有機會養成

「身在哪裡，心在哪裡」的習慣，讓自己在每一個當下都能夠清楚放鬆，這也是

我目前明確的修行目標。 

在第三章的部分，我以三個生命中特別的事件為例，說明我如何將在武術與

禪修訓練中所學習到的「身在哪裡，心在哪裡」和覺察方式，運用在不同的情況

中： 

1. 在喜馬拉雅山健行途中所遭遇的雪崩事件裡，透過覺察自己的呼吸及周圍

環境，在生死交關的情況下，冷靜判斷與採取反應，幫助自己和他人脫離險境； 

2. 在緬甸六十天的禪修閉關間，透過正念的覺察，對於「無常」有更深一層

的體會和認識，在身心合一的狀態中經驗「自由」，超越對死亡的恐懼，並且在接

受飲食與金錢供養的經驗裡，學習覺察自己的念頭，在與他人的互動中，培養對

他人生起感恩、慈悲的心； 

3. 在陪伴母親癌症確診及手術復原的過程裡，與母親一起練習簡單的坐姿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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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動禪和養生/養身功法，旁觀母親從中發展出自己的呼吸運動，從覺察呼吸中感

受到無常，接受身體健康的變化，幫助她身心放鬆的同時，增進氣血循環，讓精

神更好，練習克服對死亡的不安及恐懼，並且還能將這樣的動作體驗與心得，與

我和父親分享，在這樣的交流中，讓我們的互動更加深刻而緊密。 

以這三個生命事件來統攝、歸納「身在哪裡，心在哪裡」的訓練方式所帶給

我的收穫，可以進一步分析和反思，在這些事件中回想起的經歷，是否真的是用

上了「身在哪裡，心在哪裡」的方法來解決困難，帶給自己內心平靜？ 

在喜馬拉雅山的雪崩事件和老鼠事件中，我能夠保持冷靜離開離開雪崩現場、

在黑暗中找尋撞擊臉部的物體，是否是一種心理的自我保護機制作用，讓我能夠

不帶情緒地在當下面對緊急情況，同時做出身體的自我保護反應？ 

事實上，在經歷雪崩事件過後，我有很長一段時間難以回想這個經歷，因為

要回想起經驗的細節仍然很痛苦且充滿恐懼。我清楚知道自己有創傷後壓力反應
52

出現，所以事發當下的冷靜並不全然是覺察力的影響，但是在落雪裡對於呼吸的

覺察，以及在黑暗中專注覺察環境，我對於那些時刻的身心覺察印象特別深刻，

因為那是非常特殊且高度專注下產生的覺受。也因為有這兩個特別的覺察經驗，

它們在我克服雪崩事件的創傷壓力過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緬甸六十天的

內觀禪修過程中，雪崩的創傷經驗與記憶不時會在妄念中浮現，我只要回想起當

時在雪堆中專注於呼吸、在黑暗中專注於覺察環境時，就能夠把心拉回正在禪修

的身體上，把注意力重新帶回覺察當下的呼吸與身體位在的環境裡。「對呼吸和環

境的覺察」像是一座超越時間與空間的橋樑，連接了雪崩記憶裡的我、黑暗山屋

																																																								
52	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指的是遭逢重大創傷事件後，所出現的壓力

反應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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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的我、和當下正在覺察呼吸與環境的我。隨著這樣反覆的覺察練習，逐漸地，

即使是雪崩與老鼠的回憶在妄念中浮現，它們也不會再帶給我壓力與恐懼，反而

是一種回到「當下呼吸與身體」的提醒，讓我能夠把心拉回身體，繼續當下的覺

察和觀照。 

陪伴母親面對身體的狀況、照顧身體的健康，是現在進行式，也是自己此生

必須面對的課題。與母親一起練習八式動禪、養生/養身功法，使得我的武術和禪

修學習歷程再也不孤獨，它從我「一個人的旅程」，延伸、成長為「與家人共同經

歷的旅程」，讓我知道如何透過這樣的練習與他人交流、互動，一起成長與進步。

隨著身與心的正向改變，我與父親、母親間的關係也更加平和融洽。母親依據自

己的身體狀況，發展出適合自己的呼吸運動法，回過頭來教導我練習的方法，並

且欣喜地分享她的體驗與心得。「身在哪裡，心在哪裡」的練習，幫助了我，也幫

助了他人（母親），再從他人（母親）身上又幫助到我自己。這個覺察的方法，有

我的親自驗證，也是我之所以選擇自我敘說法，將這段旅程記錄下來的原因。 

武術的修習與動禪的修習，有不同之處也有相似之處，而「身在哪裡，心在

哪裡」是兩者共同的練習與目標。透過「身在哪裡，心在哪裡」的練習，我體驗

過無常，感受過自由，也從覺察身心的細微變化中，克服過壓力、負面情緒和恐

懼。雖然我尚且沒有真正超越對死亡的恐懼，但是在我自身生命的經歷與過程中，

透過「身在哪裡，心在哪裡」的練習，我清楚知道外在身體與內在心性的正向轉

變，是可以真正做到的。在每一個當下保持「身在哪裡，心在哪裡」，就是讓自己

從煩惱、恐懼、限制與過往經驗中，解脫與超越的實作方法與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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