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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領域的擴展與昇華：心念運作的觀點 

鄭保村1 

摘要 

「習慣領域」是我們內心所有想法、念頭與思路的總合及它們的組織與運

作，它主導我們所做所行，但它是可變的、是動態的，也有無限的可能。因此，

其中的潛在領域，可以開發、可以昇華，而且常用它、善用它，越容易萃取，電

網會越強，它的潛能無窮。本文，以「習慣領域」學說為主軸，分別論述心腦構

想的基礎、心念的作用，並輔以腦科學實驗證據，進而，藉心念的轉化與昇華的

論述，引申潛在領域的擴展。 

情境相同，因心念不同，卻有迷悟、苦樂之別，可見人心惟危、一切唯心。

心念也盡廣大極精微，是善是惡、是苦是樂、是天堂是地獄全在「一念之間」。

一念悟－起善念、心澄淨清明、貼近真相，強化正面、積極、光明的電網，是菩

提快樂。進而，起心動念中於境不染著－「無念」、「無住生心」，對境不取不捨、

不迎不拒、不即不離，當下的警覺、入境出境，盡以「中道」對應，當萬緣放下、

內心自然回復本然的清明、澄淨、平穩，接上「源頭活水」。這是最佳減壓方式，

也是人間無上的喜悅，能究竟解決自己與別人的痛苦與煩惱。 

關鍵詞：潛在領域、習慣領域、電網、無念、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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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limation and Extension of Habitual Domains：A Standpoint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Minds 

Bao-Tsuen Jeng∗ 

Abstract 

“Habitual Domains” is the collection of all our ideas, thoughts and operators. and 
their organization and operations The habitual domains direct our conducts and 
behaviors, but they are changeable, dynamic and full of unlimited possibility.  Thus, 
potential domains in the habitual domains could be developed and sublimated.  If we 
often use the potential domains and use them well, we will retrieve messages from our 
brains more easily, the circuit pattern will be stronger and the potentiality of the 
potential domains will be unlimited as well.  Built upon the theory of “”Habitual 
Domain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rain operation hypothesis” and the operation of 
the minds with the scientific evidences of the brain science.  Based on the discourse 
of transformation and sublimation of the minds, this paper further discusses extension 
of the potential domains. 

Within the same conditions, our minds can lead us to delusion or enlightenment, 
bitterness or happiness, so it's the minds that are the most dangerous and the world is 
actually what we think.  The mind is the most extensive and subtlest, so whether the 
situation is good or bad, sweet or sour, heaven or hell, is just only a matter of the mind.  
When our mind is enlightened—that is, when we initiate our mind in a positive way, 
and then our mind becomes pure and clear and reaches to the truth—the positive, 
active and bright circuit pattern is thus reinforced.  It is the joy of Bodhi 
(enlightment).  Furthermore, when our mind is not influenced by the external 
condition—that is, when we are “free from minds” and “the minds arise without 
attachment”, which means that we would neither accept nor reject the condition; that 
we would neither welcome nor refuse it; and that we would neither approach nor 
leave it—we are able to be aware of our minds at the presence, to deal with the 
condition in the “middle way” and not to be trapped by it.  When we let go off all the 
unnecessary conditions and our minds eventually gain peace, our minds naturally 
recover their original purity, clarity and stability and we further see the spring of our 
true life.  This is the best way to reduce pressures as well as the greatest joy in the 
world.  It offers us with a direct and fundamental solution to our sufferings and 
pains. 

Keywords: Potential Domains, Habitual Domains, Circuit Pattern, No Mind,  
Middl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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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緒言 

我們從小學習經驗，其間不知不覺的養成習慣。我們的想法、做法、判斷雖

是動態的，但無形中也被習慣束縛住，被限制在一個相當固定的領域裡，那個領

域，我們稱之為「習慣領域」(HD：Habitual Domains)（游伯龍，1992，自序）。 

習慣領域可說是我們內心所有的念頭 (ideas)和思路 (operators)的總合，它會

反映在我們的個性、行為、做事態度、原則、看法等等之上（游伯龍，1992，頁

100）。其中，潛在領域是腦海中所有可能產生的念頭和思路，實際領域是實際被

引發出來的念頭和思路，為習慣領域中的二個主要概念 2（游伯龍，1992，頁

100）。 

「習慣領域」既然是我們內心所有的念頭和思路的總合，又左右我們的舉止

言行，但它又是動態的，也是無限的，游伯龍（1992,頁 152）就指出：一個理想

的習慣領域，它的潛在領域既廣且深，能認同所有的人、事、物，又能幫助你深

入觀察萬物至微的現象；而實際領域有靈活的機動性和化解力、有無限的彈性可

立刻了解，解除自己及別人的困難和壓力。所以我們有無限的可能去拓展理想的

習慣領域。因此，本文試就理想的習慣領域加以探究。 

「習慣領域」既是念頭(或想法)和思路的總合，而心念卻主導著我們形之以

外的舉止言行、生活習慣、個性、做事態度等等；詳言之，想法與觀念影響行為，

行為影響性格，性格又影響命運！所以說，以其追求「命」好，不如養成理想的

「習慣領域」。心念惟危又精微，正如《中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精

惟一，允執厥中。」吾人就不能不正視「心念」，善待它、拓展它、開發它、昇

華它，以臻於理想的習慣領域。 

本文，首先，鋪陳習慣領域學說的心腦構想，以為心念轉化與昇華的陳述基

礎；其次，陳述心念的作用，它可載舟也可覆舟；第三，輔以科學實驗例子印證

心念對腦或電網、對生理的作用與現象的改變；第四，剖析心念的轉化，吾人的

向上提昇抑或向下沉倫存乎一念之間；最後，論述「無念」－「無住生心」與超

越二元對立的中道，藉由警覺可使心念昇華，它是開啟內在智慧之鑰，以呼應游

伯龍教授常說：「警覺是智慧的開端」。無論如何，心念可轉化，心念可昇華而入

「無念」，唯有如此，才能超越慣性的迷思，強化光明的電網，擴展理想的習慣

領域，解除自己與別人的煩惱與痛苦。 

2. 心腦構想的基礎 

習慣領域如一超級電腦的軟體，而大腦則如超級電腦的硬體，電腦一定要軟

                                                 
2習慣領域另有二個概念，一是，可發概率：念頭和思路可被實際引發的可能性，二是，可達領域：由

原念頭和思路可引發到達的領域，詳 游伯龍(1992，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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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配合才能運作。大腦又像是一內在信息處理中心，它非常完密、複雜，正常

人約有 1000 億個腦細胞，它是無價之寶 （游伯龍，1998，自序）。每一個腦細

胞約有 1000~10000 個「神經突觸」(synapses)。根據研究，腦細胞有時會亮，又

時會暗，腦細胞的明、暗構成一個網狀，稱之為「電網」－腦的記憶與思想。電

網的變化非常快，可以處理信息（游伯龍，1992，頁 8）。 

腦海中的念頭和思路是軟體。「想法、概念和信息是用腦細胞明暗的電網變

化來表示。使用越多，電網越強，越強就越容易取出。」反之，電網又弱又少的

記憶就不容易取出（游伯龍，1992，頁 10-11）。「念頭」也可視為大腦電網中已

經儲存或編碼的信息，也是一種觀念或看法。（游伯龍，1993，頁 90） 

如要區分念頭與思路，念頭是那些固定靜態存在的，而思路是從這些靜態念

頭中產生新的念頭。不同的念頭和思路被提出來使用的機會不一樣，因為有的電

網比較強，被取出來的機會比較大；有的電網比較弱，被取出來的機會就比較小

（游伯龍，1992，頁 99)。 

由電網結構的強度和廣度來看，一個常被使用而且記憶深刻的念頭或思路，

代表電網又多又強；一個不常使用但記憶深刻的念頭，代表電網強但不多；一個

常被使用但記憶不深刻的念頭，代表電網多而不強；一個既不常使用、記憶又不

深刻的念頭，代表電網既不多又不強；電網又強又多的念頭或思路，稱為習慣領

域的核心，能無形且即刻地左右我們的思考和行為。（游伯龍，1993，頁 103） 

俗謂：「識途老馬」、「熟能生巧」，指常用的心念，臨境時，電網暢通（多而

廣），訊息存取快捷，不假思索，自然反射，水到渠成。又如熟稔九九乘法表者，

給二個數字相乘，答案馬上出來。而「一朝被蛇咬」，印象深刻，電網強而烈，

碰到類似蛇的草繩就特別敏感，甚至於「十年怕草繩」。刻骨銘心的戀情，電網

也強，睹物易思情。 

我們的腦與身體又如同一部汽車，我們的心意或心念就像汽車的駕駛員。當

駕駛員把鑰匙一轉，引擎就發動，由燃燒製造壓力，這壓力經過輪子也帶動輪子，

由駕駛員指揮汽車駛向目的地，這表示心意在操控腦和身體的行動駕駛員。此

時，如果活塞漏氣，壓力就消除，車子也不能動，如何製造壓力、化壓力為動力、

解除壓力，攸關目標、環境或外來信息。「人人有理想目標及隨時評估情況的能

力。」至於影響目標建立及情況評估的因素有：生理偵察(人的神經系統隨時在

偵察)、自我提示、外來信息、記憶結構(含以前所學、經驗的累積)、處理的能力。

「當理想和現況有不利的偏差時，我們的內心便會產生壓力，由各事物與目標產

生的壓力總體叫壓力結構。壓力結構是隨時隨境而變的。哪一件事對壓力結構影

響最大，那個事件便取得我們注意力的調度。」壓力的解除方法，一般而言，有

二：積極求解、退卻合理化；無論如何，一般人會尋求使壓力降到最低的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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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最小阻力原則。但如何控制我們的行為呢？此時可利用我們的腦將壓力床重

新結構一番，讓長期有益的行為成為最小阻力的方法而占有我們心意，這是控制

腦的最主要原則。（游伯龍，1992，二章）。 

3. 心念的作用 

心念不同，對境的評估與反應就不同。同時，心念的轉換或心的控制，會使

腦中的電網重新結構，動員了生理的構造，有關的賀爾蒙及內分泌等等都動員讓

你行動而達到你的目標。總之，心力的控制可操縱行為和成果（游伯龍，1992，
頁 40）。 

心念不同，心境不同，事理圓融度也不同，結果更不同。「心」對「境」時，

往往被心中的習慣領域或習性所牽引，不由自主的產生「心」「境」相續遷流不

息（即妄心）生生滅滅的現象；在思路與念頭交互糾葛與作用下，因種種「心」

而產生種種「境」，也因種種「境」產生種種「心」，這正是《大佛頂首楞嚴經》

所云：「由心生故種種法生，由法生故種種心生」。如果心地不純不淨不平不正，

或者心隨境轉，「心」必然不安，產生壓力，衍生痛苦與煩惱，也可能使人落入

萬劫不復的境地。以下幾例，可資驗證。 

3.1. 迷悟一念間 

看到已被吃了一半的蘋果，有人說：「糟糕了，只剩下一半。」另有人就說：

「幸虧還有一半」，面對同樣的事物，悲觀抑或樂觀全在一念之間。 

《陋室銘》說：「山不在高，有仙則名；水不在深，有龍則靈。斯是陋室，

唯吾德馨。苔痕上階綠，草色入簾青；談笑有鴻儒，往來無白丁；可以調素琴，

閱金經。無絲竹之亂耳，無案牘之勞形，南陽諸葛廬，西蜀子雲亭，子曰：『何

陋之有？』」可見豐厚之物質，不見得使人心曠神怡。亮麗耀眼之外相，不見得

具高尚內涵。三界唯心，萬法唯識，有形物質、無形諸法，全在我們一念之間；

「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3。 

古德云：「春雨如膏，農夫喜之，而行人惡其淋漓。秋月如鏡，佳人喜之，

而盜賊惡其光輝。」同樣的春雨，農人有久旱逢甘霖的喜悅；可是行人卻討厭變

成落湯雞、到處泥濘舉步惟艱；同樣的秋月，佳人樂在此等花好月圓好時光，盜

賊卻厭惡皎潔月色可能破壞其「好事」。可見立場不同，心境不同，雖處相同情

境，各人卻有喜怒哀樂的不同感受。 

身處當今同樣的社會環境，有人如坐牢獄，有人卻怡然自得，可見環境相同，

心境或心念不同，所見或感受卻殊異，可為天堂也可是地獄。陶淵明說：「結廬

                                                 
3 詳見《六祖大師法寶壇經》(機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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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間，而無車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見南山。」

不也是同樣的道理嗎？可是，一般人常是隨順習性、追逐風尚、以物役形、以形

役心，只見果相而不明因不識緣，因此，遇境被境轉，而不自覺，更談不上自拔，

終而隨波逐流，永墮苦惱深淵。所以，是天堂、是地獄，端視這念心是悟、是迷。 

心念可遠也可近，不隨時空而有所障礙。即使遠到天涯海角，它也存在；近，

即便在僅一個榻榻米大小的斗室裡，它仍不減一絲一毫。親子間的心電感應，或

是雙胞胎的心心相繫，都是驗證心念無遠弗屆的作用。 

3.2. 一切唯心所現 

「杯弓蛇影」的故事大家也是耳熟能詳。某君作客友人家，喝酒時乍見杯中

有蛇，回家後仍然耿耿於懷，因而生病；友人久未見面，一探究竟，始知原委，

因此再邀此君到家作客，取下壁上的劍，發現杯中的蛇影原是掛在壁上的劍，此

君豁然開通，不藥而癒。顯見本來無一物，卻因心念作用，會「無中生有」。又

有一位蓄長鬍鬚的老翁，某日人家問他，睡覺時鬍鬚是擱在棉被裡面還是外頭，

當天晚上就寢時，這位老翁竟然為此事折騰半天，翻來覆去睡不著覺。老翁是「天

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如果老翁能夠「吾自無心於萬物」，就能「萬物何妨常

圍繞。」 

多年前，國劇名伶蔣桂琴罹患骨癌，醫生宣判她的活期不到半年，可是蔣小

姐心繫國劇傳承使命，一心一意希望為國劇盡力，竟然多了一年餘才告別人世。

前些年，社會新聞報導：某君身體微恙，在中部某醫院檢查，本來生龍活虎，一

聽醫生告知是癌症後，就昏厥過去，家人再送台北就醫複檢，一聽只是良性腫瘤，

此君乍然初醒，活蹦活跳的自行開車回台中。某日，台中市發生火警，一婦人臨

危，獨力抬冰箱逃出火窟。可見天堂地獄，全在一念之間；一念間，可以生、也

可以死，可以病弱苦惱，也可以健康快樂。類似此例，不勝枚舉。維摩詰經說：

「心如工畫師，能畫種種畫」。華嚴經說：「三界諸法，惟有心故」，又說：「應觀

法界性，一切唯心造」。楞嚴經說：「萬法所生，唯心所現」。正是這種道理。 

常人應有：「談說醋梅，口中水出；思蹋懸崖，足心酸澀」（《大佛頂首楞嚴

經》卷 2）的經驗，身未親歷實境，可是因意念牽引，竟然引起身體的生理作用，

何況親歷其境！不是有人一臨橫跨深淵的吊橋，不自主的足癢腳軟；有人因受外

力突擊，過度驚恐，二足發軟，不聽使喚，也是同樣的道理。李廣一箭穿石的故

事，大家也是耳熟能詳，原以為猛虎，一箭竟然中的，走近一瞧，竟是大石，李

廣再度舉箭射石，卻無法如願，可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意念作用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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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心念的科學實驗  

4.1. 法國科學家的實驗 

法國科學家、心靈學家弗羅嗎唎恩博士在他的巨著《未知的世界》中，道出

許多因恐怖而死亡的案例。其中一例是，弗羅嗎唎恩博士朋友之父是位內臟外科

醫師，某日對膽石症者進行手術，動刀前在手術部位擦拭酒精消毒，因酒精過於

冰冷，患者誤以為已在開刀，竟因此驚恐過度而斷氣了。另一例是，對某一死囚

做實驗，將他矇上眼睛並綁在椅子上後，告訴他說：「將要從你頸部，讓血一滴

一滴的滴下，直到全身血液徐徐滴盡。」接著以針頭在囚犯頸部劃一小傷口，並

以裝置讓水沿著頸部一滴滴下流，滴到地板，約過六分鐘，告訴他：「你身上的

血液已經流失了三分之二」，死囚竟然相信，因過份恐怖而死亡了（谷口雅春《生

命之實相》（第 2 卷），1977）。心念能載舟也能覆舟，其理至明。 

4.2. 腦神經科學的實驗 

腦與行為的互動關係可透過功能性磁振造影的觀察而了解。人的每一個心智

行為，在腦部都有其相對應的反應區，不同的行為在電腦斷層圖裡發亮的地方就

會不一樣。腦部結構也可以透過外在刺激而改變，實驗同時證明了腦細胞是「用

進廢退」，腦細胞時時在作用與更新。（洪蘭，2007） 

4.2.1. Alvaro Pascual–Leone「跨顱磁波刺激術」實驗   

2007 年 1 月美國「時代」雜誌一篇「大腦如何自我重組」報導指出：大腦

不僅能學習新把戲，還能改變腦部結構和功能—就算老了也做得到。 

哈佛大學醫學院實驗室的神經科學家 Alvaro Pascual–Leone 曾以「跨顱磁波

刺激術」(transcranial-magnetic-stimulation , TMS)做學彈鋼琴的實驗 4，一組人實

際用手彈琴，另一組人不動手、單憑想像在腦中彈琴，TMS 結果顯示，兩組受

試者，大腦運動皮質區掌管手指彈琴的區域都會擴大。印證了，光憑想像就能改

變大腦灰質的生理結構和功能。(TIME，2007) 越來越多研究發現，越常使用特

定肌肉，大腦就會分配越多的皮質給那塊肌肉。Alvaro Pascual-Leone 後來也提

到：在心裡練習揮桿、向前傳球或游泳轉身，不需全部實際操作也能精通。這項

發現更進一步顯示，心理訓練具有改變大腦生理結構的力量。 

其次，有關神經可塑性的研究發現：大腦透過感官接收的信息有所改變時，

會影響大腦結構和功能。來自皮膚或肌肉的訊號大量刺激皮質區或體感覺皮質區

(掌管觸覺)時，大腦會擴大控制手指的區域。他們也發現即使沒有外界的信息輸

                                                 
4 藉由TMS 影像顯示大腦運動皮質區(位於頭頂到雙耳之間的帶狀區域)對手指彈琴動作的控制程度－

電磁圈下方的神經細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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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心理塑造還是會發生。和 Pascual-Leone 的虛擬彈琴者一樣，我們的大腦會

根據心裡所想而改變。像一個念頭這樣似乎不具體的事物能夠影響大腦的實質結

構，改變神經元連結，可用來治療心理疾病，或許還能讓人更有同理心和愛心。 

4.2.2. Jeffrey Schwartz 認知行為療法(CBT) 

洛杉磯加州大學的 Jeffrey Schwartz 及其同事進行的一連串實驗為例，結果

發現認知行為療法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 CBT)能平緩與強迫性精神官能症

有關的腦內神經迴路活動，與藥物治療達到同樣效果。當強迫症患者心裡出現強

迫念頭時，Schwartz 告訴他們這麼想，「我的腦袋產生了強迫念頭。難道我不曉

得那只是有缺陷的神經迴路所丟出來的雜訊嗎？」經過十週的正念式治療後，18
名病患中有 12 名的症狀明顯改善。治療前後的腦部掃描顯示，眶額葉皮質區(強
迫症神經迴路核心)的活動顯著降低，其對大腦的影響方式與藥物完全相同。

Schwartz 稱之為「自導式神經可塑性」，他的結論是「心念可以改變大腦」(TIME，
2007)。 

多倫多大學的科學家以 CBT 治療 14 名罹患憂鬱症的成人。這種療法教導患

者以不同角度看待自己的想法—例如，約會不成功並不代表「永遠沒人愛」，而

只是不盡如人意的芝麻小事。另外有 13 名病患服用帕羅西汀(抗憂鬱藥 Paxil 的
學名)。經治療後，所有病患的症狀都獲得明顯改善。接著科學家掃描患者的大

腦。多倫多大學的 Zindel Segal 說，「我們的假設是—如果療效良好，不論接受哪

種療法，大腦改變的方式是一樣的。」 

CBT 讓憂鬱症患者過度活躍的額葉皮質區(掌管推理、邏輯、深度思考以及

鑽牛角尖反覆思索失敗約會的位置)平靜下來；Paroxetine 則加強該區的活動。反

之，CBT 加強大腦情緒中樞(也就是邊緣系統海馬迴)的活動，Paroxetine 則是緩

和該區的活動。多倫多大學的 Helen Mayberg 解釋，「認知療法針對皮質區—大

腦掌管思考的所在，重新改造你處理資訊的方法，並改變思考模式。它減少反覆

思考，訓練大腦採用不同的思考迴路。」和 Schwartz 的強迫症病人一樣，心念

改變了大腦活動的模式；在這個案例中，改變的是與憂鬱症有關的模式。 

4.2.3. Richard Davidson 的禪坐實驗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University of Wisconsin)神經科學家 Richard Davidson 研

究心理訓練高手佛教僧侶。Davidson 早期的研究發現，左側前額葉皮質區比右側

活躍時，表示較高的滿足感。左右兩側的相對活躍度於是成為幸福定位點的標

記，因為不管是中樂透或喪偶，人們通常會回到這個定位點。Davidson 想了解的

是，如果心理訓練可以改變強迫症及憂鬱症特有的腦內活動，冥想或其他類型的

心理訓練是否也能讓人產生持久的幸福感和其他正面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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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達賴喇嘛的協助及鼓勵之下，Davidson 召集一批僧侶到麥迪遜，請他們在

功能性磁振造影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 FMRI)儀器裡打坐冥

想，測量他們在不同心理狀態下，大腦有何活動。Davidson 並以基本上沒有打坐

冥想經驗大學生做為對照組。在練心生慈悲(標準的佛教徒打坐冥想技巧)時，

FMRI 顯示，掌管人我之分的大腦區域活動緩和下來，彷彿受試者向他人敞開心

胸，打坐老手和新手皆然。但老手的大腦中，與同理心和母愛有關的大腦網路明

顯較為活躍，大腦額葉區在心生慈悲的冥想階段極為活躍。同時，打坐修行的年

資越長，額葉區與大腦情感區的連結似乎越穩固，彷彿大腦在理性和感性之間建

立了更加堅固的連結。其中最明顯的差異，在於左側前額葉皮質區掌管快樂感受

的區域。僧侶們心生慈悲時，左側前額葉的活動明顯蓋過與負面情緒有關的右側

活動，其程度之高在單純的心理活動中可說前所未見。相較之下，對照組大學生

的左右前額葉皮質區之間並未顯示這種差異。Davidson 說，這表示正面心理狀態

是一種訓練得來的技巧。(TIME，2007) 

4.3. 水可解語－來自水的信息 

日本 IHM 研究所所長江本勝（Masaru Emoto）自 1994 年開始以高速攝影技

術，觀察水在冷凍之後的表面結晶形狀，以《來自水的信息》一書發表實驗結果，

發現無論是文字、聲音、意念都會造成不同的水結晶形狀；讓水「讀」了「愛和

感謝」的文字，無論是英文、德文、或是日文，都會呈現清楚而美麗的六角形結

晶，這是他們所拍攝的所有水結晶照片中，最美麗最絢爛的！如果讓水讀到「惡

意」的文字，水的結晶則非常扭曲醜陋！例如，看到「混蛋」的水，和聽到重金

屬時一樣，呈現細碎而零散的結晶。看到「我們一起做吧」的歡迎詞，水結晶的

形狀完整而規則；看到「給我做」的命令句時，甚至無法呈現結晶。 

研究過程中，也讓水聽聽音樂，結果發現水結晶的狀態和音樂的內涵不謀而

合。聽了貝多芬「田園交響曲」的水，結晶正如明朗爽快的曲調般美麗而整齊；

聽了對美充滿深刻期望的莫札特「四十號交響曲」，結晶就異常華麗；相對的，

讓水聽了憤怒反抗的重金屬音樂，結晶則呈現細小凌亂的形狀。 

江本勝也對米飯進行類似的實驗，發現對米飯說「感謝」的話，一個月後米

飯會呈半發酵狀，並散發出芳醇的香麴氣味；而每天「挨罵」的米飯，一個月後

則完全變黑且腐爛發臭。 

IHM 研究團隊的實驗也發現，水的潔淨與否確可由其結晶型態作判斷。潔

淨的水，樣本會形成以六角形結構為基礎的完整結晶，而污染或不純淨的水樣本

則形成散亂的形狀。他們蒐集並觀察全球多數大城市自來水結晶體後，發現經處

理後的自來水，多未能出現潔淨的結晶形狀。 

由此可知，我們所思所念，時時刻刻都在影響全世界，水的好惡，全看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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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境，同樣是喝水，心懷感謝說聲謝謝再喝，會讓水變成截然不同的結晶。萬物

不斷在波動，世界瞬息萬變，沒有一刻停止過，而人類意念的能量，具有強烈影

響萬物的能力。這是不是說明了「意念」是有物質能量的！善與惡的意念會影響

著人體與大自然？《大佛頂首楞嚴經》不也說：「如來常說，諸法所生，唯心所

現；一切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又說：「若能轉物，則同如來。」 

4.4. 心意與生理反應 

就醫學觀點，不同的情緒狀態經由人體內外腺體的變化，進而影響激素分泌

量的變化。就外部腺體變化而言，人在悲痛或過分高興時往往會流淚，焦急和恐

懼時會冒汗等。人產生某種負面性的情緒，如焦慮、恐懼時，會抑制消化腺的活

動和腸胃的蠕動，因而感到口渴、食欲減退或消化不良。相反，愉快情緒的產生，

可以增強消化腺的活動，促進唾液、胃液及膽汁的分泌。 

同樣，在不同的情緒狀態下也會引起不同的內分泌腺的變化，從而影響激素

的分泌。例如，學生考試和運動員臨賽前的緊張情緒，常常增強腎上腺的活動，

促進腎上腺的分泌，從而引起血糖提高，加強交感神經的活動，並引起一系列的

機體變化，例如，心率加快、血壓升高、機體處於喚醒狀態。同時，為了獲得更

多的氧，呼吸會加快，肝臟也會輸出更多的糖進入血液。為了把血液送給大腦和

骨骼肌肉，消化系統的供給減緩，瞳孔放亮，唾液的分泌活動受到抑制。這些說

明，腎上腺素和去甲腎上腺素為人們的激情提供了生理的燃料。在情緒活動後，

副交感神經系統恢復活動，使身體狀況恢復到情緒發動前的平靜狀態。心率平

緩、血壓降低、瞳孔收縮、呼吸減緩、唾液再次分泌、消化系統恢復正常功能、

能量供給也處於正常水平。血管中的腎上腺素和去甲腎上腺素的水平降低，情緒

的強度也隨著逐步下降。實驗證明，焦慮不安者血液中腎上腺素增多，憤怒者血

液中去甲腎上腺素增加。動物實驗證明，給動物注射或口服腎上腺素，會引起動

物呼吸急促，血壓、血糖升高，血管舒張，容易發怒；如果腎上腺素分泌不足，

會使動物肌肉無力、精神不振等。 

總之，當人處在恐怖和不安，或者厭惡、生氣、緊張的負面情緒或意念時，

所有的生理器官自然縮小，作用就不能完全，所以所需要的消化液或荷爾蒙的分

泌量也就自然減少，甚至分泌具有毒性的「去甲腎上腺素」(Noradrenalin)，形成

惡性循環，因而生理的機能就受挫，不能完全發揮，全身的細胞的活力降低，對

疾病的抵抗力隨之減弱。反之，正面思考或積極的心念或態度，正如前述，體內

會分泌出對緩和精神緊張有幫助的 β內啡肽，體內產生良性循環作用，所以可袪

病延年。情緒常常緊繃的人，比較會有胃疾；易怒者，易產生肝臟機能障礙，就

是這個道理。退休者，如果處在不被尊重或無法自我實現時，活力降低，生理心

理老化也特別快，也可能提早在「人生」中「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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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禪悅法喜 

入定者數日或數月，不吃不喝不睡，靠什麼支撐色身？原來在禪定中，因為

新陳代謝減緩，耗氧量或能量消耗極微，甚至不會消耗能量，因為身心的專注、

放鬆、平穩、安定，自動產生自我運作機能，不斷產生能量，也產生愉悅的波。

科學家發現，透過靜坐讓大腦左側額葉〈理性腦〉更容易輸送阻力脈衝到杏仁體

〈感性腦〉，讓身體和精神平靜下來，由定生慧5。所以禪定者，神清氣爽，可以

「禪悅為食，法喜充滿」。 

其間道理，可由腦生理學和分子生理學來加以解說。學貫東西醫學的日本醫

學博士春山茂雄在《腦內革命》一書中指出：當進行冥想 (mediation)或靜坐，

或者正面思考時，會分泌 β內啡肽 (β-endorphin)等廿種好的荷爾蒙，簡稱「腦內

嗎啡」。荷爾蒙是數十個氨基酸連結而成的蛋白質之一種，每一種都由酪氨酸的

氨基酸在行使重要功能，如果沒有酪氨酸，就無法製造出腦內嗎啡系的荷爾蒙。

當腦內嗎啡分泌時，一定會發出 α波的腦波；出現 α波時，腦內就會分泌 β內啡

肽等快感物質。α波與 β內啡肽孰先孰後，正如雞與蛋的關係，兩者本為一體。

形成 α波最有效的是冥想，因此而使人感到愉悅。 

此外，依據美國羅契斯特大學生理學教授狄彼得.費爾頓有關腦和免役系統

的研究指出，當腦內出現 β 內啡肽時，NK 細胞(白血球之一)的活性也會提升，

並增強免役力，從而保護身體，遠離疾病。β內啡肽也會增強記憶力及忍耐力。

許多冥想功夫到家的祖師大德，鶴髮童顏，而且長壽，這是重要原因。 

其次，冥想時，重量占全身體重二到三%，而消耗的血液或氧氣占全身

15~20%的腦，在經常有充沛氧氣、順暢的血流及分祕腦內嗎啡的狀態下，腦細

胞活性化，從而發出促使身體處於最高、最好狀態的指令。這就是為什麼禪坐得

法後，神會清、氣會爽，頭腦更清楚，記憶力會增強的原因。 

冥想也不限於盤腿而坐，躺著放鬆或者行走時也可進行冥想。行走中冥想，

可獲得三到四倍的效果。因為行走時，左腦趨於安靜，右腦發生作用；當右腦趨

於活絡時，α波產生，愉悅、智慧隨之湧現。有人在慢跑時，體會禪悅的樂趣，

道理在此。 

詠給‧明就仁波切以自身為試驗，結合佛法心要與科學原理，以最尖端的實

驗研究成果證明，恐懼、不安、迷惑等大腦神經元之間的信息交流，可以透過心

的禪定修持加以轉化。因為大腦神經元的連結密如蜘蛛網，善用多接觸、多練習、

多思考的方法，會刺激我們的大腦連結。明就仁波切在受試中，處於禪定中大腦

                                                 
5 根據斷層掃瞄影像研究，有一條神經路線從左側額葉（理性腦）出來，連接杏仁體（感性腦），可以

看到兩者的活動有互相均衡的作用。額葉左側的活動一增加，杏仁體裡的刺激就會減少，反之亦然。

科學家認為，額葉左側可藉著輸送阻力脈衝到杏仁體，讓激動的情緒平靜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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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樂區域的神經元活動指數為平常人的 700～800 倍。（明就仁波切，2008）因此，

禪定的心，不僅是走出苦痛、絕望迷宮的指引，更是面對生活難題、享受快樂人

生的鎖鑰！（詠給.明就仁波切，2008） 

5. 心念的轉化 

心念作用盡廣大極精微，日用尋常都是它的神通妙用，使我們向上提昇的是

它，使我們往下沉淪的也是它；它有舉輕如負重的作用，也有四兩撥千金的能耐，

這全在於「一念之間」。起心動念可為善、可為惡；起善念是菩薩、起惡念是凡

夫眾生；心淨是天堂，心煩是地獄。一念迷是煩惱痛苦，一念悟是菩提快樂。《六

祖壇經》云：「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念迷即凡夫，後念悟即佛；前念著境

即煩惱，後念離境即菩提。」就是此義。 

游伯龍（1992，7 章）則提出虛心學習、升高察思、事物聯想、改變參數、

改變環境、腦力激盪、以退為進、靜坐禱告等八大擴展習慣領域的基本方法。進

而，將「觀念」與想法強化為深信不移、奉行不渝的「信念」，讓電網強化，理

想習慣領域於是建立與擴展。有信念就有積極、正面的力量，就有執行力。 

5.1. 一切唯心造  苦樂一念間 

看到不合己意，或者想要卻得不到的時候，常人不能不生氣，這種拿別人的

不是來懲罰自己，表示用自己的立場來看事情，不但有害身心，也於事無補。生

氣時，表示自己處理事情的能力不足，或者警覺到「生氣的我」當下，是不是好

多！若老是看到人家的不好，甚至視人家為眼中丁，對自己也沒什麼好處，此時，

轉個彎，換成「從中我究竟能學到什麼？」的想法，是不是可解除自己的煩惱，

並減少與人結惡緣的機會。這也是建立理想的習慣領域的七大信念之一：「所有

發生的事情都有原因，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幫助我成長。」（游伯龍，1992，頁

156-157）。 

5.1.1. 七十四歲變四十七歲 

有位阿婆，年已七十四歲，清晨總會搭公車到公園運動，有一天，上了擠滿

多數年輕人的公車，竟然沒人讓坐，回到家仍然抱怨連連，氣憤不已，口中喃喃

有詞：「現代的年輕人這麼不懂得敬老尊賢」，家人一知原委，馬上安撫說：「唉

訝！媽媽，妳雖然是七十四歲，但是看起來卻像四十七歲，難怪年輕人不讓座！」

這麼一說，阿婆一下子轉怒為喜，而且走到鏡子前，對鏡攬照一番。左瞧瞧右看

看，越看越歡喜！之後，一如往昔，每天總是踏著輕快的步伐，高高興興出門，

快快樂樂回家，早已把讓座這件事拋到九宵雲外了，日子好不寫意。可是，有一

天，一上公車，馬上有位年輕人讓座，她卻滿臉的不高興，回到了家也是悶悶不

樂，家人見狀，勸服說：「唉訝！媽媽，妳碰到了慈濟功德會的會員了！」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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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聽，也就釋懷了。這個案例顯示，心中既存的意識或觀念，會影響我們的行為，

以及對外境的反應，但是意念一轉，反射動作及情緒又不同了！ 

5.1.2. 哭婆變笑婆 

有位老婆婆，有二位女兒，一賣傘一製麵線。遇雨天，老婆婆憂心製麵女兒

無法曬麵影響生計而哭，遇晴天則擔憂賣傘女兒賣不出傘而傷心，不管晴雨老婆

婆總是哭傷，因此，這位老婆婆被稱為「哭婆」。後來，這位老婆婆遇到一位高

人，這位高人告訴老婆婆說：「雨天，賣傘的女兒生意不是可大發利市嗎？晴天，

製麵線的女兒正可曬麵嗎？」，經高人點醒後，「哭婆」變成「笑婆」了！ 

5.1.3. 望梅止渴 

眾所熟知的「望梅止渴」公案，是意念改變生理與心境的例子。話說三國時

代，曹操有次領軍，經過長途拔涉，士兵上上下下既勞累口渴又缺飲水之際，曹

操靈機一動，指著前方，告訴大家前面一片樹林就是梅子林，頓時大家口中湧出

唾液，雖未嚐梅子但已暫得清涼，士兵士氣也為之一振。 

5.1.4. 心誠則靈 

另一公案是：有位行腳僧，某日路經一山腳，偶然抬頭一望山頂，發現祥光

繚繞上空，便上山一探究竟，原來山腰上住著一位老婆婆，不時虔誠持誦觀世音

菩薩六字大明咒「嗡嘛呢唄彌吽」，已經數十年，但吽「ㄏㄨㄥ」卻唸成「牛」，

行腳僧馬上指正。這下子，老婆婆對自己竟然唸錯已然用功那麼久的咒語，懊惱

不已。行腳僧離開後，到了山腳下，回頭再望山頂，祥光不再，而是黑氣衝天。

行腳僧急忙趕到山上，向老婆婆說：「剛剛只是為了試探老婆婆罷了，唸『牛』

才對。」老婆婆才安心繼續持咒。到了山腳下的行腳僧，再望山際，已恢復原來

的祥瑞紫光，可見心誠則靈，心不染著，其利也可斷金。 

5.1.5. 一切唯心 

我們的感官容易受騙，產生錯覺。例如，吃鹹的東西再吃甜的東西，會覺得

甜物較甜，其實甜物的甜度並沒有改變。或者吃了甜度高的東西後，再吃甜度低

的東西，會覺得後者不甜。曾經有個韓國雲水僧元曉大師，唐朝時到中國來尋師

訪友，夜色蒼茫之際，行腳至一山澗，昏暗中掬水一飲，甘甜無比，次晨，回到

原喝水處，發現一推屍骨，馬上反胃，豁然大悟說：「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

骷髏不二。如來大師曰：『三界唯心』，豈欺我哉！」（指月錄，頁 420。）「一切

唯心造」，心清淨平等，死屍的水也與泉水一樣好喝。又如高峰妙禪師(誌公禪

師)，遊化途中得病發燒，摸黑找到水，一喝甚為清涼，病好了大半，翌日口渴，

找昨夜水，卻發現原是洗腳(澡)水，馬上做嘔，可見同樣的水，甘甜一念間，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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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的是水，變的是我們的感官，是我們的心念。 

5.2. 察覺內心的創傷 

面對情境，常人易落入表相中，無法深入實際深層的真相，所謂「知人知面

不知心」，甚至隨表相而轉而不自知，這往往是人際溝通的阻力。 

家庭中可能常遇到類似的情境：孩子放學回來重重的把書包一摔，問他發生

甚麼事，他卻不禮貌的說：「你好煩喔！」。太太問先生晚餐想吃甚麼，先生竟不

客氣的說：「結婚這麼久，我愛吃甚麼妳還不知道嗎？」先生下班回來看到太太

沮喪的坐在客廳裏，便關心的問：「心情不好嗎？」沒想到太太卻生氣的說：「你

怎麼到現在才回來？」 

疲累的父親下班一回家門，如果看到小孩將玩具散落客廳且凌亂不堪，通常

會破口大罵。可是，如遇一聰明的小孩，在收拾乾淨後跑來擁抱父親，然後問：

「爸爸，你今天在辦公室裏一定遇到不愉快的事，是嗎？」你若是這位爸爸，必

定頓時釋懷，啞然大笑，難得小孩這麼「貼心」！ 

面對這些情境，若當事人認為對方針對你在發脾氣，一定也會開始生氣，不

是罵回一句難聽的話，就是用冷漠與迴避來拒絕對方。這種反應是人之常情，卻

也是慣性。因為我們也受傷了，需要自我防衛。可是，如果我們能看到：他對我

兇，是因為他的心受傷了，他需要被瞭解、被接納，這樣，事情就能獲得較圓滿

的解決。 

如果，媽媽對甩書包的的孩子說：「你今天在學校受委屈了，來，告訴我發

生了甚麼事。」太太可以對發脾氣的先生說：「你心情不好，除了我之外，還有

誰惹你生氣啊？」先生可以對沮喪的太太說：「一整天在家帶孩子真辛苦，妳希

望我現在為妳做甚麼嗎？」如此對方的情緒一定很快穩定下來，在感受到被瞭解

與接納後，他甚至可能因剛才失禮的表現覺得內疚。 

身體受傷了，容易察覺，我們都須要親人或朋友的關心與照顧。當旁人不小

心碰到傷口時，我們會痛，對方通常會馬上說聲對不起，我們也易釋懷。可是心

靈受傷時，當事雙方卻不容易察覺，此時更須要別人的關懷。如果當事双方都不

小心，彼此就槓上了！此時，一方，有同理心，意識到我們曾經受傷，傷口也尚

未復原，或警覺到對方「心」傷到了，將參數深化或放大，轉個彎，換個念頭，

彼此間的傷口就撫平了！不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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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心念的昇華：無念與中道 

覺察自己(心念的起伏、可斷可造)、認識自己(是無價之寶、是佛6與上帝的

化身)、決定做自己(生命全責的主人)等等信念，是心念的強化與擴展。體察萬事

萬物生生不息、生滅變異、成住壞空，以及人我生老病死的等等深層道理與智慧

（游伯龍，1992，頁 141-148），少欲知足、虛心學習，放下對人我及一切的執取，

並付之觀照念頭以至於無念、動靜中道對應的實際行動，這是心念的昇華。 

6.1. 空無原理的應用 

我們應該把習慣領域放空，讓別的習慣領域容易跑進我們的心，得到我們心

意的注意；當我們的 HD 認同所有不同人及宇宙萬物的 HD 時，我們就達到真正

的空無境界。（游伯龍，1992，頁 146-147） 

塵世的生活中，一張開眼睛，我們就開始面對各種情境的考驗。對於喜愛的，

生起貪著；對於不如意的，產生瞋惱，心隨著稱譏、毀譽、利衰、苦樂等境界之

風，飄搖擺盪。我們真能「八風吹不動，端坐紫金蓮」？對人，慢我輕我的，正

是檢驗忍辱的時機，也是發現自己習性的契機，是自己的「逆增上緣」－幫助自

己成長，所以我們要愛人如己，即使是你的仇人。對事，不如意十常八九，它是

不斷的遷流變化，「苦」不會永遠下去，「樂」也不會持續不斷，時間一過，空間

一變，心境一轉，苦不再是苦，樂不再是樂，對這種「無常」(一直在變而無永

久一樣)現象的釋然，對心念的全然放下、放空，就沒有可以拘絆或束縛你的了！ 

6.2. 觀照念頭  以至無念 

面對外境，人的電網：想法、觀念與信息決定人們處理的方式與事情的結局，

也決定當事者或苦或樂。想法、觀念與信息都存在腦部各個相關的電網內，對此

等想法、觀念與信息給予注意力調度，大腦就會無止境的行使編譯與儲存功能，

但在特定時點上，大腦只能一次取出一個想法、觀念與信息（游伯龍，1998，頁

31）。大腦又像一無限聯結的網路系統，儲存很多信息，是一龐大的資料庫，具

有類推、聯想的構想，「當新事物到達時，大腦先依其特徵、屬性與既存的記憶

建立關係，所有舊的記憶便自動的被用來解說新事物。」（游伯龍，1992，頁 19-20）
所以念頭會相互聯結，一念引諸念，如同在 Google 輸進一關鍵字詞搜尋後，就

會出現一串的相關信息。 

因此，在禪坐或冥想開始時，會不斷出現很多雜訊，干擾內心的平靜，產生

                                                 
6 佛家講「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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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推或聯想7，「水波」不斷，對境有取有捨、有得有失、有迎有拒，有時還會「剪

不斷，理還亂」。所以，禪坐教導的初步是專注於「呼吸」等一念，調和呼吸、

觀照出入息，念念不離出入息，觀照每個當下的一呼一吸，心念只專注在呼吸上，

不再注意其他東西，沒有人，沒有自己，沒有男人，女人，沒有我和我所，呼吸

就是呼吸，就會覺察到心的狀態，進而使心平和下來、止息妄念。念頭來了，觀

照它，但不能隨它而去，妄念就像流水般，開始，我們只要如實坐在河邊看著流

水，而不被流水帶走就可以了。當心慢慢沉澱、放鬆、專注下來時，覺照力可以

穿透每個起心動念，不管是憂悲苦惱喜樂愛惡，或是貪瞋癡慢疑都在覺照力下一

一被切割、被透視。當身心全然放下，全神專注、制心一處時，自然產生身心的

轉變，最後漸近於「雁過寒潭不留影，風吹竹葉不留聲」－對境不染著的「無念」、

全然放下而無執取－「無住生心」的解脫自在境界。（鄭保村，2005）。 

朱熹不也說：「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排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

源頭活水來」，找到無念、無住的生命活水源頭，自然「千江有水千江月」、「萬

里無雲萬里天」，朗然物我合一。這是最佳減壓方式，也是人間無上的喜悅，能

究竟解決自己與別人的痛苦與煩惱。 

6.3. 不執兩端 中道對應 

理想的習慣領域的一般通性之一是，不偏見或不分對錯是非。（游伯龍，

1992，頁 154）。所以，靜時，面對內心任何境界或念頭，不取不捨、不迎不拒、

不即不離，全然以「中道」對應，當妄念止息、無有昏沉，萬緣放下，內心自然

回復本然的清明、澄淨、平穩，而直搗「活水源頭」。動時亦然，因為心的本然

是「無善無惡」，它超越世間的一切時間、空間、善惡、明暗、美醜、高低、內

外、遠近------相對境界，看到世間的相對性，坦然接受其相對性，不執兩邊，放

寬心量，以正面、光明、清淨、積極的本然心態面對一切，心念一旦超越相對境

界，心就與中道相應了！  

也不論是非成敗、窮通得失，日子照樣要過下去，太陽明日依然昇起，對立、

侷限、主觀、輕慢、小我、消極等諸種負面情緒與觀點是苦，圓融、無限、客觀

(以客為尊)、尊重、大我、積極等諸種正面心態與看法是樂，痛苦是過，快樂也

是過，你要做如何的抉擇？以世俗來看，所有都是相對的，我們都只是在相對的

範疇下看待萬事萬物，所以都有其侷限性，世間萬象既是相對的，都是許多因緣

組合而成，隨因緣不同而不時變化，要體認這項事實，應把握當下，善用緣起，

不在所緣境上，起貪著、起分別邪執。凡事不必然要怎樣，不一定要不怎樣，「毋

意、毋固、毋必、毋我」，對所有的人事物甚至於自然，多一點尊重，多一點空

                                                 
7 常見的念頭有：故起念、串習念、接續念、另起念、寂靜念。串習念者，謂無心故憶，忽爾思

惟善惡等事。接續念者，謂串習忽起，知心馳散，又不制止，更復續前，思惟不住。別生念者，

謂覺知前念是散亂，即生慚愧改悔之心，即靜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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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多一點寬容，多留一些餘地，既不礙人又不礙己，才能減輕或消除執取的苦

惱，這是中道的妙用！ 

7. 結論 

「習慣領域」是我們內心所有的念頭和思路的總合，它左右我們的舉止言

行，但它又是動態的，也是無限的。一個理想的習慣領域，它的潛在領域既廣且

深，能認同所有的人、事、物，又能幫助你深入觀察萬物至微的現象；而實際領

域有靈活的機動性和化解力、有無限的彈性可立刻了解，解除自己及別人的困難

和壓力。所以，我們有無限的可能去拓展理想的習慣領域。這是本文要加以引申

及探究的。想法與觀念影響行為，行為影響性格，性格又影響命運。所以求命好

不如養成理想的習慣領域。因此，本文旨在以習慣領域學說為主軸，分別探討心

腦構想、心念的作用、心念的腦科學實驗，進而引申心念的轉化與心念的昇華，

並藉以說明我們有無限的可能去拓展理想的習慣領域。 

習慣領域如一超級電腦的軟體，而大腦則如超級電腦的硬體，電腦一定要軟

硬體配合才能運作。「念頭」是一種觀念或看法，可視為大腦電網中已經儲存或

編碼的信息，一個常被使用而且記憶深刻的念頭或思路，代表電網又多又強；一

個不常使用但記憶深刻的念頭，代表電網強但不多；一個常被使用但記憶不深刻

的念頭，代表電網多而不強；一個既不常使用、記憶又不深刻的念頭，代表電網

既不多又不強；電網又強又多的念頭或思路，稱為習慣領域的核心，能無形且即

刻地左右我們的思考和行為。 

就心念的作用而言，它盡廣大極精微，是善是惡、是苦是樂、是天堂是地獄

全在「一念之間」。情境相同，因心念不同，卻有迷悟、苦樂之別，可見「人心

惟危」、「三界唯心，萬法唯識。」有形物質、無形一切諸種現象，全在我們一念

之間；「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杯弓蛇影」正是「天下本無事，

庸人自擾之」的顯例。 

有關近代認知與腦神經科學的許多實驗發現，無論是跨顱磁波刺激術或認知

行為療法，一再印證心理或生理的訓練會改變腦的生理結構或腦的電網，腦細胞

時時在作用與更新，而且「用進廢退」，進而改變行為。腦會根據心裡所想而改

變。單是視覺化或觸覺化等念頭的訓練夠影響大腦的實質結構，改變神經元連

結，因此可用來治療心理疾病，還能讓人更有同理心和愛心。對禪修者的實驗中，

也證明經由心念的沉澱與觀照，使腦產生明顯的生化變化，讓人走出苦痛與絕望

的迷宮，進而使人神清氣爽、「禪悅為食，法喜充滿」。《來自水的信息》 顯示，

水也能「解語」，受人心念左右。情意或情緒狀態經由人體內外腺體的變化也會

影響身體生理健康，例如，容易緊張者易罹胃疾，易怒者易有肝臟機能障礙。 

心念可正可負、可明可暗、可善可惡；一念間可迷可悟，警覺是智慧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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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念悟－起善念、心澄淨、念平穩，甚至貼心或貼近真相等「改變參數」的作法，

強化正面、積極、光明的電網，是菩提、是快樂、是智慧。進而，起心動念中於

境不染著－「無念」、「無住生心」，對境不取不捨、不迎不拒、不即不離，以「中

道」對應，當萬緣放下，內心自然回復本然的澄淨、清明、平穩，直探「源頭活

水」，這是人間無上的喜悅，能究竟解決自己與別人的痛苦與煩惱。 

總之，心惟危又惟微－「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念可轉化，心念可昇華，

契入「惟精惟一，允執厥中」、不迎不拒的「無念」、二邊不染著的「中道」修為，

才能徹底超越慣性的迷思，強化光明的電網，擴大習慣領域，解除自己與別人的

煩惱與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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