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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華文化是一脈相當豐富又複雜的文化，有其獨立性、思想性、民族性、區域性、

寬大性、微小性，甚至於有其矛盾或對立，惡意或善意。在傳統上對「欲」就有很多惡

意，或是說「錯誤累積」或「邪惡意識」等的思想。這對人類的本性上有很多大的傷害，

也應是人世間共業結構形成的根源。天帝教的同奮必須踵武本師世尊涵靜老人的救劫精

神，掌握時代潮流的變化，世道人心的偏斜思維，以中華道統中「為天地立心，為生民

立命」的立願心志，宣揚宇宙自然大道，引導眾生走向至真、至善、至美、至聖的境界。 

  涵靜老人的精神在昊天心法中講「欲」就是這個方向，以正向自然的法則，以「人」

為本體的生存現象詮釋「欲」的概念，使人人在對「欲」有正確的觀念，進而能化生俗

欲為潔欲，成為修道證真的一個理論基礎與實踐方法，人人若能依此超越，清心寡欲進

而靜心無欲，則近道矣。 

   
關鍵字：中華文化，錯誤累積，邪惡意識。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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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靜老人昊天心法中講「欲」之我見  

蔡哲夫 (光思 ) 

 

 
一、前言 

 
人生在世，生活充滿了變化，而這個變化也帶給每一個人一生一世的平安幸福或煩

惱痛苦。平安幸福常就認為生命是順暢、樂觀、快樂、健康，而煩惱痛苦則是不斷的有

挫折，有考驗，有窮迫困厄，甚至重大病痛或失敗等，以致於整個身心靈的生命遍體鱗

傷。也因為這樣，所以我們要說人是必然存有「欲望」的。因為這個「欲望」就是對自

己生命向度的指導方針。如果您的「欲望」是正向的，為國家社會的安定繁榮、為世界

的人類和平福祉的期待，則一生即可光明正大，正正當當地做人。假如一己之「欲望」

都為私念著想，或思想行為偏差，往往就會使人迷失，走入岐途。 

  因此，在宗教上對「欲望」就有很廣泛的看法，尤其在一般生活上，一講到「欲望」

往往是被認為人類身體需求的性慾念頭，這也是生命的一種自然法則，也更是所有生物

類種生存傳承之必然現象，也可以說是一種自然律。本師世尊說：「我們每個人無論男

女，身體發育成熟，必然有性慾，這是與生俱來的，因為我們人的身體構成份子有陰性、

陽性之陰電子、陽電子。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道就在本身。古人云：『飲食男女，

人之大欲』這性慾的產生就是因身體內有陰陽，陽需要陰，陰陽相互調和，身心才能平

衡，因此男婚女嫁，便成天經地義的事了。」1 

    本師世尊又說：「這個原因就是人倫所使然。但是，地球上也有反其道而行，自願

終生養真保元的修道人以及禁慾的宗教．．．」。但這其中本師世尊也曾教誨過我們說

修道是比較容易，而終生養真保元也就「修真」是比較難的。這個也可以說：「欲」其

實它有其形而上的意義，那是一種神聖的莊嚴聖事，而如為形而下之物形時，其意義就

落入了凡夫俗子了。所以，「欲」在人類的思想上、行為上是有著多種的面向。 

本師世尊教誨我們希望藉著「欲」的認識能夠面對自我的心與意。心意的意識形態

必是「欲」的轉化所形成，對一己的生命非常重要。王龍溪在「大學首章解義」中說：

「．．．心又身之本也。以其虛靈主宰而言謂之心，以其凝聚運用而言謂之身，心與身

一也」2。心身存乃命在，心身散乃命亡。故言「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必先誠其意。心與意對一己之生命是重要關卡。道魔善惡共存的時空中是自然生

                                                 
1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頁 11-12 
2 曾陽晴，無善無惡的理想道德主義，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社，民國 81年 12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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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顯現，唯有以潔慾善護己心，寡範一己之心意，必能達於和諧和平之理想境地。 

 

 
二、根源 
 
人因有生命有思想有行為而存在，故有欲望。所以欲望的根源應是天帝教教義─新

境界中的「精神之人生觀」。「其目的則在建立一種新的精神科學，以明宇宙之真道。此

種心物協調一體兩用之真道，係以相對之勢而演出矛盾統一之萬象，始終撥亂歸正，以

求其『和』，是為其本意義」。3 

  而其內容含括了「生命之來源」、「人生之性質」。在「人生之性質」中有「人身之

官感」、「人性之研究」、「性與欲之關鍵」、「心物一元二用論」、「人生之自奮」。在「性

與欲之關鍵」中說人類性與欲念之起伏，即為電力之引合，即是一種牽引一己起心動念

的生成力量，這個起心動念之生成力量會帶動你的行為，趨向你認同的欲望或期待的事

件，如果你彰顯出來的是和善與慈悲的和合心意，那你行為必定是正大光明；如果你貪

瞋癡凶暴怒惡怨等之耗傷心意時，那你行為可能一種「隱欲錯誤」之行為，甚至要能以

撥亂歸正都是很難的事。因此，人生之性質中性與欲的關鍵是非常重要的關鍵。所以人

類之性與慾即為善與惡的兩論。一端是喜悅、和善、溫良、真愛、仁德、寬裕、原諒、

和合、體諒、寬恕、和諧、和平、平安、幸福、健康等性；而另一端則為其反面亦即憂

怨、恨、奸、詐、貪婪、酷偏、背亂、暴逆、癡吝、幽厲濫偽、侮慢等傷天和、壞人和；

更會壞自己的種種偏激狀況。4 

  欲望的副作用實在是太大了，這些由於心意意識所產生的種種生命現象，都與欲望

有著密切的關連性。也是中華道統文化的憂懼，但更重要的是要發揚正向至善的一端來

挽救世道人心。師尊說：「我是一個與世無爭的宗教徒和有神論者，但我關懷世界、關

懷時代、關懷同胞。我認為當前人類最大的苦難根源，出自于『恨』而沒有『愛』。」5

而愛與恨其實是欲的發酵作用，所形成的思想到行為的情感。而「這些情感自身根據我

們平常的感覺和經驗就已被人充分認識」6，因「欲」本身就有其本性、來源、原因、

思維、行為對象等因素來形成其所欲為的情感。同時這也是一種自然現象，是由自我心

意意識喚起自己內在之力量而向外行為的一種軌道，是自然，同時常常也因「欲」的作

用力而成為必然。所以英國哲學家休謨也說過：「自然借著一種絕對而不可控制的必然

性，不但已決定我們要呼吸和感覺，而且也決定我們要進行判斷」，而且「人性的變化

                                                 
3 天帝教教義─新境界，台北，帝教出版社，頁 41。 
4 天人日誦廿字真經 
5 涵靜老人致中共鄧小平先生的兩封信 
6 休謨，人性論（下）頁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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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常」7事實上這些無常的變化也就是「欲」的副作用所輻射出來瞬息萬變的現象。故

聖云：「惟聖妄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故一念作聖，一念作狂，乃在一己起心動念之

間，務要心中誠，意正公，慎言謹語，視聽不邪，節制喜怒哀樂，是所適道。 

  故「人之大欲」既為人類民族文化的一種型態，中華民族的道統歷史源遠流長，更

有其豐富的內容，有其完美的實現，有其至聖的期待，亦有其錯誤的經驗累積與永無窮

盡的驕矜侮慢貪瞋癡。所以，天帝教教義─新境界告知我們：「是故人欲亦無滿足之

期．．．．。苟能始終用其真意真性而制勝欲倫，則自能超出自然之律，而免顛倒」8，

這也是本師世尊洞察了世道人心欲望意識的真相，又用他自己一生的生命作實驗，以身

體為實驗室的寶貴生機，喚起人心錯誤、侮慢、貪婪的迷惑，從靈覺上根本覺醒，藉著

時代潮流，社會文明衝突之際，期望清心、靜心，「不為自己設想，不求個人福報」之

和諧心意意識，來成就人類的幸福福祉，傳承「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使命。 

 

 
三、欲之含義 
 
欲一般而言只說能引起一般人迷惑貪婪的心意意識。但是實在無法給其一定的定

義，故以含義來論。本師世尊亦只以「飲食男女，人之大欲」為破題，用在昊天心法上

能以心法來使人之心意覺醒，因其欲大，故心法必是上乘殊勝之法。而在用心法之前，

先談談其含義。 

(一)期願，希求之詞：師尊在清虛集中「偶感」詩：東風知我欲山行，白雲飛舞笑

相迎，一輪紅日當頭照，萬里河山一望平。9論語，為政：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二)情欲：亦作情慾，謂人情之所貪欲，如一切之嗜好等。師尊在清虛集亦有一首

「養性中天」：雙修才算是真修，伴侶何須向外求。鍛煉三寶袪六慾，龍飛鳳舞樂自由。
10故欲不可縱，雖然你喜歡，但是不可以。 

  師尊說：「老子在幾千年前即告訴我們：『少思（私）寡欲』，修道的方法首先要『清

心寡欲』，這個『欲』就是孔夫子所說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又說：「現代

人都在縱慾，只是求速死而已」。明末大儒劉蕺山先生亦把縱欲列為七情之隱過，由於

耳、目、口、體所沾染的過失。11而師尊對於情慾的含義皆與生命結合在一起，很多的

言教、心教中隱隱都可體會出師尊良苦的用心，為的是教化人心，拯救人心。 

                                                 
7 同上註，頁 740 
8 同註 3，頁 65 
9 清虛集：頁 10 
10 同註九：頁 16 
11 蕺山先生人譜：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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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慾是人類自然的行為，但又是煩惱途苦的最大根源。師尊教誨「煩惱即菩提」詩

曰：「是非煩惱休休休。化作蓮鄉一葉舟，屢向迷津普渡去。三期劫裏挽春秋。」情慾

一元二用，仍能逆行而轉化善性而培德。 

(三)希望：心欲小，志欲大。 

(四)將也：欲，將也。凡云欲者皆願之而未得，故又得為將也。12 

(五)物欲也。《禮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道德經： 

第一章：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 

第十九章：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

盜賊無有。此四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思寡欲。 

第三十四章：常無欲，可名于小；萬物歸焉而不為主，可名為大。 

第三十六章：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故舉之，

將欲取之，必故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 

第三十七章：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

之以無名之樸。鎮之以無名之樸，夫將不欲。無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第四十六章：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禍莫大于不知足，

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第五十七章：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

無欲，而民自樸。 

第六十一章：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所欲，大者宜為

下。 

(六)聖經：羅馬書第一章二十六節：因此，神任憑他們放縱羞恥的情慾。 

哥林多前書第七章九節：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嫁娶。與其慾火攻心，倒不如嫁

娶為妙。 

由於上類不同的含義，這些含義除了《道德經》至今仍然是說欲的源頭。而其實欲

海之大，浮沉之廣，恐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明白。 

 

 
四、昊天心法中講欲的理論基礎 

 
昊天心法是天帝教同奮修持的無上心法，是最上乘的法門，是教主 上帝為挽救三

期末劫而傳承的恩典。而在鍛煉中，對於欲之修持理論基礎為： 

                                                 
12 中文大辭典，文化大學出版部，台北，頁 7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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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盡人道，再修天道：天帝教是天命宗教，是有組織有制度之宗教，但最重要

的是人本宗教。世間如果沒有人，那麼萬古如長夜。而人道在於傳承人道，尤其是在盡

人道，即是要把人做好。其實師尊雖然說先盡人道，但在人道的圓滿和諧，必能齊返天

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之道」，道就在本身，道在人心，心意即欲，合情合理的欲即

是道，而重要的是要把人做好。 

(二)順應自然：師尊說：「自然是宇宙間的根本大法」。13萬生萬物的生成都有其一

定的法則或秩序，這是自然的定律。自然之道源遠流長來自老莊，甚至更長遠的中華文

化傳承。老子即以「自然」來闡釋道體與德用，亦為人的修道法則。《道德經》第二十

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以萬生萬物的生命皆以「自然」為

根本大法。煉欲成真，亦必須順應自然。 

師尊說：「我們這個身體那裡來？自自然然而來？所謂人一個小天體，天一個大天

體，天體的運行，你們看看有什麼力量在操縱啊？他是大自然的力量」。所以順應自然

也就是道法自然。「欲」是自然的必然性，因此如能將自然的欲轉化成自然的無為，那

一切就順應了，社會就安定了，世界也可近於和平。 

(三)虛極靜篤：就是要心裡面空空洞洞，靜到極點。這要以靜坐的法門來實踐。要

使能夠靜到極點是很不容易的事。天下事往往欲速則不達，虛極靜篤也是，這是自然的

現象。但只要達虛極靜篤，則可自化欲於無，再從無中生至有。那即是上品之事。 

(四)我命由我不由天：我可以說是大我，不是小我，是指整個世界人類的命運。我

命由我不由天，只要奮鬥，人人都可造命。 

師尊在證道三週年時諭示：「本席常謂『我命由我不由天』，其意乃在：  

(1)人由於因緣巧合，聚匯身業、家業，而有所謂命定之說，乃屬於後天之命。造命

乃是在改變此一因果報應，以善行奮鬥，積功累德，祚善徵祥，化消原有命定之劫數，

先從向自己奮鬥做起，進而向自然奮鬥、向天奮鬥，了業、了緣、了願，重得清白之身。 

(2)自然即是道，大宇宙的盈虛消長均有其歸屬，造命在於重歸自然，重歸正大光明，

清清淨淨的自然。先盡人道，再修天道，以不動心來煉心，保持天真活潑的純真本心本

性，流露出天性，猶如塵世之明燈，引導世人行為遵行倫常綱紀，契合大自然法則，超

越自我，可以超出三界不在五行，一切順乎自然。道在人身，身外無道，修道先修身，

修身以修心，回復真自然」。 

(五)自然充滿生命，生命充滿自然：生命與自然合一，天如為自然義，那也就是天

人合一，也是宗教修持與哲學、科學的互動理論。 

(六)家為教本：以身許教，知足常樂，感恩惜福，人和家和，事和情和，吉祥如意。 

(七)宇宙為家：鍛煉精氣神，創造新生命。 

                                                 
13 宇宙應元妙法至寶，頁 32 



第八屆天帝教天人實學研討會 152

 

 
五、昊天心法中講欲的實踐方法 

 
人的肉體生命是有限的，從有限的生命要造就永恆的生命，就必須經過鍛煉，所以

師尊說：「存天理，去人欲」。14這也可以說是師尊他老人家給我們「盡人道、修天道」

的指導原則。維生先生認為師尊他老人家的看法是高標準，特舉出在《大同真經》為我

們指出的另一條路，就是「潔欲」。經云：「慾者即心。而人在世，焉有無慾。．．．幼

者慾辨。少者慾色。壯者慾貨。老者慾利。聖者慾治。神者慾明。」維生先生說:「《大

同真經》是天人教主、崇仁教主兩位上聖高真通過辯證而發展的一本經典，《大同真經》

中有一段話： 

  天人教主說：人要『潔欲』。 

  崇仁教主說：『絕欲』很難，人在幼小的時候就會分辨，就會產生欲望，年齡愈大

還有更大的欲望。到了我們這種境界，欲望更是無窮」。 

  維生先生又說：「因為欲望有好的欲望和壞的欲望，所以提出了『潔欲』的觀念，

潔欲有二種解釋： 

（1）以名詞解釋，意思是乾淨的欲望，也就是好的欲望。 

（2）以動詞解釋，意思是洗滌，當你有不乾淨欲望時，把不乾淨的欲望洗滌，這就是

潔欲。如何才能潔欲？就是四門功課的『反省懺悔』，天帝教修持的基本心法就是反省

懺悔，反省懺悔就是自己在做洗滌的工作，就是潔欲，每天反省懺悔就是刮垢磨光，這

就是潔欲」。15故經云：「止心則氣祥。慾潔則氣臻」。又云：「心清務慾潔，氣清務心潔，

繩準其慾，規方其心，長存其輕清之氣，昇鴻於天，一生一祥，芸生凝祥，維於四極，

繼於宇宙，無志之氣不生，劫亂焉萌，是斯者，可云清寧，可進大同」。 

  因此修道修心，去人欲力行昊天心法，必能存天理，實踐方法為： 

(一)把人做好：本教主張先盡人道，就是必須先把人做好。把人做好就是力行人生

守則，也是廿字真言。尤其是自己所選為人生守則的兩個字，每天都要在日常生活中檢

討自己所思所行有沒有合乎守則，有則嘉勉，無則反省懺悔，改過自新。師尊說：「如

此日積月累，定能氣質自然變化，人格自然高尚，智慧自然圓明，整個家庭為之薰陶，

也自然會將子女造就成能擔當重責大任的有用人才，或生出上聖仙佛的種子來」。16 

(二)靜坐修煉：靜坐修煉是在從凡心鍛煉成道心，煉得一心清淨，尤其靜得極致，

                                                 
14師語心得，台北，帝教出版社，民國八十七年，頁 300~301  
15 首席闡道，頁 243 
16 師語，頁 36 



涵靜老人昊天心法中講「欲」之我見  153

一經運化自然成氣。師尊說：「本教修的是法乘上乘（正宗靜坐），是直修昊天虛無大道，

自然無為大法」。依法傳承努力下功夫修煉，自然達豁然貫通之境。師云：「什麼是昊天

虛無大道呢？因為人從虛無中來，仍回虛無中去。一靈常照，萬念皆空」。靜坐修煉修

道得道，超越了靈肉的衝突，跨過了人我的對立，突破了慾望的思維，而能常存宇宙中。 

(三)性命雙修：性命雙修是立志希聖希賢，做好道德上的修養，也是中國道家歷史

四千餘年來正宗一脈相傳的基本修煉方法。性命雙修是仙道的修煉。亦有性指人性，命

指天命。通過性命雙修，修身養性，達性功、命功、神功達到自然規律的運化，這樣人

才能合至道，知天知命，敬畏天命。進而能謹遵天命而奉獻心力，不但自我昇華，了斷

私欲，更能小我志大，為天下蒼生盡一分心力。 

(四)清心寡欲：清心寡欲是實踐去情除欲的修煉基本原則。《道德經》云：「見素抱

樸，少私寡欲」。自己天真活潑的本來面目真相顯現時是懷抱著真樸的本心原性，自自

然然私心減少，欲望也降低。禪言直指人心，指的人心遭到物欲的蒙蔽而迷失了本心的

道性。因此清心寡欲的修煉精進，而達親天和人，道化天人，正己化人的大欲。 

(五)做好功課：師尊在昊天心法上傳授教誨，是要我們去除私心欲望，以廿字人生

守則為修道立身之本，不但要存天理，為天下蒼生的福祉而盡力，為救劫弘教而奮鬥。

而更要做好功課，奠定堅定道心，將靜坐坐下去，培養天地正氣，培功立德，不退轉，

發願立志，為國為眾生，必能為自己造福更造命，這也是慾潔致臻祥的現象。也是我們

做好功課後展現出的能量，正善正氣以祥和社會，以盡宗教實踐為社會和諧安定的自然

無為大法。 

 

 
六、結語 
 
本師世尊昊天心法是修煉的至上法門，是時代潮流環境的妙法至寶，是中華民族文

化傳承的真傳，我們必須謹慎遵守師命，為救劫弘教，發揚中國道統精神而奮鬥。師云：

「謹記敬天畏天者必須時時持之以『懼』因為『懼以生慎，慎以生敬，敬以生儉，儉以

生和，和以生文，文以生治』。反此原則：必為懼以生疑，疑以生忌，忌以生忿，忿以

生變，變以生亂。天道好還，亦正是『天命靡常』之義」。 

  曠劫難逢，明師已求，妙法已得，宏揚宇宙大道，行道教化，以宇宙為家，力行三

奮，無人無我，無是無非，無私無欲，必能創造天人合一，天國在人間的新聖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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