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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

中庸講記之中庸講記之 2525（上）（上）

《中庸》第二十三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

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上一章講「唯天下至誠，為能盡

其性」《中庸》，是在講天道，這一

章則是講人道。先談談這兩章連帶的

關係，莊子在〈人間世〉有一篇道理，

內容為孔子與顏回夫子對答的話，以

寓言方式曉諭，顏回夫子說：「然則

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

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為徒

也。」這段話很明顯可看出顏回夫子

所講的道理，為儒家的一種思想，莊

子藉用這段話在〈人間世〉表達「內

直外曲」。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修道要

內直外曲，這與我們常講的「內要方、

外要圓」的意思差不多。

「成而上比」，一般註解的解釋

是，要成就一項事情，一定要引用古

聖賢的道理去實行。其實後學覺得有

另一種說法較接近，亦即要修到「能

盡其性，要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即

《中庸》第 22章「天下至誠」的道

理），這是「內直」的工夫，是發自

於自性。「外曲」的工夫，是要從人

道做起，由人道達到天道；老前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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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我們的道理，也都是講「人道盡，

天道近」。「上比」的意思，是指從

外曲階段要成就到內直階段的過程中；

「成」，是漸進法，即一步一步地提

升。我們今天要講的「曲」的道理就

隱藏在其中。

「內直者，與天為徒」，內直者

的天性已達天人合一的境界。「徒」

即同類，可以歸到與天同一類，就是

「能盡其性」，但是人能夠盡其性嗎？

「外曲者」，人要從「曲能有誠」

做起，從外曲漸漸提昇到內直的工夫。

「與人為徒」，我們是人，要與

人同一類；所以引用古時聖人留下來

的道理──倫常之道，也就是五倫八

德，由此漸漸提升，要與人同一類；

與天同一類的境界相當高，因此我們

今天要修的、所應當要做的，差不多

都是在經文「其次」之後所談的內容

裡。

讀懂經句

❶其次：誠未至者為其次，謂大賢以
下，學利困勉之人也。

「誠未至者為其次」，未達到至

誠境界的人為其次。其次就是第二等

人。

「謂大賢以下，學利困勉之人

也」，因為我們無法生而知之、安而

行之。賢人大部份是學而知之、利而

行之，或是困而知之、勉強而行之。

我們今天研究《中庸》的道理，與研

究數學一樣，有些公式或讀過的東西

要徹底研究明白，這些道理均可重複

使用、相互印證；此處在引證我們要

做一位賢人，一定要學，要困而知之；

所以修道是很艱苦的歷程，這是我們

大家要去體會的。

1.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
應無所住，行於布施。《金剛

經‧妙行無住分第四》

為何要引用《金剛經‧妙行無住

分》？我們讀過《金剛經》都知道第

三分為〈大乘正宗分〉，其中提到：「若

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

相，即非菩薩。」想想，我們一個人

接觸這花花世界，有人際關係，須了

解處世之道，後學請教在座各位學長：

「我們能做到無我相、無人相嗎？」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為什麼不可能？

因為我們有肉體存在，肉體要衣食住

行，哪能全無慾望？

袁前人所講的「盡」為「私慾盡

淨，天理流行」，這是圓滿的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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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的。想想，我們有這肉體存在，

是否能達到《中庸》第 22章所談的道

理？請問大家：「我們做得到嗎？」

所以我們看佛家的修道也與我們現在

一樣，今天研究佛家的道理，都是如

來佛在對高僧所講的，那些高僧不是

一般普通人，他們在神通各方面都是

完全接近六通境界的人；如來佛講道

理的對象都是這樣的人，包括須菩提

也是一樣；〈妙行無住分〉是如來佛

與須菩提的對話，後學引用此分提供

大家作參考資料。我們時常研究要學

空，能空得了嗎？

「復次」，與「其次」是相同的

意思。是說我們既然無法「掃三心，

飛四相」，至少我們該要做到如此，

即退而求其次。

「菩薩於法，應無所住」，《六

祖壇經》也提到六祖聽五祖講「應無

所住，而生其心」時言下大悟；「無

所住」即無絲毫地住；「住」與「著」

的意思應該是一樣的，但佛家分得很

清楚，所以寫「住」字，而不寫「著」

字。「無住」是心不執著於一處。

「行於布施」，想達到應無所住

的境界，就一定要先布施。布施什麼？

當然是三施：法施、財施、無畏施，

修道要從這裡做起。前幾天陳德陽前

人在忠恕道院（講課時）與袁前人及

點傳師們在討論：「今日我們道場最

進步的是什麼？最進步的是講道理。」

現在大家都在研究空理，一直在研究

看是否有更密的；講那些我們以前的

人想不通、不曾看過、不曾聽過的道

理，取材相當地用心。

但是與古早人不一樣的地方是，

知是知道，但「行」都不夠，比如要

派公差時，詢問一個人能否去某處

服務，那個人就會找一大堆理由說：

「喔！我不行喔！那天我要做什麼，

又要做什麼⋯⋯」編排一堆理由，表

示不能去。

大家想想，這是「有所住」還是

「無所住」？研究空理是要一無所住，

但當需要你去做事情時，卻理由一大

堆，這樣怎能跟得上呢？

好比有些國家的國民生活水準與

先進國家很接近，但精神生活卻很空

虛，舉凡文化各方面及人的涵養都跟

不上，這意思是一樣的。我們一直只

追求學問，然而有史以來，佛家及五

教聖人的道理，都不是在學術面，亦

無法從學術上去追求真理，大家須了

解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修道是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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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腳印做出來的，沒做永遠都不知道，

只是在紙上談兵、畫餅充饑，都是多

餘的，很可惜！

我們今天有心奉獻道場，要讓上

天用、讓眾生用，投入的方向一定要

正確。所以我們今天研究的道理就在

「其次」這部分，不一定要研究到最

高深的真空妙法，當然知道了也沒關

係，只是我們還無法用到。我們研究

的是實際的東西，所以如來佛告訴須

菩提要布施，這就是其次，由此一階

一階地上來，這也是「成而上比」。

所以後學引用《金剛經》第四分

來告訴各位，佛家也是這麼講的，佛

家研究千經萬卷，行三千功八百果，

其實高僧也是從小沙彌開始修起，一

步一步地修苦行，而沒有一步登天；

為什麼修道須如此？因為要這樣才能

有所體會。

經典上時常講「煩惱即菩提」，

沒煩惱怎會有菩提？有菩提的人若沒

煩惱過，也不知道什麼是煩惱。所以

今天要研究的「其次」這道理相當重

要。我們之前說「內直」，接下來要

說「外曲」，也就是曲的道理、要如

何致曲的道理。

❷致曲：致者推而擴之。曲者一偏也。
則漸次擴充其德，以求復其誠也。

如因一念之仁、義、禮、智而推之，

使念念皆仁、義、禮、智矣。因偏

以推致其全，使臻於全體之善，所

謂各造其極也。

現在是退一步告訴我們，既然我

們無法為天下至誠，但可由另一方向

來致曲，因為畢竟我們是人。

「致者推而擴之」，從這裡推動

起，然後擴充我們的德性、善行。

「曲者一偏也」，這是引用朱熹

夫子的話。「偏」不是偏見，「一偏」

就是一步一步地行，當我們要做一件

困難的事情，無法全部都做的時候，

我們要從較簡單、做得到的先做起，

這就是第一步。

「則漸次擴充其德」，「德」就

是人的德行，德行是一步一腳印走出

來的，以這樣擴充我們的內德，也就

是內涵。德從哪裡來？德就是我們的

善行，做人的舉止、談吐、行為，這

都是我們人的善行，善行就是德行。

「以求復其誠也」，這樣地擴充

我們的德行後，再一步一步回復達到

至誠的境界，朝著這個方向去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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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因一念之仁、義、禮、智而

推之」，上章提到「至誠是仁義禮智

之性皆真實無妄」，此處「仁、義、禮、

智」皆有個頓號，主要是人的一個念

頭，例如：惻隱之心是由仁的念頭而

先推之；或者是從義的念頭而先推之、

禮的念頭而先推之、智的念頭而先推

之，從這四個方向一步一步地做都可

以。不論是從仁先行也好、從義先行

也好、從禮先行也好、從智先行也好，

不管從哪一個方向開始，其實這五常

之道，若有一樣，則其餘四樣也都包

含在裡面了；但是人會執著，如能有

仁慈的心、惻隱的心，或是辭讓的心，

人若能同時行五常是最圓滿的，即所

謂五常俱備。但若一步一步地行，先

從仁、惻隱之心來做起也可以，即由

仁的念頭開始而先推之。

「使念念皆仁、義、禮、智矣」，

使念念皆達到仁的境界、念念皆達到

義的境界、念念皆達到禮的境界、念

念皆達到智的境界。做事情要一件一

件地做好，一步一步地來完成；人不

是萬能的，同時想要事事完備、面面

俱到，可能嗎？這是很不簡單的事。

人的念頭、理念也是一樣，想要達到

包羅萬象、完美的境界，也是要一步

一步地做，分門別類。

《孫子兵法‧始計》裡提到「道、

天、地、將、法」五步工夫──，其

中提到「法」，若想要戰勝須「曲制」，

現今的道場就是有曲制。一個軍隊要

作戰或演習，皆要有編制，編隊須分

海、陸、空，要在幾點幾分攻佔哪幾

個山頭，由哪個部隊去執行，在組織、

權責、人員、資源、物資等都需要有

計畫、有管制才能戰勝。由誰管制呢？

例如：我們的身體是由我們的真主人

管制，有分工合作的智慧。同樣的道

理，我們修道人要與誰交戰？佛與魔

交戰，何謂魔？即人的私慾，即所謂

的理慾交戰。所以我們要有一套工夫，

即前面所提到的真工夫。

「因偏以推致其全」，如此才能

因偏以推致其全；偏有很多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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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方法論，四方八面集於一點時，就

是「全」；「全」字的解釋與後面這

句道理一樣，即「使臻於全體之善」。

「使臻於全體之善」，「臻」是

達到。何謂「全體之善」？即上章「能

盡其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也

就是能顧及到每一處，使全體均能達

到這個境界。

「所謂各造其極也」，所以說

「致」即「所謂各造其極也」，極與

盡的意思相同，做事情一項一項做，

較容易完成。上回講「盡己之性，盡

人之性，盡物之性」，但要盡己之性

是不容易的，我們要如何下工夫？佛

祖能從地面冉冉而上飛到天空，我們

無法像佛祖一樣，要怎麼辦？我們看

籃球國手投籃時，身體會先往下稍蹲

蓄力，然後再用力一躍而上，這就是

「曲」。

再舉一個例子說明，武功高強的

人，向我們輕輕一拍，我們就倒下去

了，而我們沒有這樣的功力，又要如

何使力呢？當我們要出力揮拳時，先

將手臂往內縮，這就是「曲」，也就

是人道；因為我有身體，卻沒有法力、

沒有力量，只能將手臂內縮再用力伸

出，這樣練臂力就好了。武力高強的

人練內功的工夫，我們練外功的工夫，

到頭來還不是一樣。這是一個作用，

「至誠」做不到，就用「致曲」的方法。

由這個道理我們就知道要怎麼做。

想學內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佛

祖從地面冉冉而上升到天空，我們能

嗎？我們只有用力一跳的高度而已。

要達到那樣的境界，這都要經過艱辛

地苦練，好比百米賽跑的運動員，最

快跑九秒多，有的為了零點零幾秒的

差距，用好幾年的苦功訓練跑步、訓

練耐力。這是世間的名相，為了得到

金牌，有的用一輩子在苦練。難怪有

些國家的體操選手參加比賽沒得到金

牌，竟然傷心地哭了，因為從四、五

歲就開始訓練到現在快二十歲，竟然

得不到金牌，為什麼會這樣？為了達

成願望，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及苦功。

但這些都是人爵而已。

想想，我們修道是成就天爵，

要奉行一生地修道，先不提老一輩，

年輕一輩也很用心在做，沒得嫌了；

但是我們也要捫心自問到底付出了多

少？有像運動員那樣苦練嗎？想得到

人爵，尚且需要下那樣的苦功，更何

況我們是要達到天爵，應加一百倍的

努力，至少也要加十倍的努力、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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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奉獻，這是我們要自我思考、反省

之處。

幾十年前，老前人在點傳師班開

班時，每次都訓示點傳師們：「你們

每日悠閒地在家看電視，都不知道眾

生的艱苦。」大家聽到這話，不知道

怎麼辦？心裡好難過，實在都有努力

在做了。但到底確實做了多少？問自

己最知道，不必由別人來講。

修道只問耕耘，有做就算是了；

與工作不一樣，工作是有錢賺才做，

講究效率、績效；修道不講這些，就

是要做，有做就算是了，照說這是最

好的一種工作了。所以我們要知道天

爵是　天恩師德。

「致曲」的工夫一定要做到

「極」，做到「能盡其性」的境界，

與上章講的道理一樣。以下再談幾個

比喻。

1.曲成萬物而不遺。《易經‧繫
辭上》

萬物是包括在宇宙中，幾千年前

歷史就有記載「宇宙」這名稱，天地

的上面還有個宇宙，是指時間與空間，

亦即在時間與空間裡的所有萬物。經

過哲學家的研究及追溯，何謂「曲」？

圓為曲，圓的哲學，萬物都是圓的，

沒有直線的。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

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

无 (無 )方而易无體。」《易經‧繫辭

上》這句是孔子所說的。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範圍

是指宇宙，宇宙所有的道理，包括天

地的造化、所有的造化，都不會超過

《易經》以外。《易經》是講天地的

事情，講理與數。

「曲成萬物而不遺」，了解我們

人有潛能，但也是有局限的，眼睛能

看到的畢竟有限，視野也是有限的；

看得見的、聽得到的、感想得出來的，

都有這個相。例如：看到月球也只是

看到它的正面，背面就看不到，我們

能看到的東西，都只是看到正面。有

關宇宙的道理，我們要研究球形，每

個角度都要能看得出來，但是人沒這

方面的能力。以人的身體構造，只能

看到自己的前面，而無法看到後面，

頭部轉到兩側也僅一百二十度，無法

看到全貌。

（續下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