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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書中我們定義《量子太極哲學》歸屬於「心物合

一論」，那是因為我們定義屬「第八維度法界」的「法

身」屬「唯心論」，而現代科學中所講的「所有『有為法

宇宙』的自然守恆定律」（第七及第九維度的法界）則屬

「唯物論」的緣故。《量子太極哲學》「心物合一論」是

屬「第一原理理論模型」，而屬「心物合一論」的「如來

藏模型」則是屬「實證模型」。最重要的是，兩者是完全

可以相通的；因此，我們用《量子太極哲學》（或量子哲

學）「心物合一論」推導出來的結果，會用「屬心物合一

論的如來藏模型」來加以解釋。本書中還定義的《唯識量

子力學》「法界緣起理論」僅屬「唯心論」，而且是《量

子太極哲學》或《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的近似解。

因此，我們用《唯識量子力學》「法界緣起理論」推導出

來的結果，則會用「屬唯心論的如來藏模型」來加以解

釋。

在本書第一部中介紹的是《唯識量子力學》法界緣起

理論，而法界緣起的《量子力學》，跟一般《物理學》中

的《量子力學》是不一樣的。這是因為它的微分方程式，

跟一般《量子力學》的微分方程是不一樣的，這個我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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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書中討論。因此法界緣起的《量子力學》，是一個全

新的領域，在本書中我們定義「法界緣起的量子力學」屬

於《唯識量子力學》；這裡的唯識，就是代表《唯識論》

中的八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

識及阿賴耶識），尤其是強調《唯識論》中的第八識「阿

賴耶識」。這是因為《唯識量子力學》業方程式，將無為

法的「有效實相」跟有為法的「業」，兩者之間的關係給

聯結起來了。「業」決定了我們的「前七識」，所以《唯

識量子力學》業方程式，將第八識跟前七識的關係給連結

起來了。請讀者注意，在本書中【量子哲學第八識】指的

是廣義的第八識，因為它包含了「法身第八識」（法身藏

識）及「色身第八識」（色身藏識）。「法身藏識」含有

「有效實相、有漏福德，及煩惱」，而「色身藏識」則含

有「有漏善業種子及惡業種子」。「有漏善業種子及惡業

種子」上傳至法界後就被稱為「有漏福德及煩惱」。所

以，本書【量子哲學第八識】跟【傳統第八識】的定義是

不相同的。

在第一部中最重要的就是，《唯識量子力學》告訴我

們「業方程式」會讓「法界內自由實相子」彼此間產生「量

子糾纏」，而「業方程式會造成『量子糾纏』」在《佛學》

中即稱為「道種智」。更妙的是，我們還發現《金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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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的就是跟「菩薩修行」有關的「道種智」。可見，《量

子力學》在 2,500年前即已為「古德先賢」們所知曉，只

是他們將高科技用在「精神文明科學」而非「物質文明科

學」上。現代「物質文明科學」過度發展，很可能會造成

人類文明的滅絕。

在本書第二部中，我們發展出一套能夠達到自洽的

（self-consistent）理論，也就是《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

《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不但是一套能夠達到自洽的理

論，而且還能夠涵蓋「法界緣起理論」。在第一部中我們

稱屬「唯心論」的「法界緣起理論」為《唯識量子力學》，

但在第二部中我們卻稱屬「心物合一論」的「真空緣起理

論」為《量子哲學》；那是因為在第一部中，我們將屬

「第七維度」的「道種智業方程式」清楚地寫了出來，因

此我們稱屬「唯心論」的「法界緣起理論」為《唯識量子

力學》。但在第二部中，我們只能預測「多重宇宙」的存

在，卻無法將屬「第九維度」的「不同宇宙所遵守的自然

定律與形成的條件」清楚地寫出來，因此我們只能稱屬

「心物合一論」的「真空緣起理論」為《量子哲學》，這

裡真空代表的是「自由實相子 + 能量 + 虛空」。從《量

子哲學》心物合一理論，我們發現「法界緣起理論」其實

是「一真法界緣起理論」的簡稱，而「一真法界」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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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則是「自由實相子 +法界心識能量」；如此，「施

受種子」是來自於「法界心識能量」就變得是理所當然了。

在本書第三部中，我們進一步將《易經》的「太極哲

學」融入《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中，因而發展出一套

《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理論模型。《量子太極哲

學》「圓融三諦」理論模型不但將《佛學》的整體大架構

給建立起來，而且還是一套非常完整的「純通教」理論模

型。我們還發現，「天台宗的圓融三諦理論」是屬「凡位

修行的通教」而《金剛經》則是屬「菩薩修行的通教」；

所以，只要將《金剛經》融入「天台宗的圓融三諦理論」

中，「天台宗的圓融三諦理論」也就可以變成一套非常完

整的「純通教」理論了。

能夠完成這本書，第一個要感謝的當然是養育我的父

親蔣鳳翔先生跟母親劉蔚齡女士。再來就是二哥蔣志鵠和

二嫂邢承智，在我生病時無微不至的照顧。當然常晉法師

的鼓勵與諄諄教誨，慈旭法師的關鍵一句話點破，都是能

出這本書的關鍵。當然還要謝謝當我在外期間，因我行動

不便，始終陪著我的黃寬朗、陳菁鄉，以及徐鈺淇。還有

就是每次我到中部演講時，都會視我如同親人一般照顧我

的李守仁劉桂香夫婦及其女兒李毓珊。還有在我生病時照

顧我的醫生鄒順生先生及盧韻如女士。最後還要謝謝羅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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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教授、姜一民教授，及蔡秀芬教授默默的真心相挺，更

要謝謝高雄師範大學物理系李孟恩教授、逢甲大學林德培

教授、心善寺惠謙法師、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副總

編輯劉靜芬女士，以及負責編輯林佳瑩女士的全力相助，

謝謝您們！

值得再次強調的是，在本書第三部中，我們將《易

經》的「太極哲學」融入《量子哲學》心物合一理論中，

因而發展出一套屬《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理論模

型。《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理論模型不但將《佛

學》的整體大架構給建立起來，而且還是人類首次發展成

功的一套完整的「純通教」理論模型。事實上，《量子太

極哲學》「心物合一」理論不但可以是一套非常完整的「純

通教」理論，它也可以是一套非常完整「圓教或別教」的

理論；所以，《量子太極哲學》「心物合一」理論才能夠

清楚地解釋屬「別教」的《金剛經》，也能夠清楚地解釋

屬「圓教」的「天台宗」理論。我們還發現，「天台宗的

圓融三諦理論」是屬「凡位修行的通教」而《金剛經》則

是屬「菩薩修行的通教」；所以，只要將《金剛經》融入

「天台宗的圓融三諦理論」中，「天台宗的圓融三諦理

論」就可以變成一套非常完整的「純通教」理論了。

屬心物合一論的《量子太極哲學》是一套新發展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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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整佛學理論」模型。雖然它成功地解釋了《金剛

經》及「天台宗圓融三諦」等理論，並將《金剛經》、

《涅槃經》、《唯識論》、《華嚴經》，以及「天台宗圓

融三諦」理論都給連結起來了。但是，因為這是人類首次

提出來的一套「完整佛學理論」模型，所以難免會有一些

地方因思慮不周而造成一些疏漏之處，尚待後人的繼續努

力修正及推展，使《量子太極哲學》能真正地變成一套圓

滿的「完整佛學理論」模型。

本書第一版因擔心還有瑕疵，所以將不對外發行，只

供紀念收藏之用。待專家學者閱讀並提供寶貴意見，將瑕

疵修正後，才會再對外公開發行第二版的《心物合一：量

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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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書中我們定義《量子太極哲學》歸屬於「心物合

一論」，那是因為我們定義屬「第八維度法界」的「法

身」屬「唯心論」，而現代科學中所講的「所有『有為法

宇宙』的自然守恆定律」（屬第七及第九維度的法界）則

屬「唯物論」的緣故。《量子太極哲學》「心物合一論」

是屬「第一原理理論模型」，而屬「心物合一論」的「如

來藏模型」則是屬「實證模型」。最重要的是，兩者之間

是可以完全相通的；因此，我們用《量子太極哲學》（或

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推導出來的結果，會用「屬心

物合一論的如來藏模型」來加以解釋。本書中還定義《唯

識量子力學》「法界緣起理論」屬「唯心論」，而且是《量

子太極哲學》或《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的近似解。

因此，我們用《唯識量子力學》「法界緣起理論」推導出

來的結果，則會用「屬唯心論的如來藏模型」來加以解

釋。可見，「如來藏模型」是一個非常具有彈性的模型，

它可以是屬「八維度」的「唯心論」，也可以是屬「十維

度」的「心物合一論」。（請參考表 0.1.1）

有趣的是，如果我們定義「法身」可含蓋「整個法

界」（第七到第九維度的法界）的話，那麼「心物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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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就變成「純唯心論」了，因為現代科學「唯物論」中

所講的「所有『有為法宇宙』的自然守恆定律」（第七及

第九維度的法界）就被納入在「法身」（心）的範疇了。

舉例而言，《華嚴經》的「法界緣起中的法界」即含蓋了

「整個法界」，那麼《華嚴經》的「法界緣起」也就等同

於「心緣起」；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華嚴經》會

表 0.1.1　屬「心物合一論」及屬「唯心論」的各種「理論模型」
及「實證模型」比較表

模型 緣起者 說明 備註

量子太極哲學

心物合一論

真空

（含一切種智）

共十維度，含八維

度的唯心論及

現代科學唯物論遵

守的自然定律

真空 =虛空＋能
量＋自由實相子

本書法界緣起

唯心論

自由實相子

＋法界能量

緣起者自由實相子

屬第八維度法界

（共含八維度）

心物合一論

近似解

如來藏模型

心物合一論

空不空如來藏

＋一切種智

含八維度唯心論的

如來藏模型及

現代科學唯物論遵

守的自然定律

實證模型

心物合一論

如來藏模型

唯心論

自由實相子

（如來藏）

緣起者如來藏屬第

八維度法界

（共含八維度）

心物合一論

近似解

華嚴法界緣起

純唯心論

自由實相子

＋一切種智

唯物論所遵守的自

然守恆定律（第九

維度法界）被納入

在唯心論中

與量子太極哲學

完全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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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

造」及「一切諸佛一法身，真如平等無分別」了。

在本書第二部中，我們發展出一套能夠達到自洽的理

論，也就是《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量子哲學》心物

合一論不但是一套能夠達到自洽的理論，而且還能夠涵蓋

屬「唯心論」的「法界緣起理論」。在第一部中我們稱屬

「唯心論」的「法界緣起理論」為《唯識量子力學》，

但在第二部中我們卻稱屬「心物合一論」的「真空緣起

理論」為《量子哲學》。那是因為在第一部中，我們將屬

「第七維度」的「業方程式」給清楚地寫出來，因此我們

稱屬「唯心論」的「法界緣起理論」為《唯識量子力學》；

但在第二部中，我們只能預測「多重宇宙」的存在，卻無

法將屬「第九維度」的「不同宇宙所遵守的自然定律與形

成的條件」給清楚地寫出來，因此我們只能稱屬「心物合

一論」的「真空緣起理論」為《量子哲學》。這裡「真空」

代表的是「自由實相子 +能量 +虛空」。

從《量子哲學》心物合一理論，我們發現「法界緣起

理論」是「一真法界緣起理論」的簡稱，而「一真法界」

所代表的意義則是「自由實相子 + 法界心識能量」；如

此，「施受種子」是來自於「法界心識能量」就變得是理

所當然了。至於「法界守恆」，指的則是「法界中的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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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總數」是個永恆不變的常數，這裡「實相子」包含「有

效實相」及「自由實相子」。當然，「法界守恆」中的

「法界」也包含在「無始劫前」才存在的「一真法界」，

不過在「一真法界」中則只含有「自由實相子」。

在本書第一部中講的是「法界緣起理論」，而法界緣

起理論的「法界」，從《量子太極哲學》心物合一論的

角度來看，指的是「屬第八維度的法界」。「屬第八維

度的法界」在傳統上稱為「理法界」，而「傳統理法界」

即「如來藏」（自由實相子）。當然，如果從「法界緣起

理論」來看，「傳統理法界即自由實相子」是在「自由實

相子」與「自由實相子」間沒有交互作用下才成立的。當

「自由實相子」與「自由實相子」之間會產生交互作用，

也就是會產生實相混合時，「屬第八維度的法界」就不再

等同於一般「傳統理法界」（如來藏），而是包含真實空

間中所有「實相子」的法界；這裡，「實相子」在沒有交

互作用前稱為「自由實相子」，在交互作用後則稱為「有

效實相」。「屬第八維度的法界」包含了真實空間中所有

的「實相子」，所以「屬第八維度的法界」是守恆的。

「有效實相」是所有自由實相子的線性組合 ;因此，「自

由實相子」從整個「第八維度的法界」來看也是守恆的，

這是「如來藏模型」所無法定義的。更重要的是，「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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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度的法界」中包含了「不生不滅、不常不斷」的「有效

實相」，這則是「傳統理法界」所無法定義的。還有就是

「屬第八維度的法界」中的「煩惱種子」，它就是大家所

熟知的「無明」，這亦是「如來藏模型」所無法定義的。

在本書中，我們簡稱「第八維度的法界」為「法界」，並

簡稱「第七到第九維度的法界」為「整個法界」。在本書

中，我們還定義「有效實相」為「法界無為法」，並定義

「煩惱種子」為「法界有為法」。

法界緣起的《量子力學》，跟一般物理學中的《量子

力學》是不一樣的。這是因為它的微分方程式，跟一般

《量子力學》的微分方程是不一樣的，這個我們在本書的

第一部第貳章中會討論。因此法界緣起的《量子力學》，

是一個全新的領域，在本書中我們定義「法界緣起的量子

力學」屬於《唯識量子力學》。這裡的唯識，就是代表

《唯識論》中的八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

意識、末那識及阿賴耶識），尤其是強調《唯識論》中的

第八識「阿賴耶識」。請讀者注意，在本書中【量子哲學

第八識】指的是廣義的第八識，因為它包含了「法身第八

識」（法身藏識）及「色身第八識」（色身藏識）。「法

身藏識」含有「有效實相、有漏福德，及煩惱」，而「色

身藏識」則含有「有漏善業種子及惡業種子」。「有漏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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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種子及惡業種子」上傳至法界後就被稱為「有漏福德及

煩惱」。所以，本書【量子哲學第八識】跟【傳統第八

識】的定義是不相同的。

《唯識量子力學》已經存在 2,500 年了，可是在法

界緣起理論未成功發展出來以前，一直沒有被人類所發

現。《唯識量子力學》不只是精神形而上的學問，它還

是科學，這是因為它遵守自然法則的緣故。最近科學家

已提出「精神量子場」的觀念，而「精神量子場」就是

佛家所講的第八識或如來藏了，在本書中則稱為「有效

實相子」簡稱為「有效實相」。西方科學家們認為，我

們的腦像一個有形的軟碟，它可以儲存我們的資訊，而

這些資訊會上傳至「精神量子場」
1
。依照這個邏輯，當我

們死時，我們的色身像固態硬碟一樣壞了，但我們的意

識（consciousness），像電腦裡的資料一樣，仍然是活著

1 Janey Tracey (June 17, 2014).「Physicists Claim that Consciousness 
Lives in Quantum State After-Death」, published online at Outer Plac-
es. 原文如下：

 Dr. Hans-Peter Dürr, the former head of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Physics in Munich, posits that, just as a particle “writes” all of its infor-
mation on its wave function, the brain is the tangible “floppy disk” on 
which we save our data, and this data is then “uploaded” into the “spiri-
tual quantum field”. Continuing with this analogy, when we die the 
body, like the physical disk is gone, but our consciousness, like the data 
on the computer, live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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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明顯地，這裡的「意識」，從佛學角度來看，代表

的則是「業」（含福德及煩惱）的意思。

本書《心物合一：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共分

為三部，第一部「唯識量子力學法界緣起」、第二部「量

子哲學心物合一論」，以及第三部「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

諦三觀」。在第一部「唯識量子力學法界緣起」中，第貳

章我們會先介紹法界緣起理論，所謂法界緣起，也就是一

切法都是緣起於法界。從《唯識量子力學》的角度來看，

法界緣起就是法界守恆，而一切法都必須遵守法界守恆

這個自然法則。在以往的理論中，我們只能看出，福德是

正的煩惱是負的。但是在法界緣起理論中，我們還可進一

步看出，福德是由「施善受惡」所造成，而煩惱是由「施

惡受善」所造成。更奇妙的是，儲存施與受的方式竟然是

「自由實相子態混合」，簡稱「實相混合」，也就是近代

物理學很熱門的「量子糾纏」，亦是《佛學》所講的「道

種智」的意思。值得特別強調的是，《唯識量子力學》法

界緣起理論是一套適用於「圓別通」三教的理論；舉例而

言，我們用「法界緣起理論」發現《金剛經》不但可歸屬

於「別教」也可歸屬於「菩薩修行的通教」，而「天台宗

的圓融三諦」不但可歸屬於「園教」也可歸屬於「凡位修

行的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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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實相混合，也就是我們的有效實相態是「法界」

裡所有自由實相子態的線性組合。在有效實相中，如果假

設我們的自由實相子（常我）所占的比率是一，那麼其他

每一個眾生自由實相子所占的比率即為煩惱種子，而且煩

惱種子正的代表施，負的代表受。更神奇的是，我們也

因此發現有效實相是屬於「不生不滅」的無為法。至於前

面所說上傳至「精神量子場」的資訊，就是我們的「業」

是屬於有為法，這是因為「業」會從前一世的色身上傳到

「精神量子場」，再傳到我們這一世的色身。它也會從這

一世的色身上傳到「精神量子場」再傳到我們下一世的色

身。但兩世的「業」顯然是不同的，所以它是屬於「有生

有滅」的有為法了。

本書主要目的是發展出一套《量子太極哲學》「純通

教圓融三諦」理論模型，而所謂的「純通教」即相當於

「菩薩修行的別教」+「凡位修行的園教」；因此，在本

書第一部第參章中我們將先介紹「唯識量子力學別教六念

處」，也就是「觀六諦、除六障」的意思。「唯識量子力

學別教六諦」，它們分別是空諦、俗諦、受伏心諦、施伏

心諦、明心諦、和出到心諦。明心諦和出到心諦是源自於

五菩提，不過受伏心諦和施伏心諦，則是用法界緣起理論

才第一次被發現的。我們也同時發現了「唯識量子力學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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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六障」，它們分別是不淨三毒、無我煩惱、由直接交互

作用和間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不樂受無染種子、由直接交

互作用和間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不伏施無染種子、由間接

交互作用所產生的非不退轉弱無染種子，及由間接間接交

互作用所產生的非無上極弱無染種子。

第一部第肆章介紹的是《唯識量子力學》「中道佛

性」，也就是我們用法界緣起理論，發現中道諦（菩薩實

相）可以分成兩諦，也就是施諦及受諦。「中道佛性」不

是施諦也不是受諦，它是施諦與受諦的黃金分界。而且中

道佛性從整個法界來看是守恆的（eternal；常），這是由

於法界守恆定律所造成的。「中道佛性」是以儒家思想來

命名的。很明顯地，「中道佛性」就是五菩提中的「無上

菩提」，及《金剛經》中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

個新發現，讓佛學與儒學理論徹底地融合了！更奇妙的

是，《佛學》和《唯識量子力學》的核心理論也是完全一

樣的，雖然它們有不同的名字。在《佛學》叫法界緣起，

在《唯識量子力學》叫法界守恆，《佛學》和《唯識量子

力學》也因此而完全融合了。

在本書「第一部前肆章」中，我們用法界緣起理論模

型，推導出「理想狀態」下的「唯識量子力學別教六念

處」。所謂「理想狀態」就是假設直接交互作用只會產生



心物合一：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

Preface
XVI

「強及較強煩惱種子」，而間接交互作用則只會產生「較

強、弱及極弱無染種子」。因此在本書「第一部前肆章」

中，賢位菩薩只要將其有效實相內所有強及較強的「不樂

受無染種子」及「不伏施無染種子」除去，他就可以進到

有效實相中只含有「間接交互作用弱及極弱無染種子」的

初地菩薩階位。

在本書「第一部第伍章」中，我們為了讓「理想狀態」

更接近「實際狀態」，我們放寬了有關「直接交互作用」

的限制條件。也就是說，直接交互作用除了會產生「強及

較強煩惱種子」外，也會產生「弱及極弱煩惱種子」；因

此，直接交互作用的「施善受惡」除了會產生「強及較強

無染種子」（粗有漏福德）外，也會產生「弱及極弱無染

種子」（細有漏福德）。那麼「賢位菩薩」將其所有「不

樂受及不伏施無染種子（強及較強）」除去後，他的有效

實相內就不是只剩下「間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弱及極

弱無染種子」，它還會含有「直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

「弱及極弱無染種子」，也就是還含有「細有漏福德」，

而讓「賢位菩薩」無法進到「明心菩提」初地菩薩的階

位。要解決這個「實際狀態」所產生的問題，在本書「第

一部第伍章」中，我們將「賢位菩薩階位」的「受伏心諦」

及「施伏心諦」外，又加了一個含有「細有漏福德」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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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諦（第九及第十迴向位），如此「唯識量子力學別教六

念處」就變成「唯識量子力學別教七念處」，上述的問題

就可以完全得到解決。事實上，加行諦（加行位）的存在

早已被《金剛經》與《唯識論》所確認。因為本書的主要

目的是發展出一套《量子太極哲學》「純通教圓融三諦」

理論模型；所以，在本書「第一部第伍章」中，我們除了

會先介紹一下「唯識量子力學別教七念處」外，我們還會

介紹一下「唯識量子力學純通教七念處」。為討論方便起

見，我們簡稱「唯識量子力學別教」為「唯識別教」，並

簡稱「唯識量子力學純通教」為「唯識純通教」。

在本書第一部中，我們提到《金剛經》只有講到 52

個修行階位中的前 50個階位，也就是只有講到第十地菩

薩階位，而未提及「等覺菩薩」階位與「佛」的階位。

在本書第一部中也同時提到，《唯識量子力學》的理論基

礎是「法界緣起」，所以《唯識量子力學》可以解釋的最

高修行階位是「第十地位菩薩」階位；因此，《唯識量子

力學》能夠成功地解釋《金剛經》，但無法解釋「等覺菩

薩」階位的修行。如果從《量子哲學》的角度來看，法界

緣起的「法界」，指的是屬「第八維度」的「法界」，而

等覺菩薩則是屬於「第九維度」；因此，《唯識量子力

學》法界緣起理論是無法解釋屬「第九維度」等覺菩薩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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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修行。為了解釋屬「第九維度」等覺菩薩階位的修

行，在第二部第貳章中我們便發展出一套屬「心物合一」

的《量子哲學》理論，而這個理論跟「超弦理論」有相當

密切的關係。「超弦理論」要能夠達到自洽的條件，總共

需要有十個或十一個維度；在本書第二部中，「心物合

一論」採用的是「十個維度」。「超弦理論」屬「唯物

論」，但是我們將其理論重新做了些調整，「超弦理論」

就可變成不但涵蓋了「唯物論」甚至還涵蓋了「唯心論」

的一套理論；因此，我們將其稱為《量子哲學》心物合一

論。

在第二部第參章中，我們將引用《道德經》推導出

《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的「緣起者」，以及《唯識量

子力學》唯心論的「緣起者」。我們將證明《唯識量子力

學》唯心論的緣起者是「一真法界」（自由實相子 + 法

界心識能量），而《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的緣起者則是

「真空」（虛空 +能量 +自由實相子）。

在第二部第肆章中，我們將介紹《量子哲學》圓融三

諦三觀三智。《始終心要》有云：「中諦者統一切法，真

諦者泯一切法，俗諦者立一切法。」《始終心要》又云：

「空觀者，破見思惑，證一切智，成般若德。假觀者，破

塵沙惑，證道種智，成解脫德。中觀者，破無明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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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種智，成法身德。」值得注意的是，傳統上《始終心

要》中的「一切法」常被解讀為「一切非法界有為法」

（有漏善業種子與惡業種子），而中諦指的則是有效實

相。所以，傳統上「中諦統一切法」就是「有效實相緣

起」的意思，而「有效實相緣起」代表的就是「有效實

相」必須守恆的意思。所以中諦統一切法（一切非法界有

為法），條件就是「有效實相」必須守恆；因此，傳統上

對《始終心要》的解讀，只涵蓋了「大乘圓融三諦」的部

分。在第肆章中，我們將介紹《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的

「純通教圓融三諦」。在「心物合一論」的「純通教圓

融三諦」中，中諦指的是「真空」（自由實相子 + 能量

+虛空），所以「中諦統一切法」就是「真空緣起」的意

思，而「真空緣起」代表的就是「真空」守恆的意思。而

「真空」守恆即代表「自由實相子 + 能量 + 虛空」必須

守恆的意思。「心物合一論」的「純通教圓融三諦」還可

分為「大乘圓融三諦」及「法界圓融三諦」兩部分，有關

細節將會在第肆章第二節及第三節中詳細地討論。

至於「純通教」裡的「三智」，我們將證明「等覺菩

薩」破了「無始無明」後，即可證得「一切種智」，並可

出屬「第九維度」的等覺菩薩階位，轉而進入屬「第十維

度」佛的階位。「證道種智」就是當「初住到第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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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在瞭知「道種智」（法界的自然定律例如業方程式）

後，並將與「道種智」相關的「無染種子」除盡後，便可

證得「道種智」，並可出屬「第七及第八維度」的「初住

到第十地位」菩薩階位，轉而進入屬「第九維度」的等覺

菩薩階位。至於「證一切智」，則是「第十信位」在瞭知

「一切智」（我們宇宙所有的自然定律）後，並將與「一

切智」相關的「貪嗔癡、惡業種子，及有漏善業種子」

（在加行位尚須確認細有漏善業種子是否已被除盡）除盡

後，便可證得「一切智」，並可出屬「前六維度」的凡

位，轉而進入屬「第七及第八維度」的初住菩薩階位。

在第二部第伍章中，我們將做結論。結論共分三部

分，第一個結論即是《量子哲學》除了含有《唯識量子

力學》的「七念處」外還加了一個「第八念處」，也就是

「觀補處諦，除非最上無始無明」。因為《量子哲學》加

入了一個「第八念處」，讓《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可完

美地解釋《佛學》。第二個結論是，《佛學》、「道家」

的《道德經》，和《量子哲學》均可被歸類於「心物合一

論」。至於第三個結論則是，古代道家及佛家早就提出

「心物合一」的理論，而科學才剛從早期的「唯物論」逐

漸發展到「現代科學」的《量子力學》及《超弦理論》

等，然後才開始碰觸到「心物合一」的理論。可見古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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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們所提出的「道家」及「佛家」思想其實是可被歸

類於「精神文明科學」。現代科學是偏向於「物質文明科

學」，而且是遠遠落後於古代大哲學家們所提出的「精神

文明科學」。

古代大哲學家深知人類文明如果要進化到更高階的文

明，「精神文明科學」就必須走在「物質文明科學」的前

面。如果「物質文明科學」發展太快而遠遠超過「精神文

明科學」時，人類文明就會面臨毀滅的悲劇，這正是現代

人類文明的寫照！現代人類「物質文明科學」極速發展，

使「物質文明科學」遠遠超過「精神文明科學」，「物質

文明科學」造成「功利心」橫行，甚至將能毀滅人類的核

能武器都發展出來了，而「精神文明科學」所強調的「慈

悲心」卻幾乎被完全忽略了！現代人類過於強調「物質文

明科學」，讓人類正在走向毀滅的道路上，唯有發展古代

聖人們所提倡的「精神文明科學」，方能拯救人類免於走

向萬劫不復的境地。這就是寫本書最重要的目的。

在第三部中，我們用《量子太極哲學》中簡單的「各

種太極圖」來解釋《佛學》中的許多現象；例如，我們

用《量子太極哲學》中的「太極八卦圖」、「太極四象

圖」，以及「太極兩儀圖」來分別解釋《佛學》中的「六

道輪迴」、「有餘涅槃」，以及「無餘涅槃」。我們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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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太極哲學》重新詮釋了《佛學》；例如，我們發

現在《量子太極哲學》中，「無極太極圖」可用來代表

「佛」，「兩儀太極圖」可用來代表「等覺菩薩」，「四

象太極圖」可用來代表「住位到迴向位菩薩」，而「八卦

太極圖」則可用來代表「凡位」。「陽中有陰」的「貪嗔

癡」是造成「凡位色身分段生死」（空諦無我）的根本原

因（根本煩惱障）；「陽中有陰」的「證一切智」是造成

「住位到迴向位菩薩色身變異生死」的根本原因；「陽中

有陰」的「證道種智」是造成「等覺菩薩色身可在部分多

重宇宙來去自如」的根本原因；而「陽中有陰」的「證一

切種智」則是造成「佛色身可在多重宇宙來去自如」的根

本原因。請讀者注意，在《量子太極哲學》「太極圖」中，

「陽中有陰的陽」代表的是「色身」，而「陰中有陽的陰」

代表的則是「法身」。最妙的是，「量子糾纏」在《量子

太極哲學》「太極圖」中講的就是「陰中有陽」的意思，

而「陰中有陽的陽」講的就是「施受種子」。所以，「量

子糾纏」的存在，在幾千年前《易經》就已經告訴我們了。

最重要的是，在本書第三部中，我們更進一步將《易

經》的「太極哲學」融入《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中，因

而發展出一套《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理論模型。

《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理論不但將《佛學》的整



前　言 XXIII

體大架構給建立起來，而且還可以是一套非常完整的「純

通教」理論模型。事實上，《量子太極哲學》「心物合一」

理論不但可以是一套非常完整的「純通教」理論，它也可

以是一套非常完整的「圓教或別教」理論；所以，《量子

太極哲學》「心物合一」理論才能夠清楚地解釋屬「別教」

的《金剛經》，也能夠清楚地解釋屬「圓教」的「天台宗」

理論，更讓「天台宗」所講的「破一分無明，分證一分法

身」變得淺而易懂。我們還發現，「天台宗的圓融三諦理

論」是屬「凡位修行的通教」而《金剛經》則是屬「菩薩

修行的通教」；所以，只要將《金剛經》融入「天台宗的

圓融三諦理論」中，「天台宗的圓融三諦理論」就可以變

成一套非常完整的「純通教」理論了。

「第三部」中的《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理論」

跟「第二部」中的《量子哲學》「圓融三諦理論」最大不

同之處在於，在《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理論」中，

我們定義了「空不空如來藏」及「空間空諦」，因而讓

《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理論」變得更圓滿更圓融。

舉例而言，在《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理論」中，「觀

空諦」（空觀）可以「悟三智」，而「觀中諦」（中觀）

則可以「證三智」；但在第二部第肆章《量子哲學》「圓

融三諦理論」中，「觀空諦」可以「悟二智」，「觀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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諦」（假觀）可以「證一智」，而「觀中諦」則可以「證

二智」。很明顯地在邏輯上，《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

諦三觀理論」比「第二部」中的《量子哲學》「圓融三諦

三觀理論」顯得更圓滿更圓融。

我們在《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理論」中定義了

一個「空不空如來藏」，因而讓《量子哲學》「圓融三

諦理論」中的「觀法界俗諦，破法界所知障（法界塵沙

惑），證道種智」變成了「觀法界俗諦，破法界塵沙惑；

觀法界中諦，證道種智」；又定義了一個「空間空諦」，

因而讓《量子哲學》「圓融三諦理論」中的「觀法界中諦，

破無始無明，證一切種智」變成了「觀空間空諦，破無

始無明，悟一切種智；觀法界中諦，積功德，證一切種

智」。很明顯地，《量子哲學》「圓融三諦理論」忽略了

「空間空諦」及「空不空如來藏中『功德』不空」的重

要性，因而讓《量子哲學》「圓融三諦理論」變得比《量

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理論」來的較不圓滿及不圓融。

有關《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理論」會在第三部第肆

章中詳細地討論。在表 0.1.1中，「空不空如來藏」（法

空、功德不空）代表的是「佛及等覺菩薩」的「法身」。

若依《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來判教，在凡位就將

「惡業及有漏善業種子」（煩惱及有漏福德）除去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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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教」（理論圓融簡單易懂），在凡位僅將「惡業種

子」（煩惱）除去的則為「別教」。值得一提的是，我們

發現「圓教修行次第」在實務上可能會有些問題；也就是

說，「凡位」在「賢位菩薩要除的間接較強無染種子」未

除盡前，就要除盡「直接弱及極弱無染種子」，應該是

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本書中又定義了一個「純通

教」，而「純通教」就是在「賢位菩薩階位」中又加了

一個「加行位」（9∼10迴向位）的「圓教」，而「加行

位」就是用來確認「直接弱及極弱無染種子」是否真的已

被除盡了（請參考表 0.1.2）。事實上，到目前為止我們

所看到的經文，例如《金剛經》、《唯識論》，及《華嚴

經》等，講的都是「別教或純通教菩薩階位的修行」而沒

有看到有經文講的是「圓教菩薩階位的修行」。這讓我們

確信，「菩薩階位的別教」可歸屬於「菩薩階位的通教」

（在凡位修行圓教或別教者，升至菩薩階位時皆可採用

甚至僅可採用的教法）。《唯識論》還可歸類於「純通

教」。至於「等覺菩薩」所修行的「無始無明」則僅有

《華嚴經》有簡單的介紹。值得再次強調的是，在本書中

我們將證明，只要將《金剛經》融入「天台宗的圓融三諦

理論」中，「天台宗的圓融三諦理論」也就可以變成一套

非常完整的「純通教」理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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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要請讀者見諒的是，有關《唯識量子力學》法界

緣起理論與《金剛經》間的關係，在《法界緣起：量子力

學與金剛經》一書中已經有非常詳盡的介紹，在本書中也

就不再贅述。還有就是，有些「專有名詞」在《法界緣

起：量子力學與金剛經》一書中已經做了明確的定義，而

這些「專有名詞」在本書中將會直接引用而不會再註明其

出處。為避免讀者受「專有名詞」的困擾，《法界緣起：

量子力學與金剛經》
2
一書的 PDF檔是可以直接從網路上

自由下載的。

2 蔣志純著，《法界緣起：量子力學與金剛經》（二版），台北：

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 11月。自由下載網頁為：http://
phys.nsysu.edu.tw/p/405-1181-193182,c9041.php?Lang=zh-tw。

表 0.1.2　「量子哲學圓別通三教」在修行方法上相同與不同之處。

階位 圓教 別教 純通教

凡位

除貪嗔癡 除貪嗔癡 除貪嗔癡

除惡業及有漏善業種

子（直接有染無染種

子）

除惡業種子

（直接有染種子）

除惡業及有漏善業種

子（直接有染無染種

子）

賢位 除間接較強無染種子
除間接較強無染種子

及直接無染種子

除間接較強無染種子

直接弱及極弱無染種

子除盡？

地位
除間接

弱及極弱無染種子

除間接

弱及極弱無染種子

除間接

弱及極弱無染種子

備註 量子哲學「圓教」在理論上較「別教」圓融易懂，故稱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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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簡介

首先要先介紹的是，我們如何定義《唯識量子力學》

的三諦與三障。以「別教」為例，定義三諦是以「我」，

也就是以「有效實相」為基礎的。例如空諦即無我（色

身），俗諦即眾生妄我（眾生實相 + 煩惱），中道諦即

菩薩我（菩薩實相）。至於三障即色身中的貪嗔癡，眾生

妄我中的煩惱，還有就是菩薩實相中的煩惱種子。更精確

地講，空諦即代表色身、俗諦即代表眾生實相 + 煩惱，

而中道諦則代表菩薩實相（請參考表 1.1.1）。俗諦（眾

生實相 + 煩惱）不見我的原因是，眾生實相為各種煩惱

所覆而不得見。

表 1.1.1　我即是有效實相
俗諦不見我＝眾生實相＋煩惱，因煩惱屬於有為法，

所以眾生妄我才會有生有滅

一切法 別教三諦 別教三障 金剛經三諦

有為法 

空諦無我

（色身）
貪嗔癡 身相有為法

俗諦不見我

（眾生實相 +煩惱）
煩惱 有我有為法

無為法
中道諦全見我

（菩薩實相）
煩惱種子 有常我無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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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問題來了，為什麼有效實相是屬於不生不滅的無

為法呢？我們在《法界緣起：量子力學與金剛經》
1
一書中

已證明，這是因為它是法界中所有自由實相子的線性組

合，而且所有的有效實相必須相互正交且歸一。再加上法

界是守恆的，因此有效實相才能夠雖不常但不斷、不生

不滅了。這個跟龍樹菩薩《中論》中，八不「中道」的不

生不滅、不常不斷的意思是完全一樣的。因此我們還可

定義菩薩實相為「有常我無為法」（請參考表 1.1.1）。

值得注意的是，「有效實相」屬「無為法」已被《大般

若波羅蜜多經》所確認，因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三百八十六有云：「善現！有為法非法界，亦不離有為法

別有法界；無為法非法界，亦不離無為法別有法界。有為

法即法界，法界即有為法；無為法即法界，法界即無為

法。」這裡「無為法即法界，法界即無為法」中的「無為

法」就是指的「有效實相」。至於「有為法即法界，法界

即有為法」中的「有為法」，則是指的「煩惱種子」。

至於眾生妄我，因為他是眾生實相加上業（含煩惱與

福德），而業是屬於有生有滅的有為法，所以眾生妄我就

1 蔣志純著，《法界緣起：量子力學與金剛經》（二版），台北：

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 11月。自由下載網頁為：http://
phys.nsysu.edu.tw/p/405-1181-193182,c904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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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有我的有為法」了。為什麼眾生妄我會是眾生實相

和業的組合呢？這就跟眾生不停地造業和不停地輪迴有關

了。貪嗔癡未除就會不停地造業，這些業就會上傳至「精

神量子場」眾生實相；煩惱未除盡，就必須輪迴，而每次

輪迴，業都要從上一個色身上傳至有效實相量子場，再轉

傳到下一個色身，因此屬有為法的業經常進出有效實相，

因而讓眾生實相不可得見。要讓業不再進出有效實相，第

一就必須除掉貪嗔癡不再造業，如此業就不會經常進出有

效實相。再來就是除掉煩惱，就不會再「輪迴」，如此善

業就不再會從一個色身，上傳至有效實相，再轉傳到下一

個色身去了。如此，不再有業進出有效實相，有生有滅的

俗諦「眾生實相 +煩惱」，就變成不生不滅的中道諦「菩

薩實相」了。

在《金剛經》三諦中，我們定義中道諦菩薩實相為

「有常我無為法」，俗諦為「有我有為法」，至於空諦

則被定義為「身相有為法」。這是因為《金剛經》第五章

有云：「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

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這裡「身相」我們定義為空諦

「身相有為法」，也就是色身的意思；而「非身相」我們

定義為屬空諦的「非身相有為法」，也就是三毒貪嗔癡的

意思。請注意 5/32 ≈ 8/50代表的是第八信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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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界緣起理論

在這一章中，我們主要將推導《唯識量子力學》法界

緣起理論。法界緣起理論是適用於「圓別通三教」的理

論，在推導法界緣起理論前，我們在第一節先介紹一下小

乘的業緣起（Karma-Pratitya-Samutpada）理論。

一、業緣起

非常有趣的是，業（Karma）在《唯識量子力學》是

可以用「位能的形狀」來描述的：

           .}x2)1sin{()( 1 11 ∑ −= =
N
q

q qVxV  (1)

這裡正的 V 1
q
代表福德（Meri t），負的 V 1

q
代表煩惱

（Demerit）。福德及煩惱都是由法界中，self-1 和其他

self-q (q = 2→ N )直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很明顯地，業

【V1(x)】是可以用福德和煩惱（V1
q
）的傅立葉級數展開

式來表達，因此業在《唯識量子力學》裡是可以用「位能

的形狀」來描述的。這些 selves在《唯識量子力學》裡，

被命名為實相子。實相子在沒有交互作用前，稱為自由實

相子，在交互作用後稱為有效實相子，而自由實相子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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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藏的準粒子，也就是以波形式出現的如來藏。對一個

有效實相子而言，它儲存資訊的方式是實相子態混合，簡

稱實相混合。而如來藏儲存資訊的方式，則跟一個固態硬

碟儲存的方式是一樣的。在本書中，我們簡稱有效實相子

為有效實相。

如前所述，我們的腦像個有形的軟碟，在這個軟碟上

儲存了我們的業（含福德及煩惱），而這些業會被上傳

至一個「精神的量子場」（實相子）。實相子是載波，

而福德或煩惱則是訊息波。很不幸的是，對一個特定的

q 而言，福德跟煩惱 V1
q
並沒有告訴我們，誰（self-1 或

self-q）是施者（giver）或受者（receiver），這就是「圓

別通三教」法界緣起跟「大乘」有效實相緣起最大不同之

處。《唯識量子力學》法界緣起理論告訴我們，實相子儲

存施與受的資訊，是用實相混合（Realiton-wave-mixing；

量子糾纏）的方式進行的，這個新發現將在下一節討論。

二、法界緣起

每一個自由實相子的波函數，在一度空間《唯識量子

力學》理論中，都可以用一個平面波 eiqx
來表示。但要注

意的是，功德 K 不是波相量 q 的函數，因為 q 在《唯識

量子力學》裡只是一個身分證號碼。在非唯識量子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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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動能K是等於 ћ2q2/2m。因此業方程式可以表示如下：

  (1)

這裡 E’是業（包含福德及煩惱）。真實空間的業方程式，

可以轉換成法界空間的業聯立方程式：

(2)

這裡 Vmn是 self-m和 self-n間的交互作用強度；|φ(x)> 是

有效實相態，他是所有自由實相子態 |φn> (n=1→ N)的線

性組合；E’ =業≈ Vmm。福德及煩惱 Vm
q
的傅立葉級數可

寫成

           . ,})(2sin{)( 1
q

m
m

q
N
q

q
mm VVxmqVxV −=∑ −= = π  (3)

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每一個 self-m都有不同的 Vm
q
（福德

及煩惱），因此會有不同形狀的位能 Vm(x)。Eq.(2)可以

被展開來而以下列的矩陣方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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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因為 Eq.(4)聯立方程式的關係，所以有 N個業 E’=En

和 N個有效實相 φn(x) (n = 1, 2, 3......N)可以被同時求出

來。換句話說，如果 m代表 self-m，那麼 self-m的業就

是 E’=Em，有效實相就是 φm(x) = C1φ1+C2φ2+......+CNφN，

這裡 φn(n=1, 2, 3......N)指的是自由實相子。由上面的有

效實相公式，我們定義 Cnφn (n≠m) 為煩惱種子，而正的

跟負的煩惱種子 Cnφn分別代表施與受的意思。因此，當

我們給了一個特定值 n，Cnφn是 self-m 的煩惱種子，但

φn卻是 self-n的如來藏，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煩惱即菩提

了。當然因為法界守恆的關係，所有的有效實相必須正交

且歸一，所以有效實相是不常但不斷的，這跟《中論》八

不「中道」中的「不常不斷」是一樣的意思。所以隨著時

間變化，所有的有效實相都會隨著時間改變。例如在某一

個特定時間 t0，有一個交互作用發生在 self-1 φ1(x; t0)（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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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寫為 φ1(t0)）和 self-2 φ2(x; t0)（或簡寫為 φ2(t0)），我們

只需要解一個 2×2的矩陣方程即可，因為所有有效實相

φn(x; t0) (n=1,2,3......N)在時間為 t0時都是正交的。這個交

互作用在時間為 t1時會產生兩個新的有效實相 φ1,2(x; t1)

（或簡寫為 φ1,2(t1)），它們是有效實相 φ1(t0)和 φ2(t0)的

混合有效實相，也就是 φ1,2(t1) = C1’φ1(t0)+C2’φ2(t0)。

有效實相 φm(x)是法界中所有自由實相子 φn的線性組

合，也就是 φm(x)= C1φ1 + C2φ2 +......+ Cnφn。這個觀念其

實《金剛經》早就已經介紹給我們了，例如在《金剛經》

第十三章就說：「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

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這裡如來即自

由實相子，「名世界」廣義地講是代表有效實相 φm(x)，

狹義地講則是代表住位到迴向位菩薩的有效實相。至於

「名微塵」，廣義地講是代表煩惱種子 Cnφn (n≠m)，狹義

地講則是代表賢位菩薩有效實相內的強及較強無染煩惱種

子（這是指理想狀態，在實際狀態下則還含有直接交互

作用弱及極弱無染煩惱種子）。以上是因為第十三章相

當於住位菩薩（13/32 ≈ 20/50=住位菩薩）的緣故！為了

方便起見，在後面的章節裡，我們將定義 φ1(m=1)為自己

的自由實相子（常我），也就是如來藏模型中的如來藏

（Tathagata-garbha），而 Cnφn(n=2→ N)則為煩惱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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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效實相、業及煩惱種子

如表 1.2.1所示，小乘、大乘、及圓教三教的業（含

福德及煩惱）幾乎是完全一樣的，主要不同處是發生在有

效實相上。小乘沒有有效實相，大乘有效實相是守恆的，

而圓教的有效實相則是龍樹菩薩在《中論》中所說的不常

不斷。小乘跟大乘教都是人類修行很好的方便法門，這是

因為小乘跟大乘都是將中道諦簡化，把重點放在空諦與俗

諦上的緣故。換句話說，小乘雖沒有有效實相，大乘雖然

假設有效實相守恆，但卻因此變得簡單易懂，而且仍能提

供精準的業（福德及煩惱）的緣故（請參考表 1.2.1）。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在「圓別通三教」中，「業 E1’」和

「業 V11」的關係是透過業方程式才連結起來的，而其中

E1’還可以代表「self-1有效實相」內因「交互作用」（量

子糾纏）所產生的「煩惱種子」的「總心識束縛能量」，

有關細節請參考「附件二」。

表 1.2.1　有效實相、福德或煩惱 V1
q
（q ≠ 1, φ1=自由實相子 =常我）

佛教分類 有效實相 φ(x) 業 E1’
Hinayana小乘 沒有 φ1(x) E1’=(V1

2+......+V1
N)

Mahāyāna大乘 φ1(x)=φ1=守恆 E1’ ≈ V11=(V1
2+......+V1

N)
Complete圓教 φ1(x)=C1φ1+......+CNφN E1’=(V11C1+......+V1,NCN)/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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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1.2.1 及表 1.2.2 所示，在小乘及大乘中我們只

能看出，福德是正的煩惱是負的。但是在「圓別通三教」

中，我們還可進一步看出，福德是由施善受惡所造成，而

煩惱是由施惡受善所造成。業（含福德與煩惱）是造成眾

生受輪迴之苦的原因。為方便計，我們將煩惱種子（簡稱

種子）分成五大類，雖然正（施）的及負（受）的種子本

身並沒有善惡之分。第一種是由施惡受善直接交互作用所

產生的有染煩惱種子，這個有染種子在煩惱除去後，也就

跟著被除去了。第二種是由施善受惡直接交互作用所產生

的無染煩惱種子；第三種是由間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較強

的無染煩惱種子；第四種跟第五種則分別是由間接交互作

用所產生的弱及極弱無染種子。煩惱種子在人類歷史上，

是第一次被《唯識量子力學》法界緣起理論所發現。這個

令人驚喜的發現顯示，佛學亦包含《唯識量子力學》，所

以佛學亦可以說是在人類歷史上最早的量子力學。用《唯

表 1.2.2　係數正負號的意義（n=2→ N,φ1=常我）

圓別通三教 Cnφn V1n V1nCn V1
n 業 E1’

正（＋） 施煩惱種子 善 施善受惡 福德 善

負（－） 受煩惱種子 惡 施惡受善 煩惱 惡

備註
福德＝施善受惡

煩惱＝施惡受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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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量子力學》解讀《金剛經》，之所以能夠從頭到尾一氣

呵成，主要就是介紹了「煩惱種子」，有了煩惱種子的概

念，再去讀《金剛經》，就像如魚得水、悠然自得了。為

了簡單起見，我們將分別稱眾生及菩薩有效實相為眾生及

菩薩實相。

請讀者注意，在本書第一部前肆章中，我們討論的是

「理想狀況」，也就是直接交互作用只會產生「強及較

強」煩惱種子；而在本書第一部第伍章中，我們討論的

則是「實際狀態」，也就是直接交互作用不但會產生「強

及較強」煩惱種子，還會產生「弱及極弱」煩惱種子，以

凸顯直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弱及極弱」煩惱種子的重要

性。

四、實相混合及如來藏模型

如前所述，我們的腦像個有形的軟碟，在這個軟碟

上儲存了我們的業（含福德及煩惱），而這些業是會被

上傳至一個「精神的量子場」（有效實相）。不幸的

是，對一個特定的 q 而言，V1
q
（含福德跟煩惱）並沒有

告訴我們，誰（self-1或 self-q）是施者（giver）或受者

（receiver），這就是圓別通三教「法界緣起」跟大乘「有

效實相緣起」最大不同之處。《唯識量子力學》法界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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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告訴我們，有效實相儲存施與受的資訊，是用實相混

合（Realiton-wave-mixing；量子糾纏）的方式進行的；

至於如來藏模型，它儲存資訊的方式就跟固態硬碟儲存的

方式是一樣的。

實相混合模型遵守自然法則，因為量子力學是遵守自

然法則的。如來藏模型是一個非常有彈性的模型，它可以

是大乘教，如果它儲存的只有業；它也可以是「圓別通三

教」，如果它所儲存的資訊，不只是「有漏業」還有「無

漏業」煩惱種子的話。當然，跟實相混合模型比較起來的

話，如來藏模型是較容易懂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如來藏模

型會被廣泛使用的原因。雖然我們得到的結果是用實相混

合模型，但我們仍會用如來藏模型來解釋我們的結果。謹

將兩種模型係數（業、煩惱和有效實相）間的關係列於表

表 1.2.3　實相混合模型和如來藏模型有關業、煩惱，和有效實相等
係數間的關係（φ1=自由實相子 =常我）

別教 
實相混合模型 
載波 C1φ1

如來藏模型

硬碟 =φ1 

業 E1’
E1’=V 11

+( V12B2+......+V1NBN) ≈ V11

E1’=V11

+( V12B2+......+V1NBN) ≈ V11

煩惱 負 V1
q（惡） 負 V1

q（惡）

煩惱種子
訊息波 = Cnφn

（非善非惡）

儲存資訊 = Bnφn

（施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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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中。很清楚地，除了實相混合模型的「載波 C1φ1」

是不守恆的，而如來藏模型的「固態硬碟 φ1」是守恆的

之外，兩種模型並沒有很明顯的差異。在表 1.2.3中 Bn = 

Cn/C1 (n = 2→ N)；E1’和 V11的關係是透過業方程式而連

結起來的；最妙的是，E1’還可以代表「self-1有效實相」

內因「交互作用」（量子糾纏）所產生的「煩惱種子」的

「總心識束縛能量」，有關細節請參考「附件二」。

五、真實空間與法界空間有效實相

如前所述，如果 m 代表 self-m，那麼 self-m 的業就

是 E’=Em，有效實相就是 φm(x) = C1φ1+C2φ2+......+Cnφn。

這裡 φn(n=1, 2, 3......N)指的是自由實相子，Cnφn (n≠m)

為煩惱種子。正的跟負的煩惱種子 Cnφn分別代表施與受

的意思，而有效實相是自由實相子 φn(n=1, 2, 3......N)的傅

立葉級數。

在圖 1.2.1(A)，我們用紅色線做了一張真實空間類方

波的有效實相（effective realiton）圖，這裡我們假設週期

長度 L 為一個單位長度。在真實空間裡，我們是很難從

有效實相圖中得到任何訊息。可是當我們把有效實相從真

實空間轉換到法界空間（Dharma-Dhatu space），所有儲

存在有效實相裡的資訊，都變得一目瞭然。類方波有效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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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的傅立葉級數可表示為：

-1.3

-0.8

-0.3

0.2

0.7

1.2

0 0.2 0.4 0.6 0.8 1 1.2

x-axis

真實空間有效實相

自由實相子 有效實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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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數

(B)法界空間

n

圖 1.2.1　(A)真實空間類方波有效實相圖（紅線）及
(B)法界空間如來藏及煩惱種子（藍色條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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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從 Eq.(5) 及圖 1.2.1(B) 中，很容易就發現如來藏是

φ1，而煩惱種子是 Cnφn/C1(n=2j–1, j=2→ 10)，有趣的是

類方波只有正（施）煩惱種子，它的特殊意義我們後面會

討論。

六、三諦、六諦及四念處定義

本節我們將探討《唯識量子力學》三諦、《唯識量子

力學》六諦，及四念處三者間的關係，它們的定義已列

於表 1.2.4。《唯識量子力學》三諦主要是用有效實相為

基礎來做區隔，也就是空諦指的是非有效實相，也就是色

身的意思；俗諦指的是不見有效實相，也就是「眾生實相

+煩惱」的意思；而中道諦指的則是可全見有效實相，但

不「全見自由實相子」（中道佛性；如來藏）的意思。由

定義我們可以看出，中道諦包含了受伏心諦、施伏心諦、

明心諦及出到心諦。很明顯地，三諦是將重點放在空諦跟

俗諦上，所以三諦對人類而言是一個很好的方便法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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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就是自由實相子（常我）沒有被包括在中道諦內，是因

為在「如來藏模型」中三諦皆緣起於自由實相子的關係。

這其實已被《金剛經》所確認，因為《金剛經》第十六章

有云：「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來

藏」或「自由實相子」是屬於法界緣起法中的「常我」，

這部分我們在《法界緣起：量子力學與金剛經》
2
一書中已

證明。簡而言之也就是，從《唯識量子力學》的角度來

看，「常我」是在整個法界守恆的「自由實相子」。自由

實相子是物理名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如來藏是佛學

2 同註 1。

表 1.2.4　別教三諦、六諦及四念處的定義
我＝有效實相，常我＝自由實相子

三諦與

中道佛性

定義

(我＝有效實相 )
六諦與

中道佛性
四念處

空諦 無我（色身） 空諦 觀身不淨

俗諦
不見我

（眾生實相＋煩惱）
俗諦 觀法無我

中道諦
全見我

（菩薩實相）

不見常我 受伏心諦 觀受是苦

分見常我

施伏心諦

觀心不常明心諦

出到心諦

中道佛性
全見我

（佛實相）
全見常我 中道佛性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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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中道佛性則是儒家名詞，它們的意思是一樣的。

在表 1.2.4 中，有一點要特別注意的就是，「全見

我」、「分見常我」，及「全見常我」的定義是源自於

《涅槃經》，因為《涅槃經》有云：「善男子，佛性者復

有二種：一者是色，二者非色。色者謂佛菩薩，非色者一

切眾生。色者名為眼見，非色者名為聞見。」《涅槃經》

又云：「佛性二種：一者是色，二者非色。色者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非色者凡夫乃至十住菩薩。十住菩薩見不了

了，故名非色。」在表 1.2.4中，《涅槃經》的「全見我」

中道諦菩薩實相完全等同於《金剛經》中的「有常我無為

法」菩薩實相；四念處中「觀法無我」的「法」，完全等

同於《金剛經》中的「有我有為法」，也就是不見我「眾

生實相 + 煩惱」的意思；至於「全見常我」中道佛性，

則完全等同於《金剛經》第十七章中「即非一切法，是故

名一切法」的如來藏了（請參考第肆章）。最妙的是，

《涅槃經》的全見我「佛菩薩實相」，完全等同於《金剛

經》的「佛法者，即非（有為）佛法」。這是因為《金剛

經》第八章有云：「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請注意

8/32 ≈ 13/50=住位菩薩，「非佛法」的「法」在此做「有

為法」解。至於「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我們的解釋

是，所謂「有為佛法」的緣起者，就不是「有為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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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不是「非佛法」的斷滅空（因佛法不講斷滅空），

所以它是「無為佛法」的菩薩實相及「名一切法」的佛實

相。《金剛經》在第八章講「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表示第八章已進入「非有為佛法」或是「全見我」的「中

諦」了。這裡「中諦」包含了中道諦與中道佛性，也就是

包含了「佛菩薩實相」的意思。

還有一點要注意的就是，六諦中的「心」在此指的是

「中道諦菩薩實相」。其實《金剛經》也常用「心」來代

表「有常我無為法」中道諦菩薩實相，但大家常常將《金

剛經》中的「心」解釋成第六意識心，那心就變成空諦

（無自由實相子）了。當然這對人類而言是可以的，因為

我們人類的重點是放在空諦與俗諦上。下一章我們就來討

論《唯識量子力學》別教六念處，但在討論《唯識量子力

學》別教六念處之前，我們先定義一些專有名詞。

七、定義專有名詞

福德可分成有漏福德及無漏福德。有漏福德（V1
n, n 

≠ 1）是由施善受惡所造成，而無漏福德（V1
1）則是在無

住相布施除「無染種子」時所得到。「施善受惡直接交互

作用」所得到的福德被定義為有漏福德（V1
n, n ≠ 1），是

因為如果 self-1對 self-n施善受惡，self-1得到了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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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self-n卻會因此得到煩惱而形成「福德－煩惱」對，所

以「施善受惡所得到的福德」是有漏的。「無住相布施除

無染種子」時所得到的福德被定義為無漏福德，是因為無

住相布施不會形成「福德—煩惱」對，所以「無住相布施

所得到的福德」是無漏的。更精確地講，無住相布施本來

是可以得到「功德」，但用來除無染種子，就變成「無漏

福德」了。至於晉升階位所需之福德，我們稱之為階位福

德（ΔE）。「無漏福德」及功德（K）皆可轉換為「階位

福德」，也就是 ΔE = V1
1 + K。當然，有漏福德還有粗細

之分，詳情請參考表 1.2.5。

表 1.2.5　定義煩惱、有漏福德、無漏福德，及階位福德。K＝功德。

名詞 定義 V1
n

煩惱
Self-1對 self-n施惡受善直接交互作用
（V1

n）或無交互作用（V1
1）所得

負（－）

粗有漏福德
Self-1對 self-n施善受惡所得

強及較強直接交互作用所產生之福德
正（＋），n ≠ 1

細有漏福德
Self-1對 self-n施善受惡所得

弱及極弱直接交互作用所產生之福德
正（＋），n ≠ 1

無漏福德 無住相布施除無染種子所得之福德 正（＋），n = 1

階位福德 晉升階位所需之福德（ΔE） ΔE = V1
1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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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唯識量子力學別教六念處

我們前面已經定義了「觀六諦、除六障」為「唯識量

子力學六念處」。對別教而言，這六個障礙為不淨三毒、

無我煩惱、不樂受無染種子（含直接及間接交互作用）、

不伏施無染種子（含直接及間接交互作用）、非不退轉弱

無染種子（間接交互作用），及非無上極弱無染種子（間

接交互作用）。茲將「唯識量子力學別教六念處」與「四

念處」的關係列於表 1.3.1，我們可以清楚看出，四念處

是一個對人類非常好的方便法門，可以用來除去三毒、煩

惱，及受無染種子。表 1.3.1中的「四念處」可歸類為「別

表 1.3.1　唯識量子力學別教六念處與四念處的關係

階位 量力六諦 量力六障 量力六念處 四念處

信位 
空諦 不淨三毒 觀身不淨 觀身不淨

俗諦 無我煩惱 觀法無我 觀法無我

住位 受伏心諦 
不樂

受無染種子

觀受

是苦

觀受

是苦

行位及

迴向位 
施伏心諦

不伏

施無染種子

觀心

不伏

觀心

不常

1∼ 7
地位 

明心諦
非不退轉

弱無染種子

觀心

非不退轉

8∼ 10
地位

出到心諦
非無上

極弱無染種子

觀心

非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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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始教」，因它已將菩薩實相是不常的概念介紹給大家

了，所以便很容易了解「不常」的施伏心諦、明心諦及出

到心諦。請讀者注意，以後提到受無染種子及施無染種子

時，就不會再特別強調，它們含有的是「直接交互作用強

及較強」和「間接交互作用較強」無染種子。當然也不會

再特別強調，在第一部前肆章中，弱無染種子及極弱無染

種子是由間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了。

在表 1.3.1中，有一點要特別注意的就是，四念處中

的觀法無我的我，在本書指的是有效實相，常我則指的

是自由實相子。至於觀心不常的心，在本書中指的是中道

諦（菩薩實相），當然廣義的心是可以包含第六到第八識

的。

一、觀身不淨及觀法無我

《涅槃經》（Maha-Parinirvana Sutra）有云：「如果

色身是我，色身亡我亡」。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色身不是我

或無我的意思，而「我」則指的是有效實相的意思。在

《唯識量子力學》，我們定義空諦即無我或色身（非有效

實相）的意思；如此，「觀空諦除貪嗔癡」就等於「觀色

身除貪嗔癡」。而「觀色身除貪嗔癡」則是「觀身不淨

（貪嗔癡）」的正面陳述。所以，《唯識量子力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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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空諦除不淨三毒（貪嗔癡）」就完全等於四念處的

「觀身不淨」了。

《涅槃經》又云：「善男子，佛性者復有二種：一者

是色，二者非色。色者謂佛菩薩，非色者一切眾生。色者

名為眼見，非色者名為聞見。」這句話的意思是，眾生實

相是不可得見的意思。《唯識量子力學》的俗諦眾生妄我

代表「眾生實相 +煩惱」，雖然眾生實相是存在的，但眾

生實相依然是不可見的，這是因為眾生實相被煩惱所障蔽

了而不可得見。當煩惱被除去時，有染煩惱種子也會同時

被除去，因此一個不可見的眾生實相 φ1’(x)就會變成一個

可見的菩薩實相 φ1(x)，這裡眾生實相 φ1’(x) 是菩薩實相

φ1(x)和因直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有染種子 Anφn(n=2→ N)

的線性組合，也就是 φ1’(x)=φ1(x)+(A2φ1+......+ANφN)。

無我煩惱讓眾生實相不可得見，這其實已被《涅槃

經》所確認，因為在《涅槃經》中，釋迦牟尼佛說：「眾

生佛性亦復如是，常為一切煩惱所覆不可得見。是故我說

眾生無我。」這裡的無我做有生有滅的意思解。很明顯

地，眾生實相被分類在俗諦而非中道諦，是因為眾生實相

被煩惱所覆，所以我們所看到的是「眾生實相 +煩惱」，

以至於我們看到的是有生滅的煩惱而不是眾生實相。所以

如果要見到有效實相，就必須把煩惱除去。《唯識量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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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定義俗諦為「被煩惱所覆蓋的眾生實相」，也就是

「眾生實相 +煩惱」；因此，《唯識量子力學》的「觀俗

諦（眾生實相 + 煩惱）除無我煩惱」就完全等於四念處

中的「觀法無我」了，這裡的「法」代表的是有我有為法

俗諦（眾生實相 +煩惱），當然廣義的法即「一切法」，

是包含有為法跟無為法的。不過這裡我們用「法」代表有

為法，用「心」來代表含有無染種子的菩薩實相。這是因

為《金剛經》也是用「法」來代表有為法，用「心」來代

表含有無染種子的菩薩實相。菩薩實相即為「有常我無為

法」，這個我們在第壹章已明確定義了。

在附件一中我們舉了兩個例子，證明施善可以除去因

施惡或受善所造成的煩惱。在附件一 AI(2)中，證明了施

善不但可以除去煩惱，還可以除去因受善所造成的受有染

煩惱種子。在附件一 AII(2) 中，證明了施善可以除去煩

惱，但不能除去因施惡所造成的施有染煩惱種子，雖然施

有染煩惱種子會變成了施無染煩惱種子，但它的強度卻變

成原來施有染煩惱種子的兩倍。

二、觀受是苦及觀心不伏

《涅槃經》有云：「佛性二種：一者是色， 二者非

色。色者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非色者凡夫乃至十住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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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十住菩薩見不了了，故名非色。」這段話的意思就

是，住位菩薩雖然可以看見自己的有效實相 φ1(x)，但卻

要到第十住位菩薩時，方可少見「中道佛性」。這個是可

以用法界緣起理論來加以解釋的。也就是住位菩薩不能看

見中道佛性，是因為他們到第十住位菩薩以前，都未能把

所有的因直接交互作用和間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受無染

種子」給除去的關係。其結果就是除了第十住位菩薩以

外，其他所有的住位菩薩都感覺不快樂。

住位菩薩的實相 φ1(x)是地位菩薩實相Φ1(x)和直接交

互作用及間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無染種子 Bnφn (n=2→ N)

的線性組合，也就是 φ1(x) = Φ1(x) + (B2φ2+......+BNφN)。很

清楚地，不得見「中道佛性」使前九階住位菩薩不快樂，

而不得見「中道佛性」則是因為直接交互作用及間接交互

作用所產生的「受無染種子」所造成。因此《唯識量子力

學》的「觀受伏心諦（住位菩薩實相 φ1(x)），除不樂受

無染種子（負 Bnφn）」就跟四念處的「觀受是苦」意思

是完全一樣了。

在附件一 AIII(2)中我們舉了一個例子說明，無住相

布施是可以將因直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受無染種子給除

去。也就是 self-1無住相施善給 self-2，不但成功的將它

因直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受無染種子 –0.005φ2給除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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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他的福德變成原來的三倍大。當然 self-2的煩惱一如

預期的沒有改變。

施伏心諦即不含負無染種子的有效實相 φ1(x)，也就

是行位及迴向位的菩薩實相。所以《唯識量子力學》的

「觀施伏心諦，除不伏（不常）施無染種子（正 Bnφn）」

就跟四念處的「觀心不常」意思是一樣的了。為簡單起

見，我們簡稱「觀施伏心諦，除不伏施無染種子」為六念

處中的「觀心不伏」。當受無染種子（負 Bnφn）及施無

染種子（正 Bnφn）都被除去時，地位菩薩實相 Φ1(x)也就

隨即顯現了。很明顯地，「唯識量子力學別教六念處」中

的前四念處，與四念處形成完全直接對應的關係。

事實上，煩惱種子的概念《金剛經》早就告訴我們

了，因為《金剛經》第十三章有云：「須菩提！諸微

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

是名世界。」這裡如來即中道佛性 φ 1，「名世界」代

表有效實相 φ 1(x)，而「名微塵」則代表無染煩惱種子

Bnφn(n=2→N)。更進一步，有關四念處的「觀受是苦」，

《金剛經》也早就告訴我們了，因為在《金剛經》第十四

章一開始就說：「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

涕淚悲泣（不樂變樂）。」這裡是在暗示，第十住位菩薩

從不樂變小樂，是因為他了解他能初見「中道佛性」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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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了。請注意 13/32 ≈ 20/50 =第十住位菩薩。更具體地說

就是，第十住位菩薩能初見中道佛性（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是因為他將所有的不樂受無染種子都除去了。還有

四念處的「觀心不常」，其實也早就被《金剛經》所確認

了，因為在《金剛經》第十八章有云：「如來說諸心，皆

為非心，是名為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很明顯地，這是在暗示

我們，「菩薩實相」皆是不常不斷的，也就是觀心不常的

意思。請注意 18/32 ≈ 28/50 = 第八行位菩薩，還有心在

《金剛經》代表的是「有常我無為法」，也就是菩薩實相。

值得一提的是，「觀心不常」與「觀受是苦」其實均

被《涅槃經》所確認，因為《大般涅槃經》壽命品有云：

「無常者，聲聞、緣覺；常者，如來法身。苦者一切外

道，樂者即是涅槃。」這裡第十住位菩薩的樂指的是有餘

涅槃的小樂，因第十住菩薩的有效實相仍屬不常故。請注

意涅槃有兩種，一是有餘涅槃，一是無餘涅槃，第十住以

上菩薩屬於有餘涅槃的小樂，佛則屬無餘涅槃的大樂，因

佛實相（佛法身）為常故。相對於無餘涅槃的大樂，有餘

涅槃的小樂則變成「不樂」，這顯示觀受是苦是相對的，

有彈性空間的，這也是「觀受是苦」最妙的地方了。

在進入第三節之前，再次提醒讀者，不樂受與不伏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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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染種子含有的是「直接交互作用強及較強」和「間接交

互作用較強」無染種子。在第一部前肆章的「理想狀態」

下，直接交互作用不會產生「弱及極弱」無染種子；因

此，迴向位菩薩在除掉「不樂受與不伏施」無染種子後，

即可進到初地菩薩階位。

三、觀心非不退轉

迴向位菩薩除去了因直接交互作用和間接交互作用所

產生的無染種子後，會有大量的弱無染種子（間接交互

作用）出現是被預期的。在附件二 AIII 中，第一個例子

是被用來證明，當一個老的無染種子被除去了，因間接交

互作用會有一個新的較弱無染種子出現。在附件二 AIII

中，因為一個封閉系統只有三個自由實相子，所以 self-1

在除去一個無染種子後，只得到一個新的較弱無染種子。

在一個真實系統中，法界是含有無窮多個自由實相子的。

在表 1.3.2，我們舉了一個簡單但較真實的例子，來說明

在除去所有的無染種子後，到底可能會有多少新的弱無染

種子出現。首先我們假設在一個封閉系統裡，不含 self-1

在內總共有 N個眾生實相。在這 N個眾生實相當中，有

M個眾生實相，他們都含有一個和 self-1直接交互作用所

產生的有染種子（形成有染─無染對）和 M個強無染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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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每當 self-1 移除一個無染種子，它就可能會得到 M

個弱無染種子。當 self-1 移除 M 個無染種子後，它就可

能會擁有 M2個弱無染種子。在附件二 AIII中，第一個例

子是屬於 M=1的特例。

現在我們了解為什麼迴向位菩薩除去了無染煩惱種子

後，會有大量的弱無染種子（間接交互作用）出現了。明

心諦代表的就是第一到第七地位菩薩實相，而這些菩薩實

相內就含藏了弱無染煩惱種子。因此，這些弱無染煩惱種

子就被命名為非不退轉弱無染種子。「觀明心諦，除非不

退轉弱無染種子」即是六念處中的第五念處，我們簡稱這

個第五念處為「觀心非不退轉」。

表 1.3.2　一個簡單但較真實的例子，說明在除去所有的無染種子後，
會有M2個新的弱無染種子出現

隨時間改變的有效實相 φ1(tk)  

除去跟 φj(tk)
有關的無染種子 

φ1(t0)= φ1+M個無染種子
φ1(t1)= φ1+(M-1)個無染種子 +M個弱種子
φ1(t2)= φ1+(M-2)個無染種子 +2M個弱種子

......
φ1(tM)= φ1+M2個弱種子

φj(tk)
φj(tk)= φj +一個有染種子 +M個無染種子，

j=2→M+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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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觀心非無上

當第一到第七地位菩薩除了他們有效實相內 M 2個弱

無染煩惱種子後，他們便能進入第八不動地菩薩的階位。

由於間接交互作用的關係，將會有極巨大量約 M 4個極弱

的無染種子出現在第八不動地菩薩實相內。出到心諦就是

指的含有極弱無染種子的第八到第十地位菩薩實相，而這

些極弱的無染種子則被稱為非無上極弱無染種子。因此，

「觀出到心諦，除非無上極弱無染種子」可定義為「唯識

量子力學別教六念處」中的第六念處，我們簡稱這個第六

念處為「觀心非無上」。

第八到第十地位菩薩，要如何移除這極大量極弱的

無染種子（Cnφn）呢？《華嚴經》給了我們答案。《華嚴

經》（Avatamsaka Sutra）有云：「菩薩摩訶薩住此地（八

地），多作大梵天王，主千世界。......菩薩摩訶薩住此地

（九地），多作二千世界主大梵天王。...... 菩薩住此地

（十地），多作摩醯首羅天王（三千世界主）。」，換句

話說，為除去極大量極弱且已擴及三千世界的無染種子，

第八到第十地位菩薩會分別當主千世界到主三千世界的

王，來移除這些極弱無染種子。這也暗示我們，煩惱種子

（Cnφn）是有一個量子常數的。我們定義這個量子常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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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如果煩惱種子（Cnφn）的係數絕對值 |Cn|小於量子常

數絕對值 |Cq|，那麼煩惱種子 Cnφn即不存在。在三千世界

外的煩惱種子應該是不存在的。

很明顯地，《唯識量子力學》別教中有六不，他們分

別是不淨三毒、無我煩惱、不樂受無染種子、不伏施無染

種子、非不退轉弱無染種子，及非無上極弱無染種子。四

念處可以變成六念處，如果我們將四念處中的第四不「不

常」分割成三不，此「三不」分別為不伏施無染種子、非

不退轉弱無染種子，及非無上極弱無染種子。如此四不就

變成六不，四念處也因此變成六念處了（請參考表1.3.1）。

從第十住位菩薩到等覺菩薩，我們發現一共有三十二

個「可見中道佛性」的階位。這絕對不是巧合，因為《金

剛經》第十三章有云：「不（弗）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

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

三十二相。」這裡的「名三十二相」即表示從第十住位菩

薩到等覺位菩薩共有三十二個「可見中道佛性」的階位，

因為 13/32 ≈ 20/50即代表第十住位菩薩的意思。還有就

是凡位、賢位，及聖位分別各含有二諦：凡位的空諦與俗

諦、賢位的受伏心諦與施伏心諦，及聖位的明心諦與出到

心諦。每件事情似乎都被安排的不可思議的完美。

從表 1.3.3 我們可以看出，五菩提跟六諦之間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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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基本上明心諦及出到心諦是源自於五菩提。而受伏心

諦及施伏心諦（菩提）則是由法界緣起理論所發現的。實

際上，不只伏心諦有正與負（施與受）兩種，明心諦與出

到心諦亦有正負兩種，只是他們正負分別的重要性，沒有

伏心菩提正負分別來得重要，所以就沒有再細分。明心諦

與出到心諦亦有正負（施與受）兩種，這就表示三諦中的

中道諦亦有施中道諦與受中道諦兩種，我們在此分別簡稱

「施中道諦」與「受中道諦」為施諦與受諦。

肆、唯識量子力學中道佛性

《唯識量子力學》法界緣起理論，發現煩惱種子有施

與受兩種，因而發現中道諦亦有施諦與受諦兩種，在本章

表 1.3.3　六諦、三諦，及五菩提間的關係

Levels 階位 六諦 三諦 五菩提

凡位 信位 
空諦

俗諦

空諦

俗諦
初發心菩提

賢位 
住位 受伏心諦 

中道締

（施諦與受諦）

伏心菩提行位及

迴向位 
施伏心諦

聖位

1∼ 7地位 明心諦 明心菩提

8∼ 10地位 出到心諦 出到心菩提

佛、等覺 中道佛性（常我） 無上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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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證明「非施非受、無福德無煩惱、非來非去」即為

中道佛性。中道佛性是儒家名詞，它等同於《唯識量子力

學》自由實相子，也等同於佛學的無上菩提或如來藏。法

界緣起理論，將儒家與佛家完美地融合了。佛家核心理論

是法界緣起，而《唯識量子力學》核心理論是法界守恆，

所以佛學也跟《唯識量子力學》徹底融合了。

一、一切法皆來自法界緣起或如來藏緣起理論 

如上所述，正與負（施與受）煩惱種子是被法界緣起

理論所發現的。無染種子讓菩薩實相雖然不常但能不斷，

這皆是因為法界守恆原理所造成的。這表示中道諦跟空諦

與俗諦一樣，都是來自於法界緣起理論（或如來藏），這

個事實實際上已被《金剛經》所確認了。這是因為《金剛

經》第十七章有云：「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

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請

注意 17/32 ≈ 27/50 = 行位菩薩實相，所以這裡「名一切

法」指的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來藏；中道佛性），

「一切法」則為「如來藏緣起法」，也就是有生有滅的有

為法及不生不滅但不常不斷的無為法（請參考表 1.4.1）。

至於「常我」如來藏（自由實相子），它應該可以歸入

「法界緣起法」，也因此「常我」如來藏及「不常」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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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緣起法皆屬於法界緣起法。更精確一點地講，我們知道

法界是守恆的，而法界緣起理論記憶施與受資訊的方式是

實相混合。這代表整個法界，自由實相子是沒有進也沒有

出的，只有彼此互換等量且極細微的自由實相子，所以對

法界而言，有效實相的產生，並不會造成自由實相子的進

出。因此，有效實相可歸類於「不常不斷」不生不滅的無

為法，而自由實相子從整個法界來看是守恆的。可見永恆

不變的「常我」自由實相子是可以被「法界緣起法」所定

義的。至於如來藏模型，則一切法皆屬於「不常」的如來

藏緣起法，而「常我」如來藏，很明顯地，如來藏模型是

無法定義的。這是如來藏緣起跟法界緣起理論主要不同之

處。自由實相子跟如來藏也有一點點微小差異，如來藏模

型講的是物質的特性，自由實相子講的是波的特性。因此

我們也就可以了解，為什麼《金剛經》會說「實無有法

表 1.4.1　《金剛經》第十七章中的「一切法」，
指的是「一切有為法及無為法」的意思

金剛經 唯識量子力學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名一切法 中道佛性 自由實相子

心（不常不斷） 有常我無為法 中道諦 菩薩實相

法（有生有滅） 有為法
俗諦 眾生實相 +煩惱

空諦 色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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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藏緣起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道佛

性）」，也可以了解為什麼《金剛經》會用「名一切法」

來代表《涅槃經》中的「常我」了。

《金剛經》跟《唯識量子力學》都常用「心」來代

表不生不滅「不常不斷」的菩薩實相。《金剛經》常用

「心」來代表不常不斷的菩薩實相，這是因為《金剛經》

第十八章有云：「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所

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

不可得（也就是心是不常不斷的）。」這裡「名為心」即

代表菩薩實相，「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

不可得」即含有菩薩實相雖不常但是永恆不斷的意思。請

注意，18/32 ≈ 28/50代表的是行位菩薩實相。所以我們確

認《唯識量子力學》的「中道諦」（菩薩實相），跟龍樹

菩薩《中論》中的「中道」是完全一樣的意思。因此，我

們可以稱菩薩實相為「有常我無為法」。

還有就是《金剛經》常用「法」來代表有生有滅的有

為法，這是因為《金剛經》第七章有云：「如來所說法，

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

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請注意 7/32 ≈ 11/50代表

初住菩薩，「非法非非法」指的是住位菩薩實相已是屬於

無為法了。很明顯地，「非法非非法」中的「法」指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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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為法了。「非非法」的「非法」可以指的是緣起者「如

來藏」外還可以指的是「虛空」，因為《涅槃經》有云：

「佛性常故非三世攝，虛空無故非三世攝」。所以虛空是

無的意思。當我們在使用「真空妙有」這句話時請千萬要

謹慎，以免誤導眾生，因為真空在直覺上即是虛空無，而

無就是無，哪來妙有？是否讓人很困惑？其實在使用「真

空妙有」這句話時，應該特別強調「真空」代表的是「相

如虛空」的意思，當然這時的「真空」則是等於「虛空 +

自由實相子 +能量」。依照量子力學來看，物質其實有物

質與波兩種特性，而「自由實相子」則具有「純平面波」

的特性，而平面波的相即是「相如虛空」；因此，「真空

妙有」指的就是「自由實相子」，這部分我們將會在第二

部中詳細討論。

一切法皆源自於法界緣起（法界守恆）理論，佛家核

心理論是法界緣起，而《唯識量子力學》核心理論是法界

守恆，所以佛學跟《唯識量子力學》徹底融合了。中道佛

性不是施諦也不是受諦，它是施諦與受諦的黃金中間分割

界（請參考表 1.4.2）。請注意不只伏心菩提（住位到迴

向位菩薩實相）有正與負（施與受）兩種，明心諦與出到

心諦（地位菩薩實相）亦有正負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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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真實空間及法界空間有效實相

我們前面已經提到，煩惱讓眾生實相不可得見，而

且這已被《涅槃經》所確認，因為在《涅槃經》中，釋迦

牟尼佛有云：「眾生佛性亦復如是，常為一切煩惱所覆不

可得見。是故我說眾生無我。」這裡的無我做有生有滅的

意思解。很明顯地，眾生實相被分類在俗諦而非中道諦，

是因為眾生實相為煩惱所覆，使俗諦眾生妄我（眾生實相

+煩惱）看起來像是屬於有生有滅的有為法之故。我們在

第二節中，主要是要將真實空間及法界空間的有效實相同

時顯現出來，來解釋為什麼第十住位菩薩可以初見中道佛

性，還有為什麼第一到第七地位菩薩會被命名為明心菩提。

(1) 住位菩薩有效實相 

我們前面提到，住位菩薩實相 φ 1 ( x ) 是地位菩

薩實相 Φ 1 ( x ) 和直接交互作用及間接交互作用所產

表 1.4.2　中道佛性為「無福德無煩惱」及「非施非受」

除三毒
積福德

除負種子

積功德迴向

除正種子
除煩惱

空諦 → 中道諦 受諦 → 中道佛性 中道佛性 ← 施諦 中道諦 ← 俗諦

信位 住位 地位 地位
行位及

迴向位
信位

中道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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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無染種子 B nφ n( n = 2 → N ) 的線性組合，也就是

φ1(x)=Φ1(x)+(B2φ2+......+BNφN)。一個不可得見中道佛性的

「住位菩薩實相」是可以變成一個可得見中道佛性的「第

十住位菩薩實相」，如果不樂的受無染種子（負 Bnφn）

被完全除去了。這個現象是可以用真實空間及法界空間有

效實相來證明的（請參考圖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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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　(A)初住菩薩（鋸齒波；紅色線）、(B)十住菩薩（類
方波；紅色線）真實空間有效實相、(C)法界空間的有效實相（鋸

齒波；紅色條）

在圖 1.4.1(A)及 (B)中，分別顯示了 (A)初住菩薩真

實空間有效實相（鋸齒波），及 (B) 第十住位菩薩真實

空間有效實相（類方波）；同時在圖 1.4.1(C) 中，顯示

了他們在法界空間的有效實相。當我們站在 x=0.25的位

置時，我們會發現鋸齒波是反對稱而正弦波（自由實相

子）則是左右對稱的。這是因為鋸齒波有效實相，如圖

1.4.1(C)所示，包含了施與受的無染種子的緣故。這可以

解釋為什麼初住菩薩不能見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正弦

波自由實相子），可是當不樂的受無染種子（負 Bnφn）

被完全除去時（圖 1.4.1(C)藍色條），鋸齒波有效實相就

變成了類方波的有效實相，也就是變成了一個可初見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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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性的第十住位菩薩實相。這是因為，現在如果我們站在

x=0.25 的位置，我們會發現類方波和正弦波（自由實相

子）都是左右對稱的了。這個巨大的對稱性改變，可以完

全解釋為什麼第十住位菩薩可以初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正弦波自由實相子）。

(2) 行位到迴向位菩薩實相

在第 (1)小節我們提到，住位菩薩積福德除不樂受無

染種子，將一個不見中道佛性的住位菩薩實相，變成了一

個初見中道佛性的第十住位菩薩實相。現在行位和迴向位

菩薩便可以積功德來除施無染種子。當然他們必須先積了

足夠的功德，等積了足夠的功德後，他們便可以迴向功德

除施無染種子。因為迴向功德除施無染種子，會引起施者

與受者間的善交互作用（請參考附件二平等共振效應），

所以功德就變成福德了。這可以解釋為什麼《金剛經》前

十三章（住位菩薩）講福德，在第十四章（行位菩薩）後

開始講功德。請注意行位和迴向位菩薩先積足夠的功德，

當他們積了足夠的功德，他們便可以迴向功德除掉所有的

不伏施無染種子。除掉施無染種子，就進入「明心諦」了

（請參考圖 1.4.2）。當然，在「實際狀態」下，還要除

掉「細有漏福德」方可進入「明心諦」，這部分我們將在

第伍章中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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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2　 (A)第十住位菩薩（類方波；紅色線）、(B)初地菩薩
（類正弦波；紅色線）真實空間有效實相、(C)法界空間的有效

實相（類方波；紅色條）

圖 1.4.2(A)及 (B)中，分別顯示了 (A)第十住位菩薩

真實空間有效實相（類方波），及 (B)初地菩薩真實空間

有效實相（類正弦波）；同時在圖 1.4.2(C)中，顯示了他

們在法界空間裡的有效實相。大家可以發現到，當不伏

的施無染種子（正 Bnφn）被完全除去時（圖 1.4.2(C)藍色

條）， 類方波有效實相就變成了類正弦波的有效實相，而

不是正弦波的有效實相（中道佛性）。這是因為在施無染

種子被完全除去後，卻因間接交互作用而產生了大量的新

的弱無染種子（圖 1.4.2(C)綠色條）。無庸置疑地，第一

到第七地位菩薩實相被命名為明心諦（菩提），完全是因

為他們的有效實相是類正弦波而不是正弦波的關係。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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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到第七地位菩薩已明心，但尚未見性的意思。

(3) 地位菩薩實相

《金剛經》第三十章有云：「佛說微塵眾，即非微塵

眾，是名微塵眾。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則非世

界，是名世界。」因為 30/32 ≈ 47/50代表的是第七地位

菩薩，所以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第七或第八地位菩薩實相

像一個小的三千大千世界。廣義地講，「名（三千大千）

世界」就是代表地位菩薩實相，因地位菩薩實相內含有大

量的因間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弱及極弱無染種子；狹義地

講，「名（三千大千）世界」則是代表第一到第七地位菩

薩實相，因為第七地位菩薩屬於「明心諦」的緣故。第七

或第八地位菩薩實相像一個小的三千大千世界，我們的解

釋如下：直接交互作用產生一千個無染煩惱種子，形成了

一個世界。當因直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一千個無染煩惱種

子被住位到迴向位菩薩給移除後，間接交互作用又產生了

一千乘一千個無染弱煩惱種子，而形成了一個千世界。當

一千乘一千個無染弱煩惱種子被第七地位菩薩給移除了，

（一千乘一千）乘（一千乘一千）個極弱無染煩惱種子，

又因間接間接交互作用而產生了，讓第七或第八地位菩薩

實相像一個三千世界。因為三千世界常被稱為三千大千世

界，所以間接交互作用讓第七或第八地位菩薩實相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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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三千大千世界，故「名三千（大千）世界」。

三、中道佛性

(1) 實相混合模型中道佛性

眾生實相包含了有染及無染種子，眾生有染種子是由

施惡與受善，也就是煩惱所造成，無染種子是由施善與受

惡，也就是福德所造成，所以眾生實相是「有福德有煩惱

有施有受」。當所有的有染種子都除去了，一個眾生實相

就變成了一個只含有施善受惡無染種子的住位菩薩實相，

所以住位菩薩實相是「有福德無煩惱有施有受」。當住位

到迴向位菩薩「積福德」、「迴向功德」除掉所有施善受

惡的無染種子，進到地位菩薩階位時，他的有效實相內，

卻又出現大量因間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弱及極弱無染種

子」。當地位菩薩除掉「受弱及極弱無染種子」時，大

量的「無漏福德」卻又出現了，所以地位菩薩實相仍然是

「有福德無煩惱有施有受」。當地位菩薩除掉所有因間接

交互作用所產生的「弱及極弱無染種子」後，再將「無漏

福德」捨掉，他的有效實相就變成中道佛性了。中道佛性

是「無福德無煩惱、非施非受」的（請參考表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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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3　中道佛性與六諦的關係，我＝有效實相 

六諦與中道佛性 有效實相 說明

空諦 無有效實相 無我

俗諦 眾生實相＋煩惱 有我有福德有煩惱

受伏心諦 住位菩薩實相 

有我有福德無煩惱

有施有受

施伏心諦 行位迴向位菩薩實相

明心諦 1∼ 7地位菩薩實相 

出到心諦 8∼ 10地位菩薩實相

中道佛性 自由實相子（常我）
有我無福德無煩惱

非施非受

地位菩薩實相是「有福德無煩惱、有施有受」，這其

實已被《金剛經》所確認，因為《金剛經》第三十二章有

云：「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

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此經，乃至

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云何為人演

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一切有為法，如夢幻

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第三十二章講福德，

就表示地位菩薩在除「受極弱無染種子」的過程中，又產

生了福德。福德屬有為法，所以地位菩薩在除「受弱無染

種子」及「受極弱無染種子」的過程中，都會有福德出

現。如果要達到中道佛性的境界，必須還要讓「有為法」

福德永不出現。所以《金剛經》第三十二章在最後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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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來做收尾，這表示第十地位菩薩已將所有「有為法」極弱

無染種子全部除盡，卻因平等共振效應（請參考附件二）

又產生了大量的「無漏福德」，但第十地菩薩「不取於相，

如如不動」地不接受所得到的「無漏福德」，達到了「無福

德無煩惱、非施非受」中道佛性的境界，並進到了等覺菩薩

階位。

從表 1.4.3我們可以看出，我們定義自由實相子為中

道佛性，主要就是因為它可以代表「無福德無煩惱、非施

非受」的儒家中道思想的緣故。事實上，這些結果是可以

直接解「業方程式」而得到。在真實空間的業方程式可以

寫成：

V(x)φ(x) = E’φ(x)，

這裡 E’是代表業（包含福德及煩惱）。真實空間的業方

程式可以轉換成法界空間業聯立方程式：

，m=1 → N。

如果 m 代表 self-m，那麼 self-m 的業就是 E’=Em，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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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相就是：

這裡 φn (n=1, 2, 3......N) 指的是自由實相子，Cnφn (n≠m)

為煩惱種子，而正的跟負的煩惱種子 Cnφn分別代表施與

受的意思。

對 self-1 而言，如果所有的煩惱種子 Cnφn (n≠1) 都

被移除了，那麼他的有效實相就變成 φ1(x) = ± C1φ1 = ± 

C1
e±ikx
，這裡 C1=1如果 φ1(x)被歸一了的話。self-1煩惱

種子 Cnφn (n≠1)都被移除了，就沒有施與受了，因為代表

施與受的係數全都等於零，也就是 Cn=0 (n≠1)。這時法界

空間業聯立方程式就變成了 V11C1=E’C1，也就 E’=V11。

這表示對菩薩而言，即使煩惱種子完全除盡了，仍有可能

還有福德（無漏福德）存在。這就可以更清楚地解釋為什

麼地位菩薩要捨福德了，因為中道佛性是「無福德無煩

惱、非施非受」的緣故。

無施無受另外一種最直接的看法就是，因為 φ1(x) = 

± C1φ1 = ± C1
e±ikx
，所以 ± C1就是代表「非施非受」的意

思，而 ± ikx則是代表「非來非去」，也就是《金剛經》

第二十九章所講的「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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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因此我們下結論，中道佛性就是「無福德無煩惱、非

施非受、非來非去」的儒家中道思想。這個結果是用法界

緣起理論才被發現的。其實中道佛性就是「非施非受、非

來非去」已被《大智度論》所確認，因為《大智度論》釋

往生品有云：「畢竟空中，無有慳貪；慳貪根本斷故，具

足檀波羅蜜；具足檀波羅蜜故，莊嚴般若波羅蜜；乃至

般若波羅蜜畢竟空故，常不生癡心。所以者何？此中佛

自說：『一切法不來不去，無施無受故，乃至不智不愚

故。』」

(2) 中道佛性與無上菩提

《唯識量子力學》的自由實相子，在《金剛經》中被

命名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在五菩提中被命名為無上菩

提。如前所述，法界緣起理論發現中道諦含有兩諦，它們

分別為施諦與受諦。自由實相子不是施諦也不是受諦，它

是施諦與受諦的黃金中間分割界。所以從儒家的觀點來

看，自由實相子就是中道佛性。從上面的討論我們的結論

是，《唯識量子力學》的自由實相子，以儒家觀點命名的

中道佛性，跟佛家的無上菩提，和《金剛經》的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四者都是一樣的意思（請參考表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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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4　中道佛性與無上菩提之間的關係

無上菩提

出到心 出到心

明心 明心

受伏心 施伏心

初發心

空諦
受諦 施諦

初發心

俗諦

中道佛性

值得注意的是，煩惱種子可以視為「內塵」，而煩惱

可以視為「外塵」，所以中道佛性亦屬「非內非外」。這

也被《涅槃經》所確認，因為《涅槃經》有云：「佛性

者，非內、非外，雖非內、外，然非失壞，故名眾生悉有

佛性。」還有因為法界守恆的關係，自由實相子從整個法

界來看是守恆的。而《唯識量子力學》裡的「中道諦是不

常不斷的」跟《中論》裡的「中道不常不斷」是完全一樣

的意思。

伍、唯識量子力學純通教道種智

在「第一部前肆章」中，我們用法界緣起理論模型，

推導出「理想狀態」下的「唯識量子力學別教六念處」。

所謂「理想狀態」就是假設直接交互作用只會產生「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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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1　本書中的理想狀態（第一部前參章）與實際狀態
（第一部第肆章）的定義

名詞 定義 本書位置

理想狀態

直接交互作用產生強及較強煩惱種子

間接交互作用產生較強、弱，及極弱無染種子

不樂受與不伏施無染種子＝直接間接強及較強無染

種子

第一部

前肆章

實際狀態
直接交互作用產生強、較強、弱，及極弱煩惱種子

間接交互作用產生較強、弱，及極弱無染種子

第一部

第伍章

備註
加行位：含直接交互作用「弱及極弱無染種子」待

除的菩薩階位

較強煩惱種子」，而間接交互作用則只會產生「較強、弱

及極弱無染種子」。因此在本書「第一部前肆章」中，賢

位菩薩只要將其有效實相內所有強及較強的「不樂受無染

種子」及「不伏施無染種子」除去，他就可以進到有效實

相中只含有「間接交互作用弱及極弱無染種子」的初地菩

薩階位（請參表 1.5.1）。

在本書「第一部第伍章」中，我們為了讓「理想狀態」

更接近「實際狀態」，我們放寬了有關「直接交互作用」

的限制條件。也就是說，直接交互作用除了會產生「強及

較強煩惱種子」外，也會產生「弱及極弱煩惱種子」；因

此，直接交互作用的「施善受惡」除了會產生「強及較強

無染種子（粗有漏福德）」外，也會產生「弱及極弱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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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細有漏福德）」。那麼「賢位菩薩」將其所有「不

樂受及不伏施無染種子（強及較強）」除去後，他的有效

實相內就不是只剩下「間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弱及極

弱無染種子」，它還會含有「直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

「弱及極弱無染種子」，也就是還含有「細有漏福德」，

而讓「賢位菩薩」無法進到「明心菩提」初地菩薩的階

位。要解決這個「實際狀態」所產生的問題，在本書「第

一部第伍章」中，我們將「賢位菩薩階位」的「受伏心

諦」及「施伏心諦」外，又加了一個含有「細有漏福德」

的加行諦（第九及第十迴向位）；如此，「理想狀態」下

的「唯識量子力學別教六念處」就變成「實際狀態」下的

「唯識量子力學別教七念處」，上述的問題就可以完全得

到解決。事實上，加行諦（加行位）的存在早已被《金剛

經》所確認。

一、金剛經與加行位

在《金剛經》中，我們發現有「五個講階位福德」的

地方。「第一個講福德」出現在第六章（7/32 ≈ 11/50；

第十信位）；「第二個講福德」出現在第十三章

（13/32 ≈ 20/50；第十住位）；「第三個講福德」出現在

第十九章（19/32 ≈ 30/50；第十行位）；「第四個講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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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出現在第二十四章（24/32 ≈ 38/50；第八迴向位）；

而「第五個講福德」則出現在第三十二章（第十地位）。

很明顯地，這五個「講福德」講的都是「階位福德」。現

在一個有趣的問題來了，「第四個講福德」為什麼會出

現在《金剛經》的第二十四章（第八迴向位）而不是第

二十五章（第十迴向位）呢？也就是為什麼「第四個講福

德」會出現在「第八迴向位」而不是「第十迴向位」呢？

乍看起來，這好像跟其它「四個講福德」都出現在「第十

階位」，出現了不一致的矛盾！但當我們用「法界緣起理

論」來檢驗時，卻發現這個「不一致」是暗藏了一個非常

重要的訊息，就是第九迴向位和第十迴向位代表的是「加

行位」的意思（見表 1.5.2）！「加行位」有甚麼特殊的意

義呢？我們在下一節就來討論這個有趣的問題。

表 1.5.2　《金剛經》講福德出現在第八迴向位（24章）
而非第九及第十迴向位（25章）

階位 十信位 十住位 十行位 迴向位 十地位

目標 

講福德 講福德 講福德 加行位 講福德

施善

除惡業

講福德

（第四章）

施善

除受種子

講福德

（第八章、

第十一章）

度眾生

積功德

除施種子

加行位
出到菩提 

講福德

迴向

積功德

除施種子

明心菩提

（不受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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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唯識別教七念處與加行位

在表 1.5.3中，我們將「唯識別教七念處」給列了出

來。「唯識別教七念處」跟「唯識量子力學別教六念處」

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實際狀態」下的「唯識別教七念

處」比「理想狀態」下的「唯識量子力學別教六念處」多

了一個「觀心非明心」的「加行位」。加行位在「唯識別

表 1.5.3　「唯識別教七念處」比理想狀態下的
「唯識別教六念處」多了一個「加行位」

唯識別教階位 七諦 七障 七念處 備註

凡位 信位
空諦 不淨三毒 觀身不淨 無交互作用

俗諦 無我煩惱 觀法無我 直接交互作用

賢位

住位 受伏心諦
不樂受

無染種子

觀受

是苦 直接及間接

強及較強種子

（含粗有漏福德）行位∼

8迴向位
施伏心諦

不伏施

無染種子

觀心

不伏

第 9、10
迴向位

（加行位）

加行諦

非明心

直接弱及

極弱種子

觀心

非明心

直接弱及極弱種子

（細有漏福德）

聖位

1∼ 7
地位

明心諦

非不退轉

間接弱

無染種子

觀心

非不退轉

間接弱無染種子

（捨無漏福德）

8∼ 10
地位

出到心諦

非無上

間接極弱

無染種子

觀心

非無上

間接極弱無染種子

（不受無漏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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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中，是一個非常「特別」的菩薩階位，因為「加行位」

菩薩屬於賢位菩薩，但他的有效實相卻不像其它賢位菩薩

實相一樣含有「強及較強無染種子」；「加行位」菩薩不

屬於聖位菩薩，但他的有效實相卻又跟地位菩薩一樣僅含

有「弱及極弱無染種子」。「加行位」的「特別」，在於

「加行位」菩薩的有效實相內雖僅含有「弱及極弱無染種

子」，但其中卻含有「直接交互作用弱及極弱無染種子」

的緣故。加行位菩薩實相內含有「直接交互作用弱及極弱

無染種子」，就表示其有效實相仍為外塵「細有漏福德」

所覆，因而讓他無法進到「明心諦」初地菩薩的階位。

有一點需要特別注意的就是，明心諦菩薩實相內雖僅

含有「間接交互作用弱及極弱無染種子」，但有趣的是，

「明心諦」菩薩不但要除掉其有效實相內的「間接交互作

用弱無染種子」，還必須不受「無漏福德」，方可進到第

八地「不動地」菩薩的階位。這是因為「明心諦」菩薩

在除「間接交互作用弱無染種子」的過程中，會出現大量

的細微外塵「無漏福德」，因而讓他無法進到第八地「不

動地」菩薩的階位；所以，「明心諦」菩薩還必須要不受

「無漏福德」，方可進到第八地「不動地」菩薩的階位。

這讓我們了解，為什麼《金剛經》第二十八章（第四地

位）會講「菩薩不受福德」，而《八識規矩頌》會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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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地前才舍藏」的原因了。《八識規矩頌》中的「不動地

前才舍藏」，其意義是「不動地」菩薩連「細我執種子

（無漏福德）」都捨掉了，也就是連儲藏在「色身第八

識」中，代表「細我執種子」的「無漏善業種子」都捨掉

了，那麼「不動地菩薩」便將「我執」徹底地給斷除了。

請注意，徹底斷除「我執」，是進到第八地「不動地」菩

薩階位的必要條件。

施善受惡直接交互作用會產生「強、較強、弱及極弱

無染種子」，而間接交互作用則會產生「較強、弱及極弱

無染種子」。在「唯識量子力學別教六念處」中，「賢位

菩薩階位」僅被分成受伏心及施伏心兩諦，這是因為它沒

有將「直接交互作用」會產生「弱及極弱無染種子（細有

漏福德）」的因素也考慮進來的緣故。如果「直接交互作

用」不會產生「弱及極弱無染種子（細有漏福德）」，那

麼「賢位菩薩」只要將強及較強無染種子除去，所有「因

直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無染種子（有漏福德）」，也就同

時被除去了！但如果直接交互作用不只會產生「強及較強

無染種子（強有漏福德）」，還會產生「弱及極弱無染種

子（細有漏福德）」，那麼當「賢位菩薩」將「強及較強

無染種子」除去了以後，還要進一步將「直接交互作用弱

及極弱無染種子（細有漏福德）」也除去，方能進到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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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間接交互作用弱及極弱無染種子」的初地菩薩階位。

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在「賢位菩薩階位」中的「受伏心

諦」及「施伏心諦」外，又加上了一個含「直接交互作用

弱及極弱無染種子（細有漏福德）」的加行諦；如此，

「唯識量子力學別教六念處」就變成「唯識別教七念處」

了（請參考表 1.5.3）。

初地菩薩階位僅含有「間接交互作用弱及極弱無染種

子」，這讓「加行位」的存在變得非常的重要。「賢位

菩薩」很可能會誤以為「直接交互作用」不會產生「弱

及極弱無染種子（細有漏福德）」，因而在第八迴向位

時，發現雖已除去了所有的「強及較強無染種子」，但仍

然不能進到初地菩薩階位，而感到非常的困惑。很明顯

地，這就是為什麼《金剛經》的「第四個講福德」會出現

在第二十四章而不是第二十五章的原因。更精確地講，

《金剛經》的「第四個講福德」出現在第二十四章而不

是第二十五章，是在提醒我們，第八迴向位才是「強及

較強無染種子（伏心諦）」和「弱及極弱無染種子（加行

諦）」的分界階位；也就是說，八迴向位與初地菩薩階位

中間，還有個含有「直接交互作用弱及極弱無染種子（細

有漏福德）」的「加行位」（請參考表 1.5.3）。請注意，

24/32 ≈ 38/50代表的是第八迴向位，而 25/32 ≈ 39/50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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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則是第九及第十迴向位。

三、金剛經七障與加行位

茲將唯識別教七障與《金剛經》七障列於表 1.5.4。

很明顯地，《金剛經》第二十五章即代表的是「加行

位」。在《金剛經》七障中，我們定義加行諦菩薩實相內

所含有的「直接交互作用弱及極弱無染種子」為「細名微

表 1.5.4　唯識別教七障與《金剛經》七障

別教七諦 階位 金剛經 唯識別教七障 金剛經七障

空諦
信位 1∼ 6章

貪嗔癡 非身相（貪嗔癡）

俗諦 煩惱 無我法（煩惱）

受伏心諦 住位 7∼ 13章
受強及較強

無染種子
受名微塵

施伏心諦
行位∼

8迴向位
14∼ 24章

施強及較強

無染種子
施名微塵

加行諦

9∼ 10
迴向位

（加行位）

25章
直接交互作用

弱及極弱

無染種子

細名微塵

（細有漏福德）

明心諦
1∼ 7
地位

26∼ 30章
間接交互作用

弱無染種子

弱名微塵眾

（捨無漏福德）

出到心諦
8∼ 10
地位

31∼ 32章
間接交互作用

極弱無染種子

極弱名微塵眾

（不受無漏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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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值得再強調的是，「直接交互作用弱及極弱種子」

與「細有漏福德」是同時並存的，也就是「直接交互作用

弱及極弱種子」被除去時，「細有漏福德」也就同時被除

去了。

《金剛經》第二十五章有云：「須菩提！於意云何？

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眾生。』須菩提！莫作是

念！何以故？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若有眾生如來度者，

如來即有我、人、眾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

則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須菩提！凡夫者，

如來說則非凡夫，是名凡夫。」請讀者注意，《金剛經》

第二十五章代表的是「加行位」菩薩；所以，《金剛經》

第二十五章中講「凡夫之人，以為有我」代表的是賢位菩

薩還是凡夫時行的是「住相布施」，而「名凡夫」代表的

則是賢位菩薩還是凡夫時的有效實相。在《金剛經》第

二十五章說：「『我當度眾生。』須菩提！莫作是念！」

即暗示我們，賢位菩薩還是凡夫時，因「住相布施」的

直接交互作用而得到了「弱及極弱無染種子（細有漏福

德）」；因此，當賢位菩薩將強及較強無染種子除去後，

雖然「粗有漏福德」也同時被除去，但「細有漏福德」仍

未被除盡。所以，當他們進到「加行位」時，他們必須修

行「四尋思觀」來檢查他們的有效實相內，是否仍含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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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弱及極弱無染種子（細有漏福

德）」。

讀者讀到這裡，應該會有個疑惑，為什麼本書中將

《金剛經》分成 50個階位，而不是 52個階位？這其實我

們也感覺蠻驚訝的！但在寫完這本書後，終於讓我們找到

了答案，因為《金剛經》精確地講，它是出現在《大般若

波羅蜜多經》的第 577 卷，《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共有

600卷，所以第 577卷就相當於第十地位菩薩的階位，因

為 577/600 ≈ 50/52代表的就是第十地位菩薩的階位，不

可思議吧！

四、唯識量子力學純通教道種智

茲將《唯識量子力學》「純通教七念處」及「圓教六

念處」列於表 1.5.5。「唯識純通教七念處」跟「唯識圓

教六念處」最大的差別在於，「唯識純通教七念處」比

「唯識圓教六念處」多了一個第五念處「觀加行諦，除非

明心直接弱及極弱無染種子（細有漏福德）」，而這個第

五念處是「唯識圓教」的修行者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因為

在實務上在未將「間接交互作用較強無染種子」除盡前就

要將「直接交互作用弱及極弱無染種子」除盡，應該是件

不可能的事情。「天台圓融三諦」屬「圓教」，但它僅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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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位的修行」交代得很清楚，卻將「菩薩階位的修行」

簡單帶過，這顯然不是巧合，應該跟「唯識圓教在菩薩階

位的修行在實務上有不圓滿的地方」有關。所以，「天台

圓融三諦」不屬「純通教」，它既屬「圓教」又屬「凡位

的通教」。「菩薩修行」是跟「道種智」有極緊密的關

係，而「道種智」也是「天台宗圓融三諦」未能交代清楚

的地方。我們將在第三部中用《量子太極哲學》心物合一

論將「純通教道種智」融入「天台宗圓融三諦」中；如此，

「天台宗圓融三諦」理論即可變成一套非常完整的「純通

教圓融三諦」理論。

表 1.5.5　《唯識量子力學》純通教七障與圓教六障

階位 七諦 純通教七障 圓教六障 備註

信位
空諦 貪嗔癡 貪嗔癡 解行證

一切智俗諦 煩惱與有漏福德 煩惱與有漏福德

住位 受伏心
間接較強受無染

種子

間接較強受無染

種子

解行證

道種智

行位∼ 8迴向 施伏心
間接較強施無染

種子

間接較強施無染

種子

9∼ 10迴向 加行諦
直接弱及極弱無

染種子
無

1∼ 7地位 明心 弱無染種子 弱無染種子

8∼ 10地位 出到心 極弱無染種子 極弱無染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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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通教解行證道種智」跟「別教解行證道種智」基

本上是沒有太大的差別，因為「別教」在「菩薩修行」方

面是屬「通教」。「純通教解行證道種智」跟「別教解行

證道種智」所要除的「五種無染種子」基本上僅有微小差

異，而其差異在於「純通教」的「住位到八迴向位」菩薩

實相內應該已無「別教」中的「直接強及較強無染種子」

（粗有漏福德），並且只剩下「間接較強無染種子」待除

（請參考表 1.5.5）。在第三部《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

諦中，我們主要要討論的是「純通教圓融三諦」；所以，

在表 1.5.5中，我們列出了跟「純通教道種智」有關的「五

種無染施受種子」。

五、唯識純通教與大乘凡位通教

對《唯識量子力學》純通教（簡稱唯識純通教）而言，

「大乘凡位通教」是近似解，也就是假設有效實相是守恆

的。對純通教而言，有效實相是不常不斷的，這跟龍樹菩

薩在《中論》所說八不中道的「不常不斷」是一樣的意

思。雖然「大乘凡位通教」用的是近似解，但是「大乘凡

位通教」用理論算出來的「有漏業」（含福德與煩惱），

跟純通教用理論算出來的「有漏業」幾乎是完全一樣的，

這顯示「大乘凡位通教」對人類而言，是一個非常好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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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法門，因為它非常的簡單，但又提供了非常精準的福德

與煩惱。當然《唯識量子力學》的「大乘凡位通教」因中

道諦被假設為常，煩惱種子也因此被完全忽略了。所以在

表 1.5.6中，「大乘凡位通教」三障中的第三障只好將「純

通教」的四十煩惱種子改稱為四十無明了。至於無始無

明，「大乘凡位通教」跟「純通教」則是相同的。「大乘

凡位通教」介紹了一個非常簡單的「中道佛性」的概念給

小乘（Hinayana），因此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引導小乘入大

乘的大乘始教。

值得注意的是，《唯識量子力學》「大乘凡位通教」

表 1.5.6　唯識純通教的七諦七障、大乘凡位通教的三諦三障，
及等覺菩薩的無始無明

大乘凡位通教

三諦

大乘凡位通教

三障

純通教七諦與

等覺菩薩

無始無明

及七障

中諦

（常）

無始無明

及 40無明

等覺菩薩 無始無明

出到心諦 間接極弱無染種子

明心諦 間接弱無染種子

加行諦 直接弱及極弱無染種子

施伏心諦 間接較強施無染種子

受伏心諦 間接較強受無染種子

俗諦 煩惱及有漏福德 俗諦 煩惱及有漏福德

空諦 貪嗔癡 空諦 貪嗔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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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諦包含了中諦、俗諦、及空諦。中諦含 42個階位，在

「純通教」中這 42個階位包含「不常不斷的中道諦」有

40 個階位，及 2 個「常不斷」的等覺菩薩及佛的階位。

這就是為什麼表 1.5.6會出現一個等覺菩薩及等覺菩薩的

煩惱「無始無明」的原因。

從《唯識量子力學》「道種智業方程式」，我們可以

確認「大乘凡位通教」中的「40無明」共可細分為五種「無

染施受種子」。其中「住位菩薩」（受伏心諦）要除的是

「間接較強受無染種子」；「行位到八迴向位菩薩」（施

伏心諦）要除的是「間接較強施無染種子」；「加行位菩

薩」要除的是「直接弱及極弱無染種子」；「明心菩提菩

薩」要除的是「間接弱無染種子」；而「出到心菩提菩薩」

要除的則是「間接極弱無染種子」。

在本書第一部中，我們發現《金剛經》只有講到 52

個修行階位中的前 50個階位，也就是只有談到第十地菩

薩階位，而未提及「等覺菩薩」階位與「佛」的階位。

在本書第一部中也同時發現，《唯識量子力學》的理論基

礎是「法界緣起」，所以《唯識量子力學》可以解釋的最

高修行階位是「第十地位菩薩」階位；因此，《唯識量子

力學》能夠成功地解釋《金剛經》，但無法解釋「等覺菩

薩」階位的修行。基於這個原因，在第二部中，我們便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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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一套含有「十個維度」的「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來

解釋「等覺菩薩」所要破除的「無始無明」。從《量子哲

學》心物合一論的角度來看，法界緣起的「法界」，指的

是屬「第八維度」的「法界」，而等覺菩薩則是屬於「第

九維度」；所以，《唯識量子力學》法界緣起理論是無法

解釋屬「第九維度」等覺菩薩階位的修行。



第二部

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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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之前，我們要特別強

調的是，在第一部中我們稱屬「唯心論」的「法界緣起理

論」為《唯識量子力學》，但在第二部中我們卻稱屬「心

物合一論」的「真空緣起理論」為《量子哲學》；那是因

為在第一部中，我們將屬「第七維度」的「道種智業方程

式」給清楚地寫了出來，因此我們稱屬「唯心論」的「法

界緣起理論」為《唯識量子力學》。但在第二部中，我們

只能預測「多重宇宙」的存在，卻無法將屬「第九維度」

的「不同宇宙所遵守的自然定律與形成的條件」給清楚地

寫出來，因此我們只能稱屬「心物合一論」的「真空緣起

理論」為《量子哲學》。

壹、簡介

在本書第一部中，我們提到《金剛經》只有講到 52

個修行階位中的前 50個階位，也就是只有談到第十地菩

薩階位，而未提及「等覺菩薩」階位與「佛」的階位。

在本書第一部中也同時提到，《唯識量子力學》的理論基

礎是「法界緣起」，所以《唯識量子力學》可以解釋的最

高修行階位是「第十地位菩薩」階位；因此，《唯識量子

力學》能夠成功地解釋《金剛經》，但卻無法解釋「等覺

菩薩」階位的修行。如果從《量子哲學》的角度來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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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緣起的「法界」，指的是屬「第八維度」的「法界」，

而等覺菩薩則是屬於「第九維度」；因此，《唯識量子力

學》法界緣起理論是無法解釋屬「第九維度」等覺菩薩階

位的修行。

更精確地講，《佛學》中有「三智」，也就是「一切

智、道種智，及一切種智」。「三智」在本書第一部中

僅簡單地提到了「道種智」，主要就是因為《唯識量子

力學》法界緣起理論少了「第九維度」及「第十維度」，

因此也就少了屬「第九維度」等覺菩薩需瞭知的「一切種

智」（瞭知所有宇宙的自然定律和每個有為法宇宙形成的

條件）。《唯識量子力學》也無法定義在「瞭知法界的自

然定律例如業方程式，並將無染種子除盡」後，即可證得

屬「第七維度」的「道種智」；當然，也無法定義在「瞭

知我們宇宙所有的自然定律，並將貪嗔癡、惡業種子，及

有漏善業種子除盡」後，即可證得屬「第六維度」的「一

切智」。因此，在第二部第貳章「量子哲學與佛學」中，

我們便提出了屬「心物合一論」的《量子哲學》，來嘗試

解釋屬「第九維度」等覺菩薩階位修行的「一切種智」，

同時也嘗試解釋屬「第七維度的道種智」及屬「第六維度

的一切智」。

「法界緣起理論」是一套無法達到自洽的理論（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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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stent theorem），為了發展出一套能夠達到自洽的理

論，而且還要能夠涵蓋「法界緣起理論」，我們便發展出

一套屬「心物合一」的理論，而這個理論跟「超弦理論」

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超弦理論」要能夠達到自洽的條

件，總共需要有十個或十一個維度；在本書中，「心物合

一論」採用的是「十個維度」。「超弦理論」屬「唯物

論」，但是我們將其理論做了些調整，「超弦理論」就可

變成不但涵蓋了「唯物論」甚至還涵蓋了「唯心論」的一

套理論；因此，我們將其稱為《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

在第二部第參章中，我們將引用《道德經》推導出

《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的「緣起者」，以及《唯識量子

力學》唯心論的「緣起者」。我們將證明「唯心論」的緣

起者是「一真法界」（自由實相子 + 法界心識能量），

而「心物合一論」的緣起者則是「真空」（虛空 +能量 +

自由實相子）。很明顯地，「唯心論」沒有解釋萬物的緣

起者是「非心識能量 + 第六維度的心識能量」，而「心

物合一」理論卻清楚地解釋了萬物的緣起者是「非心識能

量 +第六維度的心識能量」，這就是為甚麼屬「唯心論」

的《唯識量子力學》在理論上無法達到自洽要求的緣故。

在第二部中，我們還特別強調「法界心識能量及實相子」

（法界）不但不是由「大爆炸」所產生的，而且它們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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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暗能量」（未知的能量）的一部分。也就是說，

「暗能量」不但包含了「法界」還包含了屬「第六維度」

的「心識能量及非心識能量」。至於「非心識能量」，

它不但包含了所有「非暗能量」還包含了「部分的暗能

量」；精確地講，即「非心識能量」=「非心識的暗能量

+暗物質能量 +物質能量」。這部分我們將在第二部第參

章第三節中詳細地討論。

在第二部第肆章中，我們將介紹《量子哲學》圓融三

諦三觀三智。《始終心要》有云：「中諦者統一切法，真

諦者泯一切法，俗諦者立一切法。」《始終心要》又云：

「空觀者，破見思惑，證一切智，成般若德。假觀者，破

塵沙惑，證道種智，成解脫德。中觀者，破無明惑，證

一切種智，成法身德。」值得注意的是，傳統上常將《始

終心要》中的「一切法」解釋為「一切非法界有為法」

（有漏善業種子與惡業種子），而中諦指的則是「有效實

相」。所以，傳統上「中諦統一切法」就是「有效實相緣

起」的意思，而「有效實相緣起」代表的就是「有效實相」

必須守恆的意思。所以中諦統一切法（一切非法界有為

法），條件就是「有效實相」必須守恆；因此，傳統上對

《始終心要》的解讀只涵蓋了「大乘圓融三諦」的部分。

在第肆章中，我們將介紹《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的「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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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教圓融三諦」，它涵蓋了「大乘圓融三諦」及「法界圓

融三諦」。在「心物合一論」的「純通教圓融三諦」中，

中諦指的是「真空」（自由實相子 + 能量 + 虛空），所

以「中諦統一切法」就是「真空緣起」的意思，而「真空

緣起」代表的就是「真空」守恆的意思。而「真空」守恆

即代表「自由實相子 +能量 +虛空」必須守恆的意思。

至於「純通教」裡的「三智」，我們將證明「等覺菩

薩」破了「無始無明」後，即可證得「一切種智」，並可

出屬「第九維度」的等覺菩薩階位，轉而進入屬「第十維

度」佛的階位。「證道種智」就是當「初住到第十地位」

菩薩在瞭知「道種智」（法界的自然定律例如業方程式）

後，並將與「道種智」相關的「無染種子」除盡後，便可

證得「道種智」，並可出屬「第七及第八維度」的「初住

到第十地位」菩薩階位，轉而進入屬「第九維度」的等覺

菩薩階位。至於「證一切智」，則是第十信位在瞭知「一

切智」（我們宇宙所有的自然定律）後，並將與「一切

智」相關的「貪嗔癡、惡業種子，及有漏善業種子」（在

加行位尚須確認細有漏善業種子是否已被除盡）除盡後，

便可證得「一切智」，並可出屬「前六維度」的凡位，轉

而進入屬「第七及第八維度」的初住菩薩階位。

請讀者注意，本書對「證三智」的解釋跟《始終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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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證三智」的解釋是有些不同的。舉例而言：《金剛經》

第九章須菩提言：「不（弗）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

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

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金剛經》在第九章談到

「阿羅漢」，表示「阿羅漢」的階位相當於「別教第四

住位菩薩」的階位，因為 9/32 ≈ 14/50。可見「阿羅漢」

除了斷了「見思惑」外，還必須除去「惡業種子」。「阿

羅漢」除「惡業種子」的方式應該是以「受業報」的方式

為主，在受業報除「惡業種子」的過程中，「有漏善業種

子」應該也就跟著被除去了。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證到

「阿羅漢」果之前，尚須先證「須陀洹」、「斯陀含」，

以及「阿那含」三果後，方能證得「阿羅漢」果。可見，

「阿羅漢」雖然證得了「純通教」的「一切智」但卻僅能

瞭知「道種智」；但從《始終心要》的角度來看，「阿羅

漢」則已證得了「道種智」。很明顯地，在「量子哲學純

通教」與「始終心要」中，「三智」所代表的意義雖然是

相同的，但對「證三智」的解釋卻是有些不同的。從《量

子哲學》心物合一論的角度來看，《始終心要》中的「證

三智」應該可以解讀為「悟三智」的意思，這部分我們會

在第肆章第三節中做詳細地討論。請讀者注意，「三智」

所代表的意義在《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中已清楚地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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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了，因為在《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三慧品第七十中佛告

須菩提：「薩婆若（一切智）是一切聲聞、辟支佛智；道

種智是菩薩摩訶薩智；一切種智是諸佛智。」

在第二部第伍章中，我們將做結論。結論共分三部

分，第一個結論即是《量子哲學》除了含有《唯識量子力

學》的「七念處」外還加了一個「第八念處」，也就是「觀

補處諦，除非最上無始無明」。因為《量子哲學》加入了

一個「第八念處」，讓《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可完美地

解釋《佛學》。第二個結論是《佛學》、「道家」的《道

德經》，和《量子哲學》均可被歸類於「心物合一論」。

至於第三個結論則是，古代道家及佛家早就提出「心

物合一」的理論，而科學才剛從早期的「唯物論」逐漸發

展到「現代科學」的《量子力學》及《超弦理論》等，然

後才開始碰觸到「心物合一」的理論。可見古代大哲學家

們所提出的「道家」及「佛家」思想其實是可被歸類於「精

神文明科學」。現代科學是偏向於「物質文明科學」，

而且是遠遠落後於古代大哲學家們所提出的「精神文明科

學」。古代大哲學家「道家」的老子與「佛家」的釋迦摩

尼佛雖然早已精通「心物合一」理論，可是他們所提出的

卻是偏向「精神文明科學」的心物合一論，而非偏向「物

質文明科學」的心物合一論；也就是強調的是「精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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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的「慈悲心」而非「物質文明科學」的「功利心」。

這就是為什麼古代大哲學家「道家」的老子、「佛家」的

釋迦摩尼佛，與「儒家」的孔子會被稱為聖人的緣故。

古代大哲學家深知人類文明如果要進化到更高階的文

明，「精神文明科學」就必須走在「物質文明科學」的前

面。如果「物質文明科學」發展太快而遠遠超過「精神文

明科學」時，人類文明就會面臨毀滅的悲劇，這正是現代

人類文明的寫照！現代人類「物質文明科學」極速發展，

使「物質文明科學」遠遠超過「精神文明科學」，「物質

文明科學」造成「功利心」橫行，甚至將能毀滅人類的核

能武器都發展出來了，而「精神文明科學」所強調的「慈

悲心」卻幾乎被完全忽略了！現代人類過於強調「物質文

明科學」，讓人類正在走向毀滅的道路上，唯有發展古代

聖人們所提倡的「精神文明科學」，方能拯救人類免於走

向萬劫不復的境地。這就是寫本書最重要的目的。

傳統上認為「別教初地菩薩」相當於「圓教初住菩

薩」。事實上，我們發現在「別圓」二教中的「地位菩薩

階位」是平等無差別的，也就是說「別教初地菩薩」即相

當於「圓教初地菩薩」的階位。當然，如果從《唯識量子

力學》中的「我執」來看，確實「別教初地菩薩」相當於

「圓教初住菩薩」；但階位的比較，除了「我執」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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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考慮到「法執」，當「我執」與「法執」兩者同時被

考慮進來時，我們發現「別圓」二教中的「地位菩薩階

位」是平等無差別的，也就是說「別教初地菩薩」即相當

於「圓教初地菩薩」的意思。

在本書第二部中，我們在討論《量子哲學》心物合一

論與《佛學》間的關係時，將會以「純通教」為主。「純

通教」簡單地講就是在「凡位」時採用「圓教」的修行方

式，在「菩薩階位」時則採用「別教」的修行方式。也就

是說，「純通教」會在「圓教賢位菩薩階位」內加一個

「加行位」，目的是在確認「直接弱及極弱無染種子」

（細有漏善業種子或細善我執）是否真的已被除盡。精確

地講則是，「通別圓」三教的「賢位菩薩」共同的目標是

在除「間接交互作用較強無染種子」（粗法執），而「純

通教」在賢位菩薩階位內會加一個「加行位」（第九及第

十迴向位），是因為擔心在未除盡「間接交互作用較強無

染種子」（粗法執）前，就要將「直接弱及極弱無染種

子」（細有漏善業種子、粗法執，或細善我執）除盡應

該是件不可能的事情。這裡我們定義「直接弱及極弱無

染種子」亦是屬於「粗法執」。（請參考表 2.1.1）從表

2.1.1中，我們也很容易地可以看出，「圓別通三教地位

菩薩」階位其實是平等無有差別的，因為「圓別通三教地

位菩薩」要除的都是「間接交互作用弱及極弱無染施受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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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至於「圓別通三教賢位菩薩」間的關係就顯得較為

複雜，我們會在第三部第一章中詳細地討論。

在本書第二部第貳章中，我們將介紹含「十個維度」

的《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並建構起一個「心物合一

論」的《藏識學》。有關屬「唯心論」的《藏識學》請參

考可自由下載的《法界緣起：量子力學與金剛經》
1
一書。

1 蔣志純著，《法界緣起：量子力學與金剛經》（二版），台北：

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 11月。自由下載網頁為：http://
phys.nsysu.edu.tw/p/405-1181-193182,c9041.php?Lang=zh-tw。

表 2.1.1　《藏識學》「我執與法執」與通別圓三教的關係

階位 地位 賢位 凡位

量力四障 無上所知障 明心所知障 非法界所知障 根本煩惱障

藏識純

通教四障

間接弱及極弱

無染種子

直接弱及極弱？

間接較強種子

有漏善業種子

及惡業種子
貪嗔癡

我執 細我執種子 細善我執除盡？ 我執＋粗我執種子

法執 細法執 粗法執

藏識

圓教四障

間接弱及極弱

無染種子
間接較強種子

有漏善業種子

及惡業種子
貪嗔癡

我執 細我執種子（無漏福德） 我執＋粗我執種子

法執 細法執 粗法執

藏識

別教四障

間接弱及極弱

無染種子

直接無染種子

間接較強種子
惡業種子 貪嗔癡

我執 細我執種子 善我執 惡我執＋粗我執種子

法執 細法執 粗法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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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量子哲學與佛學

在本書第一部中，我們談的是「法界緣起理論」，也

就是假設「法界緣起理論」中的「法界」是守恆的。當然

「法界緣起理論」中的「法界守恆」，指的是法界中「有

效實相」的總數是守恆的。但是「法界緣起理論」無法交

代「法界」中的「施受種子」是如何產生的；也無法解

釋甚麼是「無始無明」，也因此無法解釋「佛報身」為什

麼不會因為一個宇宙的毀滅而毀滅（無分段生死及變異生

死）；當然，也無法解釋「眾生的報身」為什麼當一個宇

宙毀滅時，只會造成他的「分段生死」而不會造成他的報

身永遠毀滅。所以從上面四點來看，屬「唯心論」的「法

界緣起理論」雖然含蓋了「八個維度」，但卻仍然不能達

到圓滿理論須自洽的（self-consistent）要求；因此，在本

書第二部中我們便提出含有「十個維度」的《量子哲學》

心物合一論。我們在第一部中已介紹了「法界緣起理論」

的《唯識量子力學》，而屬「唯心論」的《藏識學》與《唯

識量子力學》兩者之間基本上是可互相轉換的。在第二部

中，我們將介紹含「十個維度」的《量子哲學》心物合一

論，並建構起一個「心物合一論」的《藏識學》。《量子

哲學》基本上是與「心物合一論」的《藏識學》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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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唯識量子力學》則是與「唯心論」的《藏識學》相通

的。為證明屬「唯心論」的《藏識學》與《唯識量子力學》

兩者基本上是相通的，在第一節中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屬

唯心論的《藏識學》與《唯識量子力學》間的關係。

一、唯識量子力學與唯心論的藏識學

表 2.2.1列出了唯心論的《藏識學》與《唯識量子力

學》能量種類分布情況。在《藏識學》中，屬「第一到第

六維度」的「貪嗔癡、有漏善業種子，及惡業種子」完全

屬於「非心識能量」，而第七到第八維度則完全屬於「心

識能量」。至於《唯識量子力學》，第七到第八維度也

是完全屬於「心識能量」，「第一到第六維度」的「貪嗔

癡」也是屬於「非心識能量」，但第六維度的「有漏福德

及煩惱」卻是屬於「心識能量」；因此，我們便很容易瞭

表 2.2.1　唯心論的《藏識學》與《唯識量子力學》能量種類分布比較

維度
唯心論的藏識學 唯識量子力學

能量 二障 能量 三障

第一→六維度 非心識能量

貪嗔癡

有漏善業及

惡業種子

非心識能量 貪嗔癡

心識能量
有漏福德及煩惱

第七→八維度  心識能量 施受種子 施受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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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為什麼《唯識量子力學》講的是「三障」而不是「二障」

的原因了。這裡我們將「色身藏識」（色身第八識）中的

「有漏善業種子及惡業種子」歸類於「非心識能量」而不

是「心識能量」，是因為色身屬於「非心識能量」的緣故。

在《藏識學》中，屬「第一到六維度」的「貪嗔癡、

有漏善業種子，及惡業種子」完全屬於「非心識能量」，

而「第七到第八維度」則完全屬於「心識能量」；也就是

說，在《藏識學》中，「前六維度」僅跟「非心識能量」

有關，而「第七到第八維度」也僅跟「心識能量」有關。

在《藏識學》中「第六維度的有漏善業種子及惡業種子」

屬於「非心識能量」，而《唯識量子力學》中「第六維

度的有漏福德及煩惱」卻是屬於「心識能量」，這是《唯

識量子力學》與《藏識學》主要不同之處。「有漏善業種

子及惡業種子」基本上即等同於「有漏福德及煩惱」，因

為「有漏善業種子及惡業種子」在上傳至「法界」後就變

成訊息波「有漏福德及煩惱」。也就是說，《藏識學》與

《唯識量子力學》兩者基本上是相通的。《量子哲學》與

心物合一論的《藏識學》其實也是相通的，這部分我們將

在第四節中介紹。在第二節中我們將先介紹《量子哲學》

心物合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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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

「法界緣起理論」屬於「唯心論」，為了發展出一套

能夠自洽的理論（self-consistent theorem），並且還要能

夠涵蓋「法界緣起理論」，我們便發展出一套「心物合

一」的理論，而這個理論則是源自於「超弦理論」。「超

弦理論」要能夠達到自洽的要求，總共需要有十個或十一

個維度，而我們採用的是「十個維度」。「超弦理論」原

本屬於「唯物論」，但我們將其理論中「十維度的定義」

做了些調整，「超弦理論」就可以變成不但包含了「唯物

論」，而且還包含了「唯心論」的一套理論，我們將其稱

為《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

《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共含有「十個維度」，從第

一個維度到第四個維度就是我們人類所熟知的「四度時

空」，也就是我們人類可觀察到的世界。第五個維度則是

與我們的「四度時空」有相同的起點（即大爆炸），但不

是我們可觀察到的世界，也就是「暗物質世界」。第六個

維度則是「物質世界」所儲存的「量子資訊世界」，例如

我們的「色身第八識」儲存了我們過去所有累積的業，而

屬「第六維度」無色界的天人就可以看到過去的業，也可

以預見未來所有的可能性。從第一到第六個維度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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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宇宙」。非常奇妙的是，含「六維度」的「我們

的宇宙」剛好含有「六道」（三善道與三惡道），屬「第

四維度」的人類剛好屬於「六道」中的「第四道」，而屬

「第六維度」的「無色界的天人」則又剛好屬於「六道」

中的「第六道」。

「我們的宇宙」是有生有滅的，在本書中我們定義

所有「有生有滅的宇宙」為「有為法宇宙」。至於「法

界」，它其實也是宇宙的一種，但它是「無生無滅」的，

因此我們定義它為「無為法宇宙」。最妙的是，「有為法

宇宙」與「法界」是同時並存的，因此我們稱所有「有為

法宇宙」與「法界」互為「平行宇宙」。（請參考表2.2.2）

在《量子哲學》中「第七到第九維度」的「無為法宇

宙」是源自於《超弦理論》。在《超弦理論》中，「第七

到第九維度」不是從大爆炸中誕生的，擁有新的自然物理

表 2.2.2 　定義「維度」與「宇宙」間的關係

量子哲學維度 量子哲學定義

第一→六維度 我們的有為法宇宙簡稱「我們的宇宙」

第七→九維度 法界（無為法宇宙）

第十維度 我們的有為法宇宙以外所有的有為法宇宙

第一→十維度 「十維度宇宙」＝「多重宇宙」

備註 「法界」與所有「有為法宇宙」形成平行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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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律，記憶每個「有為法宇宙」的過去，並且能預知未來

所有的可能性。但在《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中，第七

到第九維度不但不是從大爆炸中誕生的，擁有新的自然物

理定律例如「業方程式」（請參考第一部第貳章），而且

「業方程式」還將「法界中的有效實相」與「色身第八識」

（惡業種子及有漏善業種子）給聯結起來了。因此，《量

子哲學》心物合一論便將「唯物論」與「唯心論」給聯結

起來了。請讀者注意，「法界」中的「有效實相」是我們

「生命的本體」，他記憶了我們累世所造成的無漏業「施

受種子」，而且他是永遠不會被毀滅的。這是因為「法

界」是由「與物質有排斥力」的「法界心識能量」所組成

的，所以「法界」（無為法宇宙）是永遠不會被「黑洞」

或「白洞」吸入而毀滅的。

在本書中，為凸顯「無為法宇宙」（法界）在大爆炸

前即已存在的事實，特別以「大爆炸」做分界點將「暗

能量」（未知的能量）分成兩種，它們分別是在大爆炸

前即已存在的「暗能量」（法界總能量）及由大爆炸所產

生的「暗能量」（非心識的暗能量及非法界心識能量）；

這裡，「法界總能量」=「法界心識能量」+「實相子總質

能」。純屬「暗能量」的「心識能量」又可分成兩種，它

們分別是「法界心識能量」（第七到第九維度心識能量）



082 心物合一：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

及「非法界心識能量」（第六維度心識能量）。有關暗能

量的部分，我們將在第參章第三節中詳細地討論。

在《佛學》中，佛實相是恆常不變的；因此，他的報

身亦應該是永不毀滅的。可是，如果在真實空間中只有我

們的「有為法宇宙」，當我們的「有為法宇宙」毀滅時，

佛的報身也就毀滅了。這就表示說，在《量子哲學》心物

合一論中，如果假設在真實空間中只有我們的「有為法

宇宙」，《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就與《佛學》產生了矛

盾，它就不是一個能滿足自洽的（self-consistent）理論模

型了。要解決這個理論須自恰的問題，「多重宇宙」的存

在就變得是不可或缺了。有了「多重宇宙」，永遠有「有

為法宇宙」不是處於「成住壞空」中「空」的狀態，那麼

「佛的報身」便可出現在任何一個不是在「空」的狀態下

的「有為法宇宙」中，這樣就可確保「佛的報身」是永不

會毀滅的。「多重宇宙」的存在，可讓《量子哲學》心物

合一論滿足圓滿理論須自恰的要求，這就是為什麼《量子

哲學》心物合一論與《超弦理論》須含有「十個維度」的

原因。很明顯地，第十個維度所代表的意義就是「我們的

有為法宇宙以外所有的有為法宇宙」。

在多重宇宙中，「法界」必須滿足週期性的邊界條

件。因此，任何「訊息波」可瞬間從一個「有為法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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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至任何一個其它的「有為法宇宙」；也就是說，在每

個「有為法宇宙」都可同時觀察到同樣的「業的量子訊

息」。「法界」滿足週期性的邊界條件，所以色身便可以

從一個「有為法宇宙」轉移到另外一個「有為法宇宙」。

精確地講則是，前一個色身先將所造的業上傳至「法

界」，再經由「法界」將「業的量子訊息」瞬間轉傳至下

一個色身所在的「有為法宇宙」，再依照「法界」所傳來

的「業的量子訊息」，再複製下一個色身（業緣起）。當

然，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當一個宇宙毀滅時，只會造成

「眾生的報身」的「分段生死」而不會造成他的報身永遠

的毀滅。（請參考表 2.2.2）

請讀者注意，有關造成眾生「分段生死的業」，在本

書中定義儲藏在「色身第八識」中的「造成分段生死的

業」為「惡業種子及有漏善業種子」，「惡業種子及有漏

善業種子」在上傳至「法界」成為「訊息波」後，就被定

義為「煩惱及有漏福德」（外塵）；因此，在本書中《藏

識學》的「惡業種子及有漏善業種子」和《唯識量子力學》

的「煩惱及有漏福德」皆被歸屬於「第六維度」。

讓人感到非常驚訝的是，《藏識學》中的「藏識二諦

及佛」竟然跟《量子哲學》的「十維度」有極緊密的關係。

我們將《量子哲學》的「十維度」與「藏識二諦」間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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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列於表 2.2.3。表 2.2.3很清楚地告訴我們，藏識假諦「色

身八識」是屬於「第一到第六維度」（我們的有為法宇

宙）；藏識真諦「菩薩實相」是屬於「第七到第九維度」

（法界），而佛實相及報身則屬於「十維度」（多重宇

宙）。很明顯地，「藏識二諦及佛」與《量子哲學》中「十

維度」間的關係被很緊密地給聯結起來了。請讀者注意，

這裡所談的《藏識學》已經是屬於心物合一論的《藏識

學》了，因為這裡我們已將屬「第九維度」的等覺菩薩以

及屬「第十維度」的佛，兩個修行最高階位都考慮進來了。

在表 2.2.3中，令人感到驚訝的是，在「第一到第六

維度」中，剛好含有「十界」中的「前六界」也就是「三

表 2.2.3　《量子哲學》十維度與「心物合一論的藏識二諦及佛」間的
關係

心物合一

藏識二諦及佛
純通教二障

量子哲學

維度
十界

量子哲學

定義

假諦（假識）

貪嗔癡、惡業

及有漏善業

種子

第一→六

維度 
第 1→ 6界

我們的

有為法宇宙

真諦（真識）
施受種子及

無始無明

第七→九

維度 
第 7→ 9界

法界

（無為法宇宙）

佛 無  
第一→十

維度
第 10界 多重宇宙

備註 純通教「加行位」須確認「細有漏善業種子」是否已被除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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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道與三惡道」；進到「第七到第九維度」中，剛好就是

「十界」中的「第七到第九界」也就是「阿羅漢、辟知佛，

及菩薩」；最後進到「第十維度」中，則剛好就是「十界」

中的「第十界」也就是「佛」。至於屬「十界」中「第四

界」的人類，剛好屬於「四維度」時空的生命體，而人類

的「第六意識」則又剛好是屬於「第六維度」的一部分。

雖然人類的「第六意識」是屬於「第六維度」的一部分，

但人類卻不屬於「六維度」的生命體，因為人類無法觀測

到屬「第六維度」的世界（物質世界所儲藏的量子訊息的

世界）。在表 2.2.3中，更令人感到驚訝的是，「心物合

一論」的《量子哲學》能夠直接將《佛學》與「現代科學」

完整地給聯結在一起，這顯示不僅《量子力學》還包括了

《超弦理論》在 2,500年前就已經存在了。有關《量子哲

學》與《佛學》間緊密的關係，我們會在第四節中做更詳

細地討論。在下一節中，我們先詳細介紹《量子哲學》十

維度的定義。

三、量子哲學十維度的定義

我們上節只有概略地提到，第一到第六維度形成了

「我們的宇宙」（有為法宇宙），而第七到第九維度則形

成了「法界」（無為法宇宙）。更精確地講，「第一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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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維度」即人類所熟知的四度時空；「第五維度」即「暗

物質的世界」，也就是人類無法觀測但天人卻可觀測到的

物質世界；「第六維度」則包含色身中所儲存的「量子訊

息」（色身第八識），及我們宇宙所有的自然定律（一切

智），所以「第六維度」除了包含了我們所熟悉的「第六

識」外，還包含了「一切智」及「色身第八識」。「色身

第八識」即色身所儲存的「業的量子訊息」（有漏善業種

子及惡業種子），而屬「六維度的眾生」因尚未通達「一

切智」，故執「色身第八識為我」。前六個維度（我們的

宇宙）是屬於「物質世界 + 第六維度心識能量」，但第

七到第九維度就完全進入「波的世界」，也就是屬於「第

七到第九維度心識能量」的「法界」。（請參考表 2.2.4）

第七到第九維度完全是屬於「波的世界」，其中「第

八維度」包含所有的載波「有效實相」及其所含有的「施

受種子」。載波「有效實相」即「生命本體」；也就是

說，屬低維度的色身是屬高維度「有效實相」的投影。

「第七維度」則是提供一些「新的自然定律」例如「業方

程式」，它聯結「第六維度」與「第八維度」間的關係。

舉個例子來說，當「第六維度」中產生了「心─心交互作

用」及「有漏善業種子及惡業種子」時，透過「業方程

式」的轉換，「第八維度」就會產生新的「有效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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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被記錄下來。至於第九維度，本書定義「第九維度」中

的「所有宇宙的自然定律和每個不同有為法宇宙形成條

件」為「一切種智」，並定義「所有宇宙的自然定律」為

「無始無明」。所以「等覺菩薩」在破了「無始無明」後

就可證得「一切種智」，並進入「第十維度」佛的階位。

至於《量子哲學》與「心物合一論」的《藏識學》間的關

係，其實就是《量子哲學》中的「十維度」與《藏識學》

中的「八識與三智」間的關係，我們將在下節中做詳細地

討論。

表 2.2.4　第一至第十維度的定義

維度 量子哲學定義 八識與三智

第一→四維度 人類色身的四度時空

前五識
第五維度

暗物質世界

（人類無法觀測到的物質世界）

第六維度

意識、我們宇宙所有的自然定律

（一切智）及色身中所儲存的量

子訊息（色身第八識）⋯⋯等

第六意識、色身第八識

及一切智⋯⋯等

第七維度
 新的物理自然定律例如

「業方程式」
道種智

第八維度 法界所儲藏的有效實相 法身第八識

第九維度
所有宇宙的自然定律和每個不同

「有為法宇宙」形成條件
一切種智

第十維度 進入「多重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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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量子哲學與心物合一論的藏識學

(1) 十維度與八識間的關係

本節將討論《量子哲學》與「心物合一論」的《藏識

學》間的關係。在第 (1)小節中，我們將先討論「量子哲

學中十維度」與「藏識學中八識」間的關係。表 2.2.5所

顯示的即為「十維度」與「八識」間的關係。首先我們可

以發現，「眾生第六到第八識」皆是屬於「第六維度」。

「眾生第八識」即「色身藏識」，收藏著「業的量子訊

表 2.2.5　心物合一論的十維度與八識間的關係（未含第九維度等覺菩
薩階位）

八識 
藏識學八識 量子哲學維度 

眾生 菩薩 眾生 菩薩 

第一識 
眼識（色）

前五維度 
（暗物質屬第五維度） 

天眼識（暗物質）

第二識 耳識（聲）

第三識 鼻識（香）

第四識 舌識（味）

第五識 身識（觸）

第六識 意識 意識

第六維度 

第六維度

第七識 
我見識

（執色身為我）

我見識

（執有效實相

為常我）

第七及

第八維度 

第八識 
色身藏識

（業的量子訊息）

色身藏識

及法身藏識

第六及

第八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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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惡業種子及有漏善業種子等）。事實上，「第八

識」除了含有「色身第八識」（色身藏識）外還含有「法

身第八識」（法身藏識）。本書在《藏識學》中定義「眾

生第八識」為「色身第八識」，是因為眾生為煩惱所覆而

不可得見「法身第八識」。

「識」（例如眼、耳、鼻、舌、身五識）一般來講是

要與外境接觸後才會產生的。《量子哲學》清楚地告訴我

們，「菩薩第八識」中除了含有一個屬第六維度的「色身

第八識」（色身藏識）外，還有一個「法身第八識」（法

身藏識），而「法身藏識」的外境則是屬「第八維度」

的「儲藏業的量子訊息的法界」。「菩薩第八識」含有屬

「第六維度的色身藏識」及屬「第八維度的法身藏識」，

這一點則是在本書第一部《唯識量子力學》法界緣起理論

中所沒有清楚交代的地方。

至於「第七識」，傳統上將「第七識」定義為「我見

識」，本書則將「我見識」細分為「眾生我見識」及「菩

薩我見識」。「眾生我見識」即「執色身為我」簡稱「我

執」，而「菩薩我見識」即「執有效實相為常我」簡稱

「法執」。請讀者注意，「屬第八維度的有效實相」（真

我）雖是「不生不滅」但亦是「不常不斷」的；因此，如

果執「有效實相」為「常我」，當然就沒有「我執」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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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不過，執「有效實相」為「常我」就產生了「法執」

的問題。我們或許可以定義「第七根」為「腦的中央處理

系統」，有聯結「第六識」及「第八識」的功能；因此，

屬「前六維度的眾生」因尚未證得「屬第六維度的一切

智」，才會執「色身第八識」（或色身）為「我」，而屬

「第七及第八維度的菩薩」則因尚未證得「屬第七維度的

道種智」才會執「有效實相」為「常我」。有關「量子哲

學三智」的問題，我們將在第 (2)小節中詳細地討論。

(2) 十維度與三智間的關係

《始終心要》有云：「空觀者，破見思惑，證一切

智，成般若德。假觀者，破塵沙惑，證道種智，成解脫

德。中觀者，破無明惑，證一切種智，成法身德。」我們

將「量子哲學三智」定義整理後列於表2.2.6中。在表2.2.6

中，我們不但定義了「一切智」、「道種智」，及「一切

種智」，同時也定義了「證一切智」、「證道種智」，及

「證一切種智」。第十信位要「證一切智」，除了要瞭解

「一切智」外，還要將與其相關的「貪嗔癡、惡業種子，

及有漏善業種子」除盡後（在加行位尚須確認細有漏善業

種子是否已被除盡），方可證得「一切智」；上述「解行

證」的過程即代表「證一切智」的意思。同樣地，「證道

種智」的意思則是，在瞭知「道種智」後，還必須將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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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無染施受種子」除盡後，方可證得「道種智」。

至於「證一切種智」所代表的意義則是，「等覺菩薩」在

破了「無始無明」後，即可瞭知「一切種智」因而「能在

不同有為法宇宙中來去自如」（如來），並可出第九維度

轉而進入第十維度「如來」佛的境界。更重要的是，在進

入第十維度「如來」佛的境界後，即可現一切種種化身到

任一「有為法宇宙」中去渡化眾生。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在《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

中，屬於「第七維度」的「道種智」扮演非常重要的角

表 2.2.6　「量子哲學三智」的定義與「維度」間的關係

量子哲學 定義 維度

一切智 我們宇宙自然定律與形成條件 第六維度

一切智

瞭知我們宇宙自然定律與形成條件，

並將貪嗔癡、惡業種子，及有漏善業種子除盡

（加行位時尚須確認細有漏善業

種子是否已被除盡）

第七維度

道種智 法界的自然定律例如「業方程式」 第七維度

證道種智
瞭知法界的自然定律例如「業方程式」，

並將無染種子除盡
第八維度

一切種智
所有宇宙的自然定律和每個不同

「有為法宇宙」形成條件
第九維度

證一切種智

瞭知一切種智並找出所有宇宙共同遵守

的自然定律，因而能現一切種種化身

到任一有為法宇宙中去渡化眾生

第十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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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因為「道種智」中的「業方程式」聯結了屬第八維度

的「不生不滅不常不斷的有效實相」及屬第六維度的「有

漏善業及惡業種子」。「業方程式」讓我們瞭解到「屬前

六維度的色身」是「假我」，而「屬第八維度的有效實

相」才是「不生不滅不常不斷的真我」；因此，如果執

「有效實相」為「常我」，當然就沒有「我執」的問題；

不過，執「有效實相」為「常我」就產生了「法執」的問

題。執有效實相為常我會產生法執的問題，是因為「有效

實相」中含有「施受種子」，讓「有效實相」變成「不常

我」而不是「常我」；因此，有效實相中所含有的「施受

種子」（屬第八識）代表的就是「法執」（屬第七識）的

意思。當「第八識」中的「施受種子」全部除盡，有效實

相就變成了「自由實相子」，並可晉升至「第九維度」的

「等覺菩薩」階位。第八識中的「無染施受種子」（細異

熟識）全部除盡，從第七識的角度來看，就是代表「破法

執證法無我平等性智」的意思，這裡「法無我平等性智」

所代表的意義就是在每個眾生有效實相內的「其他眾生的

自由實相子」所代表的意義就是「有為法施受種子」。

「其他眾生的自由實相子代表的就是有為法施受種子」即

是「法無我」的意思；至於「法無我」會變成「法無我平

等性智」，是因為「法無我」這句話對所有眾生來講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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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的（或平等無差的）。很明顯地，「解行證道種智」

不但涵蓋了第七識中的「破法執證法無我平等性智」，

還涵蓋了第八識中的「除無染施受種子」。（請參考表

2.2.7）

請讀者注意，「有效實相」中含有「直接交互作用所

產生的施受種子」，是因為當兩眾生間發生「心－心」交

互作用時，就會分別產生屬「第六維度」的「有漏善業種

子」及「惡業種子」，再透過「第七維度的業方程式」即

表 2.2.7　《量子哲學》階位與五障、「維度」、「八識」，及「三智」
間的關係

階位 佛 等覺 住位→地位 信位＋外凡

量子哲學

四障
無始無明 法界所知障

非法界

所知障

根本

煩惱障

藏識學

純通教
無始無明 無染施受種子

有漏善業

及惡業種子
貪嗔癡

維度 第十維度 第九維度 第七→八維度 第六維度 一→六維度

量子哲學

三智

證

一切種智

解行證

一切種智

解行證

道種智

解行證

一切智

第八識 大圓鏡智 無垢識 除細異熟識 除粗異熟識

第七識 證平等性智
破

無始無明

破法執

證法無我平等

性智

破我執

證色身無我平等性智

第六識 妙觀察智 破

無始無明
行六波羅蜜 破貪嗔癡

前五識 成所作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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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算出兩個眾生在「第八維度有效實相」中的「直接交互

作用所產生的施受種子」。

至於屬於「第六維度」的「一切智」所代表的意思

是「我們宇宙自然定律與形成條件」；很明顯地，當「第

十信位」在瞭知「我們宇宙自然定律與形成條件」（一切

智），並將「貪嗔癡、惡業種子，及有漏善業種子」除盡

後（加行位尚須確認細有漏善業種子是否已被除盡），方

可「證一切智」，並晉升至屬「第七及第八維度」的「初

住菩薩」階位。以上是從前六識（除貪嗔癡）及第八識

（除惡業種子及有漏善業種子或除粗異熟識）的角度來看

「證一切智」。但是如果從「第七識」的角度來看「證一

切智」，那麼「一切智」所代表的意義就變為「色身無我

平等性智」，而「證一切智」所代表的意義則變為「破我

執證色身無我平等性智」（請參考表 2.2.7）。在本文中，

「我執」所代表的意義是「執色身為我」，而產生「我

執」的原因則是來自於「分別」，也就是每一個眾生的色

身，看起來都是不一樣的意思。但實際上，如果從微觀的

角度來看，每一個眾生「不是真我」的色身其實都是由中

子、質子，以及電子組合而成的；所以，如果從微觀的角

度來看，「眾生色身」其實是「無我平等」無有差別的。

表 2.2.7還顯示了，當屬「第九維度」的等覺菩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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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了「無始無明」後，即可證得「一切種智」並進到「第

十維度」佛的階位。更精確地講則是，「等覺菩薩」在

破了「無始無明」後，即可「瞭知一切種智」（妙觀察

智），並找出所有宇宙組成的基本單位（平等性智），因

而「能在不同有為法宇宙中來去自如」（成所作智），並

可出第九維度轉而進入第十維度佛的境界。在進入第十維

度佛的境界後，即可在所有不同宇宙中普渡眾生（大圓鏡

智）。很明顯地，在《量子哲學》中「一切種智」涵蓋了

「第八識的大圓鏡智」、「第七識的平等性智」、「第六

識的妙觀察智」，以及「前五識的成所作智」。

值得特別強調的就是，在《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

中，屬第十維度的「證平等性智」與屬前六維度的「證

色身無我平等性智」是有所不同的。這是因為屬前六維度

的「證色身無我平等性智」是從「微觀」角度來看的，但

屬第十維度的「證平等性智」則是從「渺觀」的角度來看

的。精確地講則是，從微觀角度來看，在每個「不同有為

法宇宙」中，其組成的基本單位即使仍然是「中子、質

子，以及電子」，但在每個「不同有為法宇宙」中的「中

子、質子，以及電子」卻是不相同的。舉例而言，每個

「不同有為法宇宙」因為形成條件的不同，其「中子及質

子」也就可能由不同「夸克」組合而成。但是，如果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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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渺觀」的角度來看，那麼每個「不同有為法宇宙」中的

「中子、質子，以及電子」其實都是由一個「能量最小基

本單位」所組合而成的，而這個「能量最小基本單位」在

《超弦理論》中就被稱為「弦」。最重要的是，在「不同

的宇宙」中「弦」具有「不同的震動模式」，也就是具有

不同的「能量最小基本單位」：當然，這是因為「不同宇

宙的形成」是發生在「不同的環境條件下」所造成的。

很明顯地，屬第十維度的「證平等性智」涵蓋了屬第

七及第八維度的「證法無我平等性智」及屬第六維度的「證

色身無我平等性智」。當然，《超弦理論》只是現代科學

剛萌芽且尚不成熟的一門學問；但奇妙的是，《超弦理論》

的基本概念，似乎《佛學》早在 2,500年前就已經告訴我

們了。屬第十維度的「證平等性智」告訴我們，從渺觀的

角度看，所有不同宇宙萬物與生命皆是平等無差別的。想

要進入「第十維度」的境界，只有好好修行別無它途！

表 2.1.1中列出了屬「唯心論」的「藏識學」中的三

障，也就是根本煩惱障、非法界所知障，以及法界所知障

（含明心所知障及無上所知障）。屬「唯心論」的《藏識

學》（或唯識純通教）除了無法清楚地交代「三智」外，

也無法清楚地交代甚麼是「無始無明」。在《量子哲學》

中，我們定義「無始無明」為「所有宇宙的自然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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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定義「一切種智」為「所有宇宙的自然定律和每個不同

有為法宇宙形成條件」。因此，《量子哲學》含有四障三

智：四障即根本煩惱障、非法界所知障、法界所知障，以

及無始無明；而三智即一切智、道種智，以及一切種智。

（請參考表 2.2.7）《量子哲學》不但包含了「唯心論」還

包含了「唯物論」；也就是說《量子哲學》是屬於「心物

合一」的理論，這部分我們將在第參章中詳細地討論。

參、量子哲學與道德經

《道德經》第一章有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

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

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ㄐㄧㄠ ˋ：邊

也）。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為妙

之門。」在《道德經》中將「無」與「有」分別定義為「名

天地之始」及「名萬物之母」；但在《量子哲學》心物合

一論中，我們則將「名天地之始」及「名萬物之母」分別

解釋為「緣起者」及「萬物及生命之母」的意思，這裡「生

命」所代表的意義包含「第八維度的法身」和「前六維度

的色身」。（請參考表 2.3.1）

「常有及常無」在《道德經》及《量子哲學》心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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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中均代表的是「守恆的有及守恆的無」的意思。在

《道德經》中，「有」指的是「有形且可見」的物質；

但在《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中，我們則將「有」的定義

範圍擴大，也就是將「平常不可見的單原子」亦歸類於

「有」的範圍。本書定義「單原子」屬「廣義的有」，是

因為「單原子」的「物質特性」遠大於「波的特性」的緣

故；同樣的道理，本書將「小於單原子」的基本粒子例如

微中子等歸類於「廣義的無」的範圍，因為它們「波的特

性」遠大於「物質的特性」的緣故。很明顯地，在本書中

我們將「名天地之始」的「無」定義為「狹義的無」，而

將「名萬物之母」的「有」定義為「狹義的有」。最玄的

是，「虛空」（常無）和「自由實相子」（常有）同出而

異名，而且都是屬「無」的範圍。（請參考表 2.3.1）

在本書中我們定義「自由實相子 +能量」亦是屬《道

表 2.3.1　《量子哲學》無、有，及常有與常無的定義

道德經 常無 常有 無 有

道家 守恆的無 守恆的有 名天地之始 名萬物之母

量子哲學

心物合一

守恆的無 守恆的有 緣起者 萬物及生命之母

虛空 自由實相子
虛空＋能量＋

自由實相子

白洞＋法界

或（原子＋法界）

備註 無＝相如虛空（自由實相子＋能量）＋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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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經》中「名天地之始」的「無」，因為「心物合一論」

的「自由實相子 + 能量」的相跟虛空一樣，也就是「相

如虛空」的意思。請讀者注意，對《量子哲學》而言「自

由實相子」的「相」代表的就是在真實空間裡出現的機率

|eikx|2，而「自由實相子」在真實空間的出現機率為一個常

數（請參考圖 2.3.1）；同樣的道理，「能量」（心識能

量 + 非心識能量）的「相」在真實空間裡的出現機率亦

是一個常數。所以在本書中，除「虛空」以外，我們定義

「自由實相子 +能量」亦是屬《道德經》中「名天地之始」

的「無」。當然，「一真法界」（法界心識能量 + 自由

實相子）亦是屬《道德經》中「名天地之始」的「無」。

0

0.5

1

1.5

2

-1 -0.5 0 0.5 1

出
現

機
率

x-axis

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eikx|2

圖 2.3.1　自由實相子波函數為 eikx，其出現機率為 |eik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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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在《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中，「法

界」是由「法界心識能量及實相子」所組成。「實相子」

是「自由實相子」的線性組合，所以不再有「相如虛空」

的特性。不過，如果法界中的「實相子」含有質量，其質

量將小於「微中子質量」至少十個數量級以上；所以，

「實相子」雖不再屬於「常有」，但仍可被歸屬於「廣義

的無」的範圍。在本書中我們假設「法界」總能量是守恆

的，所以「法界」不但屬於「廣義的無」，而且也可歸屬

於「常有」的範圍。「法界」（法界心識能量 +實相子）

屬「非大爆炸所產生的暗能量」，並跟「白洞」間有排斥

力；因此，「實相子」或「法界」是不會被「白洞」吸入

而毀滅。至於「法界心識能量及實相子」存在的原因，目

前科學尚沒有找到確切的答案，因此在未來將是一個值得

大家深入探討的領域。

《道德經》第四十二章又云：「道生一，  一生二，  二

生三，  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這裡

「三生萬物」有兩層意義，第一即是「道同時生三無」，

第二即是「道隨時間改變而生三」。在第一節中，我們將

先討論「道同時生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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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同時生三無

首先我們必須強調，「無」在《量子哲學》中有兩

種意義，第一種是「虛空無」，而第二種則是「相如虛

空」的意思。「相如虛空」又可有分為兩種，它們分別為

「自由實相子」及「能量」。雖然在表 2.3.2中，道生一

代表的是「虛空無」，一生二代表的是「虛空 + 自由實

相子」，而二生三則代表的是「虛空 + 能量 + 自由實相

子」（真空）；但實際上，在「所有的有為法宇宙」未形

成前，它們三者是同時並存的。

「虛空」的存在極為重要，因為如果「虛空」不存

在，則所有宇宙便不存在。在所有宇宙中，又可以分為

「有為法宇宙」及「無為法宇宙」（法界）；而在《量子

哲學》心物合一論中，「萬物與生命」的緣起者為「自由

實相子 +能量」。但是，如果沒有「虛空」也就沒有「自

表 2.3.2　道同時產生三無

道德經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

量子哲學

心物合一

虛空 虛空＋自由實相子 真空
萬物及生命

（色身、法身）

常無 常無＋常有
無

（相如虛空）
有為法、無為法

備註 真空＝虛空＋自由實相子＋能量；法界＝法界心識能量＋實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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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實相子」及「能量」。這也就是為甚麼「道同時產生三

無（虛空 +自由實相子 +能量）」的原因。請讀者注意，

在《量子哲學》中，「能量」（心識能量 +非心識能量）

及「法界」（實相子 +法界心識能量）皆是守恆的，這裡

「法界守恆」指的是「實相子數目」守恆的意思。為方便

起見，在《量子哲學》中我們還假設「法界總能量」亦是

守恆的。這裡「法界總能量」在無始劫後所代表的是「實

相子總質能 + 法界心識能量」，但在無始劫前所代表的

則是「一真法界總能量」（自由實相子總質能 + 無始劫

前的法界心識能量）。還有就是，「實相子」及「法界心

識能量」均屬於「不是由大爆炸所產生的暗能量」，而且

還跟「白洞」間有排斥力，所以不會被白洞吸入而毀滅。

這部分我們會在第三節中詳細討論，在第二節中我們將先

討論「道隨時間改變而生三」。

「道隨時間改變而生三」講的是「有為法宇宙」及

「無為法宇宙」（法界）。這是因為「有為法宇宙（含色

身）」是「有生有滅」的，而「法界內的實相子（法身）」

雖是「不生不滅」但卻是「不常不斷」的。《道德經》只

有提到「萬物之母」，但《量子哲學》不但提到了「萬物

之母」還提到了「生命之母」，並且定義「萬物和色身之

母」及「法身之母」分別為「白洞」及「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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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隨時間改變而生三

《道德經》第四十章有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

於無。」依照現代科學理論，「天下萬物生於有」可以解

釋為「我們的宇宙」中的萬物是由「白洞」大爆炸以後所

產生的；也就是說，「我們的宇宙成住壞空」的循環之始

即為「白洞」。因此，我們可將「白洞」歸類為《道德經》

中「天下萬物生於有」的「有」。現代科學理論仍屬於

「唯物論」的範疇，所以無法解釋「生命」的形成。但依

照《量子哲學》理論，我們發現「色身」的本體是「有效

實相」（法身）；換句話說，「色身」是依「第八識中業

的量子訊息」（外塵）將原子做編輯排列組合而成的。所

以《量子哲學》理論，不但包含了「唯物論」也包含了「唯

心論」；因此，我們稱之為「心物合一論」。至於《道德

經》中的「有生於無」，現代科學尚無法給一個合理的解

釋。我們或許可以稱「有生於無」即為佛家所說的「無始

無明」。

「道隨時間改變而生三」談的是「我們的有為法宇

宙」及「法界」，因為「有為法宇宙（含色身）」是「有

生有滅」的，而「法界內的實相子（法身）」雖是「不生

不滅」但卻是「不常不斷」的。在「我們的宇宙」中，「萬

物及色身之母」為「白洞」而「法身之母」則為「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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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經》第四十章中的「有生於無」即等同於《道

德經》第四十二章中所講的「一生二」，而「一生二」的

意思，從《量子哲學》的角度來看，就是「真空」生出

「白洞」及「法界」；更精確地講則是，「白洞」生於真

空中的「非心識能量 +第六維度心識能量」，而「法界」

則是生於真空中的「自由實相子 +法界心識能量」。「白

洞」是「有為法宇宙（含色身）」之母；而「法界」則是

「法身」之母。很明顯地，在本書中「有生於無中的有」

不但包含了「有」（白洞及原子）還包含了「常有」（法

界），這是因為「有+常有」依然等於「有」的緣故。（請

參考表 2.3.3）

《道德經》第四十章中的「天下萬物生於有」即等同

於《道德經》第四十二章中所講的「二生三，三生萬物」

的意思，只是《道德經》第四十二章中所講的「二生三，

三生萬物」較第四十章中所講的「天下萬物生於有」更為

詳細。「二生三」代表的是「白洞 + 法界」生「陰（電

子）+陽（原子核）+法界」，「三生萬物」代表的則是

「陰（電子）+陽（原子核）+法界」生「萬物及生命（含

法身及色身）」。很明顯地，在本書中「三生萬物中的萬

物」及「萬物生於有中的萬物」講的是「廣義的萬物」

（含萬物及生命）而非「狹義的萬物」（僅含萬物）。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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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注意，「陰（電子）+陽（原子核）」指的就是「原

子」。（請參考表 2.3.3）

「三生萬物」的「三」亦可直接解釋為「三無」，也

就是「虛空」、「自由實相子」，以及「能量」。這是因

為沒有「虛空」就沒有「自由實相子」及「能量」，也就

是「自由實相子」及「能量」是須要空間才能存在。沒有

「能量」就沒有「萬物」，因為萬物是由能量轉換而成

的；更重要的是，有「能量」而沒有「自由實相子」（生

命本體）也就沒有「生命」。所以「廣義的萬物」（萬物

+生命）的存在有三個條件必須全部滿足，而這三個條件

表 2.3.3　「道隨時間改變而生三」談的是有為法宇宙（含色身）及法
界（含法身）

道德經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

無 有 有 廣義萬物

量子哲學

心物合一

緣起者 萬物生命之母 分別 分別再分別

真空 =虛空
＋能量＋

自由實相子

白洞

（有）

陰＝電子、

陽＝原子核

（有）

萬物及色身

（善惡）

非心識能量＋第六維度心識能量

法界

（常有）

法界

（常有）

法身

（施受）

法界心識能量（第七到第九維度心識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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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虛空」、「自由實相子」，以及「能量」。在「三

無」中，不僅「虛空」是守恆的，「自由實相子」也是守

恆的。我們前面已提到，所謂「自由實相子」守恆，指的

是「自由實相子」從整個法界來看是守恆的意思。有趣的

是，「法界」（實相子 +法界心識能量）雖然是「不生不

滅」的但卻是「不常不斷」的（請參考表 2.3.3）；當然，

這是因為「法界」內的「實相子」（含施受種子）會一直

隨著時間而改變的緣故。

三、心物合一與法界緣起

對現代科學而言，一個圓滿的理論必須要滿足自洽的

（self-consistent）要求。在本書第一部中，我們討論的是

屬「唯心論」的《唯識量子力學》；但屬「唯心論」的

《唯識量子力學》顯然無法滿足「理論必須自洽」的要

求，所以不夠圓滿。為了讓理論能夠達到圓滿的程度，在

本書第二部中，我們便提出了屬「心物合一論」的《量子

哲學》。茲將屬「心物合一論」的《量子哲學》與屬「唯

心論」的《唯識量子力學》間的關係列於表 2.3.4。「唯

心論」的緣起者是「一真法界」（法界心識能量 + 自由

實相子）而「心物合一論」的緣起者則是「真空」（虛空

+能量 +自由實相子；能量 =心識能量 +非心識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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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唯心論」的《唯識量子力學》講的是「法界緣起」（一

真法界緣起），但「法界緣起」理論雖然包含了由「非心

識能量」所產生「第一到第六維度」的「色身」（含色身

藏識），但卻沒有包含由「非心識能量」所產生的「第一

到第六維度」「萬物」（含萬物所含藏的量子資訊），所

以只能算是大概地包含了《量子哲學》裡「十個維度」中

的「前八個維度」。這就是為甚麼屬「唯心論」的《唯識

量子力學》在理論上無法達到自洽的緣故。值得特別強調

表 2.3.4 　《量子哲學》真空緣起與《唯識量子力學》法界緣起間的
關係

理論 緣起者 所產生的有為法（廣義萬物）

量子哲學
真空＝虛空＋能量

＋自由實相子

「萬物＋色身」（非心識能量）

施受種子及有漏福德及煩惱（心識能量）

量子哲學

心物合一

真空緣起

真空＝虛空＋能量

＋自由實相子

非法界有為法

「萬物＋色身」

（非心識能量）

有漏福德及煩惱

（心識能量）

法界有為法 施受種子（心識能量）

唯識量力

唯心論

法界緣起

一真法界＝

法界心識能量＋

自由實相子

非法界有為法

色身（非心識能量）

有漏福德及煩惱

（心識能量）

法界有為法 施受種子（心識能量）

備註 法界緣起理論未包含萬物，故未完整包含前六個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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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我們的有為法宇宙」中不僅含有由「非心識能

量」所產生的「第一到第六維度」的「色身」（含色身藏

識）還含有「第一到第六維度」的「萬物」（含萬物所含

藏的量子資訊），更含有由「第六維度心識能量」所產生

的「有漏福德及煩惱」；也就是說，「我們的有為法宇

宙」含有「前六個維度」，而且它的緣起者為「非心識能

量」及「第六維度心識能量」，這部分我們將在下面第 (1)

小節中做詳細討論。

(1) 能量種類分布與維度關係

緣起者的質能可分為三種，也就是「自由實相子」、

「心識能量」，及「非心識能量」。「非心識能量」屬

「第一到第六維度」，「自由實相子」屬「第七到第九

維度」，而「心識能量」則屬「第六到第九維度」。值

得特別注意的是，「第六維度」不但包含了「非心識能

量」還包含了「非法界心識能量」（請參考表 2.3.5）。

從表 2.3.5中我們還可以發現，「有為法宇宙中的萬物與

色身」（含萬物與色身所含藏的量子資訊）其緣起者為屬

「第一到第六維度」的「非心識能量」，而「有為法宇宙

中的有漏福德及煩惱」其緣起者則為「第六維度心識能

量」；因此，「有為法宇宙」也就含蓋了「第一到第六維

度」。這裡「萬物及色身」（含萬物與色身所含藏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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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資訊）與「有漏福德及煩惱」會被歸類於「有為法宇

宙」，是因為在無始劫前它們並不存在。

至於「第七到第九維度」的「法界」會被歸類於「無

為法宇宙」，是因為「法界」中的「有效實相」（法身）

是「自由實相子」的線性組合，而「自由實相子」在無始

劫前即已存在的緣故。「第六維度」不但包含了「非心識

能量」所產生的「有漏善業與惡業種子」，還包含了「心

識能量」所產生的「有漏福德及煩惱」。這表示「有為法

宇宙所儲存的量子資訊」與「法界所儲存的量子資訊」是

在「第六維度」中做轉換的工作。舉例而言，屬「第六維

度非心識能量」的「有漏善業種子與惡業種子」在上傳至

表 2.3.5　能量種類分布與維度間的關係

維度 緣起者  
萬物生命

之母
宇宙成分 宇宙分類

第一∼四維度 

非心識能量
白洞

物質

（含萬物與色身）

有為法

宇宙

第五維度 

第六維度 

物質含藏的

量子資訊

（有漏善業與

惡業種子）

第六維度 心識能量 有漏福德及煩惱

第七∼九維度 
自由實相子

＋心識能量
法界

實相子或法身

（含施受種子）

無為法宇宙

（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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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後，就變成屬「第六維度心識能量」的「有漏福

德與煩惱」。

(2) 暗能量

能量還可分為「已知的能量」及「未知的能量」；而

「未知的能量」就是現代科學所稱的「暗能量」。同樣

地，物質亦可分為「已知的物質」及「未知的物質」；而

「未知的物質」就是現代科學所定義的「暗物質」。在我

們可觀測到的空間裡，依現代科學估計，目前「暗能量」

及「暗物質」分別占總質能的比例約 68.3%及 26.8%，當

然這個比例會隨時間而改變的，最特別的是屬「第六維度

的心識能量」，這部分我們會在第 (3)小節中加以討論。

（請參考圖 2.3.2）

物質4.9%

暗能量

（含法界）

68.3%

暗物質
26.8%

圖 2.3.2　我們可觀測到的空間中含有 68.3%的「暗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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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科學講的是「唯物論」（也就是只有考慮到「我

們的有為法宇宙」，而沒有考慮到法界），所以「暗能

量」、「暗物量」，以及「物質」皆是由白洞「大爆炸」

所產生的（請參考表 2.3.5及表 2.3.6）。但《量子哲學》

講的是「心物合一」理論，所以「非心識能量」（非心識

的暗能量、暗物質，及物質）及「非法界心識能量」仍然

是由白洞「大爆炸」所產生的；「法界心識能量及自由實

相子」（一真法界）卻不是由「大爆炸」所產生的，只是

在「大爆炸」前，它們的存在是無法被偵測到的。

「法界心識能量及實相子」（法界）不但不是由「大

爆炸」所產生的，而且它們跟「白洞」間還有排斥力，所

以它們不會被「白洞」吸入而毀滅；因此，「法界」中的

表 2.3.6　能量種類分布與維度間的關係

維度 能量種類分布  宇宙種類 備註 
第一∼四維度 

非心識能量

物質能量 

有為法宇宙

第五維度 暗物質能量 

第六維度 

暗能量 

有漏善業及

惡業種子 

第六維度 心識能量  有漏福德及煩惱 

第七∼九維度 
心識能量

＋實相子

法界

（無為法宇宙）
有效實相

第十維度 非法界能量 其他有為法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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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實相」及「施受種子」也不會被「白洞」吸入而毀

滅。這代表的意思就是，我們所造的「無漏業」（內塵；

施受種子）會永遠儲存在「法界」中而不會被「白洞」吸

入而毀滅。「法界心識能量」及「實相子」（法身）不

但不是由「大爆炸」所產生的，而且它們還是屬於「暗能

量」（未知的能量）的一部分。也就是說，「暗能量」不

但包含了「法界」還包含了屬「第六唯度」的「心識能量

及非心識能量」。至於「非心識能量」，它不但包含了所

有「非暗能量」還包含了「部分的暗能量」；更精確地

講，即「非心識能量」=「非心識的暗能量 +暗物質能量

+物質能量」。這裡我們將「色身藏識」中的「有漏善業

種子及惡業種子」歸類於「非心識能量」而不是「心識能

量」，這是因為色身是屬於「非心識能量」的緣故。

在我們可觀測到的空間中，依現代科學估計，目前

「暗能量」大約占有 68.3% 的質能。從《量子哲學》心

物合一論模型來看，「暗能量」（自由實相子 +心識能量

+非心識的暗能量）的貢獻全來自於「第六維度到第九維

度」，可見「暗能量」主要的貢獻應該是來自於「屬第七

到第九維度」的「法界」。因此，目前在我們可觀測到的

空間中含有「暗能量」的比例高達 68.3% 應該是一件非

常合理的事情。（請參考圖 2.3.2）「暗能量」所含比例是



第二部　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 113

會隨時間而改變的，而屬暗能量的「法界」卻是守恆的；

所以，「暗能量」所含比例是會隨時間而改變的關鍵因素

就在屬「第六維度的能量」，而最特別的則是屬「第六維

度」的「心識能量」。

在此值得再次強調的是，「大爆炸」前「一真法界」

（內含自由實相子）即已存在，但「一真法界的相」如虛

空，所以它的存在是無法被偵測到的。但是在「大爆炸」

後，「自由實相子」與「自由實相子」間經過碰撞後變成

「實相子」，這時的「實相子」不再是「相如虛空」，因

而理論上它就應該可被觀測到，雖然「實相子」人類是無

法看見的。（請參考表 2.3.6）

(3) 第六維度心識能量

「第六維度心識能量」雖不會被目前的「黑洞」所吸

入，但終將會被「白洞」所吸入而毀滅。最重要的是，

「第六維度心識能量」會在「前五維度非心識能量」所產

生的「物質及暗物質」被完全吸入「黑洞」中後，最後才

會被「白洞」所吸入的「暗能量」。所以當「色身」被毀

滅時，「色身」會由「激發態」轉變成「基態」，並將屬

「第六維度非心識能量」的「有漏善業種子及惡業種子」

轉換成尚未被白洞吸入「屬第六維度心識能量」的訊息波

（有漏福德與煩惱）上傳至法界，再轉傳到下一個色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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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有為法宇宙」；所以，屬「第六維度非心識能量」

的「有漏善業種子及惡業種子」是永遠不會被毀滅的，當

然這必須是在有「多重宇宙」的條件下方能成立，可見

「多重宇宙」存在的重要性。

(4) 心物合一與法界緣起

我們在此要再次強調的就是，在本書第一部中，我們

討論的是屬「唯心論」的《唯識量子力學》，而《唯識量

子力學》法界緣起理論只大概含有《量子哲學》心物合一

論「十個維度」中的「八個維度」，這就是為甚麼屬「唯

心論」的《唯識量子力學》法界緣起理論，在理論上無法

達到自洽的緣故。還有就是在「心物合一論」中，「法界

心識能量及自由實相子」皆不是由大爆炸所產生的「暗能

量」，這部分理論的結論是跟現代科學理論的結論主要不

同的地方。但如果從《超弦理論》的角度來看，「不是所

有暗能量皆來自於大爆炸」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雖然

《超弦理論》在現代還只是一個剛萌芽的理論模型。

從《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我們很容易地可以發

現，「唯心論」中的「非法界有為法」色身及「法界有為

法」施受種子分別來自於 「心物合一論」中的「非心識能

量」及「法界心識能量」；而「唯心論」中的「法界」則

是源自於「心物合一論」中的「法界心識能量 +自由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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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以上三點是「唯心論」所無法交代清楚的地方（請

參考表 2.3.5）。「法界」是屬於「無為法宇宙」，是因

為「法界」中「實相子」（自由實相子的線性組合）的總

數是守恆的。可是如果從「法界」中的「十個子法界」來

看，「十個子法界」中的任何一個「子法界」的實相子數

（例如菩薩法界，人法界等）則是不守恆的；也就是說，

如果從「法界」的內部來看，「有效實相」則是「不生不

滅，不常不斷」的。「有效實相」是「不生不滅，不常不

斷」的，這是因為在「法界」中「實相子與實相子間」隨

著時間改變不停地產生交互作用，因而造成「有效實相」

中「施受種子」的數目不停地隨著時間而改變的緣故。

「有效實相是不生不滅不常不斷的」也可以解釋為什麼菩

薩會有「變異生死」，即使菩薩實相的「外塵」（有漏福

德及煩惱）已被除盡。

從《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我們也很容易地可以發

現，「真空妙有」即《道德經》中屬「無」（相如虛空）

的「一真法界」（法界心識能量 + 自由實相子），因為本

書定義「相如虛空」的「真空」=「虛空 +能量 +自由實

相子」。傳統上常將屬「非相如虛空」的「有效實相」稱

為「真空妙有」，這時「真空」所代表的意義就變成「廣

義的無」（有相但人類卻觀測不到）了。請讀者注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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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中「暗物質」被定義為「廣義的有」，因為「暗物質」

雖是「人類所未知的物質」但卻是真實存在的。

肆、量子哲學圓融三諦三觀

在第肆章中，我們將介紹《量子哲學》純通教圓融三

諦三觀三智。《始終心要》有云：「中諦者統一切法，真

諦者泯一切法，俗諦者立一切法。」《始終心要》又云：

「空觀者，破見思惑，證一切智，成般若德。假觀者，破

塵沙惑，證道種智，成解脫德。中觀者，破無明惑，證一

切種智，成法身德。」值得注意的是，傳統上《始終心

要》中的「一切法」常被解讀為「一切非法界有為法（有

漏善業種子與惡業種子）」，而中諦指的則是有效實相。

所以，傳統上「中諦統一切法」就是「有效實相緣起」的

意思，而「有效實相緣起」代表的就是「有效實相」守恆

的意思。所以中諦統一切法（一切非法界有為法），條件

就是「有效實相」必須守恆；因此，傳統上對《始終心要》

的解讀，只涵蓋了在「大乘圓融三諦」的部分（請參考第

一部表 1.5.6），而且傳統「大乘圓融三諦」中的「中諦」

內共含「四十個無明惑」及「一個無始無明」。在本書

中，我們將「傳統圓融三諦」歸類於「大乘圓融三諦」；



第二部　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 117

當然，我們也可以稱「傳統圓融三諦」為「未清楚交代無

明惑的圓教圓融三諦」。這是因為「傳統圓融三諦」將法

界有為法「施受種子」用「無明惑」簡單帶過，因而讓「傳

統圓融三諦」變得簡單易懂，並成為人類修行的最佳方便

法門。

在《量子哲學》的「純通教圓融三諦」中，《始終心

要》中的「一切法」不但包含「一切非法界有為法」（有

漏善業種子與惡業種子）還包含了「一切法界有為法」

（有效實中的無染種子）；因此，《量子哲學》的「純通

教圓融三諦」是可以被分割成「大乘圓融三諦」及「法界

圓融三諦」兩部分，而「法界圓融三諦」中的「法界中諦」

內則僅含有「一個無始無明」。請讀者注意，「法界圓融

三諦」的存在是因為「有效實相」不守恆的原因所造成；

一旦假設「有效實相」守恆，「法界圓融三諦」即不存在

並只剩下「傳統大乘圓融三諦」；因此，「一切法界有為

法」（有效實中的無染種子）就變成了「傳統大乘圓融三

諦」中的「四十個無明惑」了。《量子哲學》中的「大乘

圓融三諦」及「法界圓融三諦」將會分別在第二節及第三

節中詳細地討論。

在第二節及第三節中我們要討論的是與個人修行有關

「純通教」中的「大乘圓融三諦」及「法界圓融三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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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節中，我們將先從「宇宙觀」的角度來看《量子哲

學》的「純通教圓融三諦」。當然，從「宇宙觀」的角度

來看，在「純通教圓融三諦」中的「中諦」除緣起者（真

空）外僅含有一個「無始無明」，而「無始無明」所代表

的意義是「所有宇宙的自然守恆定律」。「所有宇宙的

自然守恆定律」統一切法，從科學的角度來看是理所當然

的。更妙的是，從「純通教圓融三諦」的角度來看，《始

終心要》中的「無明惑」僅等同於「無始無明」，而「無

始無明」或許就等同於道家所講「非有非無」的「道」。

一、心物合一與唯心論的圓融三諦（宇宙觀）

在「心物合一論純通教圓融三諦」中，中諦指的是

「真空」（自由實相子 + 能量 + 虛空），所以「中諦統

一切法」就是「真空緣起」的意思，而「真空緣起」代表

的就是「真空」守恆的意思。而「真空」守恆即代表「總

能量」和「自由實相子的總數」都必須守恆的意思。這裡

「總能量」等於「無始劫前的能量（心識能量 + 非心識

能量）+自由實相子總質能」。（請參考表 2.4.1）

請讀者注意，「非法界能量」是所有「有為法宇宙」

的緣起者；而且，每個「有為法宇宙的形成與成住壞空」

都必須遵守「所有宇宙的自然守恆定律」，而「所有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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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守恆定律」即是「無始無明」。很明顯地，在「心

物合一論純通教圓融三諦」中的「中諦」其實已將「無

始無明」給包含進來了，因為我們定義「中諦」就是「真

空」（自由實相子 + 能量 + 虛空），而「真空」中除了

包含「自由實相子 + 法界心識能量」外，還包含了所有

「有為法宇宙」的緣起者「非法界能量」的緣故。相反

地，在「唯心論純通教圓融三諦」中的「中諦」則僅包含

了「有效實相」（內含施受種子）而不含「無始無明」，

因為「一真法界」僅包含了「法界有為法」（施受種子）

的緣起者「法界心識能量」的緣故。「法界有為法」（施

受種子）的緣起者是「法界心識能量」，這一點則是同屬

「唯心論」的《唯識量子力學》所無法交代清楚的。

值得一提的是，因為「心物合一論」不但包含了「唯

表 2.4.1　量子哲學「心物合一」純通教圓融三諦與「唯心論」純通教
圓融三諦

純通教圓融三諦 心物合一 唯心論

真諦

（緣起者）

泯一切法→

真空（自由實相子＋能量＋虛空）

泯一切法→

一真法界

俗諦

（有為法）

立一切法→

一切法

立一切法→

一切法

中諦

（緣起者）

統一切法→

真空（含無始無明）

統一切法→

一真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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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論的科學」也包含了「唯心論的唯識量子力學」，所以

「心物合一」理論是一個能夠完全達到自洽要求的（self-

consistent）理論。還有就是，屬「唯心論的唯識量子力學」

講的是「法界」中「實相子」的總數守恆，而屬「唯物

論的科學」講的則是「總能量」守恆。在本書「心物合一

論」中，除了「法界」中「實相子」的總數必須守恆外，

為方便起見，我們還假設「法界總能量」（法界心識能量

+實相子總質能）及「非法界總能量」（非心識能量 +第

六維度心識能量）都是守恆的。因此，「總能量」也就自

然地守恆了。所以，「心物合一論」不但包含了「唯物論

的科學」也包含了「唯心論的唯識量子力學」。請讀者注

意，在無始劫後的「法界總能量」等於「法界心識能量 +

實相子總質能」，而在無始劫前時的「法界總能量」則等

於「無始劫前的法界心識能量 +自由實相子總質能」（一

真法界總能量）。

表 2.4.1顯示的是，在《量子哲學》中的兩種純通教

圓融三諦，它們分別是「心物合一論」的純通教圓融三諦

與「唯心論」的純通教圓融三諦。在「唯心論」的純通教

圓融三諦，中諦指的是「一真法界」（自由實相子 + 法

界心識能量），所以「中諦統一切法」就是「一真法界緣

起」的意思，而「一真法界緣起」代表的就是「一真法界」



第二部　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 121

守恆，而「一真法界」守恆即代表「法界總能量」和「自

由實相子總數」都必須守恆的意思。但是「量子哲學心物

合一」理論，不但「自由實相子總數」是守恆的，「總能

量」也是守恆的；因此，《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明顯地

涵蓋了「唯心論」及「唯物論」。更精確地講則是，含有

「十個維度」的《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是一個能達到自

洽要求的完整理論，而含「八個維度但卻未含萬物」的

《量子哲學》唯心論則只是《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中的

一個近似解。請讀者注意在無始劫前，「總能量」中的

「非心識能量及第六維度心識能量」是「有為法宇宙」的

緣起者，故這部分是屬於「唯物論」的範疇。（請參考表

2.3.6）

二、量子哲學大乘圓融三諦三觀（修行）

在《唯識量子力學》唯心論大乘圓融三諦中，「中

諦」指的就是「有效實相」，所以「中諦統一切法」就是

「有效實相緣起」的意思，而「有效實相緣起」代表的就

是「有效實相」守恆的意思。所以所謂中諦統一切「非法

界有為法」，就已經假設「有效實相」是守恆的。但是，

如果從《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的角度來看，《量子哲

學》大乘圓融三諦中「統一切非法界有為法」的「中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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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該只含有屬「第八維度」的「有效實相」，還應該包

含屬「第六維度」的「我們宇宙所有的自然定律」（一切

智）。因此，《量子哲學》大乘圓融三諦與《唯識量子力

學》大乘圓融三諦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量子哲學》大

乘圓融三諦講的是「觀中諦證一切智」而《唯識量子力

學》大乘圓融三諦講的則是「觀中諦破無明惑」。（請參

考表 2.4.2）

在大乘圓融三諦中，真諦泯一切法，有效實相也就是

「真我」就顯現了。這就代表真我是「有效實相」而非

色身。所以《量子哲學》大乘圓融三諦中的「空觀」，

就跟「唯識純通教」中的「觀空諦」的意思完全一樣；因

表 2.4.2　一切法即「一切非法界有為法」，中諦＝有效實相＋一切智

大乘圓融三諦 通教三觀 
破二惑及

悟證一切智
註釋

真諦 
泯一切法

→有效實相＝常數

（含一切智）

空觀 

觀空諦

（觀色身無我）

破見思惑貪嗔癡

（悟一切智） 加行位尚須確認

「細有漏福德」

是否已被除盡
俗諦 

立一切法 
→非法界有為法 

假觀
觀俗諦破塵沙惑

煩惱及有漏福德

中諦 
統一切法 

→有效實相＝常數

（含一切智）

中觀 
觀中諦證一切智

（出第六維度入

第七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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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表 2.4.2中所顯示的《量子哲學》大乘圓融三諦中

的「見思惑」，就相當於「唯識純通教」中的根本煩惱障

「貪嗔癡」（請參考第一部中的表 1.5.6）。依此類推，

《量子哲學》大乘圓融三諦中的「塵沙惑」就相當於「唯

識純通教」中的非法界所知障「煩惱及有漏福德」（加行

位須確認細有漏福德是否除盡）。至於《量子哲學》中的

「中諦」，我們前面提到，所謂中諦統一切「非法界有為

法」，就已經假設「有效實相」是守恆的意思，這是從

「唯心論」的角度來看所得到的結果。實際上，從《量子

哲學》心物合一論的角度來看，《量子哲學》大乘圓融三

諦中「統一切非法界有為法」的「中諦」不應該只含有屬

於「第八維度」的「有效實相」，還應該包含屬第六維度

的「我們宇宙所有的自然定律」也就是「一切智」。「我

們宇宙所有的自然定律」不但包括屬「唯心論」的「業緣

起」，還包括「唯物論」的《量子力學》及《相對論》等

自然定律。所以，在《量子哲學》大乘圓融三諦中，「空

觀」破「見思惑」後僅能「悟一切智」而非《始終心要》

中的「證一切智」；至於「證一切智」，則是要在「假觀」

破「塵沙惑」後，「中觀」方可「證一切智」（請參考表

2.4.2）。可見，從《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的角度來看，

《始終心要》中的「證一切智」含有「悟一切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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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的討論我們可做下面的結論就是，對修行而言

「空觀與假觀」方面仍是屬「唯心論」的部分，所以「空

觀」破的依然是「見思惑」但尚未「證一切智」僅能「悟

一切智」；而「假觀」破的依然是「塵沙惑」；但在「中

觀」方面則屬「心物合一論」，也就是「中觀」證的是「一

切智」的意思。所以對「心物合一論」的「大乘圓融三諦」

而言，「觀三諦」是在「破二惑及證悟一切智」。精確地

講則是，當屬「第六維度」的第十信位在「悟一切智」

（瞭知我們宇宙所有的自然定律）（空觀），並將「貪嗔

癡」（空觀）與「煩惱及有漏福德」（假觀）除盡後，便

可「證一切智」（中觀），並進入屬「第七及第八維度」

的初住菩薩階位。

《量子哲學》大乘圓融三諦假設「有效實相」是守恆

的。實際上，「有效實相」並不守恆，因為眾生「有效

實相」內的「施受種子」是來自於「自由實相子與自由

實相子」間的交互作用；因此，自由實相子可被視為「基

態」，而「有效實相」可被視為「激發態」。「激發態」

用來儲存業的量子訊息「施受種子」，而「激發態」與

「基態」間的能量差則是來自於「法界心識能量」。下一

節我們就來討論《量子哲學》中的「法界圓融三諦三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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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量子哲學法界圓融三諦三觀（修行）

在《量子哲學》中，大乘圓融三諦講的是「非法界有

為法」，當屬「第六維度」的第十信位在「瞭知我們宇宙

所有的自然定律」（空觀），並將「貪嗔癡」（空觀）與

「煩惱及有漏福德」（假觀）除盡後，便可「證一切智」

（中觀）並出「第六維度」轉而進入「第七維度」的「法

界」。在進入「法界」後，《量子哲學》又可分為「法界

圓融三諦」，也就是「法界真諦」、「法界俗諦」，以及

「法界中諦」。（請參考表 2.4.3）

表 2.4.3　一切法即「一切法界有為法」，而「中諦統一切法」即「如
來藏緣起」

法界圓融三諦 
純通教

三觀 
破二障證

二智
說明

法界真諦 
泯一切佛法 
→如來藏＝常數 

觀空諦

第七維度

觀空諦

瞭知道種智

有效實相非

「常我」

瞭知道種智

法界俗諦 
立一切佛法 
→法界有為法 

觀俗諦

第八維度

觀俗諦

破法界所知障

證道種智

初住至第十地位

菩薩

破法界所知障

證道種智

法界中諦 
統一切佛法 
→如來藏＝常數

（含無始無明） 

觀中諦

第九維度

觀中諦

破無始無明

證悟一切種智

等覺菩薩破無始無明

證悟一切種智

入第十維度佛的階位

備註 有效實相中的施受種子來自於法界心識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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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量子哲學》法界圓融三諦中，「法界真諦」泯一

切「法界有為法」，也就是除掉「有效實相」中的「施受

種子」，常我「如來藏」也就顯現了。所以「法界圓融三

諦」中的「觀法界空諦」，就是觀「有效實相」非「常

我」，也就是「有效實相」會隨時間改變的意思。「有效

實相」非「常我」，是因為當兩個眾生間發生「心─心」

交互作用後，就會分別得到「有漏善業種子」及「惡業種

子」，再透過「業的方程式」就可得到兩個眾生「心─

心」交互作用後所產生的「新有效實相」。瞭知「有效實

相」是會隨時間而改變，即可瞭知「業方程式」的存在；

所以，觀「有效實相」非「常我」，即可瞭知「法界的自

然定律例如業方程式」（道種智）的存在。簡而言之，即

「觀法界空諦瞭知道種智」的意思。

「法界圓融三諦」中的「法界俗諦」立一切「法界有

為法」（施受種子），而「法界有為法」代表的就是「法

界所知障」；所以，「初住至第十地位」菩薩在觀「法界

空諦」瞭知「道種智」後，再破「法界所知障」即可證得

「道種智」，並晉升至等覺菩薩階位。簡而言之，也就是

「觀法界俗諦破法界所知障證道種智」的意思。

至於《量子哲學》法界圓融三諦中的「法界中諦」則

包含了屬「第十維度」的佛以及屬「第九維度」的等覺菩



第二部　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 127

薩兩個階位；也就是說，從《量子哲學》的角度來看，統

一切法界有為法的「法界中諦」不僅包含《唯識量子力

學》中所強調的「屬唯心論的自由實相子」（第九維度；

第八識證得無垢識），還包含了「現代科學」中所強調的

「屬唯物論的所有宇宙的自然定律」（第九維度；無始無

明）。所以，等覺菩薩在破了「無始無明」後即可晉升至

佛的階位，也就是「觀法界中諦，破無始無明，證（悟）

一切種智」的意思。精確地講則是屬「第九維度」的等覺

菩薩觀「法界中諦」，在瞭知「一切種智」（所有宇宙自

然定律和每個不同有為法宇宙形成的條件）後，即可破

「無始無明」證（悟）得「一切種智」，並晉升至「第十

維度」佛的境界。

請讀者注意，「修行或實證模型的純通教圓融三諦」

講的是「如來藏緣起模型」，而「理論模型的純通教圓融

三諦」講的則是心物合一論的「真空緣起模型」。如果我

們從《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的角度來看「如來藏緣起模

型」，那麼「如來藏緣起純通教圓融三諦」中的「中諦」

不僅包含了「一切法的緣起者如來藏」（第九及第十維

度），還包含了「現代科學」中所強調的「所有宇宙的自

然守恆定律」（第九維度；無始無明）。因此，「如來藏

緣起模型」中的「如來」，從「前五識」的角度來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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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意義可以是「佛的報身在多重宇宙中可來去自如」

（成所作智；第十維度），但從「第八識」的角度來看所

代表的意義則可以是「自性」（證無垢識；第九及第十維

度）的意思。還有就是，《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將「一

切法」定義為「非法界有為法 + 法界有為法」，但《始

終心要》將「一切法」定義為「非法界有為法」；因此，

《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的「證三智」跟《始終心要》中

的「證三智」在定義上是有些不同的。從《量子哲學》心

物合一論的角度來看，《始終心要》中的「證三智」應該

可以解釋為「悟三智」的意思；如此，《量子哲學》心物

合一論與《始終心要》彼此之間便無矛盾之處了。

值得特別一提的就是，《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告訴

我們，有效實相中的「施受種子」是來自於「法界心識能

量」，這部分則是屬唯心論的《唯識量子力學》所無法清

楚解釋的。當然，《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中的「三智」

（一切智、道種智，及一切種智）亦是屬唯心論的《唯識

量子力學》所無法交代清楚的。

在本書第三部中，我們進一步將《易經》的「太極哲

學」融入《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中，因而發展出一套

《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理論模型。《量子太極哲

學》「圓融三諦」理論模型，不但將《佛學》的整個大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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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給建立起來，而且還能將《唯識量子力學》中的「道種

智的業方程式」很清楚地融入在《量子太極哲學》「圓融

三諦」的理論中；因此，《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

理論就變成一套非常完整的「純通教」理論模型。最重要

的是，在第三部第肆章中我們還發現，如果「天台宗的圓

融三諦」理論能將《金剛經》給融合進來，它即可成為一

套非常完整的「純通教」佛學理論。

伍、結論

一、量子哲學八念處

在表 2.5.1中，我們列出了《量子哲學》第八諦（補

處諦）與第八障（無始無明）；因此，《量子哲學》的「第

八念處」即為「觀補處諦，除非最上無始無明」的意思。

更精確地講則是，屬「第九維度」的等覺菩薩（聖位）是

「一生補處菩薩」，只要再破「無始無明」即可證得「一

切種智」，並進入「最高維度」（第十維度）佛的境界。

《量子哲學》還可解釋屬「第六維度」的「第十信位」（凡

位）在「轉一切識成一切智」或「證一切智」後，即可進

入屬「第七到第八維度」的初住菩薩階位（賢位）；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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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第十地位」在「轉道種識成道種智」或「證道種

智」後，便可進入屬「第九維度」的等覺菩薩階位。以上

所提的皆是在第一部中《唯識量子力學》法界緣起理論所

無法解釋的。這讓我們更加確認，《金剛經》的理論基礎

是「法界緣起論」而非「心物合一論」，因為《金剛經》

只有講 52個修行階位中的前 50個階位，也就是只有講到

第十地位菩薩階位的修行。

表 2.5.1　《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的三智與別教八念處

階位 八諦 八障 交互作用 轉三識證三智

信位 
空諦 不淨三毒 無 解行證 

一切智俗諦 無我煩惱 直接 

 住位 受伏心 
不樂受無染種子 
（含有漏福德） 直接間接 

強及較強 

解行證 
道種智

行位∼

8迴向 
施伏心 

不伏施無染種子

（含有漏福德） 

9∼ 10迴向 加行諦 
非明心 
細有漏福德 

直接 
弱及極弱 

1∼ 7地位 明心 非不退轉弱種子 間接 
弱及極弱 8∼ 10地位 出到心 非無上極弱種子 

等覺 補處諦 非最上無始無明 無
解行證 
一切種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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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子哲學與佛學間的關係

我們前面提到，《金剛經》只有講到 52個修行階位

中的前 50個階位，也就是只有講到第十地位菩薩階位的

修行，而未提到等覺菩薩階位的修行。《唯識量子力學》

的理論基礎是「法界緣起」，所以《唯識量子力學》可解

釋的最高修行階位是在屬「第七到第八維度」的地位菩薩

階位的修行，而無法解釋屬「第九維度」的等覺菩薩階位

的修行。這就是為什麼，在本書第一部中所提出的「唯識

別教七念處」（見表 1.5.4）可以完美地解釋《金剛經》

的原因。但因屬唯心論的《唯識量子力學》無法解釋屬

「第九維度」等覺菩薩的修行，因此我們便提出了屬「心

物合一論」的《量子哲學》，來嘗試解釋屬「第九維度」

等覺菩薩的修行。（請參考 2.5.2）

《唯識量子力學》法界緣起理論無法解釋屬「第九維

度」等覺菩薩的修行，因為「法界緣起」理論中的法界指

的是「一真法界」，而「一真法界」在《量子哲學》中的

定義是「自由實相子 +法界心識能量」，所以無法將「有

為法宇宙」成住壞空的因素給考慮進來，因而在理論上無

法達到「完整理論須自洽」的要求。《量子哲學》心物合

一論，講的是「真空緣起」，這裡真空代表的是「自由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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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子 + 能量 + 虛空」，所以不但考慮到屬唯心論的「法

界緣起理論」，同時也將唯物論中「有為法宇宙」成住壞

空的因素給考慮進來了。這就是為甚麼《量子哲學》心物

合一論可以達到自洽要求的緣故。請讀者注意，「有為法

宇宙」是由「非心識能量 + 第六維度的心識能量」所產

生的。

在《佛學》中，佛實相是恆常不變的；因此，他的報

身亦應該是永不毀滅的。可是，《唯識量子力學》並沒

有說明「多重宇宙」的存在，那麼如果在真實空間中只

表 2.5.2　《量子哲學》、《唯識量子力學》、《佛學》，《金剛經》
與《道德經》間比較表

量子哲學 
唯識 

量子力學 

佛學 
（理論模

型）

金剛經

 （實證模
型）

道德經 

理論 
心物合一 
自洽

唯心論 
無法自洽 

心物合一 
自洽

唯心論 
無法自洽 

心物合一 

緣起 真空緣起 法界緣起 真空緣起 
如來藏緣

起 
真空緣起

維度 十維度 八維度 十維度 八維度 十維度

最高階位 佛 十地菩薩 佛 十地菩薩 無

宇宙 多重宇宙 平行宇宙 多重宇宙 平行宇宙 無

基礎 現代科學 現代科學 古哲學 古哲學 古哲學

備註 平行宇宙＝我們的宇宙＋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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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們的宇宙及法界」，當我們的「有為法宇宙」毀滅

時，佛的報身也就毀滅了。這就表示，如果在真實空間中

只有「我們的宇宙及法界」時，《唯識量子力學》法界緣

起理論就與《佛學》產生了矛盾；所以，《唯識量子力

學》就不是一個能夠滿足自洽的（self-consistent）理論模

型了。要解決這個「理論須自恰」的問題，「多重宇宙」

的存在就變得不可或缺了。《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包含

了「多重宇宙」，那麼「佛的報身」便可出現在任何一個

「有為法宇宙」中，這樣就可確保「佛的報身」是永不毀

滅的。「多重宇宙」的存在，可讓《量子哲學》心物合一

論滿足「理論須自恰」的要求，這就是為什麼《量子哲

學》心物合一論必須含有「十個維度」的原因。請讀者回

憶一下，「第十維度」的定義是「我們的有為法宇宙以外

所有其他的有為法宇宙」；而「第九維度」所代表的意義

則是「所有宇宙的自然定律和每個不同有為法宇宙形成條

件」（一切種智）。在未明瞭「一切種智」前，「第九維

度」即為「無始無明」；在明瞭「一切種智」後，即可破

「無始無明」而證得「一切種智」，並進入十維度「多重

宇宙」佛的境界。

在表 2.5.2中，我們將《佛學》理論亦歸類於「心物

合一論」，是因為在《佛學》中，一個「有為法宇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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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為一個佛國，而且在整個宇宙中有數不清的佛國。這

代表《佛學》講的也是「多重宇宙」的觀念；因此，我們

便將《佛學》理論基礎歸類於「心物合一論」。讓人感到

最驚訝的就是，以現代科學為基礎的《量子哲學》心物合

一論，竟然能夠完美地解釋以古哲學為基礎的《佛學》。

也就是說，以「唯物論為基礎的科學」和「唯心論為基礎

的佛學」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迸出了美麗的火花，並產

生了時空交會而聯結起來。在表 2.5.2中，我們還將《道

德經》的宇宙觀也歸類於「心物合一論」；這是因為在本

書第二部第參章中，《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中的「緣起

者」，是藉由《道德經》所引導出來的。

在《佛學》中共分兩種模型，一種是「理論模型」，

另一種則是「實證模型」。最完整的「理論模型」是第

二部中所介紹的《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真空緣起模

型），「真空緣起模型」共含有「十個維度」，可證到佛

的階位。其次則是《唯識量子力學》唯心論的「法界緣起

模型」，共含有「八個維度」，可證到等覺菩薩階位。最

後則是《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的近似解「有效實相緣起

或業緣起模型」，共含有「六個維度」，可證到初住菩薩

階位。

至於「實證模型」中的「如來藏緣起」、「實相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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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或「真如緣起」等模型，則相當於「理論模型」

中的「法界緣起模型」，《金剛經》就是一個最佳例證。

《金剛經》講的是「實證模型」中的「如來藏緣起」模型，

當我們用「理論模型」中的「法界緣起模型」來解釋《金

剛經》，不但在定性上完全吻合，甚至在定量上也是完全

吻合，所以我們確認《金剛經》講的是「實證模型」中的

「如來藏緣起」模型。（請參考表 2.5.2）

值得特別強調的就是，傳統上「如來藏緣起」中的

「如來」所代表的意義為「自性」（證無垢識；第九及第

十維度）；因此，「如來藏緣起」模型即相當於「理論模

型」中屬「唯心論」的「法界緣起模型」。當然，這是從

「第八識」的角度來看所得到的結果。如果我們將「如來

藏緣起」中的「如來」擴大解釋，也就是說「如來」不僅

可以代表「第八識中的自性」（無垢識；第九及第十維

度），它還可以代表「前五識的成所作智」（佛的報身在

多重宇宙中可來去自如；第十維度）的話，那麼「如來藏

緣起」模型就可以變成相當於「理論模型」中屬「心物合

一論」的「真空緣起模型」了。可見，「如來藏緣起」模

型是一個非常有彈性的「實證模型」。

傳統上「圓教的定義」被分為兩種，也就是「天台宗

的圓教」與「華嚴宗的圓教」；這裡，「天台宗的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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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融三諦理論圓融簡單易懂（實證模型；在本書中含法

界圓融三諦並屬心物合一論），而「華嚴宗的圓教」=理

論圓滿複雜難懂（理論模型例如法界緣起或真空緣起）。

從上面的討論，我們確認「天台宗圓教」及「華嚴宗的圓

教」都是「圓教」（可完整解釋佛學的教法）；而它們不

同之處在於，「天台宗的圓教」講的是「實證模型中的圓

融三諦」，而「華嚴宗」講的卻是「理論模型」。因此依

「天台宗」的判教，簡而言之，只要是「不同於天台宗的

圓教」例如《華嚴經》就歸類為「別教」。

若依《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來判教，在凡位就將

「惡業及有漏善業種子」除去的為「圓教」（理論圓融簡

單易懂），在凡位僅將「惡業種子」除去的為「別教」。

值得一提的是，傳統上認為「別教初地菩薩」階位相當於

「圓教初住菩薩」階位。事實上，我們發現在「別圓」

二教中的「地位菩薩階位」是平等無有差別的，也就是說

「別教初地菩薩」即相當於「圓教初地菩薩」的階位。至

於「圓別通三教賢位菩薩」間的關係就顯得較為複雜，我

們會在第三部第一章中詳細地討論。最妙的是，到目前為

止我們所看到的經文，例如《金剛經》、《唯識論》、

《楞嚴經》，及《華嚴經》等，講的都是「別教菩薩階位

的修行」而沒有看到有經文講的是「圓教菩薩階位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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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這讓我們確信，「菩薩階位的別教」可歸屬於「菩

薩階位的通教」（在凡位修行圓教或別教者，升至菩薩階

位時皆可採用甚至僅可採用的教法）。《唯識論》還可歸

類於「純通教」，這裡「純通教」=「凡位的圓教」+「菩

薩階位的別教」。至於「等覺菩薩」所修行的「無始無

明」則僅有《華嚴經》有簡單的介紹。

最讓人讚嘆的是，《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竟然與

《易經》太極哲學間有極緊密的關係，太不可思議了！難

道《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在 7,000年前即已存在？有關

《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與《易經》太極哲學間的關係，

我們將會在本書第三部中提出來討論。將《易經》融入

《量子哲學》的理論，我們稱之為《量子太極哲學》心物

合一論。

三、沒有精神文明的科學將毀滅人類

令人讚嘆的是，古代道家及佛家早就提出「心物合

一」的理論，而科學才剛從早期的「唯物論」逐漸發展到

「現代科學」的《量子力學》及《超弦理論》等，開始碰

觸到「心物合一」的理論。可見古代大哲學家們所提出的

「道家」及「佛家」思想其實是可被歸類於「精神文明科

學」。現代科學是偏向於「物質文明科學」，而且是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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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於古代大哲學家們所提出的「精神文明科學」。古代

大哲學家「道家」的老子與「佛家」的釋迦摩尼佛雖然早

已精通「心物合一」理論，可是他們所提出的卻是偏向

「精神文明科學」的心物合一論，而非偏向「物質文明科

學」的心物合一論；也就是強調的是「精神文明科學」的

「慈悲心」而非「物質文明科學」的「功利心」。這就是

為什麼古代大哲學家「道家」的老子、「佛家」的釋迦摩

尼佛，與「儒家」的孔子會被稱為聖人的緣故。

古代大哲學家深知人類文明如果要進化到更高階的文

明，「精神文明科學」就必須走在「物質文明科學」的前

面。如果「物質文明科學」發展太快而遠遠超過「精神文

明科學」時，人類文明就會面臨毀滅的悲劇，這正是現代

人類文明的寫照！現代人類「物質文明科學」極速發展，

使「物質文明科學」遠遠超過「精神文明科學」，「物質

文明科學」造成「功利心」橫行，甚至將能毀滅人類的核

能武器都發展出來了，而「精神文明科學」所強調的「慈

悲心」卻幾乎被完全忽略了！現代人類過於強調「物質文

明科學」，讓人類正走在毀滅的道路上，唯有發展古代聖

人們所提倡的「精神文明科學」，方能拯救正在走向毀滅

道路上的人類，並帶領人類走向光明的道路上。這就是寫

本書最重要的目的。



第三部

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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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本書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發展出一套完整的《量

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理論」。跟「第二部」第肆

章中的《量子哲學》「圓融三諦三觀理論」比較，在本書

「第三部」第肆章中的《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

理論」中我們又加了「空不空如來藏」（法空、功德不空

如來藏）及「空間空諦」（色身在真實空間出現機率；

陽爻 ⚊）的概念，因而讓《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

觀理論」變得更圓滿更圓融。舉例而言，在《量子太極哲

學》「圓融三諦三觀理論」中，「觀空諦」（空觀）可以

「悟三智」，而「觀中諦」（中觀）則可以「證三智」

（請參考表 3.0.1）；但在第二部第肆章《量子哲學》「圓

融三諦三觀理論」中，「觀空諦」可以「悟二智」，「觀

俗諦」(假觀 )可以「證一智」，而「觀中諦」則可以「悟

一智、證二智」。很明顯地在邏輯上，《量子太極哲學》

「圓融三諦三觀理論」比「第二部」中的《量子哲學》「圓

表 3.0.1　心物合一論如來藏模型「三觀中的三諦」的定義

純通教圓融三諦 純通教三觀 三觀中三諦的定義

真諦 
泯一切法→

空不空如來藏＋一切種智
空觀 

觀空諦（色身）

破見思惑（悟三智）

俗諦 立一切法→一切有為法 假觀 觀俗諦（業）破塵沙惑

中諦 
統一切法 

→空不空如來藏＋一切種智
中觀 

觀中諦（法身＋一切種智）

證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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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三諦三觀理論」顯得更圓滿更圓融。

我們在《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理論」中定

義了一個「空不空如來藏」，因而讓《量子哲學》「圓融

三諦三觀理論」中的「觀法界俗諦，破法界所知障（法界

塵沙惑），證道種智」變成了「觀法界俗諦，破法界塵

沙惑；觀法界中諦，證道種智」；又定義了一個「空間空

諦」，因而讓《量子哲學》「圓融三諦三觀理論」中的「觀

法界中諦，破無始無明，證（悟）一切種智」變成了「觀

空間空諦，破無始無明，悟一切種智；觀法界中諦，積功

德，證一切種智」。很明顯地，《量子哲學》「圓融三諦

三觀理論」忽略了「空間空諦」及「空不空如來藏中『功

德』不空」的重要性，因而讓《量子哲學》「圓融三諦三

觀理論」變得比《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理論」

來的較不圓滿。有關《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理

論」會在第三部第肆章中詳細地討論。

請讀者注意，在第三部第肆章中我們解釋《量子太

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理論」用的是「心物合一論如

來藏模型」。在「心物合一論如來藏模型」中，我們用

的是「三觀中的三諦」，也就是「中諦（法身 + 一切種

智）」、「俗諦業」，以及「空諦色身」。精確地講則

是，「中諦」=「法界中諦」（統法界有為法）+「大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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諦」（統非法界有為法）；「俗諦」=「大乘俗諦」（外

塵煩惱及有漏福德）+「法界俗諦」（內塵無染施受種

子）；而「空諦」=「大乘空諦」（分段生死）+「法界空

諦」（變異生死）+「空間空諦」（色身在真實空間出現

機率；陽爻 ⚊）。至於「圓融三諦」（見表 3.0.1），也

就是「真諦」、「俗諦」，以及「中諦」已在第二部第肆

章中詳細地介紹過，在第三部中也就不再贅述。

《易經》「太極圖」雖然簡單明瞭，一個圓圈、一條

曲線、兩個圓點，兩條黑白魚圖形，但經過歷代的圖解

與詮釋，它構成了一個，涵義豐富深邃的龐大的「太極

哲學」體系。「太極哲學」既蘊含著形而上的「宇宙之

道」，也包括形而下的「人生法則」。在本書中，我們將

《易經》太極圖與《量子哲學》心物合一理論結合，發展

出一套新的理論，也就是《量子太極哲學》心物合一論。

《量子太極哲學》心物合一論可以讓「量子哲學心物合一

論」變得較為簡單易懂，而且還能讓我們對《佛學》的內

涵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在第壹章中，我們將先用《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來

重新詮釋《佛學》，因為我們發現，《量子哲學》心物合

一論是可以比「傳統理論」更精確地詮釋《佛學》。例

如，在第壹章第一節中我們將證明「圓別通三教地位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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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位是平等無有差別」的；在第壹章第二節中我們將證明

「天台宗的無明惑」即《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中的「40

無染施受種子 +無始無明」；而在第壹章第三節中我們將

用《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來解釋《心經》。可見，《佛

學》是有一門相當深邃的「宇宙自然科學」，有待我們繼

續努力將其內涵完全發掘出來。

《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跟「傳統裡論」比較，其中

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涵蓋了

現代科學已經發展非常成熟的「量子糾纏」理論；其結

果就是，《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竟然能成功地解釋《金

剛經》、法界緣起理論、天台宗的理論，以及《心經》。

因此，在第壹章第四節中，我們便用簡單易懂的《易經》

太極圖來解說甚麼是「量子糾纏」。非常奇妙的是，《佛

學》中的所說的「道種智」其實就是現代科學所講的「量

子糾纏」（業方程式）；更奇妙的是，《金剛經》講的竟

然就是「道種智」。因為《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對「道

種智」的深入了解，因此許多傳統對《佛學》的看法就必

須重新詮釋；舉例而言，傳統理論認為「別教初地菩薩」

相當於「圓教初住菩薩」階位，但實際上「圓別通三教地

位菩薩階位其實是平等無有差別的」。這就是在對「道種

智」深入了解後，才發現「圓別通三教地位菩薩」要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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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間接交互作用弱及極弱無染施受種子」。

最奇妙的是，我們竟然可以用《量子太極哲學》中簡

單的「各種太極圖」來解釋《佛學》中的許多現象。在第

貳章中，我們用《量子太極哲學》中的「太極八卦圖」、

「太極四象圖」，以及「太極兩儀圖」來分別解釋《佛

學》中的「六道輪迴」、「有餘涅槃」，以及「無餘涅

槃」。顯然，這也是「傳統理論」無法辦到的。基本上，

由《量子太極哲學》來看「六道輪迴」、「有餘涅槃」，

以及「無餘涅槃」，「六道輪迴」代表的意義就是一種

「動態平衡」，「有餘涅槃」代表的意義就是一種「不穩

定平衡」，而「無餘涅槃」代表的意義則是一種「穩定平

衡」。值得特別強調的就是，「量子糾纏」在《量子太極

哲學》「太極圖」中，講的就是「陰中有陽」的意思，這

裡「陰」代表的是「法身」而「陰中有陽的陽」代表就是

「施受種子」。所以，「量子糾纏」的存在，在幾千年前

《易經》就已經告訴我們了。

在第三部第參章「量子太極哲學看佛學」中，我們將

其分成四節來討論。在第一節中，我們用「太極八卦圖」

來解釋「凡位修行」，而「凡位修行」跟「六道輪迴」不

同之處在於，「凡位修行」打破了「六道輪迴」的動態平

衡狀態。在第二節中，我們用「太極四象圖」來解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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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到地位菩薩的修行」。「住位到地位菩薩的修行」跟

「有餘涅槃」不同之處在於，「住位到地位菩薩的修行」

打破了「有餘涅槃」的「不穩定平衡」狀態。在第三節

中，我們用「太極四象圖」來解釋何謂「賢聖以無為法而

有差別」。在第四節中，我們則用《量子太極哲學》重新

詮釋了《佛學》，也就是將「第三部第貳章及第參章」中

所得到的結果做了個總結。最妙的是，我們發現「陽中有

陰」的「貪嗔癡」是造成「凡位色身分段生死」（空諦無

我）的根本原因（根本煩惱障）；「陽中有陰」的「證一

切智」是造成「住位到地位菩薩色身變異生死」的根本原

因；「陽中有陰」的「證道種智」是造成「等覺菩薩色身

可在部分多重宇宙來去自如」的根本原因；而「陽中有

陰」的「證一切種智」則是造成「佛色身可在多重宇宙來

去自如」的根本原因。

在第三部第肆章中，我們發展出一套《量子太極哲

學》「圓融三諦三觀」理論模型，希望能將《佛學》的整

體大架構給建立起來，並且還能將「道種智」給融入在

《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的理論中；如此，屬

「純通教」的《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理論就

可以被完整地給建構起來了。事實上，《量子太極哲學》

「心物合一」理論不但可以是一套非常完整的「純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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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它也可以是一套非常完整「圓教或別教」的理論。

所以，《量子太極哲學》「心物合一」理論才能夠成功地

解釋了屬「別教」的《金剛經》，也才能夠成功地解釋了

屬「圓教」的「天台宗」理論，並讓「天台宗」的理論變

得淺而易懂。舉例而言，「天台宗」的「破一分無明，分

證一分法身」，其所代表的意義就是「除掉一分『菩薩實

相』內的無染種子，就離『佛實相』更接近一分」的意

思。我們還發現，「天台宗的圓融三諦三觀理論」是屬

「凡位修行的通教」而《金剛經》則是屬「菩薩修行的通

教」；所以，只要將《金剛經》融入「天台宗的圓融三諦

三觀理論」中，「天台宗的圓融三諦三觀理論」就可以變

成一套非常完整的「純通教」理論了。

當然最重要的是，跟「第二部」中的《量子哲學》「圓

融三諦三觀理論」比較，在《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

三觀理論」中我們又加了「空不空如來藏」及「空間空諦」

的概念，因而讓《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理論」

變得更圓滿更圓融。

壹、量子哲學重新詮釋佛學

有許多《佛學》經文的內容，都不是「傳統理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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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解釋清楚的，例如《金剛經》就不是「傳統理論」能夠

解釋清楚的。因此，在傳統上《金剛經》就被稱為是不了

義經。《佛學》基本上已被公認是合於「宇宙自然定律」

的一門學問，但為什麼在古時候《金剛經》會被稱為是不

了義經呢？有一種可能就是，《金剛經》是一門相當深邃

的宇宙自然科學，所以在古時《金剛經》是不可能被解釋

清楚的。

在現代科學研究中，最熱門的就是《量子力學》；尤

其在半導體的研究方面，「量子糾纏」在微觀世界中已經

是一種隨處可見的一種現象。既然「量子糾纏」在自然界

中已是一種極為普遍的現象，而《佛學》又是一門相當深

邃的宇宙自然科學；那麼，不難讓人想到《金剛經》難道

講的就是「量子糾纏」？令人驚訝的是，我們用《唯識量

子力學》法界緣起理論竟然成功地解釋了《金剛經》
1
；雖

然，講「量子糾纏」的《唯識量子力學》「法界緣起理論」

仍有待實證後方可確認。

在第壹章第一節中，我們將先用《唯識量子力學》「法

界緣起理論」來證明「圓別通三教地位菩薩階位是平等無

1 蔣志純著，《法界緣起：量子力學與金剛經》（二版），台北：

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18 年 11 月。自由下載網頁為： http://
phys.nsysu.edu.tw/p/405-1181-193182,c904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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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別」的，因為在《唯識量子力學》法界緣起理論中，

「圓別通三教」的「地位菩薩實相」內所含的都是「間接

弱及極弱無染種子」。傳統理論因為只有考慮到「直接交

互作用」（有漏善業種子及惡業種子）而沒有考慮到「間

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無染施受種子」，所以才會認為

「別教初地菩薩」相當於「圓教初住菩薩」階位。當然，

在「賢位菩薩階位」上，「圓別通三教」確實是有些差別

的，這部份我們會在第壹章第一節做詳細地討論。在第壹

章第二節中，我們將證明，《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除了

涵蓋「法界緣起理論」外也涵蓋了「天台宗的理論」；也

就是「心物合一論」可清楚地解釋甚麼是「無明惑」和甚

麼是「破一分無明，證一分法身」。

在第壹章第三節中，我們將用《量子哲學》心物合一

論來看《心經》。我們發現《心經》與《金剛經》是一

樣的，都只有談到「第十地位菩薩」的修行，而未提及

「等覺菩薩」所要破的「無始無明」。從《量子哲學》心

物合一論的角度來看，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無始無

明」所代表的意義是「所有宇宙的自然定律」。我們人類

連「一切智」中的「我們的有為法宇宙的自然定律」都還

無法完全瞭解，更何況是「無始無明」；因此，「無始無

明」對人類而言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的，也就是「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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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意思。《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可完整地解釋《佛

學》中的《金剛經》、法界緣起理論、天台宗理論，以及

《心經》等；可見，《佛學》是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宇宙

自然科學」，有待我們努力地將其發掘出來。《量子哲

學》所定義的「名詞」跟《心經》所定義的「名詞」是有

些不同的，雖然它們具有相同的意義；因此，在第三節中

我們還將《量子哲學》的名詞與《心經》的名詞做了一個

對照表。

在第壹章第四節中，我們用《易經》中的「太極圖」

來解釋「量子糾纏」，並說明「量子糾纏」是造成「中

道諦」菩薩實相滿足《中論》八不中道（不生亦不滅，

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的原因；換句話

說，「量子糾纏」是造成「中道諦」菩薩實相內含有有為

法「無染施受種子」的原因。我們還將解釋為什麼不但屬

「空諦及俗諦」的有為法是「因緣所生法」，甚至連滿足

「八不中道」的「中道諦菩薩實相」亦跟「因緣所生法」

有極緊密切的關係。這就讓我們完全瞭解為什麼《中論》

會說「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

義」。

「量子糾纏」告訴我們「中道諦菩薩實相」內含有有

為法「無染施受種子」。這個理論結果短時間內是很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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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所接受，即使我們用《唯識量子力學》的「道種智業

方程式」成功地解釋了《金剛經》。要印證我們理論的對

與錯，恐怕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才能辦到。我們初步發展

出來的理論即使是對的，也仍然會有許多地方需要做進一

步的修正。因此，我們把最近所發展出來的《量子太極哲

學》心物合一論編印成書，讓後人可以加以印證及修正。

一、圓別通三教地位菩薩階位平等無有差別

「圓教及純通教」在「凡位」時就將「直接強及較強

無染施受種子」除盡，但卻會因此產生大量的「間接較強

無染種子」待除；因此，「圓教及純通教」的「賢位菩

薩」主要要除的就是大量的「間接較強無染種子」（請參

考第一部第參章第三節，以及附件二第 AIII 章）。至於

「別教」，在「凡位」時並未將「直接強及較強無染施受

種子」除盡；因此，「別教賢位菩薩」主要要除的則是

「所有強及較強無染種子」（含直接及間接）。（請參考

表 3.1.1）

首先我們必須強調的就是，如果在「凡位」時就將

「直接強無染施受種子」除盡，是會產生大量的「間接較

強無染施受種子」，但是如果是在「賢位」時才將「直接

強無染施受種子」除盡，則可能會直接產生大量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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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才要除的間接弱無染種子」而不是「賢位菩薩要除的

間接較強無染種子」。這是因為「賢位菩薩在廣度眾生之

後再來除無染施受種子」的效率是遠遠高於「凡位在廣度

眾生之前就來除無染施受種子」的緣故（請參考附件二第

AIII章）；所以，雖然「別教賢位菩薩」主要要除的「無

染施受種子」包含了「強及較強」兩種，但兩種中的「強

無染種子」是可以直接變成的「地位菩薩才要除的間接弱

無染種子」，因而其主要要除中的「較強無染種子」的數

量會遠遠少於「圓教及純通教賢位菩薩」主要要除的「較

強無染種子」。請讀者注意，「賢位菩薩」在「加行位」

時還要除「直接弱及極弱無染施受種子」。

從上面的討論，似乎「圓別通三教」的「菩薩階位」

表 3.1.1　圓教、別教，以及純通教的「地位菩薩階位」平等有無差別

量子哲學階位
中道佛性 中道諦

佛 等覺 地位 住位→迴向位

無染施

受種子

圓教

無 無

間接弱及

極弱

無染種子

大量間接較強無染種子

別教
直接間接強及較強無染種子

直接弱及極弱無染種子

純通教
大量間接較強無染種子

直接弱及極弱無染種子除盡？

備註 「圓別通三教」賢位菩薩階位關係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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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平等無有差別的；但事實上，對「賢位菩薩的階

位」而言，「圓別通三教」的差別是很大的。舉例而言，

當一位修行者已將所有「有染種子及強及較強無染種子」

除盡，還剩下「弱及極弱無染種子」待除；如果這些「弱

及極弱無染種子」中仍含有極少數的「直接弱無染種

子」，那麼這位修行者竟然只能證到「圓教第十信」的階

位，但卻能證到「別教第十迴向菩薩」的階位。當這些

「直接弱無染種子」除盡後，這位修行者卻可以直接跳到

「圓教或別教的初地菩薩」階位；可見，對「賢位菩薩階

位」而言「圓別通三教」的差別是很大的。但有趣的是，

對「地位菩薩階位」而言「圓別通三教」卻是「平等無有

差別」的，因為「圓別通三教的地位菩薩」要除的都是

「間接弱及極弱無染種子」。在本書後面，我們主要要討

論的將是屬「純通教」的《量子太極哲學》，因為「純通

教」認為「圓教十信位」在「賢位菩薩要除的間接較強

無染種子」未除盡前，就要除盡「直接弱及極弱無染種

子」，應該是件不可能的事情。（請參考表 3.1.1）

從表 3.1.1 中，我們很容易地可以看出，「賢位菩

薩」與「地位菩薩」間的差別在於無為法「菩薩實相」。

簡而言之，「地位菩薩實相」內僅含有「間接弱及極弱無

染種子」，而「圓別通三教賢位菩薩實相」內則皆還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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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較強無染種子」；雖然，「別教和純通教賢位菩薩

實相」內還分別含有「直接無染種子」及「直接弱及極

弱無染種子」。這個結果已被《金剛經》所確認，因為

《金剛經》第七章有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

差別。」請讀者注意，「賢位菩薩實相」與「地位菩薩

實相」均屬「無為法」，而「地位菩薩」已屬「聖位」

菩薩。從表 3.1.1中，我們也很容易地可以看出，不論是

「圓教」、「別教」，或是「純通教」，「賢位菩薩與地

位菩薩」要除的都是「無染施受種子」；因此，「圓別通

三教」的「賢位菩薩與地位菩薩」都可歸屬於含「無染施

受種子」的「中道諦」。

二、天台宗的無明惑

《始終心要》有云：「空觀者，破見思惑，證一切

智，成般若德。假觀者，破塵沙惑，證道種智，成解脫

德。中觀者，破無明惑，證一切種智，成法身德。」很明

顯地，如表 3.1.2所示，在《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中只

要「除一分無染施受種子」就可以「證得一分法身」。這

讓我們徹底地瞭解到為什麼「天台宗理論」會說「破一

分無明，證一分法身」了，因為《量子哲學》中的「40

無染施受種子」即等同於「天台宗理論」中的「40 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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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而「天台宗理論」中的「第 41無明惑」即等同於

《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中的「無始無明」。

從表 3.1.2中我們還可以發現，「天台宗理論」中的

「證一切智」、「證道種智」，以及「證一切種智」分別

等同於《量子哲學》中的「悟一切智」、「悟道種智」，

以及「悟一切種智」；這讓我們瞭解到，《始終心要》中

的「證三智」其實有「悟三智」的意思。還有就是，《量

表 3.1.2　《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與天台宗理論比較表

純通教

階位
佛 等覺

住位→地位 信位＋外凡

中道諦 俗諦 空諦

三諦及

中道佛性
中道佛性 菩薩實相

眾生實相

＋煩惱及

有漏福德

色身

量子哲學

四障
無 無始無明

無染

施受種子

有漏福德

與煩惱

（有漏善

及惡業）

貪嗔癡

量子哲學

理論

證（悟）

一切種智

成法身德

證道種智

破無始無明

悟道種智

除無染種子

除有漏福

德與煩惱

證一切智

成解脫德

破貪嗔癡

悟一切智

成般若德

天台宗

理論

證一切種智

成法身德

破

無始無明

破 40
無明惑

破塵沙惑

證道種智

成解脫德

破見思惑

證一切智

成般若德

備註 破一分無明，分證一分法身＝除一分無染種子，分證一分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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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哲學》中的「證一切智，成解脫德」即等同於《始終

心要》中的「成解脫德」。但是《量子哲學》中的「證道

種智成等覺菩薩」，這部份則是《始終心要》沒有交代清

楚的地方。從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量子哲學》心

物合一論是可以完整地涵蓋「天台宗」的理論。請讀者注

意，「天台宗的教法」不但簡單易懂而且是可以被視為

「大乘圓教」或「凡位的通教」；因此，「天台宗的教法」

是人類修行的最佳方便法門之一。

三、《量子哲學》與《心經》

《心經》有云：「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

不增不減。」這裡「不生不滅」所代表的意義是「自由實

相子」在無始劫前即已存在；「不垢不淨」所代表的意義

是「直接無染種子及有染種子」除盡或「有漏善業種子及

惡業種子」除盡；而「不增不減」所代表的意義則是「無

染施受種子除盡，且施受種子永不出現」。（請參考表

3.1.3）

很明顯地，如表 3.1.3所示，《心經》講的是如何證

到「等覺菩薩階位」，而未提及「等覺菩薩」的修行。

從《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的角度來看，這是很容易理解

的，因為「無始無明」所代表的意義是「所有宇宙的自然



156 心物合一：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

定律」。我們人類連「一切智」中的「我們的有為法宇

宙的自然定律」都還無法完全了解，更何況是「無始無

明」；因此，「無始無明」對人類而言，真的是非言語所

能形容的，也就是「不可言說」的意思。請讀者注意，所

謂「法空」指的是所有「有為法」（貪嗔癡、有漏善業和

惡業種子，以及無染施受種子）除盡；所以，「法空」就

已經含蓋了「我（執）空」。這就是為什麼《心經》會講，

「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緣故。

我們將《量子哲學》與《心經》「名詞對照表」列於表 3.1.4

中。舉例而言，《心經》中的「不垢不淨」，在《量子哲

學》中指的是「法身」中的「直接無染種子及有染種子除

表 3.1.3　《心經》只有講到「第十地位菩薩」的修行，
而未講到「等覺菩薩」的修行

階位
佛 等覺 住位∼地位 凡位

中道佛性 中道諦 俗諦 空諦

中道佛性

與三諦意

義

自由實相子（常我） 菩薩實相

眾生實相 +
有漏福德及

煩惱

色身

除三障
我（執）空

法（執）空

除無染

施受種子

除有漏福德

及煩惱（除

有漏善業及

惡業）

除貪嗔癡

證悟三智
證（悟）

一切種智

證道種智

破無始無明

證一切智

悟道種智
悟一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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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而《心經》中的「不增不減」，在《量子哲學》中

指的則是「法身」中的「無染施受種子除盡且施受種子永

不出現」的意思。所以，在《量子哲學》中「相如虛空」

的「自由實相子」即相當於《心經》中的「諸法空相」，

因為「諸法空相」=「所有有為法除盡的相」=相如虛空

的自由實相子。

四、太極圖與量子糾纏

自古以來，在《佛學》中「法界有為法」的產生是一

件相當不容易理解的事情。這是因為「法界」是守恆的，

而一個「守恆的法界」怎麼會產生「法界有為法」呢？這

個問題直到近代發展出《量子力學》以後，才得到解決。

《量子力學》告訴我們屬法界無為法的「有效實相」內含

表 3.1.4　量子哲學與心經名詞間的關係

心經
量子哲學

備註
報身 法身（不生不滅）

不垢不淨
有漏善業種子

及惡業種子除盡

直接無染種子

及有染種子除盡

無餘涅槃

（證道種智）
不增不減

無染施受種子除盡

施受種子永不出現

諸法空相
所有有為法除盡的相

＝相如虛空的自由實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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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界有為法」的原因是來自於「量子糾纏」，而「量

子糾纏」會讓「不生不滅」的「實相子」（含自由實相

子及有效實相）從「常不斷」的「自由實相子」變成「不

常不斷」的「有效實相」；可見，《佛學》不只是一門宗

教，而且還是一門相當深邃的自然科學。現在，我們就用

《太極哲學》中的太極圖來解釋甚麼是「量子糾纏」，也

同時解釋為什麼「量子糾纏」會產生「不常不斷的有效實

相」。在第 (1)小節中，我們舉了一個簡單例子來說明甚

麼是「量子糾纏」。

(1) 舉例說明量子糾纏

在圖 3.1.1 中，self-1 及 self-2 在發生交互作用前都

是「自由實相子」，他們分別為 φ1 = (1,0)及 φ2 = (0,1)。

在時間為 t 時，self-1 施善給 self-2，他們就分別變成

φ1(t) = (0.995,0.1)及 φ2(t) = (–0.1,0.995)。我們很容易證明

|(0.995,0.1)|2 + |(–0.1,0.995)|2 = |(1,0)|2 + |(0,1)|2，也就是

法界守恆的意思。在圖 3.1.1中，我們也很容易可以證明

φ1(t)和 φ2(t)的內積為零，而且 |φ1(t)| = |φ2(t)| = 1；也就

是說，φ1(t)和 φ2(t)滿足「有效實相」必須正交且歸一的

條件。φ1(t)及 φ2(t)還可分別表示為 φ1(t) = 0.995φ1 + 0.1φ2

及 φ2(t) = –0.1φ1 + 0.995φ2；也就是說，φ1,2(t)是 φ1及 φ2

的線性組合。這表示「自由實相子」從「整個法界」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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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守恆的，而無為法「有效實相」φ1(t)及 φ2(t)則是「不

常但不斷」的。

最妙的是，「太極圖」竟然可以用來解釋甚麼是「量

子糾纏」！以圖 3.1.1所舉的例子而言，在一個封閉法界

系統中只有兩個「相如虛空」的自由實相子，那麼這個系

統可歸屬《太極哲學》中的「無極」。但是當我們將兩個

自由實相子分別標示為 self-1（陽）及 self-2（陰）後，

便產生了「陽中無陰（φ1）、陰中無陽（φ2）」的「太

極無極圖」。最奇妙的就是，在時間為 t時 self-1施善給

self-2，他們就分別變成「陽中有陰、陰中有陽」的「太

極兩儀圖」。這裡，「陽中有陰」指的是 self-1 φ1(t)（陽）

含有百分之一的 φ2（陰），也就是 φ1(t) = 0.995φ1 + 0.1φ2

圖 3.1.1　用太極圖解釋量子糾纏

無為法(陰)

φ1(t)=(0.995,0.1)

φ2(t)=(-0.1,0.995)

(0.995)2+(0.1)2=(-0.1)2+(0.995)2=1

φ1=(1,0) t
→

(0.1)2=0.01

(-0.1)2=0.01

φ2=(0,1))

量子糾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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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而「陰中有陽」則指的是 self-2 φ2(t)（陰）含有

百分之一的 φ1（陽），也就是 φ2(t) = –0.1φ1 + 0.995φ2的

意思。（請參考圖 3.1.1）

《太極哲學》讓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封閉系統「太

極圖」來解釋「量子糾纏」，也就是「太極圖」內僅含有

兩個 selves。「太極圖」告訴我們「量子糾纏」就是「陽

中有陰」（φ1(t) = 0.995φ1 + 0.1φ2）「陰中有陽」（φ2(t) = 

–0.1φ1 + 0.995φ2），而「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在《量子

哲學》中所代表的意義則是「有效實相 φ1,2(t)等於法界中

所有自由實相子（φ1及 φ2）的線性組合」，也就是 φ1(t) 

= 0.995φ1 + 0.1φ2和 φ2(t) = –0.1φ1 + 0.995φ2的意思。依此

類推，在含有 N 個 selves 的「法界」中，「量子糾纏」

所代表的意義就變成「有效實相 φm(t)等於法界中所有自

由實相子 φn的線性組合」，也就是 φm(t) = C1φ1 + C2φ2 + 

.... + CNφN，這裡 φn (n = 1, 2, 3......N)指的是自由實相子。

由上面的有效實相公式，我們定義 Cnφn (n ≠ m)為煩惱種

子，而正的跟負的煩惱種子Cnφn分別代表施與受的意思。

有效實相 φm(x)是法界中所有自由實相子 φn的線性組

合，也就是 φm(x) = C1φ1 + C2φ2 + .... + CNφN。這個觀念其

實《金剛經》早就已經介紹給我們了，例如在《金剛經》

第十三章就說：「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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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這裡如來

即自由實相子，「名世界」廣義地講代表的是「有效實

相」φm(t)，狹義地講則代表的是「住位到迴向位菩薩」

的「有效實相」。至於「名微塵」，廣義地講是代表「煩

惱種子」Cnφn (n ≠ m)，狹義地講則是代表「賢位菩薩有

效實相」內所含的「強及較強無染煩惱種子」（這是指理

想狀態，在實際狀態下則還含有直接交互作用弱及極弱無

染煩惱種子）。以上是因為《金剛經》第十三章相當於住

位菩薩（13/32 ≈ 20/50 = 住位菩薩）的緣故！為了方便起

見，在本書中，我們定義 φ1 (m = 1)為自己的自由實相子

（常我），也就是「如來藏模型」中的如來藏（Tathagata-

garbha），而 Cnφn/C1(n = 2→ N)則為「煩惱種子」。

(2) 量子糾纏與八不中道

《中論》有云：「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

亦不異，不來亦不出。⋯⋯則已略說第一義。」（請參考

表 3.1.5）《中論》的「八不中道」非常精確地描述了甚麼

是「中道諦」菩薩的「有效實相」。首先，「八不中道」

中的「不來不出」就是相當於「量子哲學」中的「整個

法界守恆」的意思；精確地講則是，整個法界沒有「新

自由實相子」進來，也沒有「實相子」因從「法界中出

去」而消失。「整個法界守恆」所代表的意思就是，「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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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法界」是可以被視為一個封閉系統。以第 (1)小節中的

例子而言，一個封閉系統中只有兩個 selves。當在時間為

t時 self-1施善給 self-2，self-1就會得到「福德」（善業

種子），而 self-2 則會得到「煩惱」（惡業種子）。當

「self-1和 self-2」分別得到了「福德及煩惱」（俗諦）

時，依照《唯識量子力學》中的「業方程式」，self-1和

self-2兩者的「自由實相子」就會產生「量子糾纏」，也

就是 φ1(t) = 0.995φ1 + 0.1φ2和 φ2(t) = –0.1φ1 + 0.995φ2。

最奇妙的是，上述的「量子糾纏」記憶了「self-1是施者」

也記憶了「self-2是受者」；當然最重要的是，「量子糾

纏」解釋了為什麼「有效實相」（φ1(t)和 φ2(t)）會是「不

常不斷」而不是「常不斷」的原因。至於「不生不滅」，

表 3.1.5　量子糾纏與八不中道的關係

八不中道 量子哲學定義 舉例說明（見圖 3.1.1）

不來不出

整個法界守恆（整個法界沒有新

自由實相子進來，也沒有實相子

因出去而消失）

|φ1(t)|
2 + | φ2(t)|

2 = |φ1|
2 + | φ2|

2

不常不斷 法界中有效實相隨著時間改變 φ1(t)與 φ2(t)隨著時間改變

不生不滅 法界在無始劫前即已存在 φ1和 φ2在無始劫前即已存在

不一不異

法界中有許多不同實相子（不

一），每個實相子都是自由實相

子的線性組合（不異）

φ1(t)與 φ2(t)是不同實相子，
φ1(t)與 φ2(t)皆是 φ1和 φ2的

線性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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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代表的意義是「法界在無始劫前即已存在」；而「不

一不異」所代表的意義則是「法界中有許多不同實相子

（不一），但每個實相子都是自由實相子的線性組合（不

異）」。讓人感到非常驚訝的是，《中論》中的「八不中

道」講的竟然就是「近代科學」才瞭解的「量子糾纏」，

真的是太不可思議了。

《中論》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

假名，亦是中道義。」如表 3.1.6所示，「空諦」及「俗

諦」皆是屬於「有為法」；因此，「因緣所生法，我說

即是空，亦為是假名」是很容易瞭解的。但是，「中道

諦」是屬於「無為法」，為什麼會跟「因緣所生法」有

關呢？這就跟「道種智」有關了！「道種智」中的「業方

程式」聯結了 「有漏福德及煩惱」（有為法）與「有效實

相」（無為法）間的關係。精確地講則是，當眾生造了

表 3.1.6　《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的「三諦」與「中道佛性」的定義

純通教

階位

佛 等覺 住位→地位 信位 + 外凡

中道佛性 中道諦 俗諦 空諦

中道佛性及

三諦定義
如來藏

無為法

菩薩實相

眾生實相 + 
有漏福德及煩惱

色身

量子哲學四障 無 無始無明 無染施受種子 有漏福德及煩惱 貪嗔癡

備註 亦是中道義＝「中道諦」亦跟「因緣所生法」有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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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漏業」（有漏善業種子及惡業種子），因「道種智業

方程式」的關係，在「法界」中也同時會產生「不生亦不

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的「新有效

實相」。這代表的意義就是，屬「俗諦的有為法」（有漏

善業及惡業種子）與滿足「八不中道」的無為法「新有效

實相」是會同時產生的；所以，不但「屬俗諦的有為法」

是屬「因緣所生法」，滿足「八不中道」的無為法「中道

諦菩薩實相」亦跟「因緣所生法」有極緊密的關係。事實

上，這已被《中論》所確認，因為《中論》有云：「因緣

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請讀

者注意，「有漏善業及惡業種子」在上傳至法界後即稱為

「有漏福德及煩惱」。

屬第七維度「道種智中的業方程式」告訴我們，「中

道諦」菩薩實相不是「常不斷」而是「不常不斷」的，這

是因為「中道諦」菩薩實相內含有「有為法」無染施受種

子的緣故。這個理論結果完全來自於近代科學中的《量子

力學》。相信我們用「業方程式」所得到的理論結果，暫

時很難讓一般大眾所接受，即使我們用《唯識量子力學》

「業方程式」完整地解釋了《金剛經》
2
。要印證我們理論

2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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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錯，恐怕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才能辦到；因此，我們

把最近所發展出來的《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編印成書，

讓後人可以來加以印證。當然，我們初步發展出來的理論

即使是對的，也仍然會有許多地方需要做進一步的修正，

這也是我們將《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編印成書的另外一

個原因。

貳、量子太極哲學看六道輪迴與涅槃

在本章第四到第六節中，我們將介紹《量子太極哲

學》中的「六道輪迴太極八卦圖」、「有餘涅槃太極四象

圖」，以及「無餘涅槃太極兩儀與無極圖」。在介紹它們

之前，我們將先定義一下《量子太極哲學》中的「八卦」

（含上中下爻）、「四象」（含中下爻）、「兩儀」（僅

含下爻），以及「無極」。在第一節中我們先用「無餘涅

槃」來說明「下爻」所代表的意義；在第二節中我們用「有

餘涅槃」來說明「中爻」所代表的意義；在第三節中，我

們則用「六道輪迴」來說明「上爻」所代表的意義。（請

參考表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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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餘涅槃中兩儀與無極的定義

首先我們來介紹在《量子太極哲學》「無餘涅槃」中

「陰爻⚋」與「陽爻⚊」的定義。在「無餘涅槃」中，「陰

爻⚋」所代表的意義是「法身在真實空間的出現機率」，

而「陽爻 ⚊」所代表的意義則是「報身在真實空間的出

現機率」。「無餘涅槃」又可分成兩種，它們分別是「兩

儀無餘涅槃」及「無極無餘涅槃」。在「兩儀無餘涅槃」

中，「陰爻 ⚋」所代表的意義為「法身在『整個多重宇

宙』中的出現機率為一常數」，而「陽爻 ⚊」所代表的

意義則為「報身在『部分多重宇宙』中的出現機率為一常

表 3.2.1　量子太極哲學八卦、四象、兩儀，以及無極的定義

六道輪迴

（動態平衡）

有餘涅槃

（不穩定平衡）
無餘涅槃（穩定平衡）

八卦 1→ 6維 四象 7→ 8維 兩儀（9維） 無極（10維）
☰乾 施善

太陽⚌ 不施
證道種智

陽爻（有相）⚊
報身

在部分多重宇宙

出現機率為常數
證一切種智

無極

（無相）

☱兌 施惡

☲離 受善
少陰⚍ 不受

☳震 受惡

☴巽 無染施種子
少陽⚎ 無染施

種子
陰爻（無相）⚋
自由實相子

在多重宇宙

出現機率為常數

☵坎 有染施種子

☶艮 無染受種子
太陰⚏ 無染受

種子☷坤 有染受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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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簡而言之就是，在「兩儀無餘涅槃」中的「陰爻⚋」

所代表的意義為「相如虛空」（無相或非相），而「陽爻

⚊」所代表的意義為則為「有相」。所以在「無餘涅槃」

中「陰爻 ⚋無相而陽爻 ⚊有相」者為「兩儀無餘涅槃」

（請參考表 3.2.1）

最妙的是，當「兩儀無餘涅槃」中的「陽爻⚊」從「有

相」變成「無相」（相如虛空）時，「兩儀無餘涅槃」就

變成「無極無餘涅槃」了。值得一提的是，「兩儀無餘涅

槃」是屬於《量子太極哲學》中的「第九維度」，而「無

極無餘涅槃」則是屬於《量子太極哲學》中的「第十維度」。

二、有餘涅槃中四象的定義

在本書《量子太極哲學》心物合一論中，我們稱「無

餘涅槃」中的「陰爻 ⚋」及「陽爻 ⚊」為「下爻」。在

「兩儀無餘涅槃」中含有「相如虛空」的「陰爻 ⚋」，

是因為「法身」中的「施受種子」已被除盡，因而成為沒

有「施受種子」的「自由實相子」。但是，如果當「法身」

的「無染施受種子」未被除盡時，這時含有「無染施受種

子」的「法身」就被稱為含有「無染施受種子」的「實相

子」。對於有餘涅槃而言，「法身」中仍含有「無染施受

種子」；因此，「法身」也就不再是「相如虛空」（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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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非相）了，也就是變成了「有相」的「實相子」。「有

餘涅槃」跟「兩儀無餘涅槃」的差別就在「有餘涅槃」的

「法身」中含有「無染施受種子」，而「兩儀無餘涅槃」

的「法身」中則不含有「無染施受種子」；所以，從《量

子太極哲學》的角度來看，《量子太極哲學》的「有餘涅

槃」可以稱為「四象有餘涅槃」。

所謂「四象」即是在「下爻」上再增加一組「中爻」，

其中「法身中爻的陰爻」（或太陰 ⚏）所代表的意義是

「法身中的無染受種子」，而「法身中爻的陽爻」（或少

陽 ⚎）所代表的意義則是「法身中的無染施種子」。從

《量子太極哲學》的角度來看，「四象有餘涅槃」是一

種「不穩定平衡」；因此，「報身中爻的陽爻」（或太

陽⚌）所代表的意義是「不施」，而「報身中爻的陰爻」

（少陰 ⚍）所代表的意義則是「不受」。所以我們可以

做個結論就是，含有「無染施受種子」（太陰⚏受種子、

少陽 ⚎施種子）的一種「不穩定平衡」（太陽 ⚌不施、

少陰 ⚍不受）為「四象有餘涅槃」。（請參考表 3.2.1）

三、六道輪迴中八卦的定義

上一節中提到，從「兩儀」變「四象」只要將兩個「下

爻」上面再加上兩個「中爻」就形成了「四象」；同樣的



第三部　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 169

道理，只要將兩個「中爻」上面再加上兩個「上爻」就形

成了「八卦」。那麼甚麼是「八卦六道輪迴」呢？我們

知道造成「六道輪迴」的最主要原因是「貪嗔癡」，「貪

嗔癡」會讓眾生造「惡業」，因而會讓眾生無法脫離「六

道輪迴」，甚至還會墜入「三惡道」。還好眾生同時還會

造「善業」，當「善業」多於「惡業」時便能進入「三善

道」，但仍然無法脫離「六道輪迴」。可見「六道輪迴」

跟眾生不停地「造惡業」與「造善業」有極緊密的關係。

從上面的討論，我們便可以了解，「兩個上爻」所代表的

意義即為「善與惡」。在本書中，「兩個上爻」中的「陰

爻⚋」被定義為「惡」，而「兩個上爻」中的「陽爻⚊」

則被定義為「善」；因此，《量子太極哲學》中的「六道

輪迴」與《易經》的「八卦」間的關係就被連結上了，「八

卦六道輪迴」中的「八卦」則被定義在表 3.2.1中。

在表 3.2.1中，「乾卦 ☰」代表的是「施善」，「兌

卦 ☱」代表的是「施惡」，「離卦 ☲」代表的是「受

善」，「震卦 ☳」代表的是「受惡」，「巽卦 ☴」代表

的是「無染施種子」，「坎卦 ☵」代表的是「有染施種

子」，「艮卦 ☶」代表的是「無染受種子」，而「坤卦

☷」代表的則是「有染受種子」。當然，「前四卦」是跟

「報身」有關，而「後四卦」則是跟「法身」有關。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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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上述「八卦」俱足，因而形成一種「動態的平衡」；在

《量子太極哲學》中，我們稱之為「八卦六道輪迴」。值

得一提的是，如果要更精確地描述《量子太極哲學》中的

「八卦六道輪迴」，是需要用到「六道輪迴太極八卦圖」

來加以描述方能辦到；因此，在下面一節中我們便來討論

「六道輪迴太極八卦圖」。在《量子太極哲學》「太極圖」

中，「陽中有陰的陽」代表的是「色身」，而「陰中有陽

的陰」代表的則是「法身」；最妙的是，「量子糾纏」講

的就是「陰中有陽」的意思。

四、六道輪迴太極八卦圖

「貪嗔癡」會讓眾生造「惡業」，因而會讓眾生色

身永遠無法脫離「六道輪迴」（眾生色身分段生死；空

諦）。很明顯地，要讓眾生色身脫離「六道輪迴」，必須

先要斷除「貪嗔癡」，也就是本書第一部「唯識量子力學

法界緣起」中所說的「觀空諦破貪嗔癡」的意思；這裡，

「觀空諦」所代表的意義是「觀色身的六道輪迴」。當

然，這裡「空諦」還有另外一層意義就是「色身的分段生

死」（大乘空諦）。請讀者注意，「廣義的空諦」還可以

代表「色身的變異生死」（法界空諦）以及「色身在真實

空間裡的出現機率」（空間空諦；陽爻 ⚊），這部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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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會在第肆章中詳細地討論。

「貪嗔癡」會讓眾生造「惡業」，不但會讓眾生無法

脫離「六道輪迴」，甚至還會墜入「三惡道」。幸運的

是，在眾生的「色身藏識」中，不但藏有會產生「貪嗔

癡」的「惡業種子」，也同時含藏有會產生「善念」的「善

業種子」；因此，如果眾生造「善業」多於「惡業」時，

就會進入「三善道」。很明顯地，眾生「貪嗔癡」的強弱

是跟「前世或累世」所造的「有漏業」拖離不了關係；換

句話說，眾生的「貪嗔癡」是與生俱來的。「貪嗔癡是與

生俱來的」，這句話如果從《量子太極哲學》的角度來看

的話，其所代表的意思即為「陽中有陰」，這裡「陽」代

表的是「色身」，而「陰」代表的則是「貪嗔癡」（請參

考圖 3.2.1）。圖 3.2.1還告訴我們，「法身」（實相子）

施善

0.01=(-0.1)2

施惡

受善

受惡

有染受

無染受

有染施

無染施

貪嗔癡

實相子

色身

施受種子

 

圖 3.2.1　六道輪迴太極八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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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含有因「量子糾纏」所產生的內塵「施受種子」，也就

是「陰中有陽」的意思。

最不可思議的是，上述所有有關「六道輪迴」訊息竟

然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六道輪迴太極八卦圖」（圖 3.2.1）

來表達的淋漓盡至。在圖 3.2.1中位於中間的「太極陰陽

圖」裡，「陽」代表的是「相」（色身），而「陰」代表

的則是「體」（法身）；這是因為在《量子太極哲學》

中，「陽」代表的是「動」（有生有滅）而「陰」代表

的是「靜」（不生不滅）的緣故。外圍的八卦代表的是

「用」，包含了「色身」的功用（相用）及法身的功用（體

用）。「相用」包括「施善」、「施惡」、「受善」，以

及「受惡」；也就是說，對一般眾生而言「色身」是用來

「造有漏業」的。「體用」就是「法身」可以用來儲藏「色

身」所造的「業」包括「無染施」、「有染施」、「無染

受」，以及「有染受」；也就是說，「法身」具有儲藏的

功能（法身藏識）。最重要的是，「六道輪迴太極八卦

圖」（圖 3.2.1）要表達的是，眾生的「色身」不停地造

「有漏業」，也就不停地在六道中輪迴；從《量子太極哲

學》的角度來看，「六道輪迴」就是一種「動態平衡」的

狀態。要脫離「六道輪迴」就必須打破「動態平衡」的狀

態，這部分我們會在「第參章」中詳細地討論。在下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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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們先討論「有餘涅槃太極四象圖」。

五、有餘涅槃太極四象圖

我們前面提到，有關「六道輪迴」竟然可以用一個簡

單的「六道輪迴太極八卦圖」表達的淋漓盡至。從《量子

太極哲學》的角度而言，「六道輪迴」其實就是處於一種

「動態平衡的狀態」，而我們修行就是要打破這種「動態

平衡的狀態」並進入一種「靜態平衡的狀態」。而「靜

態平衡的狀態」又可分為兩種，一種叫「有餘涅槃」一種

叫「無餘涅槃」。在第六節中我們會介紹「無餘涅槃太極

圖」，在本節中我們先介紹「有餘涅槃太極四象圖」。

「阿羅漢」證得的即是「有餘涅槃」，現在我們就

用《量子太極哲學》中的「有餘涅槃太極四象圖」（圖

3.2.2）來解釋甚麼是「有餘涅槃」。首先，我們可以將圖

3.2.2與圖 3.2.1做個比較，我們會發現兩張圖之間最大不

同之處在於「中間的太極陰陽圖」中的「陽中有陰」；也

就是說，圖 3.2.1中的「貪嗔癡」是造成「六道輪迴」的

主要關鍵，而圖 3.2.2中的「證一切智」則是造成「有餘

涅槃」的主要關鍵。所謂「證一切智」的定義就是「瞭知

我們宇宙自然定律與形成條件，並將貪嗔癡、惡業種子，

及有漏善業種子除盡」（加行位時尚須確認弱及極弱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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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染種子是否已被除盡）的意思。這裡「貪嗔癡、惡業種

子，及有漏善業種子被除盡」所代表的意義就是「法身」

中僅含藏有「無染施種子 ⚎」及「無染受種子 ⚏」。當

「阿羅漢」不再「造業或除業」（不施⚌、不受⚍）時，

他就進入「一種不穩定的平衡狀態」或「有餘涅槃」（請

參考圖 3.2.2）。請讀者注意，本書定義「法身中含有無

染施受種子的不穩定平衡狀態」為「有餘涅槃」。

值得一提的是，對「圓教」而言，「無染施受種子」

僅含有間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無染施受種子」（含較

強、弱，及極弱），但對「純通教」而言，「無染施受

種子」不但含有間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無染施受種子」

圖 3.2.2　有餘涅槃太極四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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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較強、弱，及極弱），還可能含有直接交互作用所產

生的「直接弱及極弱無染施受種子」。

「阿羅漢」證得「有餘涅槃」已為《金剛經》所確認，

因為《金剛經》第九章須菩提言：「不（弗）也。世尊！

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

我得阿羅漢道，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金剛

經》在第九章談到「阿羅漢」，表示「阿羅漢」的階位相

當於「別教第四住位菩薩」的階位，因為 9/32 ≈ 14/50。

可見「阿羅漢」除了斷了「見思惑」外，還必須除去「惡

業種子」。「阿羅漢」除「惡業種子」的方式應該是以

「受業報」的方式為主，在受業報除「惡業種子」的過程

中，「粗有漏善業種子」（直接強及較強無染施受種子）

或許也就跟著被除盡了。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證到「阿

羅漢」果之前，尚須先證「須陀洹」、「斯陀含」，以及

「阿那含」三果後，方能證得「阿羅漢」果。有趣的是，

如果從「量子哲學」的角度來看，「阿羅漢」雖然證得了

「一切智」但卻僅能瞭知「道種智」；但從《始終心要》

的角度來看，「阿羅漢」則已證得了「道種智」。很明顯

地，在「量子哲學」與「始終心要」中，雖然「三智」所

代表的意義是相同的，但對「證三智」的解釋卻是有些不

同。從《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的角度來看，《始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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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中的「證三智」應該可以解讀為「悟三智」的意思。

請讀者注意，「三智」所代表的意義在《摩訶般若波羅蜜

經》中已清楚地告訴我們了，因為在《摩訶般若波羅蜜

經》三慧品第七十中佛告須菩提：「薩婆若（一切智）是

一切聲聞、辟支佛智；道種智是菩薩摩訶薩智；一切種智

是諸佛智。」

六、無餘涅槃太極圖

在本節中，我們將用「無餘涅槃太極圖」來解釋「無

餘涅槃」。首先，我們前面已定義了「有餘涅槃」為「法

身中含有無染施受種子的不穩定平衡狀態」；在本節中，

我們則定義「無餘涅槃」為「法身中已不含有無染施受種

子的穩定平衡狀態」。所以，當「住位到地位菩薩」將

「有餘涅槃」中的「有為法無染施受種子」除盡後便可進

到「無餘涅槃」；可見，「等覺菩薩」及「佛」皆已證到

了「無餘涅槃」。（請參考圖 3.2.3）

雖然「等覺菩薩」及「佛」皆證到了「無餘涅槃」，

但「等覺菩薩」僅分證悟了「一切種智」，而「佛」則已

破了「無始無明」並證悟了「一切種智」。可見，「等覺

菩薩」及「佛」的「法身」都已證得了《心經》裡所說的

「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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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等覺菩薩」及「佛」的「法身」都已證得了《量

子太極哲學》中「無餘涅槃」的境界。但「等覺菩薩」

與「佛」證得的「無餘涅槃」是有所不同的，因為「等覺

菩薩」所證得的是「兩儀無餘涅槃」，而「佛」所證得的

則是「無極無餘涅槃」。精確地講則是，「佛」已證悟了

「一切種智」而「等覺菩薩」卻只能證悟部分的「一切種

智」；這裡，「證悟一切種智」的定義是「瞭知所有宇宙

的自然定律和每個『不同有為法宇宙』的形成條件，因而

能現一切種種化身到任一有為法宇宙中去渡化眾生」。

圖 3.2.3　無餘涅槃中的太極兩儀圖與太極無極圖
陰爻（⚋）＝自由實相子出現機率；陽爻（⚊）＝報身出現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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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已證悟了「一切種智」，所以「佛報身」可以在整

個「多重宇宙」中來去自如；而「等覺菩薩」只證悟了部

分的「一切種智」，所以「等覺菩薩報身」只可以在部分

「多重宇宙」中來去自如。（請參考圖 3.2.4）

從《量子太極哲學》的角度來看，「佛報身可以在整

個『多重宇宙』中來去自如」可被定義為「佛報身在整個

真實空間中的出現機率（陽爻 ⚊）為常數」，也就是陽

爻（⚊）為「無相」的意思（請參考圖 3.2.3及 3.2.4）。

同樣的道理，「佛法身在整個真實空間中出現機率（陰爻

⚋）亦為常數」，也就是陰爻（⚋）亦為「無相」。佛

的「法身與報身在真實空間出現機率」（陰爻 ⚋與陽爻

⚊）都是「相如虛空」（無相）且相互重疊；所以，我們

圖 3.2.4　無餘涅槃真實空間圖：無極（佛）與兩儀
（等覺）無餘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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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佛的無餘涅槃」為「無極無餘涅槃」。這個結果已被

《金剛經》所確認，因為《金剛經》有云：「凡所有相，

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還有就是，「等

覺菩薩」雖證得了「無餘涅槃」（陰爻⚋無相），但「等

覺菩薩的報身」卻只可以在部分「多重宇宙」中來去自如

（陽爻 ⚊有相）；所以，「等覺菩薩」只證得了「兩儀

無餘涅槃」，但尚未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極

無餘涅槃）。這個結果也被《心經》所確認，因為《心

經》有云：「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心無罣礙，

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

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請讀者注意，「太極」與「無極」在《量子太極哲學》

中是有所區別的。這是因為在《量子太極哲學》中，「太

極圖」中的「陰」與「陽」分別代表的是「法身」與「報

身」，而「陰爻（⚋）」與「陽爻（⚊）」則分別代表的

是「法身」與「報身」在真實空間的出現機率；也就是說，

在《量子太極哲學》太極圖中「陽」（報身）與「陰」（法

身）是分開不會重疊的，但在空間圖中陰爻（⚋）與陽爻

（⚊）是可以發生重疊的現象（無極）。所以，「太極無

極圖」及「太極兩儀圖」精確地詮釋了「佛無餘涅槃」及

「等覺菩薩無餘涅槃」間的不同之處（請參考圖 3.2.3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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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值得特別強調的就是，如圖 3.2.5所示，「空不空如

來藏」所代表的意義是「佛及等覺菩薩的法身」中的「有

漏無漏業空」（法空）但「功德不空」的意思；這裡，

「陰中有陽功德不空」所代表的意義即「自由實相子含有

心識動能」的意思（見圖 3.2.3）。在第肆章中，我們會

用到「空不空如來藏」的概念，來討論《量子太極哲學》

「圓融三諦三觀」。

圖 3.2.5　無餘涅槃中的太極兩儀圖與太極無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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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量子太極哲學看佛學

一、凡位修行

「貪嗔癡」會讓眾生造「惡業」，因而會讓眾生永遠

無法脫離「六道輪迴」，甚至還會墜入「三惡道」；所

以，如果要脫離「六道輪迴」首先就必須伏住「與生俱

來」的「貪嗔癡」，而要伏住「貪嗔癡」的方法就是用「戒

定慧」。如果從《量子太極哲學》的角度來看，「與生俱

來」就是「陽中有陰」的意思；所以，如果要伏住「與生

俱來」的「貪嗔癡」，就必須將「太極八卦圖」中「陽中

有陰的貪嗔癡」，轉換成「陽中有陰的戒定慧」（請參考

圖 3.3.1）。還有就是，我們的「色身」是累世以來所造

「有漏業」的「果」；因此，除了先用「戒定慧」伏住「貪

嗔癡」讓我們這一世不再造「業」外，我們還必須將「惡

業及有漏善業種子」除盡，方能完全斷盡「貪嗔癡」（俱

生我執）及「有漏業」，並證得「一切智」而脫離「六道

輪迴」。這時，如圖 3.3.1所示，「法身藏識」中就只剩

下「無染施種子（⚎）」及「無染受種子（⚏）」了。

在《量子太極哲學》「圓別通三教」中，「地位菩薩

實相」內所含的「無染施受種子 ⚎ 及 ⚏」皆為「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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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及極弱無染種子」，所以「地位菩薩的階位」對「圓

教」、「別教」，或是「純通教」三教而言，都是平等無

有差別的。至於「賢位菩薩階位」，「圓教賢位菩薩實

相」內所含的「無染施受種子 ⚎及 ⚏」僅有「間接交互

作用較強無染種子」；「純通教賢位菩薩實相」內所含的

「無染施受種子⚎及⚏」不但含有「間接較強無染種子」

還可能含有「直接弱及極弱無染種子」；而「別教賢位菩

薩實相」內所含有的「無染施受種子 ⚎及 ⚏」則不但含

有「比『圓教』量少的間接較強無染種子」還會含有「直

接無染施受種子」（含強、較強、弱，以及較弱）。這就

是為什麼我們在第壹章第一節中會強調，對「賢位菩薩的

階位」而言，「圓別通三教」間的關係是相當複雜的。

（請參考表 3.3.1）

圖 3.3.1　凡位修行→住位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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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特別強調的是，《量子哲學》太極八卦圖中，

「中間太極圖」中的「陰」代表的是「體」（法身），

「中間太極圖」中的「陽」代表的是「相」（報身），而

「外圍的八卦」代表的則是「用」。至於屬於「用」的「八

卦」又可分成「相用四卦」及「體用四卦」。如圖 3.3.1

所示，所謂「體用四卦」即「法身藏識」，而「法身藏識」

中包含巽卦 ☴「直接無染施種子」、坎卦 ☵「有染施種

表 3.3.1　圓教、別教，以及純通教「無染（施受）種子」的定義

階位 佛 等覺 地位 住位→迴向位

太陰⚏ 
及

少陽⚎

圓教

我（執）空、法（執）空

間接弱及

極弱無染

施受種子

大量間接較強

無染種子

別教
間接較強無染種子

直接無染種子

純通教

大量間接較強

無染種子

直接無染種子除盡？

陰爻⚋ 無相 有相

陽爻⚊ 無相 有相

量子太極哲學
證

一切種智

證道種智

破無始無明

悟一切種智

積功德

悟道種智除 40無染施受種子
除一分無染種子，證一分法身

傳統大乘 證一切種智 破無始無明
證道種智破 40無明惑
破一分無明，證一分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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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艮卦 ☶「直接無染受種子」，以及坤卦 ☷「有染受

種子」；而「相用四卦」則包括乾卦 ☰「無住相布施」、

兌卦 ☱「不施惡」、離卦 ☲「不受善」，以及震卦 ☳「迴

向功德」。

對凡位而言，乾卦 ☰「無住相布施」主要除的是坤卦

☷「有染受種子」（受善所產生的惡業種子），次要除的

是艮卦 ☶「直接無染受種子」（受惡所產生的有漏善業種

子）；而震卦 ☳「迴向功德」主要除的是坎卦 ☵「有染施

種子」（施惡所產生的惡業種子），次要除的是巽卦 ☴

「直接無染施種子」（施善所產生的有漏善業種子）。當

然，乾卦 ☰「無住相布施」也可除坎卦 ☵「有染施種子」

（施惡所產生的惡業種子），但坎卦 ☵「有染施種子」卻

會變成巽卦 ☴「直接無染施種子」（施善所產生的有漏善

業種子）。當「第十信位」在瞭知「一切智」並將「貪嗔

癡、有漏善業種子，以及惡業種子」除盡後，即可證得

「一切智」，脫離「六道輪迴」，並進入「初住菩薩」階

位。

《始終心要》有云：「空觀者，破見思惑，證一切

智，成般若德。假觀者，破塵沙惑，證道種智，成解脫

德。中觀者，破無明惑，證一切種智，成法身德。」對傳

統的「大乘教的理論」而言，因為「大乘教」假設「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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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相」守恆，所以《量子哲學》「菩薩實相」內所含的「40

無染施受種子」就被「傳統大乘教」稱為「40 無明惑」

了。很明顯地，在《量子太極哲學》心物合一論中，只要

「除一分無染施受種子」，就可以「證得一分法身」。這

讓我們徹底地瞭解到為什麼「傳統大乘教」會說「破一分

無明，證一分法身」了，因為《量子太極哲學》中的「40

無染施受種子」即等同於「傳統大乘教」中的「40 無明

惑」（請參考圖 3.3.1及表 3.3.1）。從表 3.3.1中我們還

可以發現，「傳統大乘教」中的「破無始無明、證一切種

智」等同於《量子太極哲學》中的「破無始無明、悟一切

種智」；這讓我們瞭解到，《始終心要》中的「證三智」

其實有「悟三智」的意思。請讀者注意，在《量子太極哲

學》中，「悟一切種智」後還要「積足夠的功德」方能「證

一切種智」。

從上面的討論，我們發現《量子太極哲學》心物合一

論可以完整地涵蓋「傳統大乘教」的理論。「傳統大乘

教」是人類修行的最佳方便法門；很明顯地，這是因為

《量子太極哲學》中的「40 無染施受種子」被「傳統大

乘教」用「40無明惑」簡單帶過，因而讓「傳統大乘教」

變得簡單易懂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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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位到地位菩薩的修行

我們前面提到，當「第十信位」在證得「一切智」，

脫離「六道輪迴」，並進入「初住菩薩」階位後；這時，

「法身藏識」中就只剩下「無染施種子（⚎）」及「無染

受種子（⚏）」。有趣的是，上面的陳述不但對「圓教」

是成立的，而且對「別教」或是「純通教」都是成立的；

當然，這是因為「菩薩實相」內所含的「無染施受種子

（⚎ 及 ⚏）」完全被「間接交互作用無染施受種子（⚎

及 ⚏）」（含較強、弱，及極弱）所主導的緣故。至於

對「別教」及「純通教」而言，它們僅可能分別含有少量

的「直接交互作用無染施受種子（⚎ 及 ⚏）」及「直接

交互作用弱及極弱無染施受種子（⚎ 及 ⚏）」。更妙的

是，對「圓別通三教」而言，除掉「無染受種子（⚏）」

的方法皆是「無住相布施（⚌）」，而除掉「無染施種

子（⚎）」的方法則皆是「迴向功德（⚍）」。所以，圖

3.3.2的「太極四象圖」不但對「圓教」是成立的，而且

對「別教」或是「純通教」亦是成立的。在圖 3.3.2「住

位到地位菩薩修行」的「太極四象圖」中，「太陽 ⚌」

代表的是「無住相布施」，「少陰（⚍）」代表的是「迴

向功德」，「少陽⚎」代表的是「無染施種子」，而「太

陰 ⚏」代表的是「無染受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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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賢聖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金剛經》第七章有云：「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

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為

法，而有差別。」我們前面提到，當「第十信位」在證得

「一切智」並進入「賢位菩薩」階位後，這時「法身藏識」

中就只剩下「無染施受種子（⚎ 及 ⚏）」。其中「圓教

賢位菩薩實相」中的「無染施受種子（⚎及⚏）」為「間

接交互作用較強無染施受種子」，而「別教和純通教賢位

菩薩實相」內則還分別含有「直接無染施受種子」及「直

接弱及極弱無染施受種子」。當我們將「賢位菩薩實相」

中的「無染施受種子」除盡後，就可升至「聖位」中的「初

圖 3.3.2　住位到地位菩薩修行→等覺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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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菩薩」階位，而「地位菩薩實相」中的「無染施受種子

（⚎ 及 ⚏）」則變為「間接交互作用弱及極弱無染施受

種子」。從上面地討論，我們可以確認《金剛經》所說的

「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更妙的是，屬「聖位」的「等覺菩薩及佛的實相」中

甚至不含任何「無染施受種子」。當然，「等覺菩薩實

相」及「佛實相」在《量子太極哲學》「心物合一論」中

亦是屬於「無為法」；但在《金剛經》中，「等覺菩薩實

相」及「佛實相」卻是屬「非法」，因為「空不空如來藏」

在「如來藏緣起」模型中是一切法的「緣起者」。請讀者

注意，《金剛經》講的即是「如來藏緣起」。

圖 3.3.3　賢位菩薩與聖位菩薩因無為法而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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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量子太極哲學重新詮釋佛學

《量子太極哲學》讓我們對《佛學》有更深一層的認

識。《始終心要》有云：「空觀者，破見思惑，證一切

智，成般若德。假觀者，破塵沙惑，證道種智，成解脫

德。中觀者，破無明惑，證一切種智，成法身德。」我們

前面提到，《量子太極哲學》中的「40 無染施受種子」

即等同於「天台宗理論」中的「40 無明惑」，而「天台

宗理論」中的「第 41無明惑」即等同於《量子太極哲學》

心物合一論中的「無始無明」。我們前面還提到，《始終

心要》中的「證三智」即等同於《量子太極哲學》心物合

一論中的「悟三智」。從上面的論述，我們確認《量子太

極哲學》心物合一論是可以完整地涵蓋「天台宗」的理

論。（請參考表 3.3.2）

在表 3.3.2中，我們用《量子太極哲學》重新詮釋了

《佛學》。首先我們發現在《量子太極哲學》中，我們可

以用「太極無極圖」來代表「佛」，用「太極兩儀圖」來

代表的「等覺菩薩」，用「太極四象圖」來代表「住位到

地位菩薩」，而用「太極八卦圖」來代表「凡位」。「陽

中有陰」的「貪嗔癡」是造成「凡位色身分段生死」（空

諦無我）的根本原因（根本煩惱障）；「陽中有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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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一切智」是造成「住位到地位菩薩色身變異生死」的

根本原因；「陽中有陰」的「證道種智」是造成「等覺菩

薩色身可在部分多重宇宙來去自如」的根本原因；而「陽

表 3.3.2　從《量子太極哲學》角度重新詮釋《佛學》

量子太極哲學

純通教

佛

（無極）

等覺

（兩儀）

住位∼地位

 （四象）
凡位

 （八卦）

法身（陰）

體

自由實相子

空不空如來藏

菩薩實相

不空如來藏

眾生實相 + 外塵
（不見法身）

陰中有陽

體用藏

有漏無漏業空（法空）、

功德不空

無染施

受種子

內塵（⚎及
⚏）

直接無染

及有染種子

（☴、☶、☵，
及☷）

色身（陽）

相

全宇宙

來去自如

部分宇宙

來去自如
變異生死 分段生死

陽中有陰

相用證悟

證

一切種智

證道種智

破無始無明

悟一切種智

證一切智

悟道種智

戒定慧破貪嗔癡

悟一切智

無住相布施

（⚌）
迴向功德

（⚍）
相用行

廣度眾生 積功德
除 40無染
施受種子

除法身藏識的

外塵有漏福德及

煩惱

（直接無染及有

染種子）

法身陰爻⚋ 無相（相如虛空；相空）
有相

（無為法）
有相（有為法）

報身陽爻⚊ 無相 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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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陰」的「證一切種智」則是造成「佛色身可在多重宇

宙來去自如」的根本原因。可見，「色身陽」代表的是

「業果」，而「陽中有陰」代表的卻是「造業因」。這就

可以解釋為什麼要脫離「凡位色身分段生死」（空諦無

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戒定慧破貪嗔癡悟一切智」

了，也就是《始終心要》所說的「空觀者，破見思惑，

證一切智」的意思。當「十信位」再用「無住相布施」

（⚌）及「迴向功德」（⚍）除掉了「法身藏識」（俗諦）

中的「外塵有漏福德及煩惱」後，即可「證一切智及悟道

種智，成解脫德」。這裡「證一切智及悟道種智，成解脫

德」即等同於《始終心要》中所說的「證道種智，成解脫

德」；而「成解脫德」所代表的意義是，「法身」從「不

可見的眾生實相」變成「可見的菩薩實相」，而「色身」

則從「分段生死」變成「變異生死」的意思。可見，從

《量子太極哲學》的角度來看，《始終心要》中的「證一

切智」及「證道種智」可分別解釋為「悟一切智」及「悟

道種智」的意思。

《始終心要》所說的「中觀者，破無明惑，證一切種

智」中的「41無明惑」等同於《量子太極哲學》中的「40

無染施受種子 + 無始無明」，而「破無始無明，證一切

種智」則等同於《量子太極哲學》中的「破無始無明，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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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種智；積功德，證一切種智」（請參考表 3.3.2）。

至於「住位到地位菩薩」在「悟道種智」，並將「40 無

染施受種子」除盡後，即可證得「道種智」轉而進入「等

覺菩薩」階位，並可在「部分多重宇宙」中來去自如。簡

而言之也就是，「悟道種智，除 40無染施受種子，證道

種智，成等覺菩薩」，這部份則是《始終心要》或「傳統

理論」所沒有交代清楚的地方。

在表 3.3.2中，「佛法身」及「等覺菩薩法身」中的

有為法「施受種子」都已除盡，所以「佛法身」及「等

覺菩薩法身」都已達到「第九維度法空」的境界；因此，

「佛及等覺菩薩法身在真實空間出現機率」（法身陰爻

⚋）亦達「第九維度法身相如虛空」的境界。請讀者注

意，「佛及等覺菩薩的法身」（自由實相子）含藏有「功

德」；而從《量子太極哲學》的角度來看，「佛及等覺

菩薩的功德」即「自由實相子的心識動能」（屬法界能

量），所以「功德」亦是「相如虛空」的。至於「佛報身」

及「等覺菩薩報身」，他們在真實空間的出現機率（陽

爻 ⚊）則是不同的；精確地講，「佛報身出現機率」已

達「相如虛空」（無相）境界，而「等覺菩薩報身出現機

率」則未達「相如虛空」（有相）境界。因此，我們可以

說「佛」已達第十維度「空空」的境界，也就是「佛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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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佛報身出現機率」均達「相如虛空」（無相）境界的意

思。我們用《量子太極哲學》重新詮釋了「空空」的定義；

很明顯地，《量子太極哲學》對「空空」的定義跟傳統對

「空空」的定義是有些不同的。

為什麼「佛」的色身可在「多重宇宙中來去自如」，

而「等覺菩薩」的色身僅可在「部分多重宇宙中來去自

如」呢？如果從《量子太極哲學》的角度來看，其可能

原因有二：第一個可能的原因即為《量子哲學》心物合一

論所說的「佛」已「悟一切種智」，而「等覺菩薩」尚未

「悟一切種智」；至於第二個可能原因則為，「佛」已

「積到足夠的功德」，而「等覺菩薩」尚未「積到足夠的

功德」。所以，在《量子太極哲學》中，「證一切種智」

=「悟一切種智」+「積足夠功德」。從上面的討論，我們

就可以了解「空不空如來藏」這個概念的重要性了。還有

就是，「佛及等覺菩薩的功德」即「自由實相子的心識動

能」，是可以累積的；但「行位到地位菩薩」所積的「功

德」，則是屬於「震動心識動能」，是不可以累積的。精

確地講則是，當「震動心識動能」等於「兩個自由實相子

間的心識束縛能」時，就會產生「平等共振效應」除掉兩

者間的「量子糾纏」；但在除掉「量子糾纏」後，「震動

心識動能」也就消失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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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前面提到，「空不空如來藏」所代表的意義就

是，「佛及等覺菩薩的法身」（陰中有陽）中的「有漏無

漏業空」 （法空）但「功德卻不空」的意思。在《唯識論》

中，「空不空如來藏」或許可解釋為「有漏業無漏業空、

無垢識不空」；因此，《唯識論》中的「無垢識」或許可

以解釋為《量子太極哲學》中的「功德」。傳統上對「空

不空如來藏」的解釋為「如來藏的體性是空，如來藏的功

德不空；空是空諸煩惱，不空是過於恆何沙數的佛法。空

不空如來藏，即經論所說的不可思議」。在第肆章中，為

討論方便起見，我們會用到「空不空如來藏」的概念，來

詮釋「純通教圓融三諦三觀」。

肆、量子太極哲學重新詮釋圓融三諦三觀

《始終心要》有云：「中諦者統一切法，真諦者泯

一切法，俗諦者立一切法。」《始終心要》又云：「空觀

者，破見思惑，證一切智，成般若德。假觀者，破塵沙

惑，證道種智，成解脫德。中觀者，破無明惑，證一切種

智，成法身德。」在《量子太極哲學》的「純通教圓融三

諦三觀」中，《始終心要》中的「一切法」不但包含「一

切非法界有為法」（外塵有漏福德及煩惱，或有漏善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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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與惡業種子）還包含了「一切法界有為法」（有效實相

中的無染施受種子）；因此，《量子太極哲學》中的「純

通教圓融三諦三觀」是可以被分割成「大乘圓融三諦三

觀」及「法界圓融三諦三觀」兩部分。《量子太極哲學》

中的「大乘圓融三諦三觀」及「法界圓融三諦三觀」將分

別在第二節及第三節中討論；在第一節中，我們將介紹

「觀三諦（三觀）中的三諦」，也就是「空諦」、「俗

諦」（假諦），以及「中諦」。至於「圓融三諦」（見表

3.0.1），也就是「真諦」、「俗諦」，以及「中諦」已在

第二部第肆章中詳細地介紹過，在本章中也就不再贅述。

一、定義心物合一論如來藏模型三觀中的三諦

我們討論《量子太極哲學》純通教圓融三諦三觀，

用的是「心物合一論如來藏模型」（見表 0.1.1）。如表

3.4.1所示，在「心物合一論如來藏模型」中「觀三諦中

的三諦」為「中諦」=「法界中諦」（統法界有為法）+「大

乘中諦」（統非法界有為法），「俗諦」=「大乘俗諦」

（外塵；內塵有染及直接無染種子）+「法界俗諦」（無

染施受種子），以及「空諦」=「大乘空諦」（分段生死）

+「法界空諦」（變異生死）+「空間空諦」（空間受限 = 

陽爻 ⚊有相；空間無限 = 陽爻 ⚊無相）。請讀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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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3.4.1中，外塵「煩惱及有漏福德」和「有染及直接

無染種子」是同時並存的。還有就是，「法界圓融三諦三

觀」的存在是因為「有效實相」不守恆的原因所造成。一

旦假設「有效實相」守恆，「法界圓融三諦三觀」即不存

在並只剩下「傳統大乘圓融三諦三觀」；因此，「一切法

界有為法」（有效實相中的無染種子）就變成了「傳統大

乘圓融三諦三觀」中的「四十個無明惑」了。雖然《量子

哲學》中的「大乘圓融三諦三觀」及「法界圓融三諦三

觀」已分別在第二部第肆章中的第二節及第三節討論過，

表 3.4.1　一切法＝非法界有為法（大乘俗諦）
＋法界有為法（法界俗諦）

階位 佛 等覺 住位→地位 凡位

維度 第 10維度 9維度 7→ 8維度 1→ 6維度

法身 + 
一切種智

空不空如來藏 + 一切種智
（法界中諦）

不空如來藏

（大乘中諦）

眾生實相 + 外塵
（無中諦）

陰中有陽

體用藏

有漏無漏業空（無俗諦）、

功德不空（屬法界中諦）

無染施受種

子不空

（法界俗諦）

有染及直接

無染種子（大乘

俗諦）

色身

相

空間無限

（陽爻⚊無
相）

（空間空諦）

空間受限

（陽爻⚊有
相）

（空間空諦）

變異生死

（法界空諦）

分段生死

（大乘空諦）

陽中有陰

相用證悟

證

一切種智

證道種智

未證一切種智

證一切智

未證道種智

貪嗔癡

未證一切智



第三部　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 197

不過在本章中我們將用《量子太極哲學》對它們做進一步

的詮釋。在第二節中，我們將先討論《量子太極哲學》中

的「大乘圓融三諦三觀」。

二、量子太極哲學重新詮釋大乘圓融三諦三觀

當我們假設「菩薩實相」守恆，那麼「法界有為法」

（無染施受種子）即不存在：也就是「法空」的意思。那

麼菩薩階位的「如來藏」就從「不空如來藏」變成了「空

如來藏」（不含功德）或「空不空如來藏」（如果假設含

有功德）；而對初住菩薩而言，「空如來藏」所代表的意

義則是「自由實相子」的意思。（請參考表 3.4.2）

「大乘圓融三諦三觀」中的「大乘中諦」代表的是

「體」（法身），「大乘俗諦」代表的是「有漏業」（煩

惱及有漏福德；或有染及直接無染種子），而「大乘空

諦」代表的則是「有漏業果」（相；色身），也就是「色

身」會有「分段生死」的意思。「有漏業」（大乘俗諦）

會造成「分段生死」，其根本煩惱障或根本原因為「貪嗔

癡」（有漏業因；陽中有陰），因為「貪嗔癡」會不停地

造「有漏業」（大乘俗諦）而讓眾生陷於「六道輪迴」之

中。所以，如果要脫離色身「六道輪迴」（大乘空諦），

首先就必須將根本煩惱障「貪嗔癡」給斷掉，也就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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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空諦，破貪嗔癡，悟一切智，成般若德」的意思。很

明顯地，《量子太極哲學》中的「觀大乘空諦，破貪嗔

癡，悟一切智，成般若德」完全等同於《始終心要》中的

「空觀者，破見思惑，證（悟）一切智，成般若德」。這

裡「悟一切智」講的就是瞭解「我們有為法宇宙的自然定

律及形成條件」（例如業緣起），所以「悟一切智」後即

能「成般若德」。

要脫離色身「六道輪迴」（大乘空諦），首先就必須

將根本煩惱障「貪嗔癡」給斷掉，再來就是將會造成「分

段生死」的有漏業（大乘俗諦）給除掉，也就是「觀大乘

表 3.4.2　一切法＝一切非法界有為法＝大乘俗諦，
外塵＝煩惱及有漏福德

大乘圓融三諦三觀 初住菩薩（第 7維度） 凡位（1→ 6維度）修行

法身（體）
空如來藏

（大乘中諦）

眾生實相

無中諦（為外塵所覆）

陰中有陽

（體用藏）

假設有漏無漏業空

（法空）

有染及直接無染種子

或外塵（大乘俗諦）

色身（相） 變異生死 分段生死（大乘空諦）

陽中有陰

相用證悟

觀大乘中諦，

證一切智，成解脫德

觀大乘空諦，破貪嗔癡，

悟一切智，成般若德

無住相布施、迴向功德

（☰和☳相用行）
觀大乘俗諦，破大乘塵沙惑

（外塵煩惱及有漏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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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諦，破大乘塵沙惑（煩惱及有漏福德）」的意思。這裡

「觀大乘俗諦，破大乘塵沙惑」完全等同於《始終心要》

中的「假觀者，破塵沙惑」。在將根本煩惱障「貪嗔癡」

給斷掉，並將有漏業（大乘俗諦）給除掉後，再來就是

「觀大乘中諦，證一切智，成解脫德」；這裡，「證一切

智，成解脫德」所代表的意義就是「證入初住菩薩階位，

成解脫德」的意思。請讀者注意，在《量子太極哲學》中

「證入初住菩薩」的條件即為「證一切智」，而「證一切

智」所代表的意義則是「陽中有陰」從「貪嗔癡」變成「一

切智」的意思（見表 3.4.2）。所以，《量子太極哲學》

中的「成解脫德」（證入初住菩薩階位）也就完全等同於

《始終心要》中的「成解脫德」。但是有趣的問題來了，

甚麼是《始終心要》中所講的「證道種智」呢？那就要進

到第三節「量子太極哲學法界圓融三諦三觀」中才能討論

了。

三、量子太極哲學重新詮釋法界圓融三諦三觀

「大乘圓融三諦三觀」假設「住位到地位」菩薩階位

的「如來藏」是「空如來藏」；而對初住菩薩而言，「空

如來藏」所代表的意義就是「自由實相子」的意思。事實

上，「住位到地位」菩薩實相內含有「無染施受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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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住位到地位」菩薩階位的「如來藏」實際上是屬「不

空如來藏」。如表 3.4.3所示，「不空如來藏」所代表的

意義是「無染施受種子不空」（法不空）的意思。「無染

施受種子」是造成「住位到地位」菩薩色身「變異生死」

的原因；因此，如果要脫離色身的「變異生死」（法界空

諦）就必須除掉「無染施受種子」，而要除掉「無染施受

表 3.4.3　一切法即一切法界有為法，「相用行」＝「無住相布施⚌」
+「迴向功德⚍」

階位 佛 等覺菩薩修行 住位到地位修行

維度 第 10維度 9維度（法界） 7→ 8維度（法界）

法身  +  
一切種智

空不空如來藏 + 一切種智
（法界中諦）

不空如來藏

陰中有陽

體用藏

有漏無漏業空（無俗諦）

功德不空（屬法界中諦）

無染施受種子不空

（法界俗諦）

色身（相）
陽爻⚊無相
（空間空諦）

陽爻⚊有相
（空間空諦）

變異生死

（法界空諦）

陽中有陰

相用證悟

證一切種智

成法身德

觀法界中諦

證道種智

觀空間空諦

破無始無明

悟一切種智

證一切智成解脫德

觀法界空諦悟道種智

太陽⚌少陰⚍
（相用行）

觀法界中諦

積功德

觀法界俗諦破法界塵沙惑

（無染施受種子）

陰爻⚋ 無相（相如虛空） 有相

陽爻⚊ 無相（空間

無限）
有相（空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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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就必須先瞭知「法界所遵守的自然定律例如業方程

式」（道種智），方可知道如何除掉「無染施受種子」。

所以，要脫離色身的「變異生死」（法界空諦），首先就

必須「悟道種智」，也就是「觀法界空諦，悟道種智」的

意思；這裡「悟道種智」即相當於《始終心要》中的「證

道種智」的意思。

在「悟道種智」後，「住位到地位」菩薩便可「觀法

界俗諦，除無染施受種子」，然後再「觀法界中諦，證道

種智，成等覺菩薩」。這裡「證道種智，成等覺菩薩」所

代表的意義是，當「住位到地位」菩薩從「證一切智」變

成「證道種智」後，即可晉升至「等覺菩薩」階位。「住

位到地位」菩薩「觀法界俗諦，除 40無染施受種子；觀

法界中諦，證道種智，成等覺菩薩」相當於《始終心要》

中的「中觀者，破 40無明惑」；很明顯地，從《量子太

極哲學》的角度來看，《始終心要》沒有交代清楚的地方

是「破 40無明惑，可證得等覺菩薩階位」。

「等覺菩薩」在「觀空間空諦，破無始無明」後即可

「悟一切種智」，然後再「觀法界中諦，積足夠功德」後

即可「證一切種智，成法身德」。這裡，為方便起見我們

定義「色身僅能在部分宇宙來去自如（陽爻 ⚊有相），

及色身能在整個宇宙來去自如（陽爻 ⚊無相）」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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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空諦」，並定義「證一切種智」=「悟一切種智」+「積

足夠功德」（見第參章第四節）。至於「成法身德」，很

明顯地，它所代表的意義就是「已證入佛階位」的意思。

《量子太極哲學》中的「觀空間空諦，破無始無明，悟一

切種智；觀法界中諦，積功德，證一切種智，成法身德」

就跟《始終心要》中「中觀者，破第 41無明惑（無始無

明），證一切種智，成法身德」的意思大致是一樣的。兩

者之間些微的差異在於「破無始無明」後的結果，在《量

子太極哲學》講的是「破無始無明，悟一切種智」，而

《始終心要》講的則是「破無始無明，證一切種智」。這

讓我們再度確認，從《量子太極哲學》的角度來看，《始

終心要》的「證三智」確實可以解讀為「悟三智」的意思。

從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量子太極哲學》心物合一

論可以非常精確地詮釋《始終心要》的內涵。

值得一提的是，「等覺菩薩」與「佛」的差別在於，

「等覺菩薩」未證得「一切種智」而「佛」則已證得「一

切種智」，所以「佛的色身」可以在「多重宇宙」中來去

自如，「等覺菩薩的色身」則僅能在「部分多重宇宙」中

來去自如。換句話說就是，「佛色身」已沒有「空間限

制」（陽爻 ⚊無相），而「等覺菩薩色身」則仍有「空

間限制」（陽爻 ⚊有相）。「佛」已把「色身有空間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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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給除（空）掉，這就是所謂「空空」的意思。最妙的

是，「空空」不但可以解釋為「把空間限制除（空）掉」，

「空空」還可以解釋為「陰爻 ⚋」和「陽爻 ⚊」兩者皆

達「相如虛空」（無相）境界的意思。（請參考表 3.4.3）

四、量子太極哲學形成一套完整佛學理論

我們可以將《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理論

所得到的結果做下面的總結：「觀大乘空諦，除貪嗔癡，

悟一切智，成般若德。觀大乘俗諦，破大乘塵沙惑。觀大

乘中諦，證一切智，成解脫德。觀法界空諦，悟道種智。

觀法界俗諦，破法界塵沙惑。觀法界中諦，證道種智，成

等覺菩薩。觀空間空諦，破無始無明，悟一切種智。觀法

界中諦，積足夠功德，證一切種智，成法身德。」

本書所介紹的修行方式講的是「先解、再行，然後再

證」的過程。所以，在本書所介紹的「解行證」修行方

式不但適用於「凡位修行」，也適用於「菩薩修行」。

「修行」最重要的其實就是要先抓住修行的核心也就是

「解」。對「凡位」的修行而言，首先要了悟「一切

智」，也就是了悟「貪嗔癡」會讓眾生不停地造「有漏

業」（大乘俗諦），因而讓眾生色身不斷地在「分段生

死」（大乘空諦）中輪迴。不但如此，眾生也無法觀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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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法身」（無中諦），因為「法身」為「外塵」所

覆而不可得見。所以，「大乘俗諦」、「大乘空諦」，與

「無中諦」三者全部都跟眾生自己一念心有關，那一念心

就是「貪嗔癡」（屬一切智）。要脫離「色身分段生死」

（大乘空諦）及「不見法身」（無中諦），首先就是「觀

大乘空諦，除貪嗔癡，悟一切智，成般若德」，再來就是

「觀大乘俗諦，破大乘塵沙惑」，最後就是「觀大乘中

諦，證一切智，成解脫德」，「成解脫德」就是證入「初

住菩薩階位」的意思。這裡，大乘塵沙惑代表的意義是有

漏業「外塵煩惱及有漏福德」或「內塵有染及直接無染種

子」。（請參考表 3.4.4）

從「凡位」證入「初住菩薩階位」，精確地講則是，

「空諦」從「大乘空諦」（分段生死）進入「法界空諦」

（變異生死），「俗諦」從「大乘俗諦」（有漏業）變成

「法界俗諦」（無漏業），而「中諦」則從「無中諦」

（不見法身）變成「大乘中諦」（無漏業不空如來藏）。

有趣的是，當「中諦」進入法界「大乘中諦」（無漏業不

空如來藏）時，「空諦」（法界空諦）及「俗諦」（法界

俗諦）也就同時進入法界，也就是「一中一切中」的意思。

當「凡位」證入「菩薩」階位後，「住位到地位菩薩」

要如何才能除掉其「不空如來藏」（大乘中諦）中的「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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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業」（法界俗諦），脫離「變異生死」（法界空諦），

並進入「等覺菩薩」（法界中諦）階位呢？當然，最重

要的就是要先瞭解如何除去「不空如來藏」（大乘中諦）

中的無漏業「法界塵沙惑」（法界俗諦），也就是「觀法

界空諦，悟道種智」。「悟道種智」就是要先瞭解第一部

第貳章中所寫的「道種智業方程式」；簡單地講，就是用

「無住相布施」除「受無染種子」，再用「迴向功德」除

「施無染種子」的意思。一旦瞭解了「道種智」後即可「觀

法界俗諦，破法界塵沙惑；觀法界中諦，證道種智，成等

覺菩薩」。這時，「無染施受種子」（法界俗諦）被完全

表 3.4.4　大乘塵沙惑＝煩惱及有漏福德（外塵）；
法界塵沙惑＝無染施受種子（內塵）

階位 佛 等覺 住位→地位 凡位

維度 第 10維度 7→ 9維度（法界） 1→ 6維度

陽中有陰

相用解證
證一切種智

證道種智

悟一切種智

證一切智

悟道種智

破貪嗔癡

悟一切智

陰中有陽

體用藏

屬法界中諦

法空功德不空

法界俗諦

無染施受種子

大乘俗諦

有染及直接無染種子

中諦（法身 
+ 一切種智）

法界中諦

空不空如來藏 + 一切種智
大乘中諦

不空如來藏

無中諦

不空如來藏 + 外塵

俗諦

業
法空（無俗諦）

法界俗諦

無染施受種子

大乘俗諦

有漏福德及煩惱

空諦

色身相

空間空諦

陽爻⚊無相
空間空諦

陽爻⚊有相
法界空諦

變異生死

大乘空諦

分段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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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盡，「色身」因此脫離了「變異生死」（法界空諦），

而「法身」更進入「空不空如來藏」（法界中諦；法空功

德不空）的境界。「等覺菩薩」色身雖然脫離了「變異生

死」（法界空諦）但其「色身」可出現空間仍然是受到限

制的，我們定義「等覺菩薩的色身仍受到空間限制」為

「空間空諦中的陽爻⚊有相」。有趣的是，「等覺菩薩」

已無「俗諦」（法空），只有「中諦」（法界中諦；無

相）及「空諦」（空間空諦；陽爻 ⚊有相），而這種狀

態在《量子太極哲學》中竟然可以用「太極兩儀圖」清楚

地表達出來（見圖 3.2.5）。「等覺菩薩」已無「俗諦」，

因為「俗諦」屬「如來藏緣起法」，而「法界中諦」又是

「如來藏緣起法的緣起者」的緣故。請讀者注意，「等覺

菩薩實相」已屬「法界中諦」。還有就是，「法界中諦」

中的「功德」即「自由實相子的心識動能」，所以在無始

劫前即已存在；但當平面波「自由實相子」因「量子糾纏」

變成了駐波「有效實相」後，「功德」便消失不見了。

《量子太極哲學》心物合一理論模型不但將《佛學》

整體大架構給建立起來，而且還含蓋了《唯識量子力學》

「道種智的業方程式」，所以能把「圓別通」三教的「法

界塵沙惑」中的「五種無染種子」都給算出來。「法界塵

沙惑」有「五種無染種子」是《量子太極哲學》心物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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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模型最重要的發現；而「法界塵沙惑」的存在，其實

已被《金剛經》所確認，因為在《金剛經》中「法界塵沙

惑」所代表的就是「別教五種無染施受種子」。

表 3.4.5所列的是《金剛經》中所講的「別教法界塵

沙惑」，因為《金剛經》是屬於「別教」的緣故。對「純

通教」而言，「法界塵沙惑」也可細分為五種「無染施受

種子」。其中「住位菩薩」除的是「間接較強受無染種

子」；「行位到第八迴向位菩薩」除的是「間接較強施無

表 3.4.5　《量子太極哲學》看《金剛經》。
《金剛經》講的重點是「道種智」。

階位 金剛經 觀俗諦（別教） 觀空諦 觀中諦

信位 一∼六章 除煩惱 悟一切智 無

住位 七∼十三章
除強及較強受

無染種子

悟道種智

知法界塵沙惑

共有

五種無染種子

證一切智

行位∼ 8迴向
十四∼

二十四章

除強及較強施

無染種子

9∼ 10迴向
（加行位）

二十五章
除直接弱及極弱

無染種子

1∼ 7地位
二十六∼

三十章
除間接弱無染種子

8∼ 10地位
三十一∼

三十二章

除間接極弱

無染種子

等覺位
無 法空

破無始無明

悟一切種智

證道種智

積功德

佛 （陽爻⚊無相）證一切種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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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種子」；「加行位菩薩」除的是「直接弱及極弱無染種

子」；「明心菩提菩薩」（1∼7 地位菩薩）除的是「間

接弱無染種子」；而「出到心菩提菩薩」（8∼10地位菩

薩）除的則是「間接極弱無染種子」。很明顯地，表 3.4.5

中的「別教法界塵沙惑」含蓋了「純通教法界塵沙惑」，

所以我們稱《金剛經》既屬「別教」又屬「菩薩修行的通

教」。奇妙的是，《天台宗》「圓融三諦三觀理論」剛好

既屬「圓教」又屬「凡位修行的通教」，所以《天台宗》

「圓融三諦三觀理論」如果能將《金剛經》所講的「法界

塵沙惑」給融入，它將會是一套非常完整的「純通教」理

論。

「等覺菩薩」與「佛」兩者之間的差別就在「等覺菩

薩」尚未證得「一切種智」，而「佛」則已證得「一切種

智」。當「等覺菩薩」證得「一切種智」，其「色身」可

由「有空間限制」（空間空諦陽爻 ⚊有相）變成「無空

間限制」（空間空諦陽爻 ⚊無相），也就是達到了《量

子太極哲學》中所謂的「無極」（佛）的境界。簡而言

之，就是「觀空間空諦，破無始無明，悟一切種智；觀法

界中諦，積足夠功德，證一切種智，成法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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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量子太極哲學三觀與天台宗三觀比較

表 3.4.6所示為《量子太極哲學》三觀與「天台宗」

三觀的比較表。我們很容易可以發現，「天台宗」的「40

無明惑」完全等同於《量子太極哲學》中的「法界塵沙惑

40 無染施受種子」，而「天台宗」的「無始無明」則完

全等同於《量子太極哲學》的「空間見思惑無始無明」。

從表 3.4.6中我們也很容易可以看出《量子太極哲學》

三觀與《天台宗》三觀最大不同之處就在於「觀空諦破見

表 3.4.6　《量子太極哲學》三觀與《天台宗》三觀的比較表

階位 佛 等覺 住位→地位 凡位

量子太極

哲學中諦

空不空如來藏 + 一切種智
（法界中諦）

不空如來藏

（大乘中諦）

不空如來藏 + 外塵
（無中諦）

觀中諦

證三智
證一切種智

證道種智

積功德
證一切智

觀俗諦

（假觀）

破塵沙惑

法空 法空
破法界塵沙惑

無染施受種子

破大乘塵沙惑

煩惱及有漏福德

觀空諦

（空觀）

破見思惑

陽爻⚊無相
（空間無限）

破無始無明

悟一切種智

破法界見思惑

（法執）

悟道種智

破大乘見思惑

（貪嗔癡）

悟一切智

天台中觀 證一切種智 破無始無明 破 40無明惑

天台假觀 法空 法空 破塵沙惑證道種智

天台空觀
破見思惑貪嗔癡

證一切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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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惑」。在《量子太極哲學》「觀空諦破見思惑」分成三

個層次；也就是，「凡位」的「觀大乘空諦，破大乘見思

惑（我執；貪嗔癡），悟一切智」、「住位到地位菩薩」

的「觀法界空諦，破法界見思惑（法執），悟道種智」，

以及「等覺菩薩」的「觀空間空諦，破無始無明，悟一切

種智」。而其中最關鍵的差別就在「住位到地位菩薩」的

「觀法界空諦，破法界見思惑（法執），悟道種智」。

《天台宗》「圓融三諦三觀」理論基本上未清楚交代「道

種智」，並將跟「道種智」有關的「40 無染施受種子」

用「40無明惑」簡單帶過，因而讓《天台宗》「圓融三諦

三觀」理論變得簡單易懂，成為人類最佳的修行法門之

一。

《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清楚地交代了「觀

法界空諦，破法界見思惑，悟道種智」，因而知道菩薩修

行要破的「法界塵沙惑」共有五種「無染施受種子」。更

妙的是，《金剛經》就是在教我們如何除去這五種「無染

施受種子」，而且《金剛經》教我們的方法是適用於「圓

別通」三教，故《金剛經》屬「菩薩修行的通教」。《量

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理論適用於「圓別通」三

教，所以才能解釋屬「菩薩修行通教」的《金剛經》。至

於屬「凡位修行通教」的《天台宗》「圓融三諦三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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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只要它能將《金剛經》給融合進來，它就可以成為一

套非常完整的「純通教」佛學理論。

伍、結論

《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跟「傳統理論」比較，其中

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涵蓋了

現代科學已經發展非常成熟的「量子糾纏」理論；其結

果就是，《量子哲學》心物合一論竟然能成功地解釋《金

剛經》、法界緣起理論、天台宗的理論，以及《心經》。

因此，我們便用簡單易懂的《易經》太極圖來解說甚麼

是「量子糾纏」。非常奇妙的是，《佛學》中的「道種

智」竟然講的就是現代科學所說的「量子糾纏」（業方程

式），而《金剛經》竟然講的就是「道種智」。《量子哲

學》發現「道種智」講的即「量子糾纏」；這代表的意義

是，許多傳統對《佛學》的看法都必須重新詮釋。舉例而

言，傳統理論認為「別教初地菩薩」相當於「圓教初住菩

薩」階位；但實際上，「圓別通三教地位菩薩」階位其實

是「平等無有差別的」。這就是在對「道種智」深入了解

後，才發現「圓別通三教地位菩薩」要除的都是「間接交

互作用弱及極弱無染施受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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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奇妙的是，我們可以用《量子太極哲學》中簡單的

「各種太極圖」來解釋《佛學》中的許多現象。例如，

用《量子太極哲學》中的「太極八卦圖」、「太極四象

圖」，以及「太極兩儀圖」來分別解釋《佛學》中的「六

道輪迴」、「有餘涅槃」，以及「無餘涅槃」。「六道輪

迴」所代表的是一種「動態的平衡狀態」；「有餘涅槃」

所代表是一種「不穩定的平衡狀態」；而「無餘涅槃」所

代表的則是一種「穩定的平衡狀態」。我們還用「太極八

卦圖」來解釋「凡位修行」；用「太極四象圖」來解釋「住

位到地位菩薩的修行」；更用「太極四象圖」來解釋何謂

「賢聖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凡位修行」跟「六道輪

迴」不同之處在於「凡位修行」必須打破「六道輪迴」的

動態平衡狀態；至於「住位到地位菩薩的修行」跟「有餘

涅槃」的不同之處則是在於，「住位到地位菩薩的修行」

必須打破「有餘涅槃」的「不穩定平衡」狀態。

最重要的是，我們用《量子太極哲學》重新詮釋了

《佛學》。例如我們發現在《量子太極哲學》中，「太

極無極圖」可以用來代表「佛」，「太極兩儀圖」可以用

來代表「等覺菩薩」，「太極四象圖」可以用來代表「住

位到地位菩薩」，而「太極八卦圖」則可以用來代表「凡

位」。還有就是，「陽中有陰」的「貪嗔癡」是造成「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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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色身分段生死」（空諦無我）的根本原因；「陽中有

陰」的「證一切智」是造成「住位到地位菩薩色身變異生

死」的根本原因；「陽中有陰」的「證道種智」是造成「等

覺菩薩色身可在部分多重宇宙來去自如」的根本原因；而

「陽中有陰」的「證一切種智」則是造成「佛色身可在多

重宇宙來去自如」的根本原因。（請參考表 3.5.1）

《易經》中的「太極圖」應用到《量子太極哲學》心

物合一論後，《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便形成

一套完整的理論，難怪《易經》會被稱為百經之王。在

《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理論中，「陰」代表

表 3.5.1　從《量子太極哲學》的角度看「凡位」及「菩薩」的修行

八卦及

陽中有陰

凡位 住位→地位菩薩 等覺菩薩 佛

1→ 6維 四象 7→ 8維
兩儀

（9維）
無極

（10維）
☰乾 無住相布施

太陽⚌ 無住相

布施 陽爻（有

相）⚊
陰爻陽爻

重疊

（無相）

☱兌 不施惡

☲離 不受善
少陰⚍ 迴向

功德☳震 迴向功德

☴巽 除直接無染施種子
少陽⚎ 除無染

施種子
陰爻（無

相）⚋
（自由實

相子）

☵坎 除有染施種子

☶艮 除直接無染受種子
太陰⚏ 除無染

受種子☷坤 除有染受種子

陽中有陰 破貪嗔癡 證一切智 證道種智 證一切種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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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身」（生命本體）；「法身 + 一切種智」代表「中

諦體」（萬物及生命的本體）；「陽」代表「空諦色身」

（相）；「陰中有陽」代表「體用藏」（含「俗諦業」及

「法界中諦所含藏的功德」）；「陽中有陰」代表「相用

解證」；而「相用卦」代表的則是「相用行」。所以，

「相用」包含了「解行證」，而「三諦」則含蓋了「體相

用」（體中諦、相空諦，以及體用藏）。

如果從《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來看「凡

位修行」的話，眾生首先要觀的是「陽色身」（相）的

「大乘空諦」，在瞭知「貪嗔癡」是不停造「有漏業」之

因後，即可斷掉「貪嗔癡」；再觀「大乘俗諦」將「大乘

塵沙惑」除盡；最後再觀「陰法身」（體）的「大乘中

諦」（含無染施受種子的不空如來藏），即可證得「陽中

有陰」的「一切智」並進入「初住菩薩」階位。精確地講

則是，從「凡位」證入「初住菩薩階位」時，「空諦」會

從「大乘空諦」（分段生死）進入「法界空諦」（變異生

死），「俗諦」會從「大乘俗諦」（有漏業；大乘塵沙

惑）變成「法界俗諦」（無漏業；法界塵沙惑），而「中

諦」則會從「無中諦」（不見法身）變成「大乘中諦」

（無漏業不空如來藏）。也就是說，「三觀中的三諦」中

只要其中一個改變，其他兩個就會同時跟著改變，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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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一即三」的意思。「一心三觀」觀的是三個同時變化

的「業」（俗諦）、「色身」（空諦；相），以及「法身  

+  一切種智」（中諦；萬物及生命本體）；所以，《量

子太極哲學》中的「一心三觀」不但適用於「凡位」的修

行，也同時適用於「菩薩」的修行。（請參考表 3.5.2）

我們前面提到，「等覺菩薩」已無「俗諦」（法

空），只有「中諦」（含空不空如來藏；無相）及「空

表 3.5.2　《量子太極哲學》「純通教圓融三諦三觀」，
法界塵沙惑有五種「無染施受種子」

階位 佛 等覺 住位→地位 凡位

維度 第十維度 九維度法界 七→八維度法界 一→六維度

陽中

有陰

觀中諦證 證一切種智 證道種智 證一切智

觀空諦解
破無始無明

悟一切種智

破法執

悟道種智

破貪嗔癡

悟一切智

空諦相

陽色身

空間空諦

陽爻⚊無相
空間空諦

陽爻⚊有相
法界空諦

（變異生死）

大乘空諦

（分段生死）

俗諦 無俗諦（法空）
法界俗諦 
無染施受種子

大乘俗諦

有漏福德及

煩惱

中諦體

法身 + 一切種智
法界中諦

空不空如來藏 + 一切種智
大乘中諦

不空如來藏

無中諦

不空如來藏 + 
外塵

陰中有陽

體用藏

屬法界中諦

法空功德不空

法界俗諦

無染施受種子

大乘俗諦

有染及直接

無染種子



216 心物合一：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

諦」（色身空間受限；陽爻 ⚊有相），這是因為「陰中

有陽」（體用藏）中含藏的「法界俗諦無染施受種子」被

除盡，而且還變成了「屬法界中諦的功德」的緣故。「住

位到地位菩薩實相」中含藏的「法界俗諦無染施受種子」

被除盡後，就進入只含「有相空諦」及「無相中諦」的等

覺菩薩階位，這種狀態在《量子太極哲學》中可以簡單地

用「太極兩儀圖」給表達出來（見圖 3.2.5）。至於達到

「佛」的境界時，「空間空諦」已無空間限制（陽爻 ⚊

無相）；因此，「佛」不但沒有「俗諦」，「空諦」（陽

爻 ⚊無相）及「中諦」（一切種智無相；陰爻 ⚋無相）

也都達到「無相」的境界，而這種狀態在《量子太極哲

學》也可以用「太極無極圖」簡單地給表達出來（見圖

3.2.5）。很明顯地，《量子太極哲學》用太極圖來解釋

《佛學》，確實可以讓《佛學》變得較為簡單易懂。值得

再次強調的是，「空不空如來藏」中的「功德」即「自由

實相子」的「心識動能」，所以在無始劫前即已存在；但

當平面波「自由實相子」（含心識動能；無相）因「量子

糾纏」變成了駐波「有效實相」後，「功德」便消失不見

了。

《量子太極哲學》心物合一理論模型不但將《佛學》

整體大架構給建立起來，而且還涵蓋了《唯識量子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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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種智的業方程式」，所以能把「圓別通」三教的「法

界塵沙惑」中的「五種無染種子」都給算出來。「法界塵

沙惑」有「五種無染種子」是《量子太極哲學》心物合一

理論模型最重要的發現；而「法界塵沙惑」的存在，其實

已被《金剛經》所確認，因為在《金剛經》中「法界塵沙

惑」所代表的就是「別教五種無染施受種子」（請參考表

3.4.5）。《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理論是一套

非常完整可涵蓋「圓通別三教」的理論，所以才能夠涵蓋

屬「別教」的《金剛經》的理論，也才能夠讓「天台宗」

所講的「破一分無明，分證一分法身」變得淺而易懂。當

然，如果屬「凡位修行通教」的「天台宗圓融三諦三觀」

理論能夠將《金剛經》所講的「法界塵沙惑」給融入，

它將會是一套非常完整的「純通教」理論。請讀者注意，

《金剛經》講的是「菩薩修行的道種智」，而且是屬「別

教」及「菩薩修行的通教」。

我們提出的雖然只是一個能滿足自洽要求的《量子太

極哲學》心物合一理論模型，但卻能將《佛學》的整個

大架構給建立起來。更重要的是，我們的理論可以涵蓋

傳統《佛學》中的兩大理論主流也就是「華嚴宗的法界緣

起理論」以及「天台宗的圓融三諦三觀理論」，而且讓兩

者的理論變得更完整。當然，兩宗理論都是屬於「一乘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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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雖然將《金剛經》融入後的「天台宗的圓融三諦三

觀理論」可以歸屬於「純通教」，而「華嚴宗的法界緣起

理論」卻是歸屬於「別教」。

在本書定義《量子太極哲學》是屬「心物合一理

論」，那是因為我們定義「第八維度法界」（法身）屬

「唯心論」，但定義「第九維度法界一切種智」中的「所

有『有為法宇宙』的自然守恆定律」屬「唯物論」的緣故。

當然，如果我們定義「法身」可含蓋「整個法界」（第七

到第九維度的法界）的話，那麼「心物合一論」就變成

「純唯心論」了，因為現代科學「唯物論」中所講的「所

有『有為法宇宙』的自然守恆定律」（第七及第九維度的

法界）就被納入「法身」（心）的範疇了。舉例而言，

《華嚴經》的「法界緣起中的法界」即含蓋了「整個法

界」，那麼《華嚴經》的「法界緣起」也就等同於「心緣

起」；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華嚴經》會說「心如

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造」及「一

切諸佛一法身，真如平等無分別」了。不過，在本書中所

定義的「法界緣起的法界」僅包含屬「第八維度」的「法

界」；因此，本書中定義的《唯識量子力學》「法界緣起

理論」僅屬「唯心論」，而且是《量子太極哲學》或《量

子哲學》「心物合一論」的近似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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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中的《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理

論」跟「第二部」中的《量子哲學》「圓融三諦三觀理

論」最大不同之處在於，在《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

三觀理論」中，我們定義了「空不空如來藏」及「空間空

諦」，因而讓《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理論」變

得更圓滿更圓融。最後，我們將《量子太極哲學》「圓融

三諦三觀」理論所得到的結果做下面的總結：「觀大乘空

諦，除貪嗔癡，悟一切智，成般若德。觀大乘俗諦，破大

乘塵沙惑。觀大乘中諦，證一切智，成解脫德。觀法界空

諦，悟道種智。觀法界俗諦，破法界塵沙惑。觀法界中

諦，證道種智，成等覺菩薩。觀空間空諦，破無始無明，

悟一切種智。觀法界中諦，積足夠功德，證一切種智，成

法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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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AI. 回報善除煩惱種子

(1) 善交互作用產生實相混合

現在我們假設在一個封閉系統裡，只有兩個我：

self-1 和 self-2。在沒有交互作用前，self-1 和 self-2 都

是常我（自由實相子），在交互作用產生以後，self-1和

self-2就變成了不常我（有效實相）。一開始常我 self-1 

φ1施善給常我 self-2 φ2，因而 φ1和 φ2分別得到福德 V11 = 

1及煩惱 V22 = –1。因為善交互作用的關係，交互作用項

V12和 V21都是正的（假設 V12 = V21= 0.01）。這個善交互

作用產生兩個新的有效實相 φ1,2(t0)，他們是兩個自由實相

子 φ1和 φ2的線性組合，也就是 φ1,2(t0) = C1φ1 + C2φ2。兩

個聯立方程式可表示如下：

V11 C1 + V12 C2 = E’ C1

V21 C1 + V22 C2 = E’ C2

上面兩個方程式可改寫為下面的矩陣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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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將方程式 Eq.(A1)解出來後，可以得到兩組如來藏

模型的解：

E1’= E1(t0)= 1.00005, φ1(t0) = φ1 + 0.005φ2

E2’= E2(t0)= –1.00005, φ2(t0) = –0.005φ1 + φ2

因為 self-1 φ1施善給 self-2 φ2，self-1和 self-2分別得到福

德 [E1(t0) = V11 + |V21|
2/(V11 – V22) = 1.00005 ≈ V11] 和煩惱 [E2(t0) 

= V22 – |V21|
2/(V11 – V22)= –1.00005 ≈ V22]。 而 self-1和 self-2的

煩惱種子則分別等於 V21φ2/(V11 – V22) = 0.005φ2 和 –V12φ1/(V11 

– V22) = –0.005φ1。換句話說，施者 self-1得到因直接交互

作用所產生的正無染煩惱種子 0.005φ2，而受者 self-2則得

到直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負有染煩惱種子 –0.005φ1。很明

顯地，因直接交互作用而產生的「有染─無染」對出現了。

至於實相混合模型，所有有效實相不僅要正交還要歸一。

也就是 φ1,2(t0) = B1φ1 + B2φ2，這裡 B1 = C1/(C1
2+ C2

2)1/2，B2 

= C2/(C1
2+ C2

2)1/2。因此，兩組實相混合模型的解就可以寫

成：

E1(t0) = 1.00005, φ1(t0) = 0.9999875φ1 + 0.005φ2

E2(t0) = –1.00005, φ2(t0) = –0.005φ1 + 0.9999875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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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報善除煩惱種子

現在如果 self-2 φ2(t0) 回報善給 self-1 φ1(t0)，那麼

φ2(t0)和 φ1(t0)則會分別得到福德 V22 = 1及煩惱 V11 = –1。

因為善交互作用的原因，交互作用項 V12和 V21都是正的

（假設 V12 = V21 = 0.01）。這個善交互作用產生兩個新的

有效實相 φ1,2(t1)，他們是兩個有效實相 φ1(t0)和 φ2(t0)的

線性組合，也就是 φ1,2(t1) = C1’φ1(t0) + C2’φ2(t0)。現在矩陣

方乘 Eq. (A1)則變成：

 
(A2)

當我們將方程式 Eq.(A2)解出來後，可以得到兩組實相混

合模型的解：

E1’ = –1.00005, φ1(t1) = 0.9999875φ1(t0) – 0.005φ2(t0)
E2’ = 1.00005, φ2(t1) = 0.005φ1(t0) + 0.9999875φ2(t0)

現在總福德跟煩惱為：



224 心物合一：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

E1(t1) = E1(t0) + E1’= 0, φ1(t1) = φ1

E2(t1) = E2(t0) + E2’= 0, φ2(t1) = φ2

很明顯地，self-2 用回報善給 self-1，把他的煩惱

E2(t0)和因直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受煩惱種子 –0.005φ1給

除掉了，而且在 self-1有效實相內，因直接交互作用所產

生的施煩惱種子 0.005φ2也同時被除掉了。

▎AII. 施善除施惡造成的煩惱

(1) 惡交互作用產生實相混合

現在我們假設在一個封閉系統裡，只有兩個我 self-1

和 self-2。在沒有交互作用前，self-1和 self-2都是常我

（自由實相子），在交互作用產生以後，self-1和 self-2

就變成了不常我（有效實相）。一開始常我 self-1 φ1施惡

給常我 self-2 φ2，因而 φ1和 φ2分別得到煩惱 V11 = –1及

福德 V22 = 1。因為惡交互作用的原因，交互作用項 V12和

V21都是負的（假設 V12 = V21 = –0.01）。這個惡交互作用

產生兩個新的有效實相 φ1,2(t0)，他們是兩個自由實相子 φ1

和 φ2的線性組合，也就是 φ1,2(t0) = C1φ1 + φ2φ2。兩個聯

立方程式則可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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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1 C1+ V12 C2=E’ C1

V21 C1+ V22 C2=E’ C2

上面兩個方程式可改寫為下面的矩陣方程式：

 
(A3)

當我們將方程式 Eq.(A3)解出來後，可以得到兩組如來藏

模型的解：

E1’= E1(t0)= –1.00005, φ1(t0) = φ1 + 0.005φ2

E2’= E2(t0)= +1.00005, φ2(t0) = –0.005φ1 + φ2

因為 self-1 φ1 施惡給 self-2 φ2， self-1 和 self-2 分

別得到煩惱  [E1(t0) = –1.00005 ≈ V11] 和福德  [E2(t0) = 

1.00005 ≈ V22]。而 self-1 和 self-2 的煩惱種子則分別等

於 0.005φ2 和 –0.005φ1。換句話說，施者 self-1 得到因

直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正有染煩惱種子 0.005φ2，而受

者 self-2 則得到因直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負無染煩惱種

子 –0.005φ1。至於實相混合模型，所有有效實相不僅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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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還要歸一。因此，兩組實相混合模型的解就可以寫成：

E1(t0) = –1.00005, φ1(t0) = 0.9999875φ1 + 0.005φ2

E2(t0) = 1.00005, φ2(t0) = –0.005φ1 + 0.9999875φ2

(2) 施善除施惡所產生的煩惱

現在如果 self-1 φ1(t0)施善給 self-2 φ2(t0)，那麼 φ1(t0)

和 φ2(t0)則會分別得到福德 V11 = 1及煩惱 V22 = –1。因為

善交互作用的原因，交互作用項 V12和 V21都是正的（假

設 V12 = V21 = 0.01）。這個善交互作用產生兩個新的有效

實相 φ1,2(t1)，他們是兩個有效實相 φ1(t0)和 φ2(t0)的線性

組合，也就是 φ1,2(t1) = C1’φ1(t0) + C2’φ2(t0)。現在矩陣方乘

Eq. (A3)則變成：

 
(A4)

當我們將方程式 Eq.(A4)解出來後，可以得到兩組實相混

合模型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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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 1.00005, φ1(t1) = 0.9999875φ1(t0) + 0.005φ2(t0)
E2’ = –1.00005, φ2(t1) = –0.005φ1(t0) + 0.9999875φ2(t0)

現在總福德跟煩惱為：

E1(t1) = E1(t0) + E1’ = 0, φ1(t1) = 0.99995φ1 + 0.01φ2

E2(t1) = E2(t0) + E2’= 0, φ2(t1) = –0.01φ1 + 0.99995φ2

很明顯地，self-1 除掉他的煩惱 E1(t0)，但他因直接

交互作用所產生的施有染種子 (0.005φ2)，卻變成了因直

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施無染種子 (0.01φ2)，而且無染種子

是有染種子的兩倍大。同時在 self-2 有效實相內，因直

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受無染種子「–0.005φ2」也變成兩倍

大。Self-1 (Self-2)的煩惱種子變成兩倍大，是因為 self-

1(self-2)當了兩次施者（受者）所造成。這個例子告訴我

們，雖然煩惱除去了，可是煩惱種子可能仍然存在，甚至

加倍。當煩惱種子也被儲存在如來藏內時，如來藏模型也

就可以被視為圓教或別教。如來藏模型的總福德（或煩

惱）和「有效實相」可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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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t1) = E1(t0) + E1’ = 0, φ1(t1) = φ1 + 0.01φ2

E2(t1) = E2(t0) + E2’= 0, φ2(t1) = –0.01φ1 + φ2

這裡 0.01φ2和 –0.01φ1是分別儲存在如來藏 φ1和 φ2內，因

直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無染種子。

▎AIII. 無住相布施除受惡煩惱種子

(1) 受惡產生實相混合

現在我們假設在一個封閉系統裡，只有兩個我 self-1

和 self-2。在沒有交互作用前，self-1和 self-2都是常我

（自由實相子），在交互作用產生以後，self-1和 self-2

就變成了不常我（有效實相）。一開始常我 self-1 φ1受惡

於常我 self-2 φ2，因而 φ1和 φ2分別得到福德 V11 = 1及煩

惱 V22 = –1。因為惡交互作用的原因，交互作用項 V12和

V21都是負的（假設 V12 = V21 = –0.01）。這個惡交互作用

產生兩個新的有效實相 φ1,2(t0)，他們是兩個自由實相子 φ1

和 φ2的線性組合，也就是 φ1,2(t0) = C1φ1 + C2φ2。兩個聯

立方程式則可表示如下：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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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將方程式 Eq.(A5)解出來後，可以得到兩組如來藏

模型的解：

E1’= E1(t0)= 1.00005, φ1(t0) = φ1 – 0.005φ2

E2’= E2(t0)= –1.00005, φ2(t0) = –0.005φ1 + φ2

因為 self-1 φ1受惡於 self-2 φ2，self-1和 self-2分別得到福

德 [E1(t0) = 1.00005 ≈ V11] 和煩惱 [E2(t0) = –1.00005 ≈ V22]。

而 self-1 和 self-2 的煩惱種子則分別等於 –0.005φ2 和

0.005φ1。換句話說，受者 self-1得到因直接交互作用所產

生的負無染煩惱種子 –0.005φ2，而施者 self-2則得到因直

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正有染煩惱種子 0.005φ1。至於實相混

合模型，所有有效實相不僅要正交還要歸一。因此，兩組

實相混合模型的解就可以寫成：

E1(t0) = 1.00005, φ1(t0) = 0.9999875φ1 – 0.005φ2

E2(t0) = –1.00005, φ2(t0) = 0.005φ1 + 0.9999875φ2

在第 (2)小節中，我們將討論「無住相布施除受惡煩

惱種子」。在第 (1)小節中，self-1「住相受惡」時 V11 = 

(V11 – V22)/2 = 200×R（煩惱種子 –Rφ2 = –0.005φ2），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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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1 = –V22；但在第 (2)小節中，self-1「無住相布施」時

E1’ = 400×R，因為 E2’ = 0。

(2) 無住相布施除受惡煩惱種子

現在如果 self-1 φ1(t0)無住相施善給 self-2 φ2(t0)，那

麼 φ1(t0)和 φ2(t0)則會分別得到福德 E1’ = 2.0及煩惱 E2’ 

= 0。因為善交互作用的原因，交互作用項 V12 和 V21 都

是正的（因為 R = 0.005、V11 = 2.0/(1 + R2) = 1.99995，

以及 V22 = (E1’ – V11) ≈ 0.00005，所以 V12 = V21 = (E1’ – 

V11)/R ≈ 0.01）。這個善交互作用產生兩個新的有效實

相 φ1,2(t1)，他們是兩個有效實相 φ1(t0) 和 φ2(t0)的線性組

合，也就是 φ1,2(t1) = C1’φ1(t0) + C2’φ2(t0)。現在矩陣方乘

Eq.(A6)則變成：

  
(A6)

當我們將方程式 Eq.(A6)解出來後，可以得到兩組如來藏

模型的解：

E1(t1) = E1(t0) + E1’= 3.00005, φ1(t1) = φ1

E2(t1) = E2(t0) + E2’= –1.00005, φ2(t1) = 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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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地，self-1無住相布施除掉了因直接交互作用所產生

的受煩惱種子「–0.005φ2」，而且他的福德變成三倍大。

如預期地，self-2的煩惱（E2’ = 0）則完全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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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AI. 產生煩惱種子

現在我們假設在一個封閉系統裡，只有三個我 self-1、

self-2 和 self-3，在沒有交互作用前，self-1、self-2 和

self-3 分別為常我（自由實相子）φ1、φ2 和 φ3。在交互

作用產生以後，self-1、self-2 和 self-3 就變成了不常我

（有效實相）。在時間為 t0 時，self-1 (φ1) 受善於常我

self-2 (φ2)，在同一時間 self-2 (φ2) 也受善於常我 self-3 

(φ3)，因此 φ1和 φ3分別得到煩惱 V11 = –1.0049及福德 V33 

= 1.0049。因為 self-1(self-2)和 self-2(self-3)發生善交互

作用，所以 V12(V23)和 V21(V32)兩者都是正的（假設 V12 = 

V21= V23 = V32 = 0.01）。 這個善交互作用產生三個新的有

效實相 φ1,2,3(t0)，他們是三個自由實相子 φ1、φ2和 φ3的線

性組合，也就是 φ1,2,3(t0) = C1φ1 + C2φ2 + C3φ3。三個聯立

方程式則可表示如下：

V11 C1 + V12 C2 + V13 C3 = E’ C1

V21 C1 + V22 C2 + V23 C3 = E’ C2

V31 C1 + V32 C2 + V33 C3 = E’ 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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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三個方程式可改寫為下面的矩陣方程式：

 (A1)

當我們將方程式 Eq.(A1)解出來後，可以得到三組如來藏

模型的解：

E1(t0) ≈ –1.005 φ1(t0) ≈ φ1 – (0.01 – 5×10–7)φ2 + 0.00005φ3

E2(t0) = 0 φ2(t0) ≈ 0.01φ1 + φ2 – 0.01φ3

E3(t0) ≈ 1.005 φ3(t0) ≈ 0.00005φ1 + (0.01 – 5×10–7)φ2 + φ3

因為 φ1受善於 φ2，在同一時間 φ2也受善於 φ3，因此

φ1和 φ3分別得到煩惱 E1(t0) = –1.005 ≈ V11及福德 E3(t0) = 

1.005 ≈ V33，而 φ1因直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負有染種子和

因間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正無染種子則分別等於 –(0.01 – 

5×10–7)φ2和 0.00005φ3。Self-1得到一個因直接交互作用

所產生的負有染種子和一個因間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正無

染種子，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 φ1受善於 φ2，並在同一

時間 φ2也受善於 φ3的緣故。值得再強調的是，self-1得

到的正無染種子 0.00005φ3，是因為 φ1和 φ3間的間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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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作用所產生的。同樣的道理 self-3得到一個因直接交互

作用所產生的正無染種子 (0.01 – 5×10–7)φ2和一個因間

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正無染種子 0.00005φ1，是因為 φ3施

善於 φ2，並在同一時間 φ2也施善於 φ1的緣故。至於實相

混合模型，所有有效實相不僅要正交還要歸一。也就是

φ1,2,3(t0) = B1φ1 + B2φ2 + B3φ3 (B1 = C1 / C，B2 = C2 / C，及

B3 = C3 / C)，這裡 C = (C1
2 + C2

2 + C3
2)1/2。因此，三組實

相混合模型的解就可以寫成：

E1(t0) ≈ –1.005 φ1(t0) ≈ 0.99995φ1 – 0.009999φ2 + 0.00005φ3

E2(t0) = 0 φ2(t0) ≈ 0.009999φ1 + 0.9999φ2 – 0.009999φ3

E3(t0) ≈ 1.005 φ3(t0) ≈ +0.00005φ1 + 0.009999φ2 + 0.99995φ3

▎AII. 無往相施善除有染種子

現在如果 self-1 φ1(t0) 無住相施善給 self-2 φ2(t0)，

那麼 φ 1( t 0) 則會得到福德 E 1’  =  2 . 0，但 φ 2( t 0) 不會

損失任何福德，也就是 E 2 ’  =  0 。因為善交互作用

的原因，交互作用項 V 1 2 和 V 2 1 都是正的（因為 R  = 

0.009999/0.99995 ≈ 0.0099995、V11 = 1.9998，E1’ = V11(1 

+ R2) = 2.0，以及 V22 = (E1’ – V11) ≈ 0.0002，所以 V12 = V21 

= (E1’ – V11)/R ≈ 0.02）。這個善交互作用產生兩個新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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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實相 φ1,2(t1)，他們是兩個有效實相 φ1(t0)和 φ2(t0)的線

性組合，也就是 φ1,2(t1) = C1’φ1(t0) + C2’φ2(t0)。現在矩陣方

程可表示如下：

  
(A2)

當我們將方程式 Eq.(A2)解出來後，可以得到兩組如來藏

模型的解：

E1’ ≈ 2.0, φ1(t1) = φ1(t0) + 0.01φ2(t0)
E2’ ≈ 0, φ2(t1) = –0.01φ1(t0) + φ2(t0)

現在總福德跟煩惱為

E1(t1) ≈ E1(t0) + E1’ ≈ 0.995, φ1(t1) ≈ φ1 – 0.00005φ3

E2(t1) = E2(t0) + E2’ ≈ 0, φ2(t1) ≈ –5×10–7φ1 + 0.99995φ2 

–0.009999φ3

很明顯地， se l f -1 施善給 se l f -2 除掉了他的煩惱

E 1( t 0)，也除掉了因直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受有染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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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0.009999φ2。最有趣的是，因間接交互作用所產生

的施無染種子 0.00005φ3 改變了它的正負號，變成了受

無染種子「–0.00005φ3」。現在 self-1有一個受無染種子

「–0.00005φ3」，而 self-3有一個施無染種子 0.00005φ1，

這讓 self-1要除掉受無染種子「–0.00005φ3」變為可能。

三組實相混合模型的解現在變成：

E1(t1) ≈ 0.995 φ1(t1) ≈ φ1 – 0.00005φ3

E2(t1) ≈ 0.0 φ2(t1) ≈ –5×10–7φ1 + 0.99995φ2 – 0.009999φ3

E3(t1) ≈ 1.005 φ3(t1) ≈ 0.00005φ1 + 0.009999φ2 + 0.99995φ3

▎AIII. 無住相施善除無染種子（平等共振效應）

S e l f - 1 有兩種方法可以除掉他的無染種子

「–0 .00005φ 3」，第一種方法是 (1 ) 直接除無染種子

「–0.00005φ3」，而第二種方法是 (2)在廣度眾生後再來

除他的無染種子「–0.00005φ3」。這兩種方法間的最大不

同之處，會在第 (3)小節「平等共振效應」中被詳細討論。

(1) 直接除無染種子「–0.00005φ3」

現在如果 self-1 φ1(t1)無住相施善給 self-3 φ3(t1)，那

麼 φ1(t1)則會得到福德 E1’ = 0.01，但 φ3(t1)不會損失任何

福德，也就是 E3’ = 0。因為善交互作用的原因，交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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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項 V13和 V31都是正的（因為 V11 = E1’/(1 + R2) ≈ 0.01 – 

2.5×10–11，以及 V33 = (E1’ – V11) ≈ 2.5×10–11，所以 V13 = 

V31 = (E1’ – V11)/R ≈ 5×10–7)。這個善交互作用產生兩個

新的有效實相 φ1,3(t2)，他們是兩個有效實相 φ1(t1)和 φ3(t1)

的線性組合，也就是 φ1,3(t2) = C1’φ1(t1) + C3’φ3(t1)。現在矩

陣方程可表示如下：

 
(A3)

當我們將方程式 Eq.(A3)解出來後，可以得到兩組如來藏

模型的解：

E1’ = 0.01, φ1(t2) ≈ φ1(t1) + 0.00005φ3(t1)
E3’ = 0.0, φ3(t2) ≈ –0.00005φ1(t1) + φ3(t1)

現在總福德跟煩惱為

E1(t2) = E1(t1) + E1’ = 1.005, φ1(t2) ≈ φ1  + 5×10–7φ2

E3(t2) ≈ E3(t1) + E3’ ≈ 1.005, φ3(t2) ≈ –5×10–9φ1 +  0.009999φ2

+ 0.99995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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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顯地，self-1 施善給 self-3 除掉了他的因間接

交互作用所產生的受無染種子 –0.00005φ 3，但卻新出

現了一個因間接交互作用所產生的較弱的施無染種子 

5×10–7φ2。這個新出現較弱的施無染種子 5×10–7φ2，就

要等到 self-1升到行位或迴向位時再將之除去。三組實相

混合模型的解現在變成：

E1(t2) ≈ 1.005 φ1(t2) ≈ φ1  + 5×10–7φ2

E2(t2) ≈ 0.0 φ2(t2) ≈ –5×10–7φ1  + 0.99995φ2 – 0.009999φ3

E3(t2) ≈ 1.005 φ3(t2) ≈ –2.5×10–9φ1 + 0.009999φ2  + 0.99995φ3

(2) 在廣度眾生後再來除他的無染種子「–0.00005φ3」

現在如果 self-2 φ2(t1)無住相施善給 self-3 φ3(t1)，那麼

φ2(t1)則會得到福德 E2’ = 2.0，但 φ3(t1)不會損失任何福德，

也就是 E3’ = 0。因為善交互作用的原因，交互作用項 V23

和 V32都是正的（因為 R = 0.009999/0.99995 ≈ 0.0099995，

V 22 =  E 2’ / (1  +  R 2) ≈ 1 .9998，以及 V 33 =  (E 2’ –  V 22) 

≈ 0.0002，所以 V23 = V32 = (E2 – V22)/R ≈ 0.02）。這個

善交互作用產生兩個新的有效實相 φ 2,3( t 2)，他們是兩

個有效實相 φ 2( t1) 和 φ3( t1) 的線性組合，也就是 φ2,3( t2) 

=  C 2’φ 2( t 1)  +  C 3’φ 3( t 1)。現在矩陣方程可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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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當我們將方程式 Eq.(A4)解出來後，可以得到兩組實相混

合模型的解：

E2’ =  2.0, φ2(t2) ≈ φ2(t1) + 0.01φ3(t1)
E3’ = 0.0, φ3(t2) ≈ –0.01φ2(t1) + φ3(t1)

現在總福德跟煩惱為

E2(t2) = E2(t1) + E2’ ≈ 2.0, φ2(t2) ≈ φ2

E3(t2) = E3(t1) + E3’ ≈ 1.005, φ3(t2) ≈ 0.00005φ1  + φ3

E1(t1) ≈ 0.995
E1(t2) ≈ 0.995

φ1(t1) ≈ φ1 – 0.00005φ3

φ1(t2) ≈ φ1 – 0.00005φ3

E2(t1) ≈ 0.0
E2(t2) ≈ 2.0

φ2(t1) ≈ –5×10–7φ1  + 0.99995φ2 – 0.009999φ3

φ2(t2) ≈ φ2

E3(t1) ≈ 1.005
E3(t2) ≈ 1.005

φ3(t1) ≈ 0.00005φ1  + 0.009999φ2  + 0.99995φ3

φ3(t2) ≈ 0.00005φ1  + φ3

現在如果 self-1 φ1(t2)無住相施善給 self-3 φ3(t2)，那

麼 φ1(t2)則會得到福德 E1’ = 0.01，但 φ3(t2)不會損失任何



附件二 241

福德，也就是 E3’ = 0。因為善交互作用的原因，交互作

用項 V13和 V31都是正的（因為 V11 = E1’/(1 + R2) ≈ 0.01 – 

2.5×10–11，以及 V33  = (E1’ – V11) ≈ 2.5×10–11，所以 V13 = 

V31 = (E1’ – V11)/R ≈ 5×10–7)。這個善交互作用產生兩個

新的有效實相 φ1,3(t3)，他們是兩個有效實相 φ1(t2)和 φ3(t2)

的線性組合，也就是 φ1,3(t3) = C1’φ1(t2) + C3’φ3(t2)。現在矩

陣方程可表示如下：

 
(A5)

當我們將方程式 Eq.(A5)解出來後，可以得到兩組如來藏

模型的解：

E1’ = 0.01, φ1(t3) ≈ φ1(t2) + 0.00005φ3(t2)
E3’ = 0.0, φ3(t3) ≈ –0.00005φ1(t2) + φ3(t2)

現在總福德跟煩惱為

E1(t3) =  E1(t2) + E1’ ≈ 1.005, φ1(t3) ≈ φ1 

E3(t3) ≈ E3(t2) + E3’ ≈ 1.005,φ3(t3) ≈ 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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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3.1　時間 t 2及 t 3時的心識能量及實相子，
E1’ ≈ 0.01(0.01φ) = 2Rφ(R = 0.00005)

心識能量 實相子 備註

E1(t2) ≈ 0.995(0.01φ)
E1(t3) ≈ 1.005(0.01φ)

φ1(t2) ≈ φ1 –0.00005φ3

φ1(t3) ≈ φ1
本表心識能量基本單位

為 0.01個自由實相子質
能 (0.01φ)

E2(t2) ≈ 2.0(0.01φ)
E2(t3) ≈ 2.0(0.01φ)

φ2(t2) = φ2

φ2(t3) ≈ φ2

E3(t2) ≈ 1.005(0.01φ)
E3(t3) ≈ 1.005(0.01φ)

φ3(t2) ≈ 0.00005φ1  + φ3

φ3(t3) ≈ φ3 

如果 se l f -1 在 se l f -3 移除他因直接交互作用所產

生的無染種子 0 . 0 0 9 9 9 9φ 2 後，再來除他的無染種子

「–0.00005φ3」，那他的有效實相就幾乎等於自由實相

子了，也就是 φ1(t3) ≈ φ1。事實上，依照下一小節討論的

「平等共振效應」，三個有效實相都應該變成自由實相子

了。可見，self-1在「廣度眾生後」再來除他的無染種子

「–0.00005φ3」，其效率是遠大於他在「廣度眾生前」就

來除他的無染種子「–0.00005φ3」。

(3) 平等共振效應

首先我們要強調的是，從能量的角度來看，受煩惱

種子「Rφ3 = –0.00005φ3」所代表的意義是「–0.00005個

自由實相子的質能」。在第 (2)小節中，我們定義 self-1 

φ1(t2)無住相施善給 self-3 φ3(t2)時，φ1(t2)所得到的福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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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 0.01（R = 0.00005的 200倍），那是因為我們定義

「心識能量基本單位為 0.01個自由實相子質能（0.01φ）」

的緣故（請參考表 A2.3.1）。現在，如果我們定義「心

識能量基本單位為一個自由實相子的質能 (φ)」時，self-1 

φ1(t2)無住相施善給 self-3 φ3(t2)後，他所得到的福德則變

為 E1’ = 0.0001，而表 A2.3.1「在時間為 t2及 t3時的『心

識能量』及『實相子』」則可改寫為表 A2.3.2。

將表 A2.3.1 變成表 A2.3.2 中過程中，self-1 φ1(t2)

無住相施善給 self-3 φ 3( t2)，φ1( t2) 所得到福德從 E1’ = 

0.01(0.01φ)變成 E1’ =  0.0001(φ)，交互作用項 V13和 V31

也從 5×10–7(0.01φ)變成 5×10–9(φ)（因為 V11  = E1’/(1 + 

R2) ≈ 0.0001 – 2.5×10–13，以及 V33  = (E1’ – V11) ≈ 2.5× 

10–13，所以 V13 = V31 = (E1’ – V11)/R ≈ 5×10–9)。這個善交

表 A2.3.2　時間 t 2及 t 3時的心識能量及實相子，
E1’ ≈ 0.01(0.01φ) = 2Rφ(R = 0.00005)

心識能量 實相子 備註

E1(t2) ≈ 0.00995(φ)
E1(t3) ≈ 0.01005(φ)

φ1(t2) ≈ φ1 -0.00005φ3

φ1(t3) = φ1 本表心識能量基本單位為

一個自由實相子質能 (φ)
煩惱種子 -Rφ3 = 

-0.00005φ3

E2(t2) ≈ 0.02(φ)
E2(t3) ≈ 0.02(φ)

φ2(t2) = φ2

φ2(t3) = φ2

E3(t2) ≈ 0.01005(φ)
E3(t3) ≈ 0.01005(φ)

φ3(t2) ≈ 0.00005φ1  + φ3

φ3(t3) = φ3 



244 心物合一：量子太極哲學圓融三諦三觀

互作用會產生兩個新的有效實相 φ1,3(t3)，他們是兩個有效

實相 φ1(t2) 和 φ3(t2)的線性組合，

也就是 φ1,3(t3) = C1’φ1(t2)  + C3’φ3(t2)。現在矩陣方程

可表示如下：

 
(A6)

當我們將方程式 Eq.(A6)解出來後，可以得到兩組如來藏

模型的解：

E1’ ≈ 0.0001, φ1(t3) ≈ φ1(t2) + 0.00005φ3(t2)
E3’ = 0.0, φ3(t3) ≈ –0.00005φ1(t2) + φ3(t2)

現在總福德跟煩惱為

E1(t3) =  E1(t2) + E1’ ≈ 0.01005(φ), φ1(t3) ≈ φ1 

E3(t3) ≈ E3(t2) + E3’ ≈ 0.01005(φ),φ3(t3) ≈ φ3

表A2.3.2告訴我們 self-1 φ1(t2)如果要將煩惱種子「–Rφ3 

= –0.00005φ3」給除去，self-1 φ1(t2)「無住相施善」給 sel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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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3(t2)，φ1t2) 所需要的福德為 E1’ = 0.0001(φ)。有趣的是，

E1’ = 0.0001(φ)剛好是煩惱種子強度 |Rφ|( = 5×10–5φ)的

兩倍；這是因為，對善交互作用而言，φ3(t2)( 0.00005φ1  

+ φ3) 和 φ1(t2)(φ1 – 0.00005φ3) 間的「心識位能」差，也

就是「施煩惱種子」（0.00005φ1）和「受煩惱種子」

（–0.00005φ3）間的「心識能量」差為 2|Rφ|的緣故。所

以，當 self-1 φ1(t2)「無住相施善」給 self-3φ3(t2)時，如果

φ1(t2)要將「受煩惱種子 –Rφ」給除去的話，那麼 φ1(t2)「無

住相施善」所得的福德必須剛好等於「φ3(t2)和 φ1(t2)間的

心識位能差」或「φ3和 φ1間的量子糾纏心識束縛能」。

精確地講則是，如果要解除「φ3和 φ1間的量子糾纏」，

φ1(t2)必須無住相布施「心識動能」K1(t3) ≈ E1’ = 2|Rφ|(R 

= 0.00005)給 φ3(t2)方可達成，我們稱此現象為「平等共

振效應」。但是這時的功德 K1(t3) ≈ 0.0001(φ) 卻變成了

「無漏福德 E1’」，因為 K1(t3) ≈ 0.0001(φ)引發了 φ1(t2)和

φ3(t2)之間的交互作用（共振）的緣故。

請讀者注意，如果要用「平等共振效應」來解除「φ3

和 φ1間的量子糾纏」還有另外一種方法就是，φ3(t2)可以

先積功德（心識動能）K3(t3) ≈ E1’ = 2|Rφ|(R = 0.00005)，

然後再迴向給 φ 1( t 2) 亦可達成。有趣的是，這時的功

德 K3(t3) ≈ 0.0001(φ) 亦變成了「無漏福德 E1’」，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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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3(t3) ≈ 0.0001(φ)引發了 φ1(t2)和 φ3(t2)之間的交互作用（共

振）的緣故。當然，「迴向功德」本身亦應具有功德，但

此項效應在此並沒有將其考慮進來。

最有趣的則是，self-3 在時間為 t0 時「住相施善」

有漏福德 V3
2(t0) 給 self-2 不但會產生「直接施無染種子

0.01φ 2」還會產生「間接施無染種子 0.00005φ 1」；這

裡，V3
2(t0) ≈ 0.010049(φ)，而且 V3

2(t0) ≈ E3(t2) = E3(t0) = 

E3
2(t0) +  E3

1(t0) ≈ 0.01005(φ)。值得注意的是，在時間為

t0時 self-2等於 φ2(t0) ≈ 0.01φ1  + φ2 – 0.01φ3；也就是說，

self-2 和 self-3 的「煩惱種子心識能量」是分別由 self-2

和 self-3所提供的，也就是 E3
2(t0) = |Rφ2| ≈ 0.01φ2（這裡

R = 0.01）。至於 self-1和 self-3間的「間接交互作用煩

惱種子心識能量」，亦是分別由 self-1和 self-3所提供的；

因此，E3
1(t0) = |Rφ1| ≈ 0.00005φ1（這裡 R = 0.00005）。

從上面的討論，我們發現「儲存在色身的有漏福德（有

漏善業種子）心識能量」V3
2(t0)與其所產生的「煩惱種子

總心識能量」E3(t0)幾乎是相同的；而且，儲存在法身的

「煩惱種子」其「總心識束縛能量 E3(t0)」還可細分為產

生「直接施無染種子 0.01φ2」的「心識束縛能量 E3
2(t0)」

和產生「間接施無染種子 0.00005φ1」的「心識束縛能

量 E3
1(t0)」，這就不是「儲存在色身的有漏福德（有漏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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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種子）」V3
2(t0) 所能夠直接看出來的。請讀者注意，

V3
2(t0)和 E3(t0)間的關係是透過「道種智業方程式」而連

結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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