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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精神性探索的角度看葛羅托斯基未完成
的「藝乘」大業：覺性如何圓滿？

鍾明德*

中文摘要

雖然早在1970年前後，葛羅托斯基（1933-99）即已自劇場出走，捩下了「劇

場和觀眾已經死了」的狠話，可是，很多劇場人還是一直把他視為「劇場的救

星」，對他的後劇場實驗創新如「類劇場」（1970-78）、「溯源劇場」（1976-

82）和「藝乘」（1986-99）投以密切的注意和期許。戲劇學者專家也都一直從劇

場藝術創新的角度來檢視葛氏一生的志業。本論文首先嘗試主要從精神性探索的

取徑來重新檢視葛氏的研究方法、理念和成果，從而論證出以下三個結論：一、

葛氏一生的創作、研究都是精神性的。二、「覺性圓滿」是葛氏一生精神探索工

作的終極目標。三、「身體行動方法」則是他獨特的修行方法。從「覺性圓滿」

的終極目標來說，葛氏攻頂的「藝乘」大業雖然仍未完成，但本論文作者藉由隆

坡通禪師所傳授的「正念動中禪」的實踐，發現不僅葛氏念茲在茲的終極目標可

以達成，而且，其「身體行動方法」事實上是不偏離正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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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an Total Awareness Be Achieved? —
Examinating the Incomplete “Art as Vehicle” Project of Jerzy 
Grotowsk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iritual Research

Minder Chung*

Abstract

        In 1970, to the shock of his followers, the trail-blazing theatre director Jerzy 

Grotowski (1933-99) bid farewell to theatre. He was acclaimed by many Western 

theatre practitioners as the savior of contemporary theatre, but to him words such 

as“theatre＂and “audience＂were long dead. Although he stopped directing theatre works 

since this period, the theatre world continued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his post-theatre 

explorations such as“Paratheatre＂(1970-78), “Theatre of Sources＂ (1976-82) and“Art 

as vehicle＂ (1986-99). When discussing or writing about Grotowski, theatre scholars 

and artists, as a rule, look to him as a theatre professional even though this might 

not have been the reality. I will attempt in this paper to examine Grotowski ś works 

mai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spiritual research,＂the approach he had taken since 

he was a child but had refused to acknowledge in most of his public discourses. The 

following three conclusions are argued and substantiated:  1) all of Grotwski ś research 

is essentially spiritual; 2) the ultimate goal of his research is no less than total release 

(moksha), which, in my own working terms, is best expressed as“total awareness＂; 3) 

the Method of Physical Action is adopted and modified by him through all phases of 

his spiritual research. Although the“Art as vehicle＂was never completed,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with the help of the Vipassana method as transmitted by Lungpor Thong, has 

discovered both the goal and the methodology Grotowski proposed for his final project 

enlightening and feasible. 

Keywords:　 Jerzy Grotowski, Art as vehicle, modern theatre, Sammasati, Awareness 

with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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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春假前後，在各方因緣俱足之下，我用兩個星期一口氣完成了〈從「動即

靜」的源頭出發回去：一個受葛羅托斯基啟發的「藝乘」研究〉這篇論文。五月初我到台

北深坑的華藏教學園區參加泰國禪師隆波通主持的「正念動中禪」禪修活動，同時，想利

用小參時間向隆波師父報告我所完成且即將發表的論文1。隆波通是位覺性圓滿、已達苦

滅的高僧，但是，卻沒有受過所謂的「高等教育」，不會中文，對所謂的學術論文應當也

不會太有興趣。純是因為文中記述了我找回「動即靜」／「覺性」的過程，以及提到「正

念動中禪」成了我們最終的救贖之道，因此，我感覺有義務報告和甚至取得許可。為了當

翻譯的泰國明慧法師能夠較精確地了解我想報告的內容，前一天下午掛單之後，我即將一

本論文定稿送給了法師，請他有空時翻翻看。

第二天午齋之後，隆波跟明慧法師走過來—隆波安靜地微笑—「隆波說你寫得很

好。」明慧法師說：「我昨晚把整篇論文看完了，也跟隆波做了報告。」

我合掌謝謝隆波，他依然笑而不語。

「隆波說只有一個地方有問題，」明慧法師繼續說：「覺性如如不動，但不是『不變

化的』。」

「隆波說的對。謝謝隆波！」我說，心裡其實蠻高興的：這個語病被抓到了—但意

思是其他都過關了？

「覺性」（Mahasat,Awareness）是隆波通的「正念動中禪」、印度大君（Sri 

Nisargadatta Maharaj)）的「非二元論」和許許多多祖師大德的最高教導的關鍵字，其同義

詞包括「自性」、「真如」、「實相」、「本來面目」、「存有」、「無上意識」、「純

粹意識」、「太一」、「源頭」、「本質」、「本質體」、「佛性」、「神性」等等幾乎

是不可言說的名相，因此，在語言的轉譯之間極容易因脈絡轉換而失真也就不足為怪了。

在我的「結案報告」中，我敘說印度大君苦口婆心所教導的「覺性」，對我發揮了醍醐灌

頂的振聾啓聵的功效，因此，我依照大君的說法用字將「覺性」的特性摘要為「不變的、

不可說的、非二元的」，沒想到卻給隆波抓包了。（請參見表1，鍾明德 2010：104-05）

旁觀會活的鳥 覺性 非二元性 不變的 不可說 動即靜（A = -A）

啄食會死的鳥 意識 二元性 會變的 可說 經驗世界（包括禪悅、法喜、狂喜）

表1、「動即靜」即不變的、不可說的、非二元的「覺性」。

1　 「隆波」為泰語音譯，意為「長老」、「師父」。隆波通（Luangpor Thong, 1939-）為「正念動中禪」創
始人隆波田（Luangpor Teean, 1911-88）的嫡傳弟子，現為曼谷南來寺住持。我有幸於2008年10月於佛陀
世界開始從隆波通學習「正念動中禪」，受益良多，練習至今不曾有一日或輟—本論文的完成首先要
感恩隆波平實而正確的正法教導：在舉世滔滔之中，那是多麼稀罕、珍貴啊。此外，本論文初稿能夠在
風雨飄搖之中，於2012年5月26日完成於國家藝術庭園，我要藉此腳註感謝「戲劇論述寫作」這門課的李
姿寬、高美瑜、林素春等博班同學的同甘共苦，還有，非常重要的，謝謝許許多多隨時隨地多方惠予協
助的家人、同事、同學、同修、善心人士：願此論述功德迴向一切有情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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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只是個「語病」，我並沒有將論文修改或加註，而是刻意保留這個「破綻」，

一方面想累積更多的因緣再一併回覆，另一方面也很好奇：關於這個最最重要的「返聞自

性」的課題，究竟還有多少人會關心、提問或糾正？從2010年6月論文刊出至今，有點令

我失望：隆波是唯一針對上述的「覺性」論述提出夠深度而有意義的質問的人—我們所

謂的「高等教育」高等到哪兒去啦？

從今天看來，〈從「動即靜」的源頭出發回去：一個受葛羅托斯基啟發的「藝乘」研

究〉成了「藝乘三部曲」的第一部，完成於2010年春。第二部曲的〈這是種出神的技術︰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和葛羅托斯基的演員訓練之被遺忘的核心〉，也托福在2011年春夏之際

殺青了。在論証史、葛二氏演員訓練核心的「出神的技術」時，為了論辯上邏輯清楚的需

要，我將「藝乘」最核心但複雜的一系列問題存而不論，亦即：葛氏所說的「藝乘」之終

極目標為何？要如何做到？以及，葛氏做到了嗎？（鍾明德 2012：註8和16）

葛氏的「藝乘」是這位藝術大師留給二十一世紀最重要的無形文化資產。在過去十多

年來，我廢寢忘食地藉由葛氏的教誨來工作自己，結果真的是「深入寶山，不虛此行」。

因此，在2009年底當我的「藝乘」研究有了確切的初步結論之後，身不由己地，我開始了

這個「藝乘三部曲」的結案報告：目前這個〈從精神性探索的角度看葛羅托斯基未完成的

「藝乘」大業：覺性如何圓滿？〉是最後的一個文獻，它將嘗試一改我自己和劇場藝術界

的積習，從精神性探索的角度來重新檢視葛氏一生的工作目標和行動方法，同時回答我在

第二部曲中自己答應要完成的課題。最後，作為整個「藝乘三部曲」的結尾，我將推薦

「正念動中禪」的兩個簡單但卻十分有效的實修方法—「規律的手部動作」和「往返經

行」︰一方面作為史、葛二氏的「身體行動方法」的呼應和延續，另一方面，也可說是我

個人述而不做地對本論文副標題—「覺性如何圓滿？」—的熱情回應。

「我發誓，上帝，神是千真萬確的！」（屠格涅夫，《父與子》） 

一、對葛羅托斯基而言，知識是一種做

如同我在第一、二部曲中所再三引證的，葛氏一生的創作、研究全部強調「做中

學」，而不是資料的收集、文字的理解或概念的交換。在他早期的「貧窮劇場」 （1959-

69） 時期，他即要求「創作行動需要最大量的沉默、最少量的話語。」（鍾明德 2001：

63） 他所謂的「客觀戲劇」 （1983-86） 時期研究中的「客觀」，如同葛吉夫（G. I. 

Gurdjieff 1877?-1949）所言，並不是指某個像紅色法拉利的東西的存在，而是指站在

金字塔之前的人們，金字塔在他們身心上的作用幾乎都是一樣的（Slowiak and Cuesta 

2007：48-49）—因此，某個創作方法是否有效，其「客觀性」也必須在實踐中依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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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者身上「主觀但共同的效果」而定。到了葛氏集一生創作、研究工作之大成的「藝

乘」（1986-99）時期，由於此時的研究目標已逼近於「本質」、「覺性」、「更高的連

結」或「本質體」（Dunkelberg 2008：767-69），「言語道斷」、「不落言詮」便自然成

了葛氏首先必須的叮嚀：

智者會做，而不是擁有觀念或理論。真正的老師為學徒做什麼呢？他說：

去做。學徒會努力想瞭解，將不知道的變成己知，以逃避去做。他想了

解，事實上他只是在抗拒。他去做之後才能瞭解。他只能去做或不做。知

識是一種做（doing）。（Grotowski 1997：374）

「知識是一種做」對我目前撰寫的這篇學術論文至少有以下三種意義：首先，這裡

所呈現的知識的主要根據是我自己的「正在做」（doing）—如同在第一部曲中所揭露

的，在矮靈祭的「動即靜」體驗之後，我經歷了十年激烈的摸索、實做、鍛鍊，才終於清

楚體悟了何為葛氏所說的「動即靜」、「覺性」或「本質體」。目前這篇論文的主要內容

依然延續著這個「正在做」。其次，「做了才會知道」，所以，這篇論文所提出的方法、

結論是否是「客觀的」，其最終的檢證方法必須是一種「做」，而不只是言詞、概念上的

界定與釐清。在面臨「言語道斷」而又不得「不立文字」的窘境時，「正在做」是文字論

述的終極救贖。最後，雖然這說起來彷彿自相矛盾：我發現「不立文字」即包含了「不」

和「立文字」這1 + 3個字—葛氏強調閉門實修，但是，他也發表了不少談話、文字來解

說他的方法（Flaszen 2010：173）。所以，我在這篇論述的準備中採取了某種的辯證法：

「正在做」的時候「不立文字」，但是，在做之前和之後，則必須仰賴語文這個強有力的

工具來嚴格品管—這似乎即葛氏的銘言︰「做時不疑，但之前之後要起疑。」（Laster 

2011：12）因此，為了本論文的立論和撰述，除了葛氏本人的話語之外，以下這幾本新舊

書籍和博士論文提供了很大的幫忙：

一、 佛拉森的《葛羅托斯基公司》（Grotowski & Company, Flaszen 2010）：劇評家佛

拉森是葛氏的劇場「合夥人」，對葛氏的瞭解全世界大概無人能出其右。這本書

收集了從「貧窮劇場」時期之前到「藝乘」時期之後有關葛氏個人和公眾生活的

各式各樣文字，對瞭解葛氏在各個時期不足為外人道也的掙扎、辛酸、病痛和渴

望甚有助益。

二、 史洛維克和桂士達合寫的《耶日．葛羅托斯基》（Jerzy Grotowski, Slowiak and 

Cuesta 2007）：這是本門徒書寫的「葛氏福音書」，同時，也是由著名出版商

Routledge為表演實踐者和大學生所編寫的劇場教科書。雖然質樸無甚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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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字裡行間洋溢著對葛氏的忠實信仰。歐丁劇場的尤金諾．芭芭（Eugenio 

Barba）曾經對我大力讚美這本書。2

三、 理查茲的《實踐之心》（Heart of Practice, Richards 2008）：理查茲是葛氏的欽

定傳人。經過葛氏近十四年的直接傳授，在葛氏過世八、九年之後，理查茲所交

出的這份成績單真叫人不知如何是好—到目前為止叫人振奮的回應似乎仍然不

多（Dunkelberg 2008：804-05）。這本小書主要由1995、1999、2004年間不同學

者專家對理查茲所做的三篇專訪和45張黑白照片組成。我仔細再讀了一遍之後，

忍不住更傾向於鄧克柏（Kermit Dunkelberg）在他九百多頁的博士論文中所下的

結論：嫡傳真的不見得比轉譯者或私淑者高明；葛氏自己就不是哪個大師的嫡

傳—他所學到的重要的東西大多數都是從書本上唸來的。（Dunkelberg 2008：

13， Flaszen 2010：267-68） 

四、 鄧克柏的《葛羅托斯基和北美劇場》（Grotowski and North American Theatre, 

Dunkelberg 2008）：作者在紐約大學教授理查．謝喜納（Richard Schechner）指

導下完成的博士論文，資料蒐集豐富，議題掌握清楚，整本書的論旨對我們十

分有用：跟大師關係的親疏與研究品質的良窳並不成正比（Dunkelberg 2008：

308， 815-16）。

五、 雷斯特的《葛羅托斯基的記憶之橋》（Grotowski's Bridge Made of Memory, Laster 

2011 ）：另一本由謝喜納指導的紐約大學博士論文。作者是女性，波蘭人，曾

經在義大利龐提德拉的「葛氏修道院」（“The Monastery at Vallicelle＂）跟隨葛

氏苦修。因此，雖然她對「藝乘」的討論不見得完全適當或深刻，但卻提供了許

多珍貴的第一手資料與波蘭經驗。

六、 吳爾芙的《聖人的工作》（The Occupation of the Saint, Wolford 1996）：莉莎．

安．吳爾芙（Lisa Ann Wolford）大概只可算是半個晚期的門徒，但是，她對葛

氏「客觀戲劇」和「藝乘」研究的貢獻卻不成比例地大。這本在西北大學表演研

究領域完成的博士論文寫得深刻、細膩、活潑，令人益發懷念這位難得卻早逝的

葛氏「學者」。

我在這兒挑出了六本跟葛氏的終身研究相關的重要著述來做文獻分析，除了提供讀者

一些有用的資訊之外，最重要的目的是經由對這六本不同性質的論述的仔細閱讀，我檢查

和確定了本論文的三大論點：

一、葛氏一生的創作、研究都是精神性的。

2　 由於此書的重要定義、論述多已經被吸收消化於鄧克柏的《葛羅托斯基和北美劇場》（Dunkelberg 
2008）這本博士論文中，因此，本論文的許多書目註多採鄧克柏，不另註出這本精實的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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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覺性圓滿」是葛氏一生精神探索工作的終極目標。

三、「身體行動方法」則是他獨特的修行方法。

這三個結論不僅在這些琳瑯滿目的論述中得到呼應，而且，特別是第二個論旨還可以進一

步澄清葛氏的話語和學者專家、門生故舊的說法。然而，再說一次，以上這些資料，以及

其他相關的書籍、論文、通信、談話和網路資料，只是提供了我辯證、去誤、對話和反省

的許多機會，我在這篇論文中的立論根據主要還是我自己過去十幾年來的「正在做」。此

外，本論文最後並不企圖完全否定有關葛氏的「藝乘」研究的官方說法，只是想就自己受

益良多的葛氏教誨，提出一種來自東方修行傳統的論述與行動，希望可以讓葛氏的研究成

果再往前推進一些，再多造福一些潛心於藝術的人們。

這些論述、行動真的有用麼？對什麼人有益？會有人來看或執行它們嗎？「他們會

化成鬼魂再三地回來閱讀……」—以前我身邊總是會響起齊克果陰森森的回音。很奇怪

地，這些年來，取而代之的是《金剛經》上師徒之間的這段對白：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

不（否）？」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

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

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

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

故？是諸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

相。何以故？是諸眾生，若心取相，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若取法

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眾

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

！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正信希有分第六） 

《金剛經》這裡所散發的不熄的的信心，非常適合我們共同的「藝乘」法門：親愛的

讀者— “You! Hypocrite lecteur! - mon semblabe - mon frère! ＂3 

3　 「你！虛偽的讀者！我的同類，我的弟兄！」 語出波特萊爾。詩人艾略特在《荒原》(The Waste Land)中
曾加以引用。我自己在傳述葛氏的教誨時，不知為何也引用了這句名言好幾次呢（鍾明德 2001： 獻詞
頁，123，封底頁）：用葛氏的話語來說，應該是「你」和「讀者」必然是虛偽的，而「同類」和「弟
兄」則接近「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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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葛氏一生的探索都是精神性的

由於葛氏被視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四大劇場拓荒者之一，與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以

下簡稱「史氏」）、布雷希特和亞陶齊名。同時，由於葛氏在演員訓練方法上的突破創

新，他也被視為最偉大的現代演員老師史氏的繼承人（Richards 1995：105）。這些劇場

藝術上的成就使得我們一般在介紹、討論或甚至抨擊葛氏時，都先入為主地以「葛氏是個

劇場人」為唯一的出發點。在這個藝乘三部曲的尾聲（coda）中，我想嘗試一個經常在思

想但卻從未認真寫出來的看法：從「葛氏是個像瑜珈士、禪修者或求道士的修行人」角度

出發，我們是否會更貼切而清楚地看到葛氏的掙扎、突破與對全人類最有用的貢獻？事實

上，彼得．布魯克早就指出葛氏所做的「藝乘」研究根本是個「精神性的」 計畫（Brook 

1997：383 ），而我的老師謝喜納說得更是毫不含糊：   

 

葛羅托斯基終身所作所為，根本上都是精神性的。人們說他「離開了劇

場」，事實上是他從未「在劇場裡」。就是在他早期的演出作品裡，劇場

只不過是他的途徑，而非目標。（Schechner 1997：462， 鍾明德 2001：

7， see also Dunkelberg 2008：765-66）

雖然布魯克和謝喜納兩位劇場藝術大師對精神探索並不陌生，但是，他們一生的持

續貢獻多在劇場藝術方面，對葛氏精神性探索的目標和方法著墨不多。謝喜納甚至直接告

訴我他對精神性探索有力不從心之感，雖然他早年在印度時頗受「聖母」（the Mother）

青睞：他選擇了人的知識、藝術領域，神的恩寵就看下輩子再說了（2008.10.27談話）。

如同前述，我個人因著葛氏的教誨，過去十二年來的探索多出入在「不可說的」、「超越

性的」人類知識邊境，因此，對葛氏的終身所作所為「根本上都是精神性的」說法特別覺

得應該嚴肅對待。同時，由於大多數的戲劇、藝術學者專家對「精神性的探索」不感興趣

或有成見，或缺乏適當的精神鍛鍊素養，因此，也很難給予葛氏終身的精神性探索適當的

評價。4這個缺憾也是本論文希望能加以補足的。為了方便讀者一目了然地掌握葛氏一生

的精神探索目標—從早期的「圓滿狀態」，到終極的「覺性」這個「原初和圓滿」狀

態（請參見本論文註7）—跟葛氏一生所研發的「身體行動方法」的關係，茲將葛氏在

他四大工作時期中所使用的關鍵字整理如下表所示：

4　 譬如英國的史氏專家Jean Benedetti—由於他對精神性的探索無甚興趣，導致他的西方表演史的大學教科
書The Art of the Actor: The Essential History of Acting, from Classical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在討論亞陶和
葛氏時，充滿了錯誤的看法和不當的評價 （see for example Benedetti 2007：222-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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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探索目標 身體行動方法

1.貧窮劇場(1959-69) 圓滿狀態、身心合一(totality)、
圓滿行動(total act)、
神聖演員(holy actor)

減法(via negativa)：
1.去障(eradication of blocks)、
2.表演程式(performance score)、
3.回到自己(personalization)

2.類劇場(1970-78) 儆醒(vigilance)、
相遇(meeting)、
合一(communion)

守夜(vigil)、
解除武裝(disarming oneself)、
回到本質(search for the essential)

3.溯源劇場(1976-82) 動即靜(the movement which is 
repose)、
源頭(source)、
覺醒(awakening)

溯源技術(sourcing techniques)、
神秘劇(mystery play)、
運行(Motions)

4.藝乘(1986-99) 本質(essence)、
本質體(body of essence)、
觀照(witness)、
覺性(I-I, Awareness)

儀式藝術(ritual arts)、
振動歌曲(vibratory songs)、
行動(Action)

表2、 葛氏在四大工作時期的「精神探索目標」和「身體行動方法」（可參見Slowiak and 

Cuesta 2007：56-83， 鍾明德 2001：161-62）。

做為二十世紀的一個精神探索者，今天看來，葛氏這四大時期的研究方法相當嚴謹，

成果可說豐富異常，在西方同時代的精神藝術拓荒者中大約只有葛吉夫的成就差可比擬。

如果「神聖舞蹈」成了葛吉夫的招牌，那麼，葛氏的精神性遺產首先當推他獨特的「身體

行動方法」。這個「方法」貫穿了他四大時期的創作探索活動，因此，讓我們從較具體可

說的「身體行動方法」談起，階及那「不變的」、「不可說的」和「非二元性的」某種圓

滿狀態：

首先，「身體行動方法」原是史氏晚年為幫助演員更有效地進入「創意狀態」而發

展出來的一套表演方法，其特色是不再依賴「情感記憶」而進入角色的感情世界，而是演

員只要仔細地建構角色在該情境中的身體、聲音、走位的各個細節，然後，很仔細地、

合乎邏輯地執行這些行動即可活出角色來（Moore 1984：18-19, 44-45）。葛氏在學期間

即是個「史坦尼斯拉夫斯基迷」，特別醉心於史氏一生對劇場藝術的執著與不斷地探索、

自我更新，譬如「演員必須有高超的精神目標」、「演員必須過有紀律的生活，注重每日

的自我修養」、「劇場的排練即創作的時間與空間」和「以身體行動方法來進入角色世

界」等等堅持，都成了葛氏的出發點（Dunkelberg 2008：118-20, Richards 1995：6）。葛

氏1959年在波蘭南方小鎮歐柏爾自立門戶之後，經過四、五年的摸索，終於在《忠貞的王

子》（1965）一劇的排練過程中，將史氏的「身體行動方法」脫胎換骨，締造了奇斯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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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神聖的演員」（holy actor， total actor）的劇場奇蹟，寫出了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劇

場新頁。葛氏跟史氏的「身體行動方法」有以下兩個重大差異：

一、史氏的演員使用「假使」（“ if ＂），假想自己在劇中的狀況時將會做出那些身體

行動。葛氏在跟奇斯拉克工作時則完全不顧劇本，主要從演員自身的某個強烈的「身體

記憶」（body-memory）出發，從而建構出一個「表演程式」（performance score）：演

員在公開表演時只要執行這個表演程式即能進入某種身心合一的「圓滿狀態」（totality） 

—他的「表演程式」和「身體記憶」完全是他個人的，跟觀眾所看到的「忠貞的王子」

的角色和劇情沒有直接關係。換句話說，史氏的演員在「角色」的設定之下去發展、執

行他的「表演程式」，以圖進入最佳的表演狀態（Flaszen 2010：108, 266）。相對地，

葛氏的演員雖然仍為觀眾演出，在觀眾心目中塑造出一個「受難的王子」的形象，但

是，這主要是導演的場面調度所產生的某種「蒙太奇」效果（Grotowski 1995： 122-24， 

Dunkelberg 2008：112-13）。奇斯拉克的「表演程式」已經完全從劇情中跳脫出來：觀眾

看到的是一位受盡羞辱、折磨的王子，奇斯拉克自己走的「表演程式」只是他年輕時候快

樂的一段做愛經驗（Laster 2011：32）—乍聽之下，這真是叫人匪夷所思！

二、史氏的「身體行動方法」仍在為劇場中的演員和劇作家服務，讓仔細建構出來的

「表演程式」可以使演員體現角色的生命，基本上仍是個藝術創作活動。奇斯拉克的「表

演程式」既然跟《忠貞的王子》的劇情無關，那作用和目的何在呢？葛氏自己說這會讓演

員／創作者進入某種登峰造極的「圓滿行動」（total act）：

圓滿行動是種卸下、剝光、揭穿、洩露和發現的行動，只能由個人自己的

生命裡面創造出來。演員在這裡不應當表演，而是要用他的身體、聲音來

穿透（penetrate）他的各個經驗領域……當演員做到了，他就變成了當下

的真實，不再是故事或幻影，就只是當下。演員揭露出自己……也因此發

現了自己。可是他必須每次都知道如何重新發現……你眼前的這位演員，

這個人，已經超越了分裂或二元性（division or duality）。這不再是表

演（acting），而是因此成了行動（act，事實上，你生活中每天想要做的

就是行動）。這即是圓滿行動，也就是我們為什麼要稱它為圓滿之行的原

因。（Grotowski ﹝1969﹞, quoted in Osinski 1986：85-86，黑體為本論文

作者所加）

換句話說，奇斯拉克的「表演程式」不是為了讓他演活一個角色，而是，要讓他「超

越二元性」，重新發現自己。葛氏的「身體行動方法」因此已經超越了劇場和藝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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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生命的圓滿實現。如此，的確可以這麼說：雖然一鳴驚人的葛氏在五年後才宣布「離

開劇場」，事實上，第一個圓滿行動完成之時，演員的表演創作就已經不是為了劇場了，

而是，葛氏說：「演員得到了新生—不只是一個演員，而是一個人—跟他一起，我

也經歷了再生。」（Grotowski 1997：36-37, see also Flaszen 2010：272, Dunkelberg 2008：

115-17）

利用「身體行動方法」來取得「新生」成了接下來葛氏和其他演員們的主要工作目

標。根據歐欣茨基（Zbigniew Osinski）的看法，這就是為什麼《忠貞的王子》在1965年

4月首演之後，葛氏一直要到1969年2月才能推出新作《啟示錄變相》（Apocalypsis cum 

figuris）的主要原因：他們要讓每個團員都能從自己的「身體記憶」出發，建構出自己

私密的「表演程式」，從而完成「圓滿行動」（Osinski 1986：86, see also Flaszen 2010：

275, Slowiak and Cuesta 2007：20-21）。他們有多少人真正在這四年之間跟奇斯拉克一樣

得到了「新生」？這似乎是一個大家難以回答的問題。此外，從我自己的後見之明看來，

葛氏和奇斯拉克在「神聖的演員」方面的展現十分耀眼，彷彿特異功能一般叫全世界都看

了折服，但是，奇斯拉克也面臨了精神探索（或者，簡稱「修行」或「求道」）路上的經

典性困難：你可以完成「圓滿行動」，但是，那只是暫時的，因此，你被迫每次都必須能

重新去完成你的「圓滿行動」。有沒有一種「圓滿狀態」，只要你達到了，你就一直留在

那裡而不必一再地要掙扎更新？5

三、 葛氏的開悟經驗：這種覺（ㄐㄧㄠˋ）醒就是覺（ㄐㄩㄝˊ）醒

經過了近二十年在全世界各個傳統文化領域馬不停蹄的探索，葛氏終於在1980年代中

期以後公開宣示有一種「本質體」（body of essence）的圓滿狀態是恆常不變的—他並

且以葛吉夫的照片為例來說明「本質體」的狀態就像那樣（鍾明德 2012：4-6）。相形之

下，奇斯拉克跟他在1964年間所完成的重大突破，從精神探索的角度看來，則只不過是年

輕的戰士在「本質與身體交融」的狀態下所綻放的「青春之花」，十分美麗動人，但是卻

無法持久。1969年2月推出的《啟示錄變相》是葛氏所執導的最後一個劇場作品。1970年

之後，葛氏宣告「劇場死了」：「觀眾這個字已經沒有意義。」（Grotowski 1997：215）

很明顯地，葛氏對劇場、表演、創作和演出已經不再有興趣。他想探索的是：「身體行

動方法」能否讓表演者／行者（Performer）進入「本質體」的狀態？他說像奇斯拉克那

5　 人本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也曾思索過這個問題：「高峰經驗」（peak experience）是種狂
喜、圓滿的開悟經驗，本身即是種神的恩寵，但是，它無法持久。因此，他想：有沒有可能有一種永遠
不會退轉的「高原經驗」（plateau experience）？（Maslow 1976：vii-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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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圓滿行動」的表演，很接近從「本質與身體交融」到「本質體」的過程（Grotowski  

1997：375）。

劇場中的觀眾對「身體行動方法」做為一種精神探索方法，一直是個很難克服的問

題。於是，終一九七○年代，葛氏的探索行動都取消了「觀眾」：在「類劇場」（1970-

78）活動中，只有參與者，「那些有著同樣精神追求需要的人」—他們多是來自歐美日

的年輕人，而且傾向不具備任何劇場專業背景。「類劇場」沒有賣過任何一張門票，因

為，這些活動並不是演出：稱之為「類劇場」乃因為「劇場」是個社會可以接受的一個活

動、概念和機制。「類劇場」連工作坊的參加研習費都不收（Dunkelberg 2008：397）。

如果我們不擔心過度比喻，「類劇場」活動可說是「古魯托斯基」（“Gurutowski＂，意為

「托斯基上師」）在傳播「圓滿行動」的福音活動。葛氏此時最富「烏托邦精神」，據說

也是他一生中最美好快樂的時光（Flaszen 2010：264）。

「溯源劇場」（1976-82）比「類劇場」更接近一種精神探索活動，不僅沒有觀眾，

而且，連參與者都是精挑細選出來的少數新一輩年輕的表演者（葛氏讓原來的劇場演員多

忙著去發展和帶領「類劇場」活動）。葛氏帶著這些少數菁英到海地、墨西哥、印度和非

洲等地去學習當地的「儀式藝術」，同時，也邀請了海地巫毒祭司、印度教鮑爾歌者、日

本禪宗和尚等等傳統修行儀式專家，到葛氏在波蘭的「實驗研究機構」（1975年時即已經

把「劇場」兩個字拿掉了，Dunkelberg 2008：445-46）當「駐村藝術家」，共同進行「溯

源技術」的研發。用我們較通用的佛道教術語來說，「溯源技術」就是那種可以讓我們

「還璞歸真」或「返聞自性」的身心工作方法。葛氏「溯源劇場」時期的精神性探索方法

和成果可以摘要如下：

一、「溯源劇場」是個跨文化的研究，以找出各種溯源技術及其源頭；

二、在工作過程中，孤獨和沉默非常重要；

三、他找到的源頭，用他的身體／表演文化術語來說，即「動即靜」；

四、任何人如果有正確的溯源工具和使用方法，都可以回到這個源頭；

五、 每個人，在理想的狀態下，都有可能且必須發展他自己的「溯源工具」；

六、 這個階段的探索由於是「跨文化的」，或者說，「水平的」，因此，

有其侷限，而且，時間也不夠。（鍾明德 2001：109）

這段時期可說是葛氏利用他在劇場文化界的威望，接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歐美文化

藝術基金會的贊助，所進行的超級跨國、跨文化研究學習計畫。無論是在「田野調查」或

「駐村創作」階段，某種「溯源」—亦即尋找「動即靜」、「覺性」、「開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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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的努力十分明顯。葛氏個人似乎也多多少少「開悟了」：

這麼說吧：你在找尋「動即靜」那個源頭。你持續地找，日日夜夜，已經

找了好一段時間了。你睡得很短，很淺，因為你要求自己保持警覺，可

是，不管你怎樣用心、努力，什麼也沒出現。剛開始的時候，你好像很清

楚這一切，可是過了一段時間，你開始猶疑了，於是，你做得更賣力，要

克服那些遲疑。可是呢，依然如昔，啥事也沒發生。最後，你終於知道：

什麼東西都沒發生，也不像會發生。你不知道原因何在，你只知道你完全

毀了。你只想丟下自己，不管身在何處，你只想好好地睡個覺。你不需要

床，不需要被單，你甚至連衣服也不要脫，很簡單，你只想丟下自己。

過了幾個小時，你醒了過來，感覺好像剛才在潛水一般，然後，你浮了出

來。當你從那兒回來的時候，你好像還帶著一個彩色的夢的片段—在那

之前，你感覺在寧靜和光輝之中：你感覺有東西從內部，好像從源頭一般

流露出來。現在，你張開眼睛，想看看眼前到底是什麼東西。你看見，譬

如說，一面磚牆或一個塑膠袋，可是，奇怪的是：那些磚頭和這個塑膠袋

竟然充滿了生命，朗朗生輝。你聽到附近有些聲音，真正的聲音—很簡

單，有人正在吵架，可是，那些爭吵聲聽起來卻那麼和諧！你感覺你所有

的感覺都活了過來，但是，同時之間，你感覺彷彿每樣東西都源自某個源

頭，源源不絕，好像是你把汽車裡的左右兩個方向燈都同時打開了一般，

左右兩個方向燈一直閃個不停—它就在左右之間流出，從萬事萬物之中

流露出來。

這種覺（ㄐㄧㄠˋ）醒就是覺（ㄐㄩㄝˊ）醒，差別只在一個動作：我們從小就

養成了「準備上床睡覺」的習慣。我們會去找床，鋪好床，脫下外衣，

撥好鬧鐘，因此，一旦我們醒來，我們已經在想接下來該做什麼了。以

這種方式，我們清除掉真正覺醒的那一刻。在我所說的這個小故事中，

他醒來的時候沒有任何干擾。這個覺醒為何如此圓滿？也許，在你入睡

的那一刻，你不再假裝你知道任何東西。也許，你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希

望。（Grotowski 1997：267-68，鍾明德 2001：121-23）

但是，那個修行的古典問題依舊困擾著他：在波蘭團結工聯興起，整個東歐集團政治解

體、經濟轉型的紛紛擾擾之中，「覺醒」或「圓滿」的行動如何能持續不退轉？或者，用

基督教的術語來說：「新生」如何能成為「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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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葛羅托斯基找到了：我與我（I-I）與覺性圓滿

波蘭共黨當局在1981年12月13日宣布了戒嚴。當時正在進行「溯源劇場」駐村研習

工作的葛氏有了「從容入獄」的準備，但結果又逃過了一劫。翌年葛氏著手向美國申請

政治庇護，於1982年冬天抵達紐約，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戲劇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我

自己就是在那個機遇下第一次見到他的。弟子們形容葛氏說︰「他突然間變成了一個老

人。」（Slowiak and Cuesta 2007：46） 1983到1986年間葛氏寄居加州大學爾灣校區，進

行過渡性質的「客觀戲劇」（1983-86）研究—「彷彿一棵橡樹養在禮盒中一般」。芭

芭說：「一頭雄獅栽進了老鼠夾。」（Dunkelberg 2008：715） 1984年1月，葛氏行年51

歲，在他的默許之下，蜚聲國際的「波蘭劇場實驗室」在25週年時宣布關門打烊。從精

神探索的角度看來，不管是命運的安排或個人的選擇，這三、四年的過渡時期讓葛氏可

以跟「劇場」和「波蘭」進一步切斷了臍帶，而這種「新生」的目標是「本質體」這個

概念所揭示的「永生」—從發表於1988年前後的〈表演者〉（“Performer＂）這篇「藝

乘」（1986-99）時期的宣言看來，葛氏當時是頗為樂觀而有信心的。

許多葛氏門徒和學者專家都注意到〈表演者〉這篇文字的優雅和密意，但是，包括

我自己在內，我們多多少少都還是從劇場藝術創作的角度來解讀「表演者是一種存有狀

態」、「表演者是個教士，一個造橋的人」、「在表演者的道路上，他發展他的『我與

我』」等種種名言。6事實上，這篇長四、五頁的表白對劇場表演藝術和創作一個字都沒

提到。它唯一的關心是修行的目標和抵達目標的方法、路徑。葛氏所定義的「表演者」

為：

表演者（Performer，大寫）是個行動的人。他不扮演另一個人。他

是行者（doer）、教士（priest）、戰士（warrior）：他在美學型類之

外。（Grotowski 1997：374）

所以，這裡所說的「表演者」是個修行人、求道者，跟演員毫無關係。

其次，葛氏清楚地界定了這個「表演者／行者」的工作目標為前面數度論及的「本質

體」（body of essence），並特別釐清「本質」為：

6　 造成這種誤讀的原因，葛氏必須負相當大的責任，主要原因是為了經費開銷：只有藝術機構會提供場
地、人力、金錢供葛氏進行「藝乘」研究計畫—有那個宗教、靈修團體會願意贊助一個那麼傑出但
特立獨行的靈性導師呢？由這點看來，我發現葛氏的精神探索不只有夠原創，而且還孤高的怕人。此
外，再囉嗦一次：若只用藝術創作或學術研究的取徑來解讀〈表演者〉一文，我保證一定會在「我與
我」（I-I）這個方法、概念上觸礁（理由詳見本論文註7）—我的解決辦法是讓藝術的歸藝術，精神的
歸精神：我們必須用全然的精神性探索取徑來面對〈表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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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essence），從字源學來看，乃存有（being）的問題，某種當

下（be-ing）。我對本質感興趣，因其與社會因素無關，不是你從別人

那兒拿來的，不來自外頭，不是學來的。……由於我們擁有的每樣東西

幾乎都是社會的，本質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卻是我們的。（Grotowski 

1997：375）

葛氏這裡說的「本質」乃借自葛吉夫的用語，但葛氏自己特別強調他「已經穿透了這個字

的文字定義」（Grotowski 1998：89）。用中國傳統比較通用的字眼來說，這種「本質」

即人生而有之的「本性」（如孟子）。由於「不是社會的」、「是我們的」，因此，也可

稱之為「自性」或「佛性」（如六祖慧能）—因此，用中國佛教術語來說，葛氏此時

已經能「直接照見本心」了。然而，無論稱之為「本質體」、「本質」、「本性」、「自

性」或「佛性」，似乎只是在做名詞翻譯、解釋而已，因此，注重實修甚解的葛氏，在

〈表演者〉中談完修行目標之後，下一段即跳到印度教修行傳統的「我與我」來尋找或印

證可行的工作方法：

古書上常說：我們有兩個部份。啄食的鳥和旁觀的鳥。一隻會死，一隻會

活。我們努力啄食，沉溺在時間中的生活，忘記了讓我們旁觀的那部份活

下來。因此，危險的是只存在於時間之中，而無法活在時間之外。感覺到

被你的另一部份（彷彿在時間之外的那部份）所注視，會有另個層面產

生。有個「我與我」（I-I） 的東西。第二個我半是虛擬：它不是其他人

的注視或評斷，因為它在你裡面；它彷彿是個靜止的眼光：某種沉寂的現

存 （presence），像彰顯萬物的恆星太陽—也就是一切。過程只能在這

個「沉寂的現存」的脈絡中完成。在我們的經驗中，「我與我」從未分

開，而是完滿且獨特的一個絕配。 

在表演者的道路上—他首先在身體與本質的交融中知覺到本質，然後

進行過程的工作；他發展他的「我與我」。老師的觀照現存 （looking 

presence） 有時可以做為「我與我」這個關聯的一面鏡子（此時表演者之

「我」與「我」的關聯仍未暢通）。當「我與我」之間的管道已經舖設起

來，老師可以消失，而表演者則繼續走向本質體；對某些人而言，本質體

可能像是年老、坐在巴黎一張長板凳上的葛吉夫的照片中的那個人。從

【非洲蘇丹】Kau部落年輕戰士的照片到葛吉夫的那張照片，就是從身體

和本質交融到本質體的過程。（Grotowski 199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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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讀到這裡—我在「藝乘第二部曲」的〈這是種出神的技術：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和

葛羅托斯基的演員訓練之被遺忘的核心〉乙文中，也曾經大聲地引用了這大段話—我

都不禁替葛氏歡呼：「葛羅托斯基找到了！」他找到了「覺性」和讓覺性圓滿的「觀

照」方法。在這兒，「本質」就是「覺性」，某種跟語言無關的、不可說但卻能光照

一切存在的某種的沈寂的「現存」（a silent presence），亦即「我與我」中的「第二個

我」（Grotowski 1998： 90, 125），亦即前述葛氏自己說已能不經由語言直接掌握的東

西。他接下來指出的「必須在行動中被動，在旁觀中主動（將常習顛倒）」，也頗符合

印度教修行中「觀照」（witness）的做法。然而，雖然有將近十年的時間在義大利的龐

提德拉小鎮閉關修行，葛氏和他的嫡傳湯瑪士．理查茲並沒有完成「本質體」／「覺性

圓滿」（total awareness）的目標—只要對比一下奇斯拉克的「神聖演員」和「圓滿行

動」，我們大約就清楚「藝乘」還少了什麼了。

「藝乘」革命尚未成功的原因可以很多：一、葛氏此時身體狀況大不如前，從1985年

開始即已得知罹患癌症，到了晚年更幾乎是每日與死神競走（Flaszen 2010：258-59）。

二、「藝乘」的主要探索方法又回到了劇場時期的「身體行動方法」：此時雖然利用海地

巫毒教的「振動歌曲」來做為「表演程式」（此時稱之為 “Action＂）的結構因素，但基

本上仍強調從做者的身體記憶出發，焦點仍多放在身體能量的昇降循環，以致難以超越身

心經驗的二元性（Grotowski 1998：91-92）。三、葛氏門人多出身劇場的演員，對「我與

我」所代表的「觀照」和「覺性」，在方法和目標上均缺乏適當的掌握（Richards 2008：

130-32, Dunkelberg 2008：783-85, Laster 2011：79-81, Flaszen 2010：208-10）7。四、葛氏

一生都不依附任何門派，強調走自己的道路，發展自家的方法、理念、術語、招牌，因

此，現成可行的「究竟之途」極可能擦身而過（Flaszen 2010：276）。五、葛氏自己很清

楚的：這種「本質體」的達成根本就像是「即身成佛」一般地可遇不可求—連葛吉夫自

己似乎都尚未達到，更何況其他？8 （Grotowski 1998：97）

7　 在我涉獵過的論葛氏文字中，幾乎無人對「我與我」有貼近葛氏而適當可行的理解，因為這不是文字搬
演的問題。在這裡我主要靠我自己對「覺性」的直接認知來掌握葛氏談「我與我」的用意。但是，什麼
又是「覺性」（Mahasati，Awareness）？如同這個三部曲中反覆的論說：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彷彿用
幾個定義、幾句引述或某個修行次第的傳承就可以加以回答了。事實不然，尤其是當「覺性」被視為人
之「自性」和修行工作的最終目標之時—譬如六祖慧能的說法—「覺性」變成了某種超凡入聖、轉
識成智之後的圓滿境界。覺性因此被印度大君（Sri Nisargadatta Maharaj）解釋成「不變的」、「不可
說的」和「非二元性的」某種圓滿的知覺狀態—在我個人的實際「正在做」中，亦即葛氏在「溯源劇
場」時期所宣說的「動即靜」（A=-A）。葛氏對印度大君的書I Am That並不陌生（Grotowski 1998：105 
），因此，我在「藝乘三部曲」中的覺性論大多根據大君對「意識」與「覺性」的區分（Maharaj 1973：
28-29, 402-08）。此外，大乘佛教對覺性的看法也是我俯仰生息的一部份，不可能不受影響—可參考竹
村牧男的《覺與空》或Anam Thubten的  The Magic of Awareness等書。當然，如我在本文中一再重複的葛
氏話語：「覺性」的了解是做的問題。去做才能了解。

8　 葛氏在〈表演者〉一文中即特別強調「危機＝危險＋機會」。他說：「危險與機會相隨。不面臨危險，
人不可能出類拔萃。」可是，適當的危機就像恩寵一般，不可強求（It ś not found by see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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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熄的尾聲：正念做為藝乘

葛氏及其門徒達到了他所揭示的「本質體」／「覺性圓滿」目標與否，可以是門人和

學者專家再進一步思索的問題。但是，就我個人的「正在做」（doing）而言，葛氏未成

佛並不表示他一生在精神藝術領域上的研究成果就沒有用了。相反地，在過去十多年來我

在學術上、藝術上、精神上的探索中，葛氏從「貧窮劇場」到「藝乘」的各種理念、方法

和提點（請參見表2），都是最踏實、嚴謹而充滿活力的教誨，在二十世紀的藝術家中難

有幾人堪與比擬，譬如以下這段順手拈來的「藝乘」當如何進行的談話：

如果我們尋找「藝乘」，那麼，找到一個可被重複操作的結構—也就

是說，找到那個「作品」（opus）—其必要性甚至比在展演藝術中更

急迫。我們無法「鍛練自己」（work on oneself,如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所

言），如果我們不在某個有結構且可被重複的東西裡頭：它有開始、中

間、結尾，其中每個元素都是技術上不可或缺的，各有其邏輯上的必然

性。一切由「垂直性」—由粗往細和由精微降落到身體的重濁—的角

度來決定。《行動》—我們精密地建構出來的結構—就是門鑰；結構

不存，一切也就枉然了。

因此，我們進行我們的作品—《行動》—的製作。這個作品需要每天

至少工作八小時（經常耗時更多）、一星期六天、有系統地持續好幾年。

作品內容涵括了歌謠、身體反應程式、原始動作範型和古老到不知出處的

文字。以這種方式，我們建構出一個具體的東西，堪與表演作品媲美的一

個結構，只不過這個結構的「蒙太奇位置」不在觀賞者的知覺上，而是在

做者身上。（Grotowski 1995：130，鍾明德 2001：172）

這是葛氏生命已經風中殘燭時的叮嚀，可是，其間閃爍的智慧和對「身體行動方法」的堅

持，一方面叫我想到他跟奇斯拉克達成「神聖演員」的「圓滿行動」時，那照耀著整片

黑色大海的精神之光。另一方面，如同我將他的“Art as vehicle＂ 譯成跟「小乘」、「大

乘」、「金剛乘」平行的「藝乘」所示，對我個人而言，能夠散發出如此實修智慧的作

者，葛氏實不愧為他在〈表演者〉中自承的表演者的「老師」，亦即，一個智者，一個僧

侶，和一個戰士。

葛氏未完成的「本質體」／「覺性圓滿」大業，如我在本「藝乘三部曲」的第一、

二部中的報告，我在2008年10月，在泰國禪師隆波田所創的「正念動中禪」中找到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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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而圓滿的解決方案：關鍵在於覺性的培養，而非身心內在能量的轉換、昇降（隆波田 

2009， 隆波通 2012， 鍾明德 2010：107-08，2012：147）。「正念動中禪」培養覺性的

兩個基本方法—「規律的手部動作」和「往返經行」—簡直就是葛氏一生所追求和仰

賴的「身體行動方法」的原版，一接觸即讓我有一種回到家了的感覺。「正念動中禪」的

原理似乎比葛氏的說法還要簡要，譬如隆波通—隆波田的傳人—認為「正念動中禪」

可以濃縮為三個重點：

一、目的：滅苦。

二、辦法：由覺知我們的身體動作―動時知道動，靜時知道靜―我們

可以培養覺性。等到覺性圓滿了，苦就滅了。

三、考核：自覺、自證、自知。（鍾明德 2012：146-47）

真正的重點在於實作，而我依著葛氏的教誨—「做了才會知道」—手動腳行了一年多

之後，有一天終於可以隨時直接照見「覺性」／「本質」（鍾明德 2010：106-07），對

方法和目標都不再有所疑惑，並從而開始了這個「藝乘三部曲」的結案報告工作。「正念

動中禪」的方法真的很簡單，但是，如同葛氏的叮嚀：其「客觀性」不在於語言、定義的

理解，而在於實踐中的某種自我穿透和揭露。任何讀者努力試了都有可能知道。

為了方便讀者參考，以下謹簡單描繪一下「正念動中禪」利用身體動作培養覺性的兩

種基本方法，若有需要亦請參閱Youtube上的影片示範（正念動中禪學會 2012）：

一、 「規律的手部動作」方法 ：手部動作有15個步驟，如圖1-15所示。身

體動靜的要領為：

1.端正坐直，全身放鬆，頭要抬起。

2.眼睛正視前方，自然地看。

3.呼吸順其自然，不刻意去調整。

4.每兩個手部動作之間，停頓約1-2秒鐘，覺知肢體的動與停。

5.不要太專注，要自然、放鬆。

6.不要默念動和停，不要數數字。

7.一次覺知一個部位的動作。

8.動時，知道在動；停止時，知道停止。

9.不要靜止不動；要一直規律地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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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5：正念動中禪「規律的手部動作」方法圖解。

二、「往返經行」的方法：

1.經行時，原則是不要擺動雙手，將兩手攬抱於前胸或交手於背後。

2.在兩點之間往返行走，距離大約10-12步為宜。

3.上身不要晃動。轉身時，要覺知腿部和腳部轉彎時的動作。

4.不要走太快或太慢，自然地走。

5.不要默念「右腳動」、「左腳動」，不要數數字。

最後，隆波通關於「什麼是覺性？」以及「如何做到覺性圓滿？」的回答，也都在強

調具體的方法和實做，讓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起葛氏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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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中禪，規律的手部動作，每一個動作，都有特別的意義，就是讓你有覺

性。開始是覺性，翻掌是覺性，提起也是覺性，從開始到最後都是覺性，

每一個動作都是覺性。如果沒有覺性，表示跑掉了。15個步驟，每一個步

驟都要知道動作，有覺性，如果持續不中斷，會有15個覺知，以這樣的方

式不斷地培養覺性簡單又有效。（隆波通 2012：11）

現在，請你手握拳頭，再放開。知道自己手在動嗎？這種知道的特性就

是覺性。依照自然來說，覺性，本自俱足，但是沒有經過訓練，所以它

不穩定。如果沒有訓練覺性，讓它變得穩定，它就無法對我們這個生命帶

來利益。覺性是存在每個生命中清靜的本質。覺性的本質是覺知，明白清

楚一切。現在我們被無明煩惱蓋住，覺性還沒有被啟發出來，當完全的打

開，覺性圓滿了，就會清楚明白一切，會証悟、解脫、離苦。（隆波通 

2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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