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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方世界裏第一尊佛威音王佛是如何見道的？沒有其他佛

來開示一切法都是如來藏性，他自己是如何摸索到有個不生不滅的阿

賴耶識能出生五陰世間一切法的？世間一切法的無常變異生滅現象

雖然很難證得，但經過長期觀察還是能夠觀察得到的，阿賴耶識是如

何觀察證得的呢？後人在諸佛的教導下，經過多生多劫就可以承認有

第八識如來藏常住，第一尊佛完全靠自力觀察出第八識的存在，簡直

不可思議，成佛道上的每一步都是很現實的走過來了，他是如何做到

的呢？

一切法空可以自證自通，如來藏出生一切法，這就很難自證自

通了，除非有人提示：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獨覺佛的修證也不

算很難，只要用功參究，放下世間一切。大乘如來藏的參究太難太難。

所以開辟天地的第一尊佛是極利根利智者。

禪定究竟有多麼的重要？能帶來怎樣的現量觀察，讓佛把一切

法都串連起來，並歸攏總結到如來藏這裏？理論與對事相的觀察思

惟，哪一個更重要？當然是現量觀察更重要。第一尊佛是開疆拓土者，

根本沒有理論可依憑，都是自己一個人對於各種事相一點點的觀察思

索，最後得出一個正確的結論，從而形成了理論，為後人所依。五蘊

無我的法講得這樣細致，無數人還是不得門而入，眾生之間的差距為

什麼這樣大？如果沒有先驅那些正確的理論指引，後人更是猶如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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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象。

第一尊佛憑什麼自修自悟，證得了一切法？甚深的禪定和智慧，

強力的邏輯思惟能力，勇於探索真理的頑強意志，這些素質遠非普通

人所能比擬。第一尊佛一個人都沒有依，一個法也沒有可依的，一個

人長期不謝的努力探索世間真理，務求一切法存在的事實和真相，威

音王佛只有事實真相可依，還是自己單獨探索出來的。我們後人應該

怎樣學習效仿威音王佛？智者應該向威音王佛學習，依事實說話，勇

於探索真理，後必成佛。威音王佛差一點點定力，都不能成佛，全靠

禪定的功德探索出全部真理，無依無靠，我們修行也要盡量依靠自己

的戒定慧，以求證出越來越多的真理。

二、禪定的重要作用

各種層次的果證，都是三昧，因此都必須有禪定境界和智慧境

界，缺一不可。 我有一次一邊跟人談話，一邊縫紉僧服，結果就發

現，僧服怎麼縫反了呢？縫紉衣服這樣簡單的事，幾乎不用思惟，注

意力不夠集中就縫錯了，那麼斷我見明心這樣天大的事，比天還要大

的事，為什麼不用禪定就能成就呢？這麼輕松容易呢？ 事情多的時

候，內心就會不太安定，這時候整理書稿，思惟就紊亂不夠清晰，我

就不得不靜坐一會兒安下心來，才去校對書稿。那麼斷我見和明心這

樣的生死大事，關乎生生世世無量劫的大事，不用禪定或者是少定，

怎麼就能解決呢？

三、所有的三昧，都是有定境和智慧的結合，缺少一種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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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意義上的三昧。但是有的定境裏沒有智慧，只能叫作定境；有的

定境裏有智慧，含藏著智慧，就叫作三昧。定境的範圍內涵比較淺和

窄，三昧的內涵比較深比較廣，所以三昧一定包括定境，沒有定境就

不叫作三昧，沒有智慧也不叫作三昧。各種層次的果證都是三昧，因

此三昧必須包括禪定和智慧。

四、戒定慧是成就一切法的關鍵因素

世尊在娑婆世界住世時經常教導弟子修學戒定慧三學，反反複

複強調：因戒生定，因定生慧。戒定慧等學，能達到心無漏：持戒能

使心無漏，修定能使心無漏，智慧增長能使心無漏；心無漏，就能心

得解脫，慧得解脫，果位地地增上，戒定慧三無漏學究竟圓滿以後必

定成佛。

戒定慧三學在開悟之前，修行到一定程度，相應地滿足到一定

程度，就能斷我見或者明心證悟；再往後戒定慧三學增上修，就能入

初地達到心無漏；再增上修無漏戒定慧，就能地地增上，直至八地；

再增上修就能修至十地等覺，再增上修圓滿具足戒定慧以後，就能成

佛了。

所以戒定慧三學以及三無漏學是非常重要的，是成就佛道的關

鍵因素。菩薩六度當中也包含了持戒、修定和般若智慧三度，以持戒、

修定為基礎修學方法，達到具足般若智慧為最終成果。菩薩六度中定

學之後才是慧學，佛說因定而生慧，真正大智慧的獲得一定是由禪定

中深細思惟觀行所引發出來的，這是實證出來的智慧，不是情思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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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乾慧；從證初果直到成佛整個過程都是如此，每個中間環節，

都有禪定的支撐，每種智慧都是禪定的結果。

五、曆劫以來的成就者都具足禪定

坐禪三昧經裏教的思惟方式，就是教導觀行，思路清晰，只是

比較粗燥一些。禪定加觀行，足以證果和證得各種三昧，平時再嚴格

持戒，戒定慧三者齊修。佛陀在世時，弟子聞法之後，修禪定，思惟

觀行，然後就證果，那時就是這個修行路線，效率很高。唐朝宋朝時

也是這樣，大眾修定和思惟參禪，禪師上堂開示，時節因緣具足就明

心見性。

而外道們個個都有禪定功夫，遇見世尊時，世尊一講法，他們

就能馬上思惟觀行，當時就證果了。所以不要看人家最後一個證果的

程序是聞法當下獲得智慧，在這之前，禪定已經成就了，心已經清淨

了，三十七道品也修出來了，就差正知見，世尊講法補足了他們的正

知見，於是聞法當下證果。我們不要看人家最後的成果，要觀察他們

所修行的過程，過程很重要，沒有如理的過程，也就不可能有正確的

果。

阿含經裏記載的事例，和大涅槃經裏記載的事例，都有真實性，

確實是有些外道們在修出四禪八定以後，聞佛講法，只思考幾分鐘就

斷我見、斷我執，成為四果阿羅漢，然後就入無餘涅槃。這些外道非

比尋常，四禪八定的功德非比尋常。我們很多人聞佛法一輩子，都不

能斷我見，外道有四禪八定，只需要幾分鐘或者更短時間，不僅斷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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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還能斷我執，立即就能入無餘涅槃，確實不可思議。

大家想想，他們為什麼這麼利根？因為在他們修行四禪八定過

程當中，因為有這樣深的禪定，意識的心非常細密非常靈敏，意根已

經得到了降伏，只是還有一個知見上的錯解沒有厘清，沒有斷除，一

旦斷除這個邪見，所有的煩惱和執著，當時就脫落，這就是四禪八定

的功德。由此可知，降伏意根的煩惱，與四禪八定的關系非常密切，

禪定是非常重要的。

過去禪宗祖師都是修定高手，弟子個個都有禪定，菩薩六度都

已經修好了，修行的過程都已經完成了，禪師上堂開示，座下弟子就

悟，果是這樣出現的。我們不能只看成就的人的結果，最主要的是要

看人家的修行過程，包括前世都修到什麼程度了，如何修行的，有什

麼樣的根基。根基已經打好的人，聞法當下就能頓悟，不用漸修，因

為從前或者是前世已經漸修過了，那段路程已經走完了。對修行人的

修行過程只截取最後一段，那是嚴重的斷章取義，害人不淺。

初學佛的人，應該多讀一些佛陀的本生事跡，參考一下佛陀從

初發心開始修行的路程，對我們應該有很大的啟發。學佛學佛，就是

應該學佛陀的一切修行。雖然能讀萬卷書，而不知其意，也不是真正

的精進。學法的根本目的，是獲取智慧，不是為了收藏無數的知識和

學問，不是為學而學，更不是學給他人看的。所以為了獲得智慧，我

們要做什麼，如何做，是應該要用心思考的。學佛人，是學佛的心和

行，不是要收集所有佛的語言，而是通過佛的語言，了解佛的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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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學習佛的心，效仿佛的行，最終才能與佛平等無二，慈悲於人。

六、持戒懺悔罪業才能修好禪定

一切法的證得，真的是要在甚深禪定中，缺少禪定，學到的就

是知識，不是真正的智慧。所以一定要重視禪定和觀行。

禪定不足的原因，是心散亂，心散亂的原因是攀緣多貪求多，

把心收攝起來，必有禪定。收攝身心需要持戒，持戒之前需要受戒，

受戒之前要懺悔所有罪業，罪業消除，遮障消失，心清淨。

懺悔，第一要改變種子，懺悔造作的新業，抵消舊的罪業，通

過懺悔，心行轉變，業就轉變，後不再造。意識和意根變得清淨了，

這是真懺悔的結果，有這個結果，一是消業，二是不再造。如果沒有

這個效果，懺悔心不誠，是假懺悔。

判斷懺悔以後罪業是否消除，首先要看是何等罪業，是輕是重。

重罪要見好像，之後內心比從前清淨了很多，一些障礙消除了，修行

速度加快了。輕的罪業懺悔之後，心也是清淨的。

七、八正道：正見，正語，正業，正命，正思惟，正精進，正

信，正念，正定。八正道修行滿足，脫離八邪道，與聖性相應，才能

證果，從而進入聖賢行列。 如果一個人奸詐、險惡、卑鄙、心術不

正、不擇手段、謊言欺騙，顯然是不符合八正道的要求，不是正語，

不正思惟，沒有正念，不謀正業，心不正定，此人則沒有八正道。那

麼講起道理口若懸河，頭頭是道，也不能說明此人有真知灼見，不能

說明此人斷我見，證得初果二果了。



7

邪念熾盛的人，不可能有禪定。有禪定的人心念清靜而正直，

妄想少，攀緣少，浮躁的思惟就沒有了，心意端直，不可能有邪心思。

因此一個人心術不正，計謀很多，說明心不在定上，沒有禪定。

小乘八正道的正信，一定要信苦空無常無我。大乘八正道的正

信，一定要信自身有不生滅的自性清淨心如來藏，信因此而能成佛，

信如來藏能出生五陰身及一切法。大乘正信圓滿，修菩薩六度，才能

明心證悟。

眾生愚癡的多，總是喜歡受人籠罩，喜歡誇誇其談之理，崇拜

侃侃而談之人，真理不是口頭禪，道不在口頭上，侃侃而談者未必有

道，若有道，過去的文人墨客胡適等人，個個口才朗朗，文章咄咄，

佛法著作禪宗著作等身，長篇大論好不讓人羨慕，可是他們並沒有道。

八、每個人都要好好的訓練一下自己的思惟，不要偏離正方向

太多。思惟不清晰，一定是缺少禪定，那就要努力修禪定。如果禪定

修不好，檢查自己是否福德欠缺，或者是戒律不夠好，或者是習性太

重，或者是身體方面有障礙。很多人都是缺少禪定，定力不足，思惟

跟不上，很多法就不能勝解看不懂，修行慢慢的就掉隊了，落在其他

人的後面。每個人都要努力找自己的症結，找自己的不足和欠缺之處，

找到之後，要想辦法改進。回頭看自己，查缺補漏，就是一種精進。

定力少一點點，觀行就不能到位，那所說就沒有證據，不一定是事實

真相。所以說只要自己觀行力不夠好，邏輯思維力不強，就不要肯定

表達自己的觀點見解，那是不究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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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壓伏煩惱和斷除煩惱的區別

壓伏煩惱和斷除煩惱，是兩個概念，是修行的兩種層次，二者

相差很大，或者說極大。修外道定的那些人，禪定都很高，好像都斷

除了淫欲，很多見色也不起心。但是命終以後還是生死輪回中，換一

個身體之後，禪定沒有出現時淫欲心還會生起來，然後又因為淫欲心

而投胎受生。不證果，所謂斷除淫欲心都不是斷除，而是壓伏，暫時

不現起。禪定消失以後，淫欲心馬上就出現。

十、覺觀與尋伺

初禪以前的心裏是有覺有觀，初禪與二禪之間的心裏是有覺無

觀，二禪以上的心裏是無覺無觀。觀比覺心思要粗糙，是主動性的，

動得要明顯一些；而覺是被動的成分多，在快進入二禪的時候，心已

經不再主動的觀了，而是被動的覺知，然後不能再覺知，就進入二禪。

因此禪定中一定是觀先滅，覺後滅。靜下心來，觀一觀，就知道了。

而這個觀，是有思惟的，比較粗糙。覺就是知，只要有識心存在，就

有知，但不一定能觀。當心累時，識心微弱時，就不能再觀了，但是

可以有覺知。

尋，心行很粗，動得明顯，識心是主動去找，想去探究和發現。

伺，心行很細，動得輕微，不容易發現，有被動等待的意思，不再主

動出擊。觀，類似觀察，心思動得明顯，自己容易觀察到。覺，有心

就能覺，覺知可以非常細微，很多時候，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覺知。

觀類似於尋，覺類似於伺，初禪以後的覺，比伺還微細，還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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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力足夠時，深入禪定，自己觀察思惟一切法，驗證一切法，

不要依著既定的習慣的說法，現成的答案不一定正確，除了佛親口所

說，即使正確也要做自己的現量觀察，才能增長智慧。佛法是否能學

得好，與每個人的心思是否細密有關，也與世俗法中的文字功底有關，

對於理論當中的字詞語義的准確而深刻的把握，才能有正確如理的思

惟，不至於誤會文字之義。

入定時，或者有過很深的定，就能體會到，什麼狀態是觀，什

麼狀態是覺。對字詞的內涵把握，屬於我們的文字修養，這個功底一

定要訓練好。以後讀文章讀佛經，就能深刻領會文字語言的內涵，也

就能正確理解佛經原意，不至於誤會佛意。很多人讀佛經不能真正理

解和領悟，錯會的情況非常多，往往就以自己錯會的意思，來判斷別

人，說別人錯會，卻不檢討自己是否錯會。

十一、 有一部分人學佛，認為安住於當下就是萬事大吉，佛法

就修成就了。他們不知道這僅僅屬於修定的方法，而且與外道方法相

近，根本不能證得佛法而出生智慧。學佛修行不是讓心靜安穩就算行

了，這不是解脫，不能解決生死問題。解決生死問題需要在禪定中心

安穩的情況下對五蘊自身進行觀行思惟，去了解和認識五蘊世間的真

實相，去認識到五蘊世間的生滅無常無我性，從而看破五蘊世間，放

下自我，得到解脫。

現在普天下都是胡亂修行的人，不知道如何是真正的修行，也

不知道修行究竟是為了什麼。於是各種發明創造就出來了，有的人就



10

說：修行就是安住於當下，不起念想，就能明心見性，就能成佛。殊

不知，這樣就是外道的修行方法，最多能成為一個成功的外道，但現

在的人根本沒有過去時的外道有定力有出離心，所以外道定也修不

成，別說明心見性的般若大智慧了，連影子都見不到。

十二、佛為什麼不去無色界講法

無色界天人沒有身體，卻有意識，有意識就有識陰，雖然有意

識，卻在禪定中，不能聽聞佛法，更不能思惟佛法。沒有身體不是人

中的人，卻是天界的人，是高級生命。受、想、行，五遍行心所法，

八個識都有，無色界天人也有意識的受想行，也有意根的受想行，還

有第八識的受想行。

佛可以在無色界天給天人講法，但是色界天人聽不到，人間的

人聽不到，鬼神聽不到，無色界天人那麼少，又都是外道，成天入定，

所以根本沒有必要給他們講法。從另一方面來說，二禪定裏就聽不見

佛法了，何況四禪以上的禪定裏，更不能聽法和思惟佛法，所以佛不

到無色界天講法。

佛講華嚴經和地藏經就是在欲界天和色界天講的，然後再流傳

到人間。其他經典都在人間講，這樣天人可以下來聽法，鬼神和畜生

也可以聽法，度的眾生就多了。

二禪定可以一瞬間就能入進去，然後就什麼也不知道了，出定

也是一瞬間，出定後才知道自己剛才入定了，感覺身體非常舒適，心

情特別愉悅，頭腦特別清晰。一個微弱的聲音，足以喚醒耳識，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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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定了。因為意根還有惦念的事情，所以時間到了，重要的事情有人

一提醒，哪管是蚊子聲，也能聽到，於是就出定。入定前，在非常嘈

雜的聲音中，心很快的就能沉靜下來，嘈雜聲音越來越微弱，然後就

聽不到了，人就入定。

十三、問：是不是沒有正思維的定就是邪定？有時候會碰到呆

呆的轉不動念頭的情況，也思維不了，也念不了佛，這樣的情況是要

離開的吧？

答：禪定很重要，能澄淨自心，降伏煩惱和性障，能使心定於

法上起思量，從而生起大智慧。定分很多種，也有各種層次上的轉折。

目前來說能有定已經是很可貴了，心穩定以後再找時機把心轉換成能

思惟佛法的定就行了，不必刻意厭棄和躲避枯定，好好利用枯定轉變

身心，再變幻定的方式就可以了。一般人也無法每天十多個小時的正

思維，那是很累心的，適當的呆呆發愣，也是非常養心養身養神的。

十四、如何區分外道定與佛門定

禪定是所有眾生共同所修證的內容，是所有外道與學佛人共通

的定，在特征上沒有什麼差別，但在功用上卻有很大差別。

其差別在於在外道定裏，對五蘊沒有思惟、沒有觀行、沒有觀

修、沒有參究等等思想活動，因此沒有無我智慧的出生，不能得解脫。

而佛門裏如理的定，一定要有思惟觀行參究活動，依此能出生相應的

解脫智慧。如果學佛人修的定一直都是在定中，沒有思惟觀行活動，

就屬於外道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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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學佛人修行的定大多數都與外道定相通，只有到後

期在定中起思惟觀修活動時，才屬於不共於外道的定。所以每個學佛

人不必排斥外道定，以及任何禪定，只要最後能利用各種定出生正確

的解脫智慧就行，這才是修定的根本目的。

十五、外道不持殺生戒的定與佛門的定有什麼區別

定有定福，不持殺生戒的定裏，定福就少。但是隨著定力的加

深，身口意造作的越來越少，以至於不再造作身口意行，那麼這些外

道定都是持戒的定，不持而持，自然有戒。這樣的戒要比學佛人持的

五戒八關齋戒還要清淨，甚至比大多數人的菩薩戒還要清淨。 因為

有這樣深的不犯任何戒的禪定，外道們在聽佛說法的當下，瞬間思惟，

立即證得四果阿羅漢，不必經過初果二果三果，學佛人能比得上嗎？

外道定雖然不能斷除我見，斷除煩惱，但是外道定能降伏自我

降伏煩惱，與五陰我藕斷絲連，與煩惱藕斷絲連，最後佛陀開示佛法，

外道們就深信佛陀，真正歸一了佛陀，就會快速證果，我見和煩惱不

再藕斷絲連，而是徹底斷除。 學佛人修的淺定，如果不能降伏自我，

不能降伏煩惱，還沒有藕斷絲連，那離斷煩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十六、問：是不是定加深時呼吸會變的緩慢和短，呼吸間隔的

時間長？而且最近觀行思維法義，經常出現觀行到半路就沒有語言文

字的卡在那裏，感覺跟前面的思惟的內容有點接不上。

答：禪定越來越深的時候，意根因為有定，就放松了對身體的

控制，也不太控制呼吸了，對呼吸不太執著，呼吸就越來越輕微舒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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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時間加長，中間好像停止了似的，誤會為呼吸間隔時間短。因為

呼吸輕微，就錯誤覺得呼吸要斷了似的，實際上是呼吸一口氣兒需要

的時間長了，非常緩慢了。感覺是非常的慢，非常的輕，非常的深。

感覺要斷的時候，內心緊張，就會加快呼吸，才感覺呼吸短。四禪定

裏才能斷掉呼吸，在四禪之前仍然有呼吸，只是有可能感覺像是要斷

了似的，中間間隔拉長了，這個時候思惟也要斷，思惟很緩慢，感覺

很累，空卻大腦才感覺舒服。

在定中思維定深了時，意根不願意攀緣什麼法，意識就運行的

非常緩慢，感覺意識要滅，就不想有語音文字了，覺得多餘和煩累。

心行越來越緩慢時，就不願意想問題，妄念也少，有妄念也累。意識

無所造作，意根的作用就突出出來了，因為意識思惟活躍時，意根的

作用就掩蓋住了。禪定深時，意根的作用就突出出來，就會發現這個

時候心裏沒有語言文字。但是意識沒有語言文字，意根出來也是沒有

語言文字的，意識不動少動的時候意根的作用就非常突出和明顯了。

十七、如何念咒效果好

在讀誦經咒之前，要調整好呼吸，做幾次深呼吸，頭腦清醒，

心念就能清淨下來，然後再讀誦就能專心了。定力好，記憶效果就好，

定力不好，心念散亂，讀誦就不容易記住。為了攝心得定，誦咒的時

候音調一定要拉長低沉，音調不要上揚，不要旋律太多，免得引起心

裏情緒的波動，心念散亂，不容易靜止。念佛號也是這樣，不要有激

昂的情緒，旋律不要高揚，曲調盡量低沉，才能不引起情緒上的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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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攝心，得定快，容易感應到佛的加持。

十八、如何修定的問題

打坐時可以一心持咒，可以定慧等持。但定深一些的時候，持

咒就困難了，感覺很累，最後就不持咒了。如果想入定，這時完全可

以舍棄咒語，入到定中。出定以後再思惟觀行佛法，思路就會很清晰，

甚至一天到晚心情都很愉悅，思惟靈敏，思路清晰。所以不是說打坐

入定就不好，會耽誤思惟，而恰恰能夠提升思惟力，還能降伏煩惱，

修行進步相當快。

默念楞嚴咒，需要定力相當好，定力不夠好念咒時必須出聲念，

意識在發聲，意根可以輕松緣聲塵，就能開小差了。而默念，意根稍

微一放松不注意，意識就想不起來了，因此默念能拴住意根。當定力

非常好時，意識念覺得很累，就不願意出聲了，這時就容易斷滅，最

好能改為讓意根念，意識輕輕緣著，這樣定力也強。越不容易念，越

能引起意根注意，越能有定。太熟悉的意識不費力，意根就可以開小

差。

十九、問：有人說有未到地定就可以成為慧解脫的阿羅漢，不

必有初禪以上的禪定，是這樣嗎？

答：這句話顯然不是佛說的，佛在阿含經裏說初禪以後斷除貪

欲和嗔恚成為三果人，再斷除我執，才能成為慧解脫的阿羅漢。三果

人都必須有初禪定，更何況四果人，更應該有初禪定。有些人無法修

定，就要千方百計否定修定，沒辦法，眾生的業力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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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果以後修出初禪定，才能斷除煩惱，沒有初禪定任何煩惱都

不能斷除，不能斷除煩惱就不能證得三果，那怎麼能成為四果呢？有

些人非常希望不用修定就能直接成佛。然，這是天方夜譚。

二十、問：陽炎觀和如夢觀分別相當於小乘的幾果？

答：修到如夢觀的時候，已經過了禪宗第三關，第三關相當於

小乘三果，在初禪定裏斷除了貪欲和嗔恚兩種煩惱。如夢觀過後就入

初地成為初地菩薩，具有了唯識種智。

修到陽炎觀的時候，相當於小乘的二果或者是三果，證得自他

所起的任何心緒都像沙灘上的水霧幻影一樣不實，因為這時能現量觀

察到如來藏是如何如畫家潑墨一樣幻化出六七識心，六七識心的造作

是那樣的不真實，似有似無。

每一種觀行，都需要禪定，在禪定中觀行，才能證法，才能過

各個關口，否則一個關口都過不去。證三果斷除煩惱時必須有初禪定，

第三關以後必須有初禪定。第二關以前和二果以前必須有未到地定，

如果沒有未到地定，什麼法也不能證，只能解一解，不痛不癢的。

二十一、問：貪欲心壓伏就能修出初禪，貪欲心斷就是初果了

嗎？

答：貪欲心屬於五蓋之一，降伏五蓋，能得初禪定。貪欲心斷，

是三果人。證初果以後，再有初禪定，二者結合，才能斷除貪欲，缺

少一個都不行，初果與初禪是斷貪欲的必要條件。

二十二、戒定慧還沒有修好，六度沒有具足的時候，還不到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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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的時候，那就且慢參究，禪定要跟得上。如果禪定不好，就無法真

正用心觀行。禪定不足，也能研究出一個結果，身心卻沒有受益，沒

有功德受用，這是很可惜的。菩薩六度尚且不具足，急於參禪，往往

事與願違。師父不給大家拔苗助長，你們也不要自己拔苗助長了。一

顆小樹苗，剛剛露頭，卻給它拔到一米高，這課幼苗還能活嗎？幼苗

死了，小樹以及大樹就沒指望了。學佛這一生被解悟，不僅這一生人

才廢棄，後世這個人也不容易成為人才，拔苗助長毀的可能不是一生，

下一生的棟梁都無法成就，就失去了成為棟梁的機緣。

不少人都勸我趕快搞禪三，我問為什麼要搞禪三？他們說引導

三天參禪就能開悟。大家說說我能不能三天讓大家開悟？香岩禪師在

他師父身邊當十八年侍者，那個根器那個方便條件都沒有開悟。如今

末法時代的眾生，沒有禪定，不能持戒，菩薩六度不具足，給三天的

機緣就能開悟嗎？那佛陀在世間，娑婆世界末法時期會有多少人開

悟？

但是，三天時間我可以讓所有人悟，不是不可以。一句話的事，

不難。可是大家這樣悟了之後，每個人會成什麼樣？娑婆世界會成什

麼樣？佛法的走向會變成什麼樣？

古代曾有禪師，弟子在狹路堵截，拿刀威逼相向要禪師說出密

意，禪師面對這樣的情事，也毫不畏懼，不肯直答。只是一把推開弟

子說：你過來，我過去。這是對弟子高度負責的師父，不做買賣和交

易，也不炫耀自己度的弟子多，自己有多能。弟子因緣條件具足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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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悟，因緣條件不具足則再繼續補足六度條件，修戒定慧，絕不送人

情。

古代這樣的實例很多，這才是對佛教對眾生負責的好禪師，只

有如此，才能報四重恩，不為個人名聞。

佛法流久成弊，其實在佛陀滅度一百年時就開始有弊了，開始

一點點變質了，把生滅法說才成水老鶴，已經讓阿難痛心不忍，涅槃

走人。如果阿難來到佛法已經流傳二千多年的如今世間，估計他一天

也不想留，一點惡法惡習也不想知道和容忍。還好他修出了四禪和神

通，有說走就走的本事，可以眼不見心不煩。沒有他那樣本事的菩薩

該怎麼辦呢？只有容忍、接受，再想辦法轉化惡的風氣，沒有什麼退

路。

二十三、不證如來藏是否能斷我執

阿羅漢沒有證得如來藏，就斷我執了，辟支佛緣覺佛也是這樣，

不用證得如來藏，就能斷執。在初禪以上的禪定中，把五陰十八界徹

徹底底觀行透徹，斷除一切煩惱，我執即斷盡，對三界沒有留戀了，

命終保證能走人，不回來了。

大乘菩薩的斷我執，證得如來藏之後，再過如幻觀陽炎觀，過

禪宗三關，過如夢觀，進入初地，才有能力斷我執，但是不能完全斷，

如果完全斷，就會入無餘涅槃。

沒有初禪定，陽炎觀禪宗三關，想都不要想。有的人第一關都

不是實證，然後天天觀行如夢觀，也沒有禪定，觀著觀著，就覺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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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證得如夢觀了，這個誤會有多麼大。一般來說，第一次證悟，到如

夢觀，需要經過幾大劫時間，一生不可能修到如夢觀，況且也不修禪

定，所有的觀行都不能入門。

入地以後就開始斷法執，法執很深細，小乘的智慧無法斷法執，

只有證得如來藏的地上菩薩的智慧才有能力斷法執。當證得每個細微

的法都是如來藏出生執持的，都不是真實的，都是無我的時候，就斷

了一個法執。現在大家能不能明白什麼叫作實修？什麼是實，什麼是

修？所有人都說自己是實修，但是離開戒定慧其中之一，都不是實，

也不是修。

二十四、觀察佛像十秒鐘，然後再看白色的牆面，就會出現佛

像的影像，一會就消失不見。這個境界是如何出現的？這是視覺暫留

現象，是眼識意識的記憶功能，還沒有深入到意根，意根沒有記住，

如果意根記住就會長期停留這種影像。如果眼識意識觀察久了，就會

影響意根，意根記住以後，就會隨時隨地出現影像，這就是三昧定境。

以眼識為主的視覺暫留時間短，以意識為主的視覺暫留時間要長，而

且閉眼之後再睜眼還能看到。

過目不忘是怎麼回事？意識單獨記憶的內容，用不了多長時間

就忘記了，而意根記憶的內容很難忘記，甚至能不自覺的想起來，再

甚至有可能揮之不去。過目不忘，那是意根的定深，以至於瞬間記憶

很牢固，如果意根定淺，記憶的東西忘記的也快。所以所有的定境都

由意根引發，意識不能引發長久的定境，只能非常短暫的出現某種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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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我們要想成就各種三昧，一定要深入到意根，由意根來引發境界。

環境熏染的力量是很大的，如果身邊有人口癡，總看著他說話，

慢慢可能就被熏染有點口癡。外貌生活習慣，亦是如此。所以說近朱

者赤，近墨者黑。我們一定要多近善法和善人。如果有能力，才去近

惡人度惡人。包括情緒都是傳染的，我們應該多接觸樂觀積極向上的

有正能量的人，自己就能被感染樂觀向上，積極進取。

如果經常觀察佛像，讓意根記住，就能出現禪定，看看眼前是

否總能出現那個影像？如果總能出現佛的影像，那我們會不會修定？

會不會修念佛三昧？會不會修白骨觀？會不會修觀無量壽經？觀想

西方極樂世界，意識勤加練習，意根達到不忘，等到命終的時候，不

管什麼境界，內心只要一想極樂世界，意根就能安住在極樂世界，極

樂世界就會現前，必定往生。精進修行的時候誰精進比較有效果？意

根精進有效果，意根精進才是真精進。如果想讓極樂世界的境像現前，

那就讓意根念佛，意根與意識一起觀想極樂世界。

最後再強調一下修定的禁忌，定就是不躁動，就是安靜，就是

不動。如果想讓身心安靜，身心不動，就要減少陽氣，陽氣不要太足，

這樣的話身心就不會躁動，就會安靜下來。要想陽氣不太足太多的話，

就要減少飲食的營養和量，不要吃得太好太多，能量不要太足太大，

否則就會要往外泄露，泄露時身心就躁動，就靜不下來。身體正常，

飲食一般就好，不要貪求營養和能量，這不利於修行。

二十五、念佛三昧成就的時候，十方諸佛在面前立，眼識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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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了分明，他人卻見不得。這是什麼境界？ 白骨觀修成之後，見一

切人白骨連連，十分分明，他人卻不可見。這是什麼境界？觀無量壽

經裏，第一觀日觀成就以後，開眼閉眼，落日如懸鼓顯現面前和心中，

他人不可見。這是什麼境界？十六觀每個觀成就之後，都有相應境界

出現，眼識看見，他人卻不可見。這是什麼境界？ 眼冒金星，星星

點點在眼前飛舞，他人卻不可見，這是什麼境界？海市蜃樓，大家都

可見，是什麼色？比如眼冒金星，眼睛能否看見金色的星星黑色的星

星？白骨觀的白色的骨頭，落日紅彤彤的色彩等等。這是怎麼回事？

眼識見色彩，赤橙黃綠青藍紫黑白。有眼識參與所見的不能是獨影境。

但是任何一種禪定中所見色，都是獨頭意識見，沒有眼識。回憶當中

顯現出來的色彩，夢裏所見的色彩都是獨頭意識所見，不是眼識所見，

這裏沒有眼識。

二十六、很多人說禪定難修，心不寂靜。可是有的人禪定又過

深，深得沒有念想，覺知微弱，身心麻木，癡癡呆呆，不出智慧，命

終也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如何正確修行禪定，對我們想明心見性的菩薩來說，是非

常重要的。

二十七、魚與漁的區別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魚代表什麼？漁代表什麼？魚是果實，

漁是獲得果實的方法。授人以魚，魚了即了。授人以漁，掌握了根本

技能，可以獲得無窮盡的果實，未來衣食無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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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就是戒定慧三無漏學，通過持戒，通過修定，通過觀行參

究，通過思惟，獲得解脫的智慧。最初的慧是學慧，通過學習得來的

智慧，最後是得慧，觀行參究之後開發出來的智慧，是從自己心窩裏

掏出來的智慧，屬於自己單獨所有，任誰也奪不去。而學慧，昏眛死

亡以後就會煙消雲散，不知所蹤。

沒有前邊的持戒，就沒有中間的禪定，沒有禪定，就沒有觀行

智慧，沒有觀行智慧，就不能獲得智慧魚。

二十八、觀無量壽經第一觀

原文：（佛說）如來今者，教韋提希，及未來世一切眾生，觀

於西方極樂世界。以佛力故，當得見彼清淨國土。如執明鏡，自見面

像。見彼國土極妙樂事，心歡喜故，應時即得無生法忍。 佛告韋提

希：汝是凡夫，心想羸劣，未得天眼，不能遠觀。諸佛如來，有異方

便，令汝得見。 時韋提希白佛言：世尊！如我今者，以佛力故，見

彼國土；若佛滅後，諸眾生等，濁惡不善，五苦所逼，雲何當見阿彌

陀佛極樂世界？ 佛告韋提希：汝及眾生，應當專心系念一處，想於

西方。雲何作想？凡作想者，一切眾生，自非生盲，有目之徒，皆見

日沒。當起正念，正坐西向，諦觀於日欲沒之處，令心堅住，專想不

移。見日欲沒，狀如懸鼓。既見日已，閉目開目，皆令明了。是為日

想，名曰初觀。

釋：佛陀為了心力贏劣的人命終往生極樂世界，教導眾生一種

方便方法，就是首先面向西方觀想日落、水觀和地觀，三觀成就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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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命終往生極樂世界。總共有十六觀，每一觀裏都有佛力的加持，

如果單獨靠眾生自己觀想成就，恐怕很難，因為佛說眾生心想贏劣，

觀想力弱。為什麼眾生的心想贏劣觀想力弱呢？因為眾生無量劫以

來，業種深重，世俗法的攀緣太多，心思太散亂，無法集中全部精力

在一件事上，因此不容易成就一件事，只能依賴佛力的加持來完成觀

想。

佛說，我現在教導韋提希夫人以及未來世的一切眾生，觀想西

方極樂世界。以佛力的加持緣故，現世就能見到極樂世界清淨的國土，

就像手拿一面明亮的鏡子看見自己的容貌一樣，能現前眼見極樂世界

的勝妙莊嚴之事。於是就心生歡喜，由於內心歡喜，當時就證得無生

法忍，知一切法依自心而幻化，都是無生，都不真實存在，忍於此事，

就得無生法忍。

佛對韋提希夫人說：你現在還是凡夫，心力很弱，沒有觀想能

力，沒有天眼通，觀不到太遠的距離，更觀不到極樂世界，諸佛如來

卻有一些善巧方便，能讓你觀見極樂世界。

韋提希夫人對佛陀說：世尊，像我現在這樣，因為佛力加持的

緣故，能夠見到極樂世界佛國土；如果世尊您滅度以後，後世那些眾

生心性汙濁不善，又被生老病死苦所逼迫，他們怎麼能夠現前見到阿

彌陀佛的極樂世界？

佛告訴韋提希夫人說：你和這些眾生應當專一其心的把心系在

一處，想於西方。如何想呢？凡是願意觀想的這些眾生，都不是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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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眼盲的人，有眼能見色的這些人，都能看見太陽要落西山的景觀。

你們應當生起正念，只念一處，面朝西方而端坐，仔仔細細的一心觀

察太陽要落下來的地方，讓心非常堅忍的住在這個景象中，專門觀想

這個景象不移動。這時應該能可見太陽馬上就要落下去了，其形狀就

像懸在半空中的大鼓一樣圓圓的。看完落日以後，閉眼開眼都能很清

晰的看見落日的模樣。時時能見，不再失去，就成就三昧。這就是日

想觀，就是十六觀中的初觀。

原文佛講的就是這個意思。我們為了方便觀想，在太陽下山時，

用手機錄像，錄像更生動清晰，更有助於觀行記憶。落日不要白色的，

經中說是橙紅色的，紅中稍微帶黃的那種。落日的真實相是什麼樣的，

要親眼所見，越真實越好。西方的落日，一般是五六點鐘時候的，不

要想象的，不要 P出來的。選定一種自己比較喜歡的，存在手機裏，

長期觀看，長期觀想。不要觀好幾種，一定要專一，不要雜，否則禪

定不會出現。也不要加其它圖案和背景，有圖案和背景會分散注意力，

不容易得定，圖像越單調越好。我們不是要欣賞景觀，有個欣賞的心，

就是散亂心和貪愛心，那樣就不能有禪定了。

選好落日景象，然後天天觀看，看完之後獨頭意識再想象回憶。

回憶的比較堅固了，時時能回憶得出來，再訓練自己閉眼眼前要看見

落日景象；閉眼能時時出現落日之後，最後再睜眼閉眼，眼前都是落

日，這個景象不會消失不見了，日觀三昧成就了。

第三觀成就時，佛陀保證眾生命終往生極樂世界，在這期間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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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永不失，這種修法非常殊勝。三昧成就時，重罪變輕，輕罪消失。

所以所有禪定三昧成就時都能消業，尤其是修淨土有佛力加持的更能

消業，還能保持三昧境界不失。等到第七觀成就時，三惡道業全部消

滅，立時開悟，見十方諸佛在面前立。

這是改變和降伏意根的方法，意根一旦降伏下來，再修任何一

種禪定，很快就能成就，各種三昧一修就容易成就。日想觀成就之後，

再觀水，水觀也能很快成就；之後是地觀，地觀成就，就保證去極樂

世界了。

選定一種落日景象，長期觀看，然後回憶。能時刻回憶出來，

不會丟掉了，再閉眼時刻在眼前，能時刻閉眼顯現出來以後，再練習

睜眼看到，如果睜眼閉眼時刻都能見到落日景象，不會丟失散壞，第

一觀就成就。第一觀成就以後，第二觀就容易觀成功，乃至於第三觀

也容易觀成功。往生極樂世界就有保證了。第一觀成就以後，修其它

任何觀行，都容易成就，念佛三昧，明心見性都不難了。有比較大罪

業的，這樣觀行，佛已經保證能滅罪，而且還能往生極樂世界，還能

明心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