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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妙门 

第四讲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讲于新加坡大悲佛教中心 

二○○九年七月三日 

 
  昨天就是因为回答问题的时间太长，所以就没有时间打坐。我们今天

为了赶进度，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以后找机会回答。 
  昨天你们问的问题，我回去也看过了，只有一个要特别声明的，其它

呢，以后有机会会讲到。特别声明的，就是昨天讲到说子、午时适不适合

静坐，因为密教有这个说法，那个是入魔坏脉的时间，到底适不适合静坐。

我们这中间曾经有谈到说，那个有状况的同修，就不适合在子时，就是半

夜来持大悲咒、念地藏经，所以昨天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不可以在这个时间来持咒、或者是诵经了？那不是有天龙八部，他

们都在干什么？ 
  我想因为我讲得很间接，然后很含蓄，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误解，我的

意思其实不是这样，因为所有的咒语、或者是经，你任何时间都可以诵的，

也是因为有金刚护法，天龙八部都守护，因为经在，护法就在，所以怎么

可能会受到干扰呢？所以一定不是这个意思嘛。那我们不主张、不建议诵

经或者是持咒的情况，是说他身心已经有了状况，因为我们不好说得太明，

就怕听到的人，有这样状况的人，听了心里会受伤，所以我们就没有讲得

很明显。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的身体已经有了状况，譬如说你去练功，

或者你的经络已经非常非常的敏感，或者你的身体非常非常的衰弱，能量

非常非常的低，磁场非常非常弱的这种情况之下，这是身体来说；那你的

心里，就是没有正知正见，然后怀疑不信，然后恐惧害怕，又怕受干扰，

可是又爱在半夜持咒、诵经，然后精神状况已经非常不稳定，是说身心已

经出了状况，然后他在半夜持大悲咒、或者诵经的时候，他觉得有严重的

干扰，这种情况之下，为了他的好，我们就建议那你就在大白天，那个阳

气最旺的时候来做功课，就不要在半夜做，因为你已经觉得受干扰，而且

心里面很害怕。那就把身体先养好，多多运动，去晒太阳，把身体调好，

然后精神状况比较稳定了之后，那就没有关系了，只要你的身心调到正常，

你任何时间做功课都是 O.K.的，就不会有问题，所以我们这个特别要把它

提出来，以免误解说以为半夜不可以做功课。 
  那另外的问题，大部分是看起来就知道他是初学的，就是这一次才来

的，所以他之前的天台小止观，他没有上到这个课，有一些问题是之后我

们的六妙门会讲到的。前面没有上到课的，因为我们 mp3 已经出来了，就

在后面，各位可以请回去听，把前面的部分补起来。因为我们这个是第二

部止观，我们曾经说过，第一部要学的是天台小止观，第二部是六妙门，

第三部是禅波罗蜜，第四部是摩诃止观，我们预备就是再两年吧，希望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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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部止观都把它完成。所以之前没有听到小止观的，可以把它请回去听，

因为所有有关于止观的准备功夫，修止观之前到底要具备什么条件，里面

都讲得很清楚，而且开始修的时候，怎么样调身、调息、调心，里面也讲

得很清楚。因为昨天大部分的问题，都是他身不调、或者呼吸不调、或者

心不调所产生的状况，所以小止观里面就有讲到，当你身体太紧、太松，

你的心昏沉、掉举，种种状况应该怎么办，上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所以

我们就不要花时间在这上面。 
  那另外呢，就是这次才来初学的，会觉得我们讲得好像有点深，速度

有点快，那是因为我们五年前已经上过小止观还有六妙门，所以我们这一

次就不想重复上次讲的，五年前讲的那个课，那也为了五年前就开始修这

个法门的师兄们，能够很快的再有所进步，所以我们这一次就会讲得比较

深一点，然后比较广一点，速度也会快一点。不过这个也不用担心，因为

我们后面还会继续再上两年左右，我们要把四部止观讲完，所以每一次上

课，我们都会练习静坐，我们要把天台止观有关的法门，要现场练习的，

我们都会每一个、每一个好好地再练习过。像这一次六妙门的内容，因为

很赶，所以我们在下一次来，因为六妙门的内容还没有讲完，我们今天把

第三章讲完，后面还有七章，我们会在下一次就把它圆满，那下一次每一

堂课，我们也会再重复练习六妙门。所以下一次再来，初学的也没有关系，

我们也是从头再练习，从数息开始练习，然后随息这样子，所以各位师兄

都不用太过的忧虑，怕赶不上进度，或者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有进度要赶，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上第三章「随便宜修六妙

门」。这一章主要是前面的六妙门都学习了之后，那你在平常要怎么样活用

这个六妙门呢？因为我们学习六妙门，就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很快速的成

就禅定，然后开发智能，或者甚至能够证入涅盘，那怎么样达到这么快速、

有效？就是你必须要善巧的运用六妙门，要懂得这个善巧，所以我们就要

知道怎么样善巧来修学这个六妙门，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所以，所谓的善巧，就是把六妙门的每一个方法都练习得非常、非常

的熟悉了，然后你才可以随自己方便、还有适宜的来调伏我们的心。所以

它的方法，就是说个别、个别练习，每一个练习几天，譬如说：数息，你

练习几天之后，你练习随息，练习几天之后，你练习修止，几天之后，练

习修观，几天之后，练习修还，几天之后，练习修净，每一个都练习了几

天以后，再重复一数、二随、三止、四观、五还、六净，重复几次之后，

你就知道自己最适合哪一个，这六个你最适合哪一个，因为你个别、个别

都练习过，然后再重复六个，不断不断地重复练习了之后，你就知道哪一

个最适合你，从此以后，你就专修这个就可以了，就能够快速的得定、开

发智慧、证得涅盘，这个就是所谓的善巧。 
  如果你不善巧的话，可能数息，你就说我数息都还没有数到证数，还

没有证到数息，所以我就这样一直数数数，然后数了一辈子，也没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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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所以这个就不善巧；或者是随息，就修了一辈子，观察呼吸进出、

进出，这样一辈子也过去了，也没有得到什么。所以，如果不懂得善巧，

我们就会白费力气，你怎么样精进都没有用，这样就非常的可惜，所以我

们这个方法正确，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这样重复几次之后，觉得哪一个最适合自己，如果方便、适宜的是数

息的话，我们从此以后就用数息来安心；如果发现自己随息是最快得定的，

我们就用随法来安心，这样依此类推，如果是止、观、还、净，个别，哪

一个是最快得定的，最快进入情况的，我们就用那个方法来安心。这个就

是依照自己所方便、适宜的来运用，不必按照次第来修，这就是这一章「随

便宜」的意思。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适不适合我呢？就是有三个征兆，这三个都有了，

这个就是适合你的。什么呢？你做了这个之后，譬如说你数息、或随息、

或者是观、或者是修净，很快你就得到「身安、息调、心静」这六个字。

身安、息调、心静；心，非常的宁静；息呢，就是调到那个息相，绵绵密

密、似有似无；身呢，身安，就是不会很烦躁，然后坐不住，也不会腰酸

背痛，都没有身体的障碍，这个就是适合你的法门，用这个来拣择。所以，

你可以从此以后就用这个方法，因为最快达到目标，所以就应该很快就能

够得到最大的利益。 
  所以反过来说，如果你修这个方法，觉得心散乱，然后昏沉，或者是

有种种的障碍发生的话，你就赶快换另外一个方式，就不要在那边撑了，

赶快换另外一个。譬如说：你数息数了半天，还是很散乱，要不然就是昏

沉，那你就不要再数了，你就换随息、或者是哪一个，反正前面因为你每

一个都练习过了，每一个都个别练习了好几天，再重复的练习了好几次，

所以你应该可以抓住，因为你每一次都修那个的时候，效果最好，那个大

概就错不了，所以情况不好的，你就不要再继续，你就要赶快换另外一个

试试看。 
  反正总是以能够安心为最好，能安心的话，你就可以长时间都运用这

个方法，否则就是要更换方法。这个就是所谓的善巧，随自己方便、适宜

的方法来修习六妙门。 
  如果心安稳的话，就一定有所证，那到底证到什么呢？就是证到禅定，

然后可以开发智慧，这个就是一定有这样的证量产生，所以方法很重要。

至于得定的次第，我们讲禅波罗蜜的时候，会详细的讲四禅八定，现在就

是你如果能够先从粗住，然后入细住，然后欲界定、未到地定、证初禅，

甚至二禅、三禅、四禅，这个就叫做能得定，就是有那个定相，然后在定

中又能够开发智慧。 
  所以，我们在得定之后，如果一直不进步，譬如说你已经证到欲界定，

可是很久了，很久都不会再进步，都不会再入未到地定；或者是你证到未

到地定，但是修很久，都没有办法证初禅，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又不善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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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修习六妙门，所以又要再找找看，哪一个是最适合的。所以接下来要讲

的，就是要随着我们定的深浅，来继续修六妙门，来开发我们的禅定。这

个就是说我们在得定之后，如果一直不进步的话，看你得的是浅定、还是

深定，那我们要继续修六妙门来开发禅定，让它能够继续的进步，而不是

这辈子就停在那里不动了，这样也是非常的可惜。 
  所以，当我们得粗住、或者是细住、或者是入欲界定之后，如果有好

几天，或者甚至几个月，很长的时间都不会再进步的话，我们这个时候就

从头来修习六妙门，很细心的来修数息；数息如果不进步的话，我们就修

随息；随息如果不进步，我们就修止；修止不进步，我们就修观；修观不

进步，就修还；修还不进步，我们就修净。用这六个方法试验之后，如果

有其中任何一法，能够让我们禅定进步，突然增进的，那就用这个方法继

续的修，这就是我们得浅定的时候，如果一直不进步，就这样子，你就六

个，六妙门六个全部再修一遍，你就会发现哪一个会让你的禅定继续进步

的，你就用这个方法一直修，你的禅定就会很快速的进步，这个是得浅定

的时候。 
  如果你入的是深定的话，那你就要观察，你在这个深定当中，你是卡

在哪一个？你是数息没有办法进入随息呢？还是随息没有办法进入止呢？

还是哪一个？所以我们也是要从数息开始，数息修一段时间，如果能够再

进一步，它就可以发随禅。 
  如果得了随禅，在定中没有办法进步的话，我们就要善巧修习随、止、

观、还、净这五个，要一个一个再来修，这五个一直修到你的禅定可以再

进步的时候，那你就能够从随禅进入止禅。 
  如果发了止禅就不再进步的话，你就要再善巧修习止、观、还、净这

四法，一直修到等到你定的功夫渐渐加深，你的观心，观察的智慧，那个

观心自然就会开发，因为定中开发智慧，所以那个观心会自然开发，这个

时候，虽然你用的是止法，但是你在这个定当中，会很自然的就了知什么？

一切从因缘所生法，都是空无自性的，你自然会有这样的了悟生起，这个

就是表示说你的止相已经消失，已经生起了观禅了，已经从止禅进入观禅。 
  如果是到了观禅，修观修了半天，又不进步的话，那又要善巧的修习

观、还、净这三法。等到禅定可以渐渐再深入了之后，我们的智慧也很自

然的就能够开发。这时候就会体会到，修观就是观察什么？观察身、心、

息，我们昨天讲过，所以这个时候，你会体悟到身心息，这所有的法相都

是虚妄、不真实的，就好像在梦中所见的那个种种物一样，梦境里面见的

都不是真实的，就是有那种体会。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再执着一切法，因

为你知道一切因缘所生法，就是透过身心息的观察，你明白一切法的真实

相，就是我们昨天讲的，是人无我、法无我，一切法本来无我，你就能够

体悟到一切法本来无我。这个时候，就能够反照心源，而进入还禅，从观

进入还。 



六妙门 4(讲于 2009 年) 5

  如果你修还，这个还禅修了很久一段时间，如果不进步的话，这个时

候应当再善巧反观心源，就是还要再修还、再修净，所以这个时候反观心

源，还有就是要体会清净的自性。一直等到还禅进步以后，这个时候就能

够发净禅，就是很自然的从还进入净了。 
  净禅如果修了一段时间不进步的话，我们就应当善巧的去除分别、执

着、妄想心，去体会什么是清净的自性，就是再一次的修净的意思。等到

这个净禅渐渐地生起，就会突然豁然开朗，这个时候就明心见性，真正发

无漏的智慧，然后用这个无漏的智慧，断尽三界的烦恼，就可以证得涅盘，

就是真正的见性了。 
  以上就是很简单的说明六妙门，要怎么随方便、适宜来运用，只要善

巧运用，就能够增长禅定的功德，还有开发智慧，甚至最后能够到达涅盘

的境界，这就是第三章最主要讲的，要善巧。就是每一个，个别修一段时

间，每一个修几天之后，重复再六个、六个，重复修一段时间，你就知道

哪一个最适合你，然后你就用那一个，然后一直修到你证入禅定。 
  如果是浅的禅定的话，如果一直不进步，一直停顿，你就重复再把六

妙门再修一遍，你就又可以找到哪一个，你修哪一个的时候，你可以突破

你那个禅定的停滞的状态，你就用那个再继续用功。 
  如果是深定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如果是深定，你入的是深定的

话，如果是数息入深定，但是一直不进步，没有办法进入随息的话，那就

是你要继续再修数、随、止、观、还、净，一直修到突破你的禅定，然后

就能够从数进入随禅。随禅修一段时间，又没有办法进步的话，就修随、

止、观、还、净，以此类推。修止不能够突破，就修止、观、还、净，这

样懂吗？就是从你不能够突破的那个开始，一直到最后的修一遍。数息不

能进入随息，就六个；随息不能够进入止，就五个，对不对？随、止、观、

还、净；止不能进入，就止、观、还、净；观不能再进步，观、还、净，

就这样子。这样重复重复修，你很快就能够突破，所以你那个禅定的功夫，

会一直加深、一直加深，一直到你证到清净的自性，然后发无漏的智慧为

止，就能够证果了，这个就是要善巧修习。 
  我们今天不管怎么样，都要再练习一遍打坐，因为昨天回答问题，所

以没有时间坐，所以下课之后有很多师兄反应说，希望今天还能够再练习

一次，而且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动作还没有讲完。 
  所以现在请两问师兄上台，为各位做示范，也请各位师兄站起来，我

们先做暖身运动。 
  两脚打开与肩同宽，然后从头部开始，上下、上下三次。然后左看、

右看，转左边、然后右边，左边、右边三次。然后靠肩膀，头尽量靠左边

的肩膀、靠右边的肩膀，这样子三次。接下来旋转头，顺时钟三圈、逆时

钟三圈。接着我们动肩膀，往后转三圈，然后往前转三圈。举起手臂，转

手腕，顺时钟三圈、反时钟三圈，转完甩手。然后转动我们的腰部，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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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圆圈，这个时候脚可以先打开一点，然后转圈，顺时钟转三圈、逆时

钟转三圈。接下来是两个膝盖，也是顺时钟三圈、反时钟三圈。然后把我

们的脚踝松开，把脚立起来转动三圈、然后反方向转三圈，转完之后踢一

踢，然后再换边，右三圈、左三圈，转完甩脚，甩一甩，然后就坐下来。 
  你们尽量坐在地上，因为你们坐在垫子，等一下不好拉筋，所以最好

是坐在地上比较好做，不然不好拉。所以现在是我们两个脚掌相对，脚掌

对脚掌，尽量往身体拉，往身体拉，靠身体，尽量靠身体。然后我们从左

边的膝盖开始弹，左手按着左边的膝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用力往

下按，弹八下，往下按，一共做四次。左边按完，按右边，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往下按，先弹八下，然后用力往下按。往下按的时候，手要打直，

尽量往地上按下去。接下来就是两个膝盖一起，两个手放在两个膝盖，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往下用力压，这样也是做四次。 
  好了之后，我们就举起左脚，放在右大腿上，这样子弹，弹法跟刚才

一样，也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往下压，也是重复四次，弹八下，往

下用力按。做完四次以后，我们就两手把脚举起来，是举到水平的高度，

然后往身体靠，尽量拉往身体，这样子用力拉四次，然后再左右摇动，把

那个筋拉开，摇动几次以后，我们就旋转脚踝，把脚踝松开，顺时钟转一

转，逆时钟转一转。接下来我们把它靠身体的外侧，然后弹八下，把它立

起来，这个也是做四次，做完之后我们就换边。也是右脚放在左脚的大腿

上，然后用右手放在膝盖上弹八下，往下压，也是重复做四次。然后把脚

抱起来，尽量往身体靠，用力拉四次，然后再左右摇动，然后旋转脚踝，

顺时钟转一转，逆时钟转一转。然后放在身体的右外侧，手放在膝盖上，

弹八下以后，把脚举起。 
  接下来，我们把两脚尽量打开，愈开愈好，我们先从左边，左边的外

侧，然后内侧，然后中间。我们用力的往下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

三四五六七八，就是用弹的，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用

弹的，这样你会觉得说那个筋被拉得很紧，那个就是慢慢把那个筋弹开，

那等一下你盘腿的时候，就一点都不会费力了，所以我们先朝外侧四次。

接下来是朝内侧，尽量左脚的内侧，也是一样弹四个八，一二三四五六七

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本来还

有两个手抱着脚，这样停十秒，不然试试看好了，因为它会有一点痛，可

以试试看，就是刚才做完了之后，就两个手抱着脚，然后头弯下去，尽量

靠腿，这样数到十，会不会很痛啊？我们还有一个中间的还没有做，刚才

是外侧，然后内侧，现在是中间，就是左脚的中间，头靠左脚的中间，然

后也是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子弹四个八，这个

做完就是接刚才那个，抱着脚数到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才抬

头。然后我们换边，换边再同样的，先外侧弹四个八，然后内侧弹四个八，

中间四个八，最后抱着脚，数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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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还有往前，头往前这样子四个八，要不要试试看？这样会更痛，

已经有师兄开始做了，好吧，加油！这个做完，我们的苦难就结束了，往

前弹四个八，然后两个手抓住两只脚，数到十，然后头再抬起来。 
  很辛苦，对不对？我们的目标是双盘，所以要辛苦一点，慢慢把它拉

开，你们每天回去，就是打坐之前，先把它拉开，你会觉得盘腿好轻松喔，

所以前面辛苦一点是值得的。 
  我们做完，要把脚这样子动一动，因为刚才那个用力拉得很紧，所以

现在要把它松开，所以左脚动一动，右脚动一动，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盘腿

来打坐了。 
  现在就可以坐在蒲团上，但是你的脚没有在蒲团上，只有屁股在蒲团

上，脚是在蒲团外面的，这样子才正确。等一下我会帮你们调姿势，不要

吓一跳，因为你们坐得很专心，然后突然有人碰，吓一跳，所以先讲，先

打好招呼，等一下不要吓到。 
  我们首先是盘腿，看你是单盘、双盘、还是散盘都可以。把腿盘好之

后，我们手结定印，也同样的，你的手表、眼镜，身上裤腰太紧的，那个

皮带把它松开，这样才不会卡到。手结定印，就是大拇指相触，手尽量往

身体靠，然后放在肚脐的下面，腿上面，不要悬空。摇动身体七、八次，

顺时钟慢慢摇动身体七到八次。背脊打直，没有往前，也没有往后，没有

往左，也没有往右。两肩平张，两个肩膀是平的，没有往右斜，也没有往

左斜，或者是左右歪斜，都没有。头摆正，收下巴，然后我们吐浊气三口，

鼻子吸气，慢慢地吸，然后嘴巴张开，慢慢地吐，吐气的时候观想全身阻

塞的地方，都随着气息打开，我们身体的秽气也跟着排出来，这样子做三

次。舌头轻轻地顶住上颚，舌尖不要用力，轻轻地放在上口腔牙龈的后面，

后面的牙龈的位置，然后眼开三分。 
  我们现在修观，怎么修观呢？就是用智慧来观察。第一个观察我们的

身体，我们的身体是由皮、肉、筋、骨……等等三十六物所组成的，它就

像芭蕉树一样的不真实，芭蕉树一层一层剥开，中间是空的，我们现在一

个一个分析这三十六物，到最后也发觉身体是不存在的，它只是由三十六

个不净物所组合的，没有实在的身体可得。第二个，观察我们的心念，它

就像瀑布的流水，生起、消失、生起、消失，一刻也不停留，所以心念也

不是真实存在的。第三个，观察我们的呼吸，吸进来、呼出去、吸进来、

呼出去，就像空中的风一样，刮过去就没有了，所以它也不是真实存在的。 
  这样观察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身心息都不是实有的，

既然身心息都不是实有的，那么「我」在哪里？因为所谓的「我」，是由身

心息所组成的，现在身心息都不是真实存在，那么「我」在哪里？根本没

有「我」，对不对？这样就可以证到人无我。身心息都是属于法，既然身心

息都不是真实有，可见法也不是真实存在的，这样就可以证到法无我。这

个就是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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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透过这样的观察，能够彻见，彻底见到身心息都是无常、无我的，

就能够了悟一切法的真实相，也就是人无我、法无我，这个时候就是证观。 
  这样修，是不是就能够开悟了呢？还不可以，因为还有能观的心，还

有所观的境，所以并没有真正见到真如本性，只要还有能所对立，就不是

真如本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舍弃修观，进入修还的阶段。那怎么修

还呢？就是反观这一念能观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吗？这个能观的心，观的

时候才有，不观的时候就没有，可见它不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心里起观的

时候才有观，我们心里没有起观的时候，它就没有，可见它是无常、生灭

的。所观的境也是一样，我们观察身心息，一下子观身、一下子观心、一

下子观息，可见它也不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就是修还。 
  既然能观的心、和所观的境都不是真实存在，这个时候能所就销亡了，

能所销亡了之后，就可以归还本源，回归自性，这个时候就是证还。 
  回归到自性，那我们自性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菩提自性，本

自清净，所以本来清净，是我们自性的状态，所以见到我们自性本来清净，

这个就是修净。 
  既然我们的自性本来清净，由自性所生出的一切法，也是本来清净，

所以我们的六根所面对的六尘，生起的六识，本来都是清净的，有了这样

的体悟，我们就不会生起分别、执着、妄想，息灭一切分别、执着、妄想

的尘垢，就是修净。 
  一直到分别、执着、妄想都息灭，就能够证得一切本来清净，这个就

是证净，我们就安住在本来清净的自性当中。 
  （敲引磬） 
  放松你的心念。开口吐浊气三次，鼻子慢慢吸气，嘴巴张开慢慢吐气，

观想全身的气散开。慢慢摇动身体七、八次，肩膀动一动，两个手放开，

头动一动，脖子动一动，两个脚也可以放开。两个手摩擦全身的毛孔，因

为我们打坐的时候，毛孔会张开，所以我们先把毛孔收起来，然后再把两

手搓热，放在两个眼皮上，眼睛睁开。然后从头到脚都按摩一次，觉得酸

胀麻痛的地方，就用力的按摩，按到它不会麻、不会酸，恢复循环为止。 
  你们回去练习的时候要记得，打坐半个小时以后再上厕所，除非很急，

要不然就休息一下才去上厕所，也是一样半个小时之后才可以冲凉，不要

下座马上去冲凉。 
  我们谢谢两位师兄的示范。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一次是九月份，我们还会再继续

把后面的六妙门讲完，今天就到这里。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