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 

第六讲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讲于新加坡大悲佛教中心 

二○一○年三月十日 

 

  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如果能够善巧修习三种止门，一切的妄想、杂念自然就会停息下来，内

心也会变得澄静。由于内心澄静的缘故，宿世的善根自然就会开发出来。没

有善根的，就会发出恶根性。所以经中说：先以修定来动摇恶根性，然后再

以智慧来拔除烦恼。这就是我们昨天讲的，由于修定，我们宿世所熏修的那

些善、恶根都会发出来。 

  那善根发相的话，我们就观察是哪一种，是内善、还是外善，它可以帮

助我们决定这一世继续修哪一个法门，是最快速成就的。因为你过去世已经

熏习过了，这一世再继续修的话，会比较驾轻就熟。 

  有的他不发善根，他恶根先发，那也没有关系。所以经上说，我们用修

定来动摇我们的恶根性，就是说一旦你修定，宿世所熏习的那些恶根它会发

出来，然后我们再用智慧来拔除这些恶根性，所发出的贪瞋痴等等的烦恼，

所以就可以修对治法。 

  所以我们最初修止，这个善恶两件事情，必定会有其中的一个先发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练习修止观，我们就应该要清楚来辨识善根发相，还有恶根发

相，我们才知道善根是要取的，恶根是要舍的，我们在取舍之间才能够善分

别，我们的修行才不会违背正道。所以我们必须对善根发相，还有恶根发相，

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辨识。 

  我们今天先介绍善根发相。我们先介绍善根发相，并不表示善根会先发，

有的人是先发恶根，所以完全是因人而异，只是我们先介绍善根发相的内容。 

  应该怎么样来检验善根性呢？我们先要知道善根有哪些内容。有所谓的

外善，有所谓的内善。什么是外善呢？就是像布施，持戒，孝顺父母、师长，

相信三宝、恭敬三宝、精勤供养三宝，还有就是读诵、听闻、讲说佛法，这

五种都是属于外善的范围。 

  为什么叫做外善呢？那就是我们过去在修习这些善根的时候，都是在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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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心中修习的，因为在散乱心中修习这些善根，所以它没有办法得定，也没

有办法开发无漏的善根，这个我们叫做外善。就是我们过去世虽然修习这些

善根，但是因为是散乱心中修习，所以它没有办法真正的得禅定，也没有办

法开发无漏的智慧，这个我们称为外善。 

  这五种外善根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也要了解。一般它是分

两方面来说：一种是见到种种的景象；另外一种，是你的善心不断不断地被

开发出来，有这两种。 

  见到种种的景象，我们称为报因，这个是过去所修功德显现的果报。像

过去如果喜欢布施的，你就会在静定当中，看到种种的像衣服、卧具、饮食、

珍宝、田园、池沼、车乘等等的这些，就跟你过去世布施的东西有关系，所

以这些景象就不断不断地现前。像你现在打坐，忽然看见衣服，很洁净的衣

服，或者是食物，或者是看到一片很漂亮的池塘，水池很清澈，像这些景象

现前的话，我们就知道是过去世的报因善根发相。所以什么叫报因呢？就是

你在定中所见的种种景象，这个我们称为报因，是跟你过去世所修的那个功

德，有关的那些内容的景象就会显现。 

  善心开发，我们称为习因。这个就是过去所熏习的善根，现在因为心静

的缘故就显现出来。如果过去世是熏习布施的善根的话，现在你在静定当中，

很自然的就能够舍离了悭贪，然后喜欢对人布施，一点都不会吝惜，就会生

起这种善心。这个就是过去世、还有这一世，布施的习因善根发相的现象，

这个是以布施来说。 

  第二种，就是持戒忍辱的善根发相。它也一样的分报因、跟习因来说。

如果你是在静定当中，忽然看见自己的身相端严，不管你这一世的容貌怎么

样，可是你在定中你看到自己是相貌端严，穿的衣服都是非常的洁净如法，

身体也洗得干干净净，而且得到清净的好东西，得到一些清净的物品，这个

就是过去世、还有这一世，持戒报因的善根发的现象，就是你在定中会现出

这些景象，就是持戒报因善根发的现象。 

  也是因为这个时候心清净，所以就发了「我要持戒、我要修忍辱」的这

个心。那很自然的就知道戒律的轻重，就连犯了很小的罪，也会生起恐怖畏

惧的心，而且整个人会变得很能够忍辱，还有非常的谦卑。这个我们就知道

是过去世、还有这一世，持戒忍辱的习因善根发的现象。就是想要持戒忍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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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善心不断不断地发出来，这个它就是属于习因善根发。 

  所以每一个它都有报因、跟习因。报因，就是呈现出种种的景象；习因，

就是善心，那个善心不断不断被开发出来，这个是属于习因的范围。 

  第三种，如果我们在静定当中，突然看到我们的老师，或者看到出家人，

看到我们的父母，或者是宗亲眷属，他们穿着很干净的衣服，然后整个表情

是非常的愉快的。或者是，突然发起慈悲心、仁爱心、恭敬的心、孝顺的心、

友爱的心，这个就是善心发。这个我们就知道，是过去世和这一世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的习因和报因，这两种善根发的现象。 

  第四种，如果我们在静定当中，忽然看见很多的塔庙、寺院、佛像、经

书，还有种种供养非常的庄严，或者是很多清净的出家众，正在举办法会。

或者是发起信心、恭敬心、尊重三宝的心，而且从此以后很好乐供养三宝，

精进供养三宝，没有丝毫懈怠、或者是厌倦的心。这个就是过去世和这一世，

相信、恭敬三宝，还有精勤供养三宝的习因和报因的两种善根发相。 

  第五种，就是如果在静坐当中，见到有人在讲说经典，或者自己正在听

闻、受持、读诵大乘经典，或者是见到有德行的出家、在家四众。或者是，

因为心很清净，你所读诵的经典自然就能够契入到心中，以前听不懂的，现

在不管听闻什么佛法，马上就能够了悟其中的经义，心中也能够明白经律论、

三藏十二部，还有大乘等等的经典，没有丝毫的障碍。这个就是过去世和这

一世，读诵、听闻、讲说经典的习因和报因两种善根发相。 

  所以，一般所谓的外善根发相，就有这五个内容。所以我们在修禅定的

时候，看你发的是什么样的现象，它有种种的景象，或者是你发的是什么善

根，你就知道你过去世曾经熏习过哪一些善根的内容。只是它是在散乱心中

所修的种种功德，现在因为心清静的力量，它就发出来了。 

  这个报因跟习因，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显发出来呢？这也不一定。因为每

个人他的根性不同，过去所修的功德、所种的善根也各有差别，所以有不同

的情况发生。 

  有的人他是只发报因的现象，就是他在定中他会见到种种的境界，但是

却不发习因的善心，就是说他那个善心不会被开发出来。他每次打坐，就是

看到种种的景象、种种的境界这样而已，但是那个善心一直发不出来，有的

人是这样子。所以也不是每个人打坐，他都有这两种现象。所以第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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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只见到种种的境界，就是他有报因善根发的现象，但是没有习因发的善

心。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知道他过去着重在哪一个部分来修功德，就是

他过去所熏习的善根比较少，所修的功德比较多，而且这个功德是有相的功

德。 

  譬如说：我们现在都会鼓励人家你要多放生啊，如果你生病，还是要为

哪一个长辈求长寿的话，你就应该要去放生，这都是有相的功德。因为布施

有功德，所以你去布施，因为行善有功德，你才去行善，而且很着重在那个

行善的那个相上面。这个就会到这一世，因为过去世是这样熏习的，所以到

这一世你在定中发的，就是你过去所行的那些功德相貌就会被呈现出来。可

是，善心很难开发，就是说你可能在行善的中间，只是着重在行善的相貌上，

但是并没有因为行善，然后来开发你的善心，并没有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好

像经常赶经忏，拜这个忏、拜那个忏，可是他的烦恼也没减少，习气还是跟

原来一样，我们就知道，他虽然在修一些功德，可是他的内心并没有改变，

就是这种情况。而且很执着的、很着相的在修行一些功德，所以他发的都是

一些报因的那种现象，所以我们才会说要离一切相，修一切善。你修善可以，

但是你没有着在那个相上，所以要离一切相，行一切善，这样的话就不会有

这样的过失，那你的善心才会很容易就被开发出来，才不会只是在行一些表

面上的功德，事相上的功德。 

  有的人是刚好相反，他只发善心，习因的善心，而不发报因的境界。就

是说他善心不断不断被开发出来，但是没有什么境界可言。这就是另外一种，

跟刚才那个刚好相反。这就是因为他过去熏习的那个善根比较多，他比较不

着重在修那个有相的功德，他比较注重要修心。你看我们有些人他学佛修行，

他不会很注重那种外在的形相，他只着重在他的心有没有改变，所以他是修

心，那不管外在的那些形相。像这样的情况，他不喜欢去行那个有相的功德，

他只是着重在修自己的心。过去世是这样子熏习，所以他这一世所发的都是

那个善心，因为他过去世就是修心，所以他善心很容易就被开发出来，但是

他不是很着重在有相的功德上面，所以种种报因的善根的那些景象，就比较

少被显现出来。 

  这是说开始修定的时候，有的人是先见到种种的景象，有的人是先善心

被开发。可是也不一定，因为它有时候是有先后，可能前面看的都是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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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后面就善根不断不断被开发，善心不断不断地涌出来。那也有人先开发

善心，之后才见到种种的景象，也有这样子的，它有前后的差别。我们现在

只是说你开始修定，它会有这些情况发生。这是两种了。 

  第三种，就是两种都发。他善心也发，境界也不断不断出现。 

  第四种情况，就是统统不发。也没有见到种种过去行功德的那些景象，

也没有呈现出来，然后善心也不发。 

  所以一共有这四种情况。 

  那我们要问，这个习因跟报因，这些善根发相，有没有可能不是自己的

善根发了，而是天魔所作的？有没有这个可能？有！所以我们也还要再进一

步检验，这是自己的善根发呢？还是那个天魔趁你想要求什么的时候，趁机

而入呢？会不会是天魔他们所幻化的境界呢？所以我们也要进一步的来检

验，因为是有可能的，就是有的是天魔所造的假象。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分辨呢？如果这些善根发相的时候，我们的心更动

乱，使我们更增加烦恼，或者感觉受到逼迫，有很多障碍困难产生，这个就

是天魔所作。真正的善根发相是，我们虽然还没有证到禅定，还没有证初禅，

但是我们的身心会有一种清白的感觉，清净明白，就是清明的感觉，我们身

心是一种清净明白的感觉。身体呢，你看他的气色愈来愈好，因为他开始修

止观，气色愈来愈好，身体、气力也变好了。做事情的时候，也觉得都很吉

祥顺利，善念也不断不断的开发。所以在善根发相之后，他的心很容易就收

摄回来。之前可能很散乱，坐在那边一直打妄想，妄念纷飞，然后想要收摄

也很费力。可是自从善根发了之后，心很容易就收摄回来，身心也比以前安

稳，也没有任何的过失，或者是病患，这个就是真正的善根发相。所以，一

个是不顺的，一个是顺的就对了，可以稍微检查一下。 

  那还有一个检验的标准，就是说那个报因的境界相出现了以后，很快就

灭了。像定中看到衣服，看到有一大片绿油油的田，它这个景象出现之后，

很快就消失了。然后那个善心发出来之后，被开发之后，相续不断的生起，

一直被开发，相续不断的生起，善心一直起来，一直生起、一直生起，这个

就是真正的善根发相。境界出现，很快消失；善心不断不断的生起，这个是

对的。反过来，那个报因的境界出现之后，久久不灭，灭了又再出现，灭了

又再出现，到最后怕怕的，它会逼迫扰乱修行人的心。善心只是短暂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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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就没有了，从此不再起善心，或者有时候甚至变成恶念，这个我们就知

道是邪魔来扰乱。就是这样子来分辨，这样应该能够分辨邪正了。 

  最后一个我们要问的，这些善根会在得禅定之前发呢？还是在证得禅定

之后，在深定当中发呢？这个也不一定，不一定是在得禅定之前发。那为什

么我们要先介绍外善，是不是它先发？不一定。因为外善比较粗显，所以我

们现在先说这样而已。那也有先发内善的，什么是内善呢？我们就明天介绍

内善的内容。所以它不一定是先发善根、还是恶根，先发内善、还是外善，

都不一定。只是我们先介绍内善（外善），是因为它形相是比较明显的，我

们比较容易分辨，所以我们先介绍。关于内善根发相，就是你过去修习什么

法门，然后它就会在定中出现。我们明天再来详细的解释，我们今天就讲到

这里。接下来我们就要练习系缘止。 

  昨天练习了第一个，我们还有四个。四个我们打算一口气就把它练习完，

因为明天要练习制心止，后天要体真止，课程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如果一天

练习一个的话，我们课程结束，系缘止还没有练习完，因为系缘止有五个，

所以一定是没有办法这样子来练习的，所以我们只有今天把四个都练习完。

因为昨天只练习一个的原因，就是比较详细说明，其它四个也是同样，都会

经过五轮禅的过程，发的现象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把我们的心系在身体的

哪一个部位的差别，它发五轮禅的次第是一样的。那你放在不同的部位，它

其实有不同的效果，等一下我们会分析，分析放在每一个的结果会是什么样

子，那我们练习完会一一的解释。 

  我们还剩下把心念放在发际、鼻端、肚脐、脚底，还剩下这四个。所以

我们就决定，每一个自己练习大概十分钟。因为这中间怕有人得止，所以我

们不方便十分钟以后敲磬，然后说我们现在再把我们的心念转移到哪一个部

位，这样子会打断那个止的功夫，所以我们就自己凭感觉，也不用看表，是

不是十分钟到了，也不用，就凭感觉说这个部位大概练习得差不多，我就把

它转到鼻子，差不多十分钟左右，我就把心念再换到肚脐，最后再把心念放

在脚底。 

  发际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在台湾练习的时候，我们说把心念放在发

际。有师兄说发际就是一条啊，这边都是发际啊，那到底是哪一点呢？所以

他就把心念放在一条线上面，结果心就很难得止，为什么？我们是固定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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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上，发际就是你的鼻子往上，直直的上来，碰到头发的这一点，我们是

把心念放在这一点就好了。所谓的发际——头发的边际，头发跟我们额头这

个的边际，头发的边际叫发际，所以我们就放在这一点上面。放的时候也是

跟昨天一样，因为我们说心念放在发际，你的眼睛马上就往上看了，对不对？

眼睛又吊起来了，那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心念放在发际，也一样的，眼光要

把它收摄回来，只是轻轻地放在发际这边，眼光是收回来，这样子练习。 

  鼻端呢，就不是鼻子的本身，所以我们在台湾练习，也有师兄把心念就

放在鼻子上，他就觉得开始痒痒的，然后麻麻的，不对的。是鼻端白，那个

白，就是虚空的意思，鼻端外侧的虚空，所以不是鼻子的本身。如果是鼻子

的本身就麻烦了，我们说眼开三分，然后心念又放在这里，然后你一直看鼻

端，就看成斗鸡眼，所以一定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也是心念轻轻地放在鼻端

白，鼻端外侧的虚空，心念轻轻地放在这里就可以了。 

  肚脐大家都找得到，就直接放在肚脐上，也是心念很轻松的放在肚脐上。 

  脚底，就是涌泉穴。我们把脚趾头往内扳的时候，它有一个凹的地方，

那个就是涌泉穴的位置，五个趾头往内弯的时候，它有一个凹的地方，那个

就是涌泉穴，所以我们也是把我们的心念放在涌泉穴。你说有两个脚，有两

点，怎么办？是要放在两点？还是一点？两点啊！不然等一下身体侧一边怎

么办？所以放在脚底涌泉穴是两点，两个脚的涌泉穴，同时放在上面。这也

不是很困难，只是习不习惯的问题，刚开始会觉得好像比较难，你经常练习

就 O.K.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也是一样的，先把腿盘好。眼镜什么的，可以摘下来

的就摘下来，紧紧的地方把它松开。把腿盘好，手放好，我们旋转身体七次，

我们检查背脊有没有打直，两个肩膀有没有平，下巴往内收。吐浊气三口，

鼻子慢慢吸气，嘴巴张开吐气，观想全身阻塞的地方都被冲开，浊气也随着

排出来，鼻子慢慢吸气，嘴巴张开慢慢吐气，鼻子吸气，嘴巴吐气。舌顶上

颚，眼开三分。其实开眼、闭眼都没有关系，因为昨天下课之后，很多师兄

问说，我到最后眼睛都闭起来，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觉得开眼不容易

收摄心的话，你把眼睛闭起来也是可以的。 

  我们现在把心念放在发际上，轻轻地放在发际上，眼睛往内收，把整个

眼光收摄回来，没有往上看，只是心念放在发际上。身体放松，肩膀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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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念轻轻地放在发际，好，开始坐。 

（敲磬） 

  把我们的心念离开所缘境。吐浊气三口，鼻子慢慢吸气，嘴巴张开吐气，

观想全身气散开；鼻子慢慢吸气，嘴巴张开吐气，观想全身气散开；鼻子吸

气，嘴巴吐气。慢慢摇动身体七次，头动一动，肩膀、脖子动一动，手脚可

以打开，然后按摩。 

  今天各位坐得比较散乱，可能有四个点要轮流作，所以心就比较散，没

有昨天坐得好。 

  我们现在一个一个解释。如果把心念放在发际的话，心念放在发际，就

是要注意，眼睛千万不要往上看，眼光一定要收摄回来，不然你这样子练习

久了，你的眼睛就是老是往上吊吊的这样子；或者是会看到一些黄色、红色

的颜色，种种颜色；或者会看到好像花朵、云朵种种的相貌出现，以为自己

得了天眼通，产生了种种颠倒的知见，这个都是错的。正确的是你心念放在

那里，只要你眼光收摄回来，身心都是放松的，很快就能够得止，因为它是

一个地方，让我们心容易安住的一个很好修行的点。注意事项，就是你一定

要注意，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过失就能够避免，而能够很快的发禅定，尤

其是你宿世修习过白骨观的，很容易就发白骨观的内善根。 

  内善根我们明天才要解释，它有修不净观，有白骨观，还有慈心观等等

的。所以你把心念放在发际，只要你方法正确，它心很容易安住之外，也很

容易发宿世修白骨观的善根。就是你在定中会看到一节的白骨，支撑上面那

一节白骨，节节相拄，一根支撑一根白骨，所以你在定中会看到就是节节相

拄的白骨的相貌，那个就是你过去世有修过白骨观，因为白骨观就是从眉心

到发际这一段。那个修法我们希望下一次可以开始练习，因为我们下次就讲

到恶根发相，就有对治贪欲，应该要修不净观、白骨观，所以我们下次就可

以练习，怎么来修不净观跟白骨观。它观想的方法就是全身膨胀，全身膨胀

之后，从这边开始，那个皮被剖开，就是眉心到发际这一片的皮先被剖开，

然后露出白骨。所以因为是这样观想的缘故，所以你这一世把心念放在这里，

你过去世有修过这个法门，很快就见到白骨，所以它会发宿世修白骨观的善

根的原因在这里，因为它的修法就是从这边开始见到白骨的。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如果我们把心念放在鼻端白的话，因为鼻子是风门，就是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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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门户，就是我们会看到呼吸的出入，所以你心念放在这里，你会看到息

的出入，它是没有剎那停留的，所以你很容易就惊悟到无常的道理。它也可

以发宿世你原本修数息的善根，可以发数息的善根，你过去世有修过数息法

门的话，你很快就会发数息的善根，也很快能够体悟到无常的道理，这样子

修就是正确的。什么痒啊、麻啊，那个都是错的，那就是你在玩感受这样而

已，但是没有办法得止，那也没有办法发宿世所修习的善根，因为你在玩感

受，所以一定不是有种种的感受。 

  如果把心念放在肚脐的话，因为肚脐是气海，我们全身的气都汇集在这

个地方，就好像百川纳入大海，所以称为气海，我们全身气所汇集的地方，

叫做气海。所以你心念放在这里的话，你全身的气就会归元到这个气海的地

方，所以它能够消除所有的病。那也能够发宿世修习随息的善根，你在定中

可以见到身内的三十六种不净物，或者是发所谓十六特胜的禅定。 

  最后一个，我们把心念放在脚底的话，因为心念放在脚底，所以你身上

的气都会随着心念往下流，因为你心念放在脚底，你的气也跟着往下流，那

它就能够调和我们身体的四大。过去世有修过不净观的，这个时候也会发宿

世修习不净观的善根，因为不净观是从左脚大拇趾开始观的，左脚的大拇趾，

第一节大拇趾膨胀，从那边开始观的。所以我们现在把心念放在涌泉穴，就

离脚大拇趾很近，所以它很容易就发我们宿世修不净观的善根的原因在这

里。 

  所以只要方法正确的话，它其实很快得止之外，发昨天讲的那个五轮禅

之外，还可以最后证得种种的果位之外，还可以发宿世所修习的种种善根。

你一旦有这个善根发，你这一世再继续修这个法门，就能够很快成就这个法

门。 

  我们这两个晚上就把系缘止介绍完，也练习完了，相信各位对这五个地

方应该都是很清楚明白，它会有什么样的功效，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现象，或

者它会发什么样的善根，都已经介绍完了。那我们明天晚上就练习制心止。 

  今天到这里。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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