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 

第八讲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讲于新加坡大悲佛教中心 

二○一○年三月十二日 

 

  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今晚介绍怎么检验禅定的虚实，就是说在定中所发的善根，都是真

的善根吗？还是天魔所作的呢？所以在善根发相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检验它

的真假，才不至于说把魔定当作是善根发，而因此得了病，或者是发了狂；

同时也不会把真的善根发当作是魔定，不会因为疑心而舍离这个善的境界，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退失了善根发的利益。因为他会恐惧害怕，不晓得那个

是不是魔来扰乱，因此他就不再修了，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不要把正的当邪

的，邪的当正的，所以什么是邪，什么是正，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那么，要用什么方法来检验呢？有两种方法：一个是用境界来检验；另

外一个是用法门来检验。 

  那怎么用境界来检验呢？就看境界是正，还是邪，就能够检验它的真假。

那什么样的境界是邪呢？如果以初禅所发的八触当中的动触来说的话，如果

有触体增减、定乱、空有、明闇、忧喜、苦乐、善恶、愚智、缚脱、心强软，

这二十种情况发生的话，过与不及都是邪境界，我们称为二十种邪法。每一

个里面有两个，所以一共是二十个。 

  第一个是触体增减。那就是说在动触发的时候，如果觉得自己的身体手

脚都在动，你自己感觉啦，你坐在那边觉得我的手在动、我的脚在动，可是

别人看你没有动，你是好端端的坐在那里，看起来还蛮宁静安详，可是你自

己觉得在动；或者是，你看有些人坐在那边，他就开始打手印，或者在那边

动，或者是甚至跳起来，一副好像邪魔附身的样子；或者是，静坐的时候，

有种种奇异的景象，或者是很奇奇怪怪的境界出现，这些都是属于增相。触

体增减，就是说动触发的时候，你的身体的那个感觉，它有增相、还有减相，

所以每个里面有两个，一个是增、一个是减。真正的禅发相是寂静安详的，

可是你现在居然身体动，或者是手动，或者是见到种种奇异的境界，本来是

没有的，你现在有了，就是增加了。比原来的增加，叫做增相，这个是邪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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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这个是不正确的。如果有这些情况发生的话，我们就要小心对治。 

  那什么是减相呢？就是如果动触刚发的时候，它会往上、或者是往下，

你们有一些师兄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坐在那边，突然好像一股气，或者

是那个感觉，它往上推，这样不断不断推推推，有时候是往下推推推，不管

是往上、还是往下，一般它是慢慢的就可遍及全身，可是没有。这样推推推，

好像没有力，就没了，接着就不动了，不管是往上还是往下，它推推推，推

一段时间就不动了。所以这个时候，什么境界也没有，坐的时候也会觉得索

然无味，就觉得很寂寥，就是索然无味的那种感觉，那也没有办法持身，也

没有办法摄心，这个就是所谓的减相。 

  因为一般你有八触发生，接下来就要入初禅，可是你居然没有。刚才说

什么境界都没有的意思就是说，要发初禅的那十种德相没有，十种善法应该

有的那些都没有，它只是动一动就没有了，什么境界都没有，就是说要发初

禅的那一些善法都没有发生。那我们也讲过，你坐一坐，应该欲界定的时候，

就是有法持身，他也没有办法，那要摄心也没有办法，那表示说这个是错的。

因为一般正确的，你动触发了之后，应该是那十种初禅的功德就会一个一个

的生起，然后你就可以很顺利的入初禅，但是现在不是。应该有的没有了，

我们叫做减相。应该有的初禅那些善法没有生起，而且你还越坐越觉得索然

无味，就是初禅的那十种功德里面，就是有喜乐，可是你居然没有，所以这

个也是错的。 

  第二个是定乱，就是定相跟乱相。那什么是定相呢？就是动触发的时候，

你的身心好像被定束缚住，不得自在；因为不得自在，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入

了邪定当中。什么叫邪定呢？就是你可以一口气连坐七天不下座，旁边的人

就：「哇！好厉害！不得了。他没事一坐，就是一个礼拜吔！他一定功夫很

了得。」不晓得他入的是邪定。他为什么可以入定这么久呢？因为他身心不

得自在，因为真正禅定的功夫是你出入定自在，那个才是正确的。不会说我

一入定，我没有办法出定，我自己没有办法作主，那就是一定有其它的众生

在作主，懂吗？所以我们才会说这个定相是错的，不管你这一座坐了多久，

十天、半个月、一个月，都不是真正的禅定，不是真正的禅发相。真正的禅

发相，就是能够出入定自在。所以一般我们平常，就是说你开始有禅定功夫

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告诉自己说我这一座要坐多久，它到时候自然就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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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是可以自在作主的，这个才是正确的。 

  那什么是乱相呢？就是动触发的时候，心意撩乱，一直攀缘、一直攀缘，

一直不停的攀缘，就是妄念纷飞，想个不停，这个也是错的，为什么？我们

刚才讲过，应该是动触发的时候，就直接入初禅才对，可是现在居然没有办

法安定下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乱相是邪伪相。因为真正的禅发相是心很

安定，不会这样子纷扰不安，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不是真正的禅发相。 

  第三个是空有，空相跟有相。什么是空相呢？就是指触发的时候，看不

见自己的身体，而自以为证了空定，因此起了邪见。我们说入未到地定就身

心世界消失了，可是那只是未到地定，还没有入初禅，所以根本就不可能证

到那个空，也不可能见空性，都没有。可是他不知道，他以为自己证了空，

然后还自以为了不起。真正见空性的人，会自以为了不起吗？不会嘛！对不

对？见了空性就明白无我的道理啊，从此断了我执跟法执，对我、法不再起

任何的执着，那个是真正见了空性的人，才是没有任何的执着，没有我相、

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四见四相还在的话，那没有真正的见空性。所

以他证的也不是真正的空定，只是在打坐的时候，剎那之间好像身心消失了，

只是一种感受，不是真正证到那个空无相定，不是的。所以他入的就是邪定、

邪空，不是真正的空。 

  那什么是有相呢？就是指触发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像石头、或者

是木头这样的坚硬，这个也是错的。我们昨天才说，入初禅应该是身心柔软，

身体柔软的好像婴儿一样。入初禅，就是说你身体的骨节，好像变得酥酥麻

麻的，最早是这样子，然后慢慢的，你全身的筋骨变得非常的柔软，之前不

能够做到的动作，像你做一个瑜珈动作，之前碰不到的，腰弯不下去的，手

碰不到脚的，现在都可以啦，而且它愈来愈柔软。而且在入定的人，在没有

让他受惊吓的情况之下，他如果真的入定，你这样拉他一只手，可以一直拉

拉拉，拉得很长很长，懂吗？禅定中。这只是形容说他的身体是非常非常柔

软的，这个才对，可是现在居然像石头、木头一样的坚硬，这个我们就知道

是邪定，不是真正的禅发相。真正的禅发相，身体是柔软得好像婴儿一样。 

  第四个明闇，明相跟闇相。明相，就是触发的时候，你会见到外面的种

种光，甚至看到太阳、看到月亮、看到星星，或者是看到黄色、青色、白色、

红色，种种的光明，这个不是真正的禅发相。真正的禅发相，不会看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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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的。所以我们知道，见种种光，或者看到太阳、星星、月亮，这个都不

是真正的禅发相，这是定心过明的现象，不是真正禅定的光明。真正禅定的

光明，不是见到种种的光色，不是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它不是正确的。 

  那闇相呢，就是指触发的时候，身心很昏闇，当下身心就好像进入一个

很黑很黑的房间一样。那你有听说入定之后，一片黑暗的吗？没有嘛，一定

是一片光明才对，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也是错的，这是定心过闇的一种现象。

因为初禅的十种功德里面就有光明嘛，清净，光明、喜乐……，这个才是正

确的，所以绝对不会说入定之后一片黑暗的。 

  第五个忧喜。什么是忧相呢？就是指触发的时候，内心觉得很热恼、烦

闷不悦，这个是忧相。什么是喜相呢？就是指触发的时候，心中觉得非常非

常的欢庆、愉悦，由于兴奋过度，所以心勇动，没有办法安定下来，这个也

是错的。我们就说过份的亢奋，过度亢奋。 

  因为真正的禅发相是喜悦，所以它不会有忧愁、烦闷这样的情绪，就知

道他没有证初禅。证初禅的人就是轻安喜乐，每个细胞都在微笑，你随时看

他都是很愉快的，从来没有那个罗剎的脸、或者是阿修罗的脸，苦瓜脸、还

是什么脸，不会的，你随时看他，不管有没有笑，看上去就是很喜悦的感觉，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是喜悦的，所以他显现出来的那个面貌、或者是身相，

就是充满了喜乐。你跟他在一起，本来心情不好的，跟他在一起一段时间，

谈谈话，相处一会儿，你的心情好像也变得愉快起来，变得轻松起来，这个

才是真正的禅发相。 

  而这种喜悦，不是过度的亢奋。过度亢奋，就是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那

种，精神很 high 的那种。所谓的喜，初禅的喜不是这样子的，它是从内发，

因为内心充满了喜悦，所以从内发出来的一种喜悦，而不是那种神经过度亢

奋，所以我们知道这种情况也是错误的禅发相。 

  第六，苦乐。苦相，就是指触发的时候，身体到处都痛，因为身体痛，

所以他心也跟着热恼起来，这个就是所谓的苦相。要不然就是相反过来，所

谓的乐相，就是触发的时候，他得到很大的乐受，因此贪着缠绵在这个乐受

当中。所以不管是苦相、还是乐相，都不是真正的那个初禅的快乐。 

  第七，善恶。善相，就是指触发的时候，心里念着外面的一些善，外面

的一些善法，心里面念着。因为心里面念着这些善，因此就破坏了三昧的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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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因此没有办法得定，这就是所谓的善相。恶相，是指在动触发的时候，

心里生出无惭、无愧、怀疑、不信……这等等的恶念，就是恶念不断不断的

冒出来，这个就是所谓的恶相。 

  这两种都是错的，因为真正的禅发相是善心开发，我们之前那个课讲的，

你的善心不断不断的被开发出来，因为善心被开发，你更容易入三昧，这样

才对，而不是一直执着一些外相上的那些善，然后障碍我们不能得定，这样

就错了嘛。应该是善心开发之后，更容易摄心，更容易得定，这个才是正确

的善。 

  第八，愚智。就是指触发的时候，心识变得愚痴、迷惑、昏沉、颠倒，

这个是愚相。智相呢，也不是真正的智慧，它是在触发的时候，内心产生我

见等等的邪知见，因为这个邪知见，反而破坏了三昧的证得，所以这不是真

正的智慧相。真正的禅发相是智慧明了，因为由定而开发慧，所以你这个时

候是念念分明的，你的意识都是在清明的状态，然后是真正的智慧现前，而

不会产生种种的邪知邪见。 

  第九，缚脱。缚相，就是指在触发的时候，心识被五盖、还有种种烦恼

所覆盖遮蔽，这个叫缚相。脱相，就是自以为证到空无相定，自以为得道，

自以为证果，自以为断烦恼、得解脱，因此产生了增上慢，所以我们就知道

错了嘛，他不是真正的解脱。真正的解脱，是见到了空性，无我的智慧现起，

所以他不会起增上慢，起增上慢就是我很了不起，就是还有一个「我」嘛，

就知道他不是真正的解脱。所以，真正得定是可以调伏，我们说定可以伏烦

恼，应该是伏住我们那个慢心才对啊，不会反而增长我慢，我们就知道这个

不是真正的禅定。真正的定，应该是可以调伏我慢，而不是生起增上慢，而

且厌离世间才是真正的解脱相。 

  第十个，心强软。强相，就是指触发的时候，心变得很刚强，还有就是

刚才讲的，出入定不得自在之外，还心变得很刚强，好像瓦片、石头一样的

顽固，不能够回转改变，因此不能够顺从善道。那我们就知道，他不是真正

的得禅定。因为证得初禅，就是身心柔软，刚才是讲身柔软，现在是讲心柔

软，心是柔软的，因为心柔软才能够顺从善法。 

  那什么是软相呢？它是反过来，一个是像石头一样的硬，现在反过来，

变得很软弱。所以他心志变得很软弱，很容易败坏，就好像软泥巴一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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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为器。就是软泥巴你没有办法捏造成任何的器具，你要做什么陶罐、还是

花瓶都没有办法，因为泥巴太软了。就用这个来形容，他的心志当下是非常

的软弱，意志薄弱，不够坚强。所以心强软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太刚强、就

是太软弱，都不是真正的禅发相。 

  以上这二十种邪法，它会扰乱修行人坐禅的心，破坏禅定的功夫，使修

禅的人心生邪见，所以是属于邪定发的现象。有这些现象都不是正定，都是

邪定。 

  这二十种邪法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分别其中的真假，反而心生贪

爱执着的话，就会因此发疯、发狂，就是我们所谓的失心狂乱。或者，你看

他有时候唱歌唱得很大声，好像旁若无人，高兴怎么唱就怎么唱；有时候又

哭泣，无缘无故在那边哭得很伤心，问他为什么，他也说不出来为什么，没

有理由的，无厘头的；那有时候就看他嘿嘿嘿在那边傻笑，也不知道在笑什

么，你问他高兴什么，他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有时候大吼大叫的；有时候

又看起来好像很惊慌的到处这样乱走，没有目的的到处漫游，然后神情是惊

慌的神情；或者有的时候会得病，严重一点甚至会死掉；有时候他又心血来

潮，跑到那个山顶说要从上面跳下来；看到火，又很想去跳到火里面去；有

时候想不开，就想自己把自己了断，或者是残害自己，绞杀自己，残害自己。

这种种都是因为邪禅发的障碍，还有烦恼。除了这边随便举例，其它还有很

多，因为个人过去的业力，还有所种的种子不一样，所以发出来的现象千奇

百怪，什么样子的都有。 

  这二十种邪法当中，只要发生任何一项，就和印度九十六种外道的鬼神

法，其中的一种相应。如果自己不察觉、不认识，还继续修下去的话，这个

鬼神就会随着你的心念，进入到你的心中，因此你就证了鬼神法门。如果你

自己不自觉的话，就很危险。这个时候鬼神会更增加你的威势、还有力量，

使你能够发种种深的邪定，或者是发邪智慧、邪的辩才，使你能够知道世间

的吉凶祸福，又能够显现神通，各种奇异的能力，现出种种稀有的事情来感

动众生。于是你就开始到处的传播邪思想，或者是做很多邪恶的事，去破坏

众生的善根。 

  所以，被邪鬼附身的修行人，虽然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在做善事，

他也说他在行善、在帮助众生啊，但是，差别是他的心不清净，为什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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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跟鬼神法相应，跟烦恼相应，也可能是业力的显现，也可能是鬼神施加一

些力量在他身上。所以他所做的善事，总是掺杂着一些杂染、虚伪的成份在

里面，不是真正清净心、慈悲心、平等心来行善，不是的。 

  可是我们世间人没有办法分辨，因为世间人没有智慧，所以只看到这个

人有很多神通，或者是你问他什么都很灵验，你求他什么，也都能够如愿。

你问他什么，好像都知道，因为他有鬼神通，灵通、或者鬼通，所以你问他

什么，他都知道。然后有什么病去求他，他也可以帮你开药方什么的，那个

叫灵签。所以一般人就觉得说这个人很有能力，然后就把他当作是圣贤，对

他就是深深地相信、服从。而实际上这个人，他自己内心颠倒，专门在行鬼

法，也常常以鬼法来教人，他自己很灵验的那一套，他还可以传他的徒子徒

孙。相信他而照着做的人，就成了破坏正戒、破坏正见、破坏威仪、破坏净

命的人。像印度很多外道就是嘛，有的吃大便的，我们有看过、听过，或者

是那个裸体的，裸形外道就是没有穿衣服，他也不觉得有什么羞耻，有各式

各样的外道。 

  有的人他是不恭敬三宝、不尊重父母师长，或者毁坏经书、佛像、塔寺，

做种种忤逆的罪恶，断灭众生的善根，专门做这些事情。可是他们有时候也

会现出平等相，说我对一切法没有执着，我对任何的宗教也没有执着，我对

善恶也没有执着，什么意思？就是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的嘛，都可以做，为

什么？因为我的心平等，善恶心平等，邪正心平等，所以什么邪法都可以做。

他有时候甚至还说他没有执着，他没有不能够做的事，你看，多么的自在！

所以他会称赞自己所做的都是平等法，对一切非正道的事情，做起来都没有

丝毫的障碍，你看多自在！所以，他会毁灭他人修善法，说这个不是正道，

或者是说一些邪因邪果的道理，或者是说一些无因无果的道理。总之，他们

就会说各式各样的邪法，来破坏、扰乱正法。如果听信、接受这些邪法，就

会被邪法染污自己的心，就是全部听进去，种到第八阿赖耶识，邪知邪见的

种子种下去，不是影响这一世，因为种子生现行，生生世世都是跟这个邪法

打交道，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这样努力修行邪法的结果，除了内心可以证得邪禅三昧、智慧、功

德种种的法门，就是说他能够证邪定、邪智、邪功德，都不是正的，他内心

是这样子。外在所现的，就是他也可以辩才无碍，所以他是邪辩才，讲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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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是道，听起来很有道理，很能够蛊惑人心。一般人没有办法分辨邪正的话，

就全部听进去了，因为他很有那个辩才，那个叫做邪辩才，能言善道怎么样？

他也有他的威风啊，所以他很威风的度化众生。因此也获得名闻，还有广大

的眷属，就是信徒很多，因为他很灵验嘛，所以信徒就很多。也获得种种的

供养、礼敬、称扬、赞叹，这些利益他都能够获得。 

  所以在《九十六种道经》里面说，这些邪行者为人说法的时候，鬼神就

加力给他，使一切听闻的人都相信他、接受他，使一切见到他的人，都对他

产生爱敬的心。为什么力量有这么大？因为鬼神的加持，懂吗？让他在说法

的时候特别有摄受力，使听的人很容易就接受，那个是鬼神的加持。因为有

这种种的情形，所以邪行者深深地执着在这个邪法当中，到了不可回头的地

步。因为他获得名闻利养，又有这么多的徒众跟随着他，相信他、膜拜他、

信仰他，要他回头就很难。所以一旦走到这个地步，都是很难回头的，因此

不断的行种种颠倒的事。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种人他已经远离了圣法，命终之后就直接堕到三恶

道去，这边断气，就直接堕三恶道去，就是这样的下场，行邪法的人。那些

以虚伪心行善的人，我们刚才说为什么是虚伪心，就是他不是真正的清净、

平等、慈悲的心来行善，他有夹杂着各种名闻利养，或者是烦恼、或执着来

行善。但是行善还是有行善的功德，是没有错的，我们也讲，你虽然是有执

着的，有我执来行十善法，也是有人天果报，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其它的宗

教在劝人为善，他也可以死后生天，或者再来当人。所以行善还是有人天果

报，只是说他的心不纯正，动机发心不正，然后有我执、法执，但是他毕竟

行的是善法。所以像这样子的人，他虽然不至于堕到恶趣当中，但是因为邪

知邪见的缘故，将来生生世世都会障碍发三乘的无漏法。就是说刚才我们讲

的，这邪知邪见种到他八识田里面，生生世世都受到它的影响，因为种子是

这样子种的，所以他想的都是邪知邪见，所以会生生世世都有这样的影响，

很难亲近真正的三乘圣道，很难证得无漏，就是说很难证得圣果。那命终之

后到哪里去呢？会随着他所相应的鬼神法，生到那一类的鬼神当中，成为那

一类鬼神的眷属。有的是成为鬼神的眷属，因为你活着的时候就是相信他，

活着的时候是他的眷属，死了之后还是他的眷属，就堕到那个鬼神道当中，

有一部份是这样子。要不然就是生到人道、或者是天道当中去，因为修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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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故，还是能够生在人天当中。 

  所以有其它的教派，他也是都在劝人为善，他也是劝众生修善，他自己

的身口也是在行善，只是知见上错误，那内心理解错误，当然就不可能开悟

证果，生生世世都被耽误了，不可能成就圣道。所以他虽然生到天道、还有

人道当中，但是冥冥之中，还是和邪魔外道同属一类的。因为种的都是邪知

邪见的种子，所以他们喜欢亲近邪师，乐于听闻邪法，好乐修行邪道，亲近、

供养、称扬、赞叹的都是修邪行的人。 

  所以很多佛教徒，他一旦学佛修行，觉得这个很好，然后看其它那些拼

命往那边跑，很想去度他们，很想去帮他们，好说歹说、死劝活劝的，他就

是不回头，为什么？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了，真的很难劝。因为过去就已经

结缘结得很深，你现在怎么拉都拉不出来，所以他会生生世世都很好乐邪法，

然后亲近的都是邪师，然后继续串习，就愈来愈难度，懂吗？很难把他引到

正法上面来。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谨慎，就是说每一个种子都要种得很正确，

都是正法的种子，千万不要种邪法的种子，因为它影响不是这辈子而已，生

生世世，一直到你的果报受得差不多，哪一天善根发了，然后又有亲近三宝

的机会，然后你还要善根发，就是你那个信，信就是善根，十一种善法第一

个就是信，还有你相信三宝，愿意改变，那个时候才能够回头，可是那个时

候不知道多久以后了。 

  所以像这些喜欢修邪行的人，他见到学习正法三乘的人，他也不乐于亲

近，甚至还会去恼乱修习正法的人，会变成这样子，所以会难上加难。所以

这些人虽然生到天上、人间，还是属于魔的眷属，经常造作魔事。甚至已经

出家了，还是造作魔业。因为《涅盘经》上有说，佛陀去世五百年以后，魔

道渐渐兴起，这些魔眷属都会出家作比丘，然后来破坏扰乱佛法。这是《涅

盘经》里面讲的，佛陀去世五百年以后，魔道渐渐地兴起。所以我们现在末

法是魔道愈来愈强，佛法愈来愈弱，一定是这样的趋势，而且出家众特别多

行魔法的人，因为他们当初就是发愿：我要到你们佛教里面出家，然后来破

坏你们的佛法。当初他们都是这样子发愿的，所以纷纷来投生，所以魔道的

力量会愈来愈强。在《大集经》当中也有说了很多魔造业的情形，有兴趣的

可以参考《大集经》。 

  这就是二十种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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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二十种是全部发呢？还是不一定？有全部都发的，那就是很严重了，

也有发一个、两个，不一定，看个人。可是只要有一种邪法，如果不马上去

除的话，就会堕在邪定当中。我们刚才讲那二十种邪法，只要有任何一种发

生的话，就会堕在邪定当中，一种就会，何况是二十种都全发，那一定是影

响很大。就好像说我们二十个人一起出门上路，其中只要一个人是贼，其它

十九个人生命都很危险，对不对？因为他可能谋财害命。就用这个来比喻，

禅法也是一样，只要有一个恶法产生，就会破坏其它的善法，那这样就不能

够叫做正定了，何况有很多的恶法产生，那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这个是以动触发生的邪相来作说明。我们说一共有八触，其它的七触的

邪相发生的情况，也是相同的，也都可以比照来看。 

  还有，你是修其它禅门，入定时的邪法，我们应该也要去知道怎么辨识

它。譬如说：你修不净观禅入定的时候，也是会有这二十种邪法产生，其它

的十四门禅都是一样，所以我们都要懂得怎么去分辨。我们昨天介绍有十五

门禅，都是一样的，都会有这些邪法产生。 

  那修行人如果证得禅法，只要善知邪法，就是刚才讲的二十种邪伪相，

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这二十种是错的，然后用智慧去观照，然后去分辨，你

就会明了。然后不着在这个邪定当中，就是不迷着在这个邪定的境界当中的

话，这个邪法自然就会消灭。所以，我们用智慧来观照、来检验刚才讲的二

十种邪法，一个一个检验，看是不是这二十个里面，是的话，赶快去把它对

治。这是二十种邪法。 

  什么才是真正的禅发相呢？就是没有上面所说的二十种恶法，而是具足

十种善法，这个就是真正的禅发相。就是刚才讲的，下面加个「如法」，触

相如法、定相如法、空相如法、明相如法、喜相如法、乐相如法、善相如法、

智相如法、解脱相如法、心调相如法，这个十个就是真正的禅发相。刚才一

共有二十个，有十个是对的，但是要如法，因为刚刚那二十个，就是过、或

者是不及，都不对，要如法，真正的如法。什么是如法？相对这十个来讲，

就是你定心要安稳、自在、空灵、光明、喜悦、快乐、善心开发、智慧明了、

厌离世间、身心柔软，这十个善法，这个就是真正的禅发相。这样子来辨别，

应该很清楚了。这是第一个方法，用境界来检验真假。 

  第二个方法，是用法门来检验。因为邪禅的境界非常的微细，有时候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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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分辨，因为它跟真正的禅发相很相似，因为刚刚都是用那个名称，只是加

了「如法」这两个字。可是如不如法，有时候很细微，很难去分辨，这个时

候就要用第二个方法来检验了。如果用境界你很难去检验它的邪正的话，你

可以现在用法门来检验，因为它有时候很难去分辨。 

  那应该用什么法门来检验禅发的邪、或者是正呢？就是用这三种法门来

验知：第一个，是用禅定来研磨；第二个，是用本法来修治；第三个，是用

智慧来破析。我们一个一个说明。 

  怎么样用禅定来研磨呢？研磨，就是研究揣摩。就是说如果动触一发，

如果你不知道是正、是邪的话，你就应该更深入定心当中，继续入定，入更

深的定，看一看它会发生什么事。对于所发的境界，我们不取也不舍，不要

很高兴说我可能得了神通，还是我有什么能力，这个是取；那舍的话，就是

也没有弄清楚它是邪、还是正，就赶快把它舍弃，也不对啊，因为你没有分

别，说不定它是真正的禅发相，可是你把它舍弃了，那也很可惜嘛，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只要用平等心安住，定住，如果是善根愈发，定力就愈

深，这个就是正法。不是再继续入更深的定吗？如果这个时候善根继续的发

出来，然后定力愈来愈深，这个就对了嘛，对不对？如果是境界很快就消失

了，这个就知道是魔来捣乱。你再入定，也没有办法再继续的入深定；然后

之前的那个好像是善根发的境界，它很快就消失了，这个我们就知道不是真

正的禅发相。这是第一个，用定心好好地来研究揣摩，是正？还是邪？就是

继续入深定，看善根是不是能够继续开发，定是不是愈入愈深，是的话就对

了；如果那个境界很快消失，就是错的，这样很容易嘛。 

  第二个，怎么用本法来修治呢？本法，就是看你原来修什么法，你就继

续修。譬如说：你发的是不净观的禅的话，你就还是修不净观，如果说境界

随着所修的不净观愈来愈清楚的话，这个就是正法。愈修，那个不净观愈来

愈清楚，就对了嘛。如果这个境界是渐渐就坏灭的话，就知道它是邪发相，

就是你继续修不净观，但是这个境界很快就没有了，这个就知道是邪发相。

就是你本来修什么法门，继续修，境界如果很快就消失，就知道不是真正的

禅发相。 

  第三个，怎么用智慧来破析呢？就是我们用智慧去观察所发的境界，这

个境界到底是怎么生起的呢？去找一找，这个境界从哪里生起的，找来找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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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找不到它是从哪里生起的，找不到境界的生处，就知道一切法本来空寂；

一切法本来空寂，你心就不会住着，邪相自己就会消失，正相自然就会显现。

这个就好比是真的金子，你用火愈烧，它愈来愈亮；如果是假的金子，你火

一烧，它就愈来愈黑，甚至就坏掉、会散掉，那就不是真正的金子。就是用

智慧去破析，破析到最后，你发觉一切境界怎么样？一切境界相不可得，邪

的境界自然就消失了。这是用智慧去破析它，那个邪的境界，这个要有一点

智慧，观察的智慧。 

  所以只要用这三种方法来检验，邪正自然就会分晓。其它的禅定也可以

用这种方法来检验它的邪正。 

  所以一般来说，魔所作的境界有两种情况： 

  一个呢，那个境界不是魔所作的，而是魔进入禅定当中。譬如说：修行

人他心中发了禅定，这个魔恐怕他的道行愈来愈高，于是他就扰乱这个修行

的人，进入他的禅定当中，这个修行人如果心生贪着，有种种境界的时候，

他心生贪着，或者是心生忧惧，这个时候魔就有机可趁。所以这个魔是进入

他的禅定当中，他的境界是真的，但是因为有种种的境界产生，修行人如果

没有智慧的话，他就会心生贪着在这个境界相上面，就被魔有机可趁。所以

任何境界产生的时候，即便是刚才讲的，有初禅的十种功德，也是不能够执

着，因为它只是一个过程，如果你着在那个禅定相上面的话，也一样会着魔。

反正心生贪染，或者执着的话，都容易着魔。 

  如果有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就用上面所说的方法来退却，看那个魔能不

能退却。一般用上面所说的方法的话，魔的邪法就会消灭，就会消失。就好

像那个云层很厚，你只要把云层去掉，太阳光自然就会显现，用这个来比喻。

太阳一直都在，只是云层太厚。那我们现在也是用那个破魔的方法，把魔退

却了之后，禅定自然就能够显现。这是第一种情况。 

  魔所作的境界有两种情况：第一个，他是进入到禅定当中来扰乱你，让

你心生执着，你如果上当的话，就着魔了。 

  第二种情况，就是所得的禅定，根本就是魔所作的。魔他幻化成种种的

境界，然后来欺骗迷惑这个修行的人。所以这个修行人，如果知道禅定的境

界是假的，就用方法来对治。当魔退却了之后，行者他是一点禅法都没有，

那个就知道是魔所作的，因为他用方法对治了之后，他原来的那些境界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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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了，就知道那个不是他自己的境界，而是魔所幻化出来的禅定境界。目

的是什么呢？要欺骗迷惑修行人，让他上当这样而已。 

  不是魔所作的境界，也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是修行的人他自己的罪业，障碍了禅定。就是他自己有过去的

罪业，然后障碍了禅定，所以看起来好像是魔所作的境界，实际上不是魔所

作。所以我们还是要详细的去辨别，是魔所作？还是自己的罪业？过去的罪

业，现在现前了，障碍禅定，你以为是魔来了，其实不是，是自己过去的业

产生了障碍，那我们就用前面所说的方法来退却。如果始终退却不了，就知

道是自己的罪业，不是魔，因为你用了一些方法还是没有用啊，那就表示不

是魔所作的，而是自己的罪业。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勤修忏悔，等到罪业消灭

了，那些怪异的现象自然就会消失不见，禅定自然就能够现前。这是第一种，

不是魔所作的情况。 

  第二种情况，就是因为修行人在入定的时候，没有善巧方便，就是他对

禅定的理论，还有所有的内容、次第都不是很清楚，所以他有这种境界现前

的时候，他以为是魔所作的，其实不是，而是他自己的善巧方便不够，所以

才使得境界不如法。所以这种情况发生，他只要善加调适的话，那他所证的

禅定就能够继续现前，这时候就知道不是魔所作的。他只要调适一下，自然

那个禅定就能够现前，所以不是魔所作的，而是自己的方便善巧不够。所以

也有这种情况之下，是自己的问题，不是自己的业障，就是自己的方便善巧

不够，然后智慧也不足，没有办法分辨。 

  我们以上所说的，就是如何来检验我们所证的禅定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正的、还是邪的。只要能够正确的判断，善巧对治，很快就能够发真正的

禅定，而没有任何的过失。 

  我们这四个晚上，就已经把第三卷「内外善根发相」介绍完了。 

  我们下一次的课程会讲解第四卷。第四卷的内容，第一个就是如何检验

恶根性。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修禅定，善根没有发，那个恶根一直发，所以我

们要了解有哪些恶根性，这些恶根先发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对治，这是

第一个重点我们要解说的。 

  第二个内容，就是有关于安心的法门，怎么来选择让自己安心的法门，

就是要怎么来选择你所要修的法门。你是随自己的根器来选择呢？还是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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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治习气的来选择你的法门呢？还是随你心所好乐的来选择法门？还是

说要随着禅门的次第方法来选择法门？还是用第一谛的方法来修？那个时

候会介绍这些安心的方法。 

  第三个要介绍的是怎么来对治禅病。就是说明我们修定会有哪些禅病发

生，这些由禅定而发的这种种病要怎么来对治。这个内容就顺便回答之前有

师兄问说：「禅病有哪些内容？」因为要讲一个晚上，所以我就没有回答，

就是因为我们在卷四的时候，会详细说明禅病的内容，然后还有对治的方法，

那个时候就顺便回答这位师兄的问题。 

  最后我们就是要说明有哪一些魔事的内容，就是所谓的着魔，到底是着

了什么魔，又要怎么来破魔。这就是我们下一次要介绍的课程内容。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就来练习第三种——体真止。体真止就更容易了，

你只要明白一切法本来空寂，这样就好了。体真止，体悟一切法的真性本来

空寂，自然就能够得止，懂吗？这就叫做体真止。听起来还是不太明白，我

们继续解释到你明白为止。 

  我们昨天不是练习制心止吗？可是，有人有意见说，心念没有形相，你

没有办法形容心念是长得什么样子，长的、短的、方的、圆的，你能说吗？

没有办法说，心念看不见，所以你不知道它什么形相。你可以说出心念在什

么地方吗？你从里面找到外面，上面找到下面，也找不到你的心念到底在什

么地方。你可以告诉我，心念在什么地方吗？没有。它生起就消失，生起就

消失，它本来就不可得啊，懂吗？所以他就说了：「心念没有形体、没有相

貌、没有处所，自性也不可得，又怎么能够制止得了呢？」所谓制心止，就

是心念一生起，你就要制止它嘛，不让它继续流动，可是它没有形体、没有

相貌、没有处所，自性不可得，你又怎么能够制止得了呢？对不对？你说有

形体相貌的，很容易制止啊，我说这个杯子，盖子不让它打开，我可以制止

它，不让它打开，因为它有形体、相貌、又有处所，我很容易就制止它，不

让它怎么样。可是心念没有啊，你根本就很难捉摸的，你制止得了吗？你在

那边修半天。所以呢，不要这么麻烦，你只要明白心不是真实有的，就可以

不起妄念了嘛，妄念本空啊，你干嘛去空它？你还去制止它干嘛？妄念它生

起来，它其实自己就消失了，你不用去制止它，对不对？妄念的自性本来就

空的，你干嘛那么费劲，还要制止它呢？它生起，自己就消失，它留都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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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啊，你留一个妄念给我看看，留不住啊！它自己就跑啦，那你干嘛还制止

它呢？所以你只要体悟，妄念的自性本空，就好了嘛！本来空的啊！ 

  一切法也是本来空寂的，不管你说出来的五阴、十二入、十八界、还是

什么，自性都是空的，一切法本来空寂，对不对？五蕴来说，我们都把色蕴

当作是我，这个色蕴是我，我种种的感受是我，要不然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

的影响呢？每一个感受生起，都影响我很大，是因为我们把受蕴当作是我。

我们每个想法也很重要，所以你跟我唱反调的时候，我就是受不了啊，我执

着那个想蕴是我。 

  色、受、想、行、识，我们把五蕴当作是我。可是，色蕴是真实存在的

吗？我这个色蕴是真实存在的吗？如果是真实存在的，我那个 baby 一出生

就是那个样子，他不会改变，因为是真实存在的，懂吗？他不会继续长大，

然后也不会生老病死，因为是真实存在，它不会改变的才叫做真实存在。所

以我一出生是什么样子，它就永远都是那个样子，叫做不会改变。可是我居

然会长大，还会老，最后还会死掉，所以可见这个色蕴不是真实存在的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见空性的话，从哪边见？你说把色蕴丢掉，我就能见空性吗？

色蕴丢掉，你也见不到空性，对不对？所以空性要到哪边去找？色蕴的当下

去找啊！你去分析，你去观察，用智慧去观察，色蕴剎那生灭、生灭，就是

无常、无常，就是无我、无我嘛！所以色蕴的当下就是空的，离了空也没有

色，离了色也找不到空，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们就明白了嘛！所以

空不是把这五蕴丢掉，然后另外去找一个空，不是的！你在当下就能够体悟

五蕴本空，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心经大家都会背，就是这样啊！在一切法

的当下，体悟到它本来是空寂的，为什么？因为是因缘所生，只要是因缘所

生的，都是生灭、无常、无我的，自性都是不可得的，所以一切法本自空寂。

只要你体悟到一切法本自空寂，因而止息一切的妄念，这个就是体真止。体

悟到一切法的真实面貌，这个面貌就是本自空寂。所以这个「空」，也等于

体真止的那个「真」。那个「真」，就是空的意思。体，就是体悟。你体悟到

什么？一切法本自空寂的真实面貌，一切法既然本来空寂，有没有什么好攀

缘的？没有什么好攀缘的。没有什么好攀缘的，一切妄念就止息了，是不是

很快？这样就得止了嘛！所以就叫做体真止。因为体悟到一切法的真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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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切法本自空寂的实相，因此止息了一切的妄想，叫做体真止。 

  所以当你止息了一切妄想，真心自然现前。真心本来无念的，所以要不

要去制止它？没有啊，本来无念的，真心本来离念的，你干嘛还要起一个妄

念去制止它呢？它本来空的嘛，这样懂吗？是不是很容易？所以它比较是着

重在理体上的说明，所以这个理你透的话，很快就得止了，然后很快看破、

放下，因为一切因缘所生法，本来自性就是空的。那你体悟到这个真相的话，

自然就能够得止，空的就没有什么好攀缘的，没有什么好攀缘的，一切的妄

念自然就止息下来，就能够得止。而且，这个止是真正的止，不像前面还要

有所对治，要用一个妄念去制止前面那个妄念，那个不是真正的止。真正的

止，就是明白一切妄念自性本来空，妄念就止息了，所以它是真正的止。这

样会修了吗？说了那么多，应该会了啦。你就菩提自性，本不生灭；菩提自

性，本不动摇，安住在自性本定当中，就得止啦！试试看啦，因为它这个要

悟性比较高一点，就很容易契入，我们来修修看。 

  先把眼镜、皮带松开，眼镜拿下来，手表拿下来，腿盘好，手结定印。

摇动身体七次。检查看背脊有没有打直，肩膀有没有平放。口吐浊气三次，

鼻子吸气，嘴巴吐气，三次。观想全身阻塞的地方都随着气息打开，浊气也

随着排出来。舌顶上颚，眼开三分。 

  没有妄念的话就安住，一有妄念生起，当下了知它是因缘所生，空无自

性就可以了。有妄念生起，当下了知它是因缘所生，空无自性，没有妄念就

安住。 

  心念放松，吐浊气三口，鼻子吸气，嘴巴吐气。吐气的时候观想全身的

气散开，三次。身体慢慢旋转七次，头动一动，脖子、肩膀动一动，手脚都

可以松开，然后从头到脚按摩一次。最后手掌搓热，放在眼皮上，然后眼睛

就可以张开。 

  我们这四个晚上就练习了三种止。为什么要立这三种止呢？ 

  第一个理由，是可以说明浅深相貌的差别。因为止它是有粗跟细，一般

止它是从粗到细，所以有浅深相貌的不同。像系缘止跟制心止，它是从事相

上来修，所以它是属于比较粗浅的；体真止它是从理体上来修的，所以它是

属于比较深细的。这就是为什么要立这三种止，就是要说明它有浅深的差别。 

  第二个理由，是这三种止可以对治跟相破。就是它可以用深的来破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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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可以回互相破。怎么样用深的来破浅的呢？就是用制心止来破系缘止，

用体真止来破制心止，这个就是用深的来破浅的。那什么是回互相破呢？就

是你在修一种止的时候，一旦产生邪见，错误的知见产生，你就赶快利用另

外一种止来对治，破除它，所以它是可以回互相破，可以互相破的。也可以

用深的来破浅的，也可以互相破。譬如说你修系缘止，产生了邪见，我们前

面讲，你系缘止可以放在头顶，或者是发际、鼻端、肚脐，或者是脚底，当

你产生了种种过失的时候，赶快用譬如说我们今天讲的体真止来破它，一切

的境界相都不可得，这个邪见就被破除了。所以它是可以互破，你也可以用

制心止来破系缘止，都可以，它是活用的。这就是第二个理由。 

  第三个理由，就是随顺修行人他心所好乐。他的乐欲，看他喜欢修哪一

个，他就修哪一个。因为有的人他喜欢修系缘止，他觉得很快就能够得止，

比较容易，因为系缘止比较粗。他妄念纷飞的时候，你叫他制心止没有办法，

因为他愈制止，那个妄念一直冒、一直冒，这个时候反而没有办法得止，所

以有的人他是喜欢修系缘止。可是，有的人又喜欢修制心止，有的人喜欢修

体真止，那可以随个人的喜欢，然后就修那一个。所以，老师有时候也会随

众生所好乐的来教导他，你既然好乐这个修止的方法，老师就教你这个方法。 

  可是，有时候又不一定是随着弟子心所好乐的来教，而是随针对根机，

或者是适宜的情况来教。所以就有第四个理由，就是随机宜来修这三种止。

所以这个时候，虽然这个弟子他可能好乐修体真止，可是修了半天，他也不

入定，虽然这三种止它看起来最深细，好像最高明，可是有的人他就不合适，

修了半天也没办法得止，也不入定，那这个时候反而教他暂时来修这个系缘

止看看，结果很快就发了禅定，所以有时也不一定要随着喜欢的法门来教他，

而是应该随机宜来教授法门。 

  就是有这四个理由，所以要立这三种止门的原因。再说一遍，第一个，

要说明它有浅深的不同；第二个，是要用深的来破浅的，还可以回互相破；

第三个，是随心的乐欲来修任何一种止门；第四个理由，是有时候也可以随

方便和适宜的情况来变换法门。这样我们今天回去之后，就知道怎么来修这

三种止了，就是这样子来修，你可以一个一个试，看你最适合哪一个，那有

时候又可以交换一下，都没有关系。这三种止是多么的殊胜，我们第一堂课

也讲过，它可以证得五轮禅，可以得禅定，又可以开发无漏的智慧，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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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果，三乘的果位都没有问题，所以它是很殊胜的三种止的法门。 

  从下一次开始，我们前面上完课，也是同样的，大家来练习不净观跟白

骨观，下一次的课程内容是这样子的内容设计。这一次的课就到这里结束。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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