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 

第十一讲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讲于新加坡大悲佛教中心 

二○一○年六月二日 

 

  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今晚我们要介绍的是治病的方法。因为练习打坐，就会得所谓的禅病，

得禅病的原因有哪一些？发病的现象是什么样的现象？还有怎么样来对治

的方法？就是我们今晚要介绍的内容。 

  为什么我们打坐会得禅病呢？它有四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我们四大本来就有病。现在因为用心修行的缘故，我们

的心念跟气息交互冲击，它就会内在鼓动而发病，最主要是我们的心念跟气

息互相冲击的一个结果。最重要的是说明，我们身体本来就潜伏有四大的病，

就是说你之前就已经病了，只是它没有发出来，现在因为修定，它发出来，

这是第一个原因，为什么会得禅定。 

  第二个，是不善于调身、调息、调心的缘故，它也会发病。所以我们如

果真的想要好好的来学习禅修的话，就应该把所有禅修的理论跟方法先弄清

楚之后才练习，千万不要拿一本书起来，自己就开始练起来了，然后也没有

老师的指导，这个时候可能因为我们对那个法门不熟悉的关系，对它的理论

不熟悉，它的方法不熟悉，又没有一个老师来指导，只是自己想大概是这样，

就开始练起来，这也是很危险的事情。即使你已经学习，可是如果你不善巧

的话，还是会因为不善调身、息、心的关系，也会有发禅病的这样一个现象

产生。如果我们能够善巧用心的话，那我们在坐禅的时候，会因为你修定的

缘故，把所有的毛病，不管是原来的，还是后来得的，全部都可以治好，就

是因为你禅定的功夫，所以我们说修禅定可以治百病，它确实是有这样的功

效，但是它的大前提是说你要善于调身、息、心才可以。反过来说，如果你

是不懂善巧用心的话，反而会百病丛生，所以善巧不善巧，它的差别就很大，

一定要善调身、调息、调心。怎么样调，之前都已经介绍过了，你们可以参

考《天台小止观》还有《六妙门》，这个我们都谈过很多有关于怎么样来修

止观应该注意的事项，尤其是《天台小止观》，它是入门的书，我们有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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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mp3，如果前面没有听到的同学，就是新来的同学，可以请回去看、或者

是听都可以，前面都已经介绍过了。 

  第三个原因，是鬼神作祟，或者天魔故意恼害，也会发禅病。 

  第四个原因，是你过去世或者这一世造业而得的业报病，我们就说没修

没事，一修业障现前，那业障怎么来的？也不是人家给你的，是你过去世造

的，现在发了，或者是这一世造的，它会在你修禅定的时候发出来。 

  所以，我们总归得禅病就是有四个原因：第一个，是你本来就有病；第

二个，是因为你不善巧调身、息、心；第三个，是因为有外在的鬼神或天魔

的恼乱；第四个，是因为过去世或这一世所造的业力使然，业障现前，因此

得病，这是得禅病的四个理由。 

  禅病发有那一些现象呢？那就看你发的是四大的病，还是五脏的病，还

是五根的病，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我们在禅坐的时候有这些现象，我们就知

道它是为什么。它有时候是在梦中出现，有时候是在定中出现，不一定，有

时候作梦也会梦到这些，也算是。 

  有关于四大的病情，我们可以在禅坐的时候，或者是睡梦当中仔细地检

查。如果是地大增损，地水火风就是四大，增或者损（它的增减），太过也

不行，不足也不行，它都会发病。所以有关于地大增损发病的现象，就是你

觉得身体肿胀、沉重，全身肿起来，不管是水肿、还是气肿，或者是觉得身

体很重，这个是增；反过来，损减呢，就是干枯，或者是瘦弱，这样的情况

出现，我们就知道是地大生病了。如果是水大的话，就会觉得像这样子有痰，

然后胀满的感觉；饮食不消化，肚子痛，或者拉肚子，有时候会坐一坐，突

然想上大号，就是会有这样子的现象，那表示说肠胃在调整，这是水大的一

种调整的过程，就会有这个现象。如果是火大，你就会觉得坐一坐，身体的

四肢关节疼痛，这边关节痛、那边关节痛，身体或者是四肢关节疼痛，这个

我们就知道是火大发病的现象；或者是觉得嘴巴没有味觉；或者是大小便不

通畅，不通畅就是可能便秘，或者是想上但是上不出来，这个叫做不通畅，

这个都是火大。如果是风大的话，就会觉得好像整个人悬空的那个感觉，悬

在半空中；或者是筋会痛，我们刚才说关节疼痛，那个是火大的问题，可是

你的筋痛，关节跟筋不一样，有时候我们觉得是筋骨的筋，那个筋在疼痛的

话，那个是风大，因为肝主筋，肝是属于风大的，所以有关于筋不舒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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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疼痛的话，我们就知道它是风大的问题；或者是呕吐、咳嗽、气急（就是

气有点喘），这个都是属于风大发病的现象。有这样的现象，我们就知道是

地大、还是水大、火大、还是风大，它有这个病起的现象。 

  如果是五脏生病的现象，如果是心脏生病，我们会觉得身体有寒热的现

象，或者口干舌燥，这个就是心脏生病了。肺脏的话，就会觉得身体整个是

胀满的，然后四肢疼痛，胸闷、鼻塞，这个是肺脏生病的现象。如果是肝脏

的话，肝郁闷，就是你会觉得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忧愁、不快乐，或者是悲观，

或者是专门想一些悲伤的事，容易发怒、头痛、眼睛痛，这个就知道是肝脏

生病了。如果是脾脏的话，就会觉得从头到脚，全身都觉得有风在游走，好

像身上有那个气一直在走，一下这边，一下跑到那一边，好像气在身上窜来

窜去，这个我们叫做有风在行走，全身上下窜来窜去，这个就是脾脏；或者

是觉得闷氧，或者疼痛，或者是饮食没有味道，你吃东西没有味道，这个都

是脾脏的毛病。如果是肾脏的话，你就会感觉喉咙好像塞住了，卡卡的，有

东西塞在这里；或者是觉得肚子胀的感觉，或者是耳朵有胀满的感觉，那个

就是肾脏的问题。 

  如果是五根生病的话，就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生病的话，

如果是眼根生病，你看有的人坐在那边，他虽然是眼睛开三分或者闭起来，

可是你会觉得他好像在翻白眼，就是他眼睛老是好像要往上翻，那个就是眼

根的毛病，眼睛老是往上翻，我们就知道他有眼根的问题；还有你看东西视

力模糊，这个也是眼根的问题；打坐的时候，你觉得眼前一片黑暗，有时候

是眼根的问题，当然有时候是境界的问题，这种种的境界相，有时候光明，

有时候黑暗，可是除了境界相之外，你眼根如果有问题，你也是坐的时候，

或在梦中，所有的梦境也都是一片昏闇，就是都是灰蒙蒙的，那就表示你的

眼根不好，所以就是有黑闇；或者觉得眼睛疼痛，那当然是眼根的问题。耳

根呢，耳根发病的现象，就是觉得耳朵里面老是胀胀的，有胀满的感觉；或

者是耳朵有疼痛的感觉；或者是听力不好，就是听不见，我们说重听，那就

知道耳根有问题；或者是里面有什么？耳鸣，老是听到耳朵里面有嘈杂的声

音，这就是耳根的问题。鼻根呢，就是鼻子塞住不通；或者是流脓，鼻蓄脓，

有鼻窦炎的会流脓，或者是流鼻涕、流鼻水，这个我们就知道是鼻根的问题。

舌根呢，有时候我们说你上火了，肝火太旺，所以舌头上面生疮有没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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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很痛，那个就是舌根的问题，所以它会生疮；或者是舌头疼痛，或者舌头

觉得抽得很紧；或者是你饮食没有滋味，吃东西没有味道，这个都是舌根的

毛病。有关于身根，就是突然疼痛，或者是关节酸痛；或者是有生疮；或者

是发痒，有时候坐一坐，这边痒，那边痒，也是属于身根的问题。 

  以上我们说的四大、五脏、五根这三种病还要再分，它是内因，还是外

因，有时候不是因为你打坐，有时候是外感风寒，饮食不慎，吃东西没有吃

好，吃到不适合的食物，它也会发病，所以我们还要再看，你最近有没有着

凉？有没有偶感风寒？或者是你最近的饮食适不适合？有没有吃到不适合

你体质，或者是不适合你病情的这些饮食？如果是因为这些因素发病的话，

我们就说它是外在而引起的病，这跟禅坐就没有关系了。 

  禅坐引起的病，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善于调身、调息、调心，大部分

的内因，内在所发的因，都是心不调比较多，就是用心不调；或者是你在修

观照的时候不如法；或者是内心有境界现前，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样来处理这

个境界的问题，因此发病了，这样的情况是比较多，就是不善调心的情况是

比较多的。所以这样的情况，由于内心而发病，我们就说它是内因；外在因

素的话，就称为外因，所以它有外因、还有内因的差别。还有我们刚才讲那

个鬼神作祟，天魔故意恼害而得病，这个也是属于内因，大部分都是心的问

题；还有，宿世还有今生造业而得的业报病，它也是归在内心的范围里面。 

  所以我们要了解生病有哪些现象，有四大生病的现象，还有五脏生病的

现象，五根发病的现象，还有就是内因里面的鬼神、天魔所作，或者是过去

所造的一些业报病的现前，就是发病的现象有这样的内容。 

  发病以后，应该怎么来治病呢？它有五种方法可以来治病： 

  第一种，就是气息治病。这个我们之前都还练过，吹、呼、嘻、呵、嘘、

呬，还记不记得？我们还配合动作，有没有？这个就是用六气来治病，六种

气。另外还有十二种息，这个我们之前都介绍过，在《天台小止观》都介绍

过，你们要详细看内容的话，可以再请书，或者 mp3 来听。我们之前都已

经详细的介绍过，所以我们今天尽量不要重复，尽量留比较多的时候来禅修，

因为我们今天还要加上新的进度，所以那个重复之前已经讲过的，我们就不

要再讲了。所以以气息来治病，就是指这六种气，还有十二种息，十二种息

就是上息、下息、满息、燋息、增长息、灭坏息、暖息、冷息、冲息、持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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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息、还有补息，这个之前我们也介绍过。这是第一种用气息来治病，都可

以，看你会哪一个，或者喜欢哪一个，你就用哪一个来治病。 

  第二种，是用假想来治病。这个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也是跳过去，用第

六意识的假想，然后把病治好。 

  第三种，是用咒术。咒术也可以治病，那就是要请教咒师，教你种种的

咒术来治病。 

  第四种，就是用心主境治病。就是说把你的心念放在生病的地方，这个

部分我们过去就介绍过，看你哪一边生病，你就把心念专注放在你生病的地

方，时间一久，病就好了。或者是，有一些禅师是说你有生禅病，你就把你

的心念放在丹田，就是肚脐下面的两寸半，放在这个地方，大部分的病都会

好，只要把你的心念很专注的放在丹田的地方，时间久了，大部分的病都会

好，为什么？因为丹田是气海，我们全身气汇集的地方，所以那边的气满的

话，它就可以运这些气到你生病的地方，它慢慢就会好。那也有一些禅师是

说，如果有病的话，应该把你的心念放在脚底，就是涌泉穴的地方，把你的

心念放在脚底，久了病也会好，那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病都是什么？心浮气

躁，然后整个气血都往上冲，所以得病，那你现在只要把你的气血降下来，

所以你常常观脚底，整个气血降下来，自然病就好了。 

  第五个方法，就是用观照分析的方法来治病，就是用空性的智慧。你去

分析为什么会有病？因为四大不调，那四大是真实的吗？四大不是真实存

在，它是因缘所生，它是生灭法，它是无常的，它是无自性的。既然四大不

是真实存在，那由四大所生的病，它是实有的吗？也不是真实有的，所以病

是真实的吗？病没有它的自性，所以病就好了，所以也可以用空性的智慧来

观照分析。病从哪里来？四大来，四大是真实存在的吗？不是真实存在的，

只要是因缘所生，只要是生灭无常的，它都不是实有；四大不是实有的，所

以由四大所生的病也不是实有的，就可以把它观破。 

  病其实没有它真实的自性，病如果真实存在的话，它应该永远不会消失，

可是我们病会好啊，会好就表示它是生灭法才会好，如果它是永恒存在的，

它是真实的，病就永远病，是不可能会转变的，那个才叫做实有的。本来没

有病，它可以生，生的病，它可以好，说明它是生灭法，可以生病，然后也

可以好，就是生灭法；生灭无常，就是空无自性，所以病没有什么可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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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真实存在的。用空性的智慧来观照分析，观到最后，病就被你观破了，

因为不是真实存在，所以它无从生，无从灭，你找不到它的生处，也找不到

它的灭处，就没有啦！本来就是不可得的呀！它只是因缘所生，暂时有的一

个现象，对不对？你觉得病起来好苦好苦，那个苦也是没有自性的，也是生

灭的，不然就会永远苦下去嘛。苦也有苦灭的时候，表示苦也是生灭法，所

以病不可得，苦也不可得，你这样一想，就好了八九成了，然后再盘腿，再

坐一下，把你的气血调好，病往往就可以好。 

  最难治的就是心病，每天想说我病了、我病了，我一定哪边有毛病，那

真的就想出来，因为一切法从心想生，你每天想我生病、我生病，它就真的

生病了，所以那个心病是比较难医的。 

  如果是鬼神、还是天魔加害而得病的话，怎么办呢？就是念咒，看你会

什么咒都可以，威猛不威猛没有什么差别，最大的差别在你有没有坚固的意

志力。常常有人说：你有状况、你有干扰，还是什么，你就持咒啊！可是有

的人有效，有的人没效，为什么？就看他的心力软不软弱，意志坚不坚强，

懂吗？跟他内在的心力强不强有很大的关系，你的心力强，你的咒语的力量

就强，如果再加上你有信心的话，它力量就更强，就一定可以好。所以往往

那个持咒不会好的，是因为他的意志比较脆弱，然后心力不够坚强，所以他

即使持咒，可是那个力量很微弱，变成那个病也很难好，因为他那个咒语的

力量不能够大过那个鬼神天魔干扰的力量，所以你的咒力一定要大过那个力

量，病才会好嘛。那怎么大过那个力量？就是靠你的心力，因为我们的心念

的力量实际上是不可思议的，只是我们没有去把它发出来，一般人都是从生

到死，就开发一点点他的心力，然后就死掉了，大部分的潜能是没有被开发

的，其实被开发出来，那个爆发力是惊天动地，可以尽虚空遍法界都可以到

达，一念就可以到达尽虚空遍法界，我们心念的力量本来是这么大的。可是

加上没信心，或者是意志很薄弱，它就没有办法发挥那个力量。所以不管你

念什么咒，确实有它的力量，可是更重要的是要加上你的心力的坚固，它一

定会好。所以一般不会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嘛，他就是好像心不太能够作

主的、很软弱的那种，他就一定不会好，因为他那个力量太弱了；或者是他

自己根本就不能够作主，就是有干扰的时候，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没有那

个抗拒力，那个就很难，因为他力量太薄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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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空性的智慧就更快，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用观照分析的方法，有

真实的鬼神，有真实的天魔吗？没有，都是你心魔变现的，既然一切法从心

想生，一切法喔，那一切法有没有包含鬼神、天魔？有啊！那你说鬼神跟天

魔是在外面？还是在里面？念过唯识就知道嘛，都是心意识所变现的，都是

我们八个识所变现出来的，一切境界都是啊，我们的根身、还有外在的器世

界，全部都是八识的变现，当然就包含了鬼神、天魔，都是你八识所变现。

所以如果要站在唯识的立场来说的话，其实一切的鬼神、天魔都不在外面，

都是你心识所变现的，它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刚才才会说，其实最难

的是心魔，你把你的心摆平了，就没有魔，没有魔也没有佛，魔佛一如，都

没有它真实的自性可得，都是我们心识所变现的。你心清净，变现出来的就

是佛，心不清净，变现出来的就是魔嘛，那佛跟魔没有差别，为什么？没有

差别，不是说没有好坏的差别，是说它都没有自性可得，都不是真实存在的。

在空性里面没有二元对立，所以没有佛魔对立，对不对？空性里面所有的对

立都消失了，所以佛跟魔在空性里面来说，是没有任何的差别，是你不同的

心，变现出不同的东西这样而已，佛也不是真实存在的，你不要以为佛是真

实存在的。 

  最后讲到一个业障病。业障病我们也知道，业障现前怎么办？怎么办？

赶快去拜忏，对不对？所以拜忏的地方人最多。也可以用修福的方法，我们

常常说持戒修福，你好好地持戒，然后把过去的业障好好地忏，把它忏掉，

然后再修一些功德，造作一些福业。然后经常读诵大乘经典，为什么要读诵

大乘经典？就是我们刚才讲，只有大乘经典谈到空性的智慧，《心经》就一

路空到底，所以不管什么境界还是什么，你有空性的智慧就统统解决，因为

在空性的智慧里面，这些全部都不存在，都不是真实有的。所以病在空性里

面，它也不是真实有的，它本来没有的，懂吗？是因缘所生，出现了这样一

个现象而已，都不是实有的。所以经常读诵大乘经典，就可以开发我们空性

的智慧，有了空性的智慧，就能够观破一切的境界，不管你什么境界，佛境

界、魔境界、还是什么病，全部都可以观破。所以经常读诵大乘经典，也是

对治业障病最好的办法，那个业障是不是真实的？也不是啊，那它有没有？

有啊，因缘有，不是真实有，如果业障真实有，它永远不会消灭的话，我们

忏半天，它还是在啊。你可以透过忏悔把它清净，表示业障也不是真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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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可怕嘛。过去因为不明白，所以才造了一些身口意的业，

那我们现在明白了，好好地忏，然后知道业的自性也是空的，它很快就能够

清净了。 

  所以有禅病发生，我们就用这五种方法，看你喜欢用哪一种都可以。至

于有没有效呢？如果加上十个条件，它才会有效，这十个条件都具备了，你

不管修哪一种治病法，我们刚才讲的五种，它都会有效，一定有效，保证有

效。 

  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有信心，就是相信这个对治法一定能治病。 

  第二个条件，就是随时常用，你偶尔用一下当然效果不好，因为你已经

病那么久了，怎么可能修一两下它就可以好，所以要随时常用。 

  还要再加上专心精勤，第三个条件，不停地使用这个治病法，一直到它

好为止。 

  第四个条件，就是我们要仔细用心，念念恒常安住在这个对治法当中，

心不散乱，这样才会有效。你一面打妄想，一面散乱或昏沉，然后来修什么

对治法，当然效果不好，所以我们要恒常的安住在这个对治法当中，心不散

乱，它才会有效。 

  第五个也很重要，就是你要善于分辨病起的原因。如果你辨别错误，它

当然也是没有效，譬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四大生病了，你水大生病，你以为火

大生病，然后你去治，当然治不好，就是你辨别错误，所以善于分辨生病的

原因也是很重要，你一定要很正确的辨别。 

  当然还有懂得善巧方便，用最适宜的方法，因为我们刚才讲对治法，治

病的方法有五种，那你要善巧地用最适宜的方法，它才好得快，这就是第六

个，必须要有方便这个条件。 

  第七个，就是如果不能够马上有效，我们也要不计日月的经常练习，而

不放弃，就是久行。不放弃的经常来练习，短时间没有效没关系，但是我们

仍然不放弃，日以继夜的经常练习，它还是会好的。 

  第八个，就是知取舍。就是要知道哪个应该取，哪个应该舍，对我们有

利的、有效的，我们就取，没有效、没有利益的，我们就舍弃，所以这个要

知取舍也很重要。你该取的不取，该舍的不舍，刚好反过来，所以病也不会

好。该舍弃的，你紧紧抓住，该抓住的，你把它舍弃，当然病也不会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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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取舍也很重要。 

  第九个，知将护的意思，就是说善于认识各种不同的因缘，还有对病情

的影响，这个也蛮重要。 

  最后一个，就是识遮障，就是要知道、要认识什么是应该遮、什么是应

该障的。遮障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善用这个治病的方法，病治好了，我

们千万不要向外人说，马上就昭告天下说我因为是修什么什么，往往这样就

障碍现前，所以我们不会轻易地向别人宣说。如果病不好的话，我们要不要

毁谤啊？也不可以毁谤，所以病情如果没有好，修了半天不好的话，我们也

不要怀疑说这个法门是不是有问题？天台智者大师是不是当初讲错了？绝

对不是他的问题，一定是你自己的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这十个，你可能哪一个就是没有具备，所以问题一定是在自己，不是在这个

法门，因为这个法门已经流传到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了，然后到现在还这么

兴盛，就是一定有它存在的理由。如果这个法门不好的话，老早就被淘汰，

不会流传到现在，所以佛法能够流传到现在，都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

我们绝对不要轻易地怀疑，或者是毁谤。 

  具足这十法，十个条件，你修任何治病的方法一定有效。 

  好，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今天修白骨观，这个进度要再加一点点新的。昨天已经观到白骨出

现了，它是坐姿。接下来我们要观，每一次都要从头观，所以等一下你们练

习的时候，还要从第一晚的胀想，观想自己打坐的姿势，然后身体开始膨胀。

第一晚、第二晚，今天是第三晚，每一次练习都是从最前面开始，每一次都

是，只是我们每一次有加上新的进度这样而已。可是你回家练习，也都是从

前面开始，每一次都是从前面开始，因为它是连续的，只是我们把它分段来

练习，因为一次讲太长，记不住，所以只能够一点一点的加。 

  现在各位拿到了白骨的图片，现在正在发，等一下我们再讲好了，就是

为了帮助我们观想，所以我们给各位白骨清楚的图片，辅助你观想。它有正

面的，有背面的，还有分解的，手掌分解的，还有脚掌分解的，还有大腿骨、

小腿骨、还有头骨，相信这个图片可以辅助各位，就是很清楚的可以观起来

每一个骨节。因为这个很重要，你必须把每一个骨节都观出来，每个骨节都

清楚的观出来之后，我们之后的那个观想你才可以继续。因为我们之后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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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就跟这个骨节有关系，所以你必须先把骨节都清楚的观出来，我们之后

的观想才能够继续的进行。而且之后观想的基础在我们前面的观想，所以前

面你如果观不好的话，你后面没有办法继续，就是观不起来，所以它的功夫

是慢慢、慢慢的加深。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课程从明晚结束之后，你们回去一

定要练习，因为如果这三个月你没有好好练习的话，我们下一次再加新的进

度的时候，你就观不起来了，因为后面是有一点难的，就是你要有基本的止

观的功夫，要不然后面你根本就观不起来。譬如说：我说观一个明点，你就

观不起来啦，所以后面它是比较复杂，可是一定要有前面的基础，所以就是

鼓励大家课程结束之后，在家里一定要勤加练习，把每个骨节都看清楚，才

方便我们下一次的课程，我们就是要观骨节。 

  大家都拿到了，我们就可以开始解释今晚的进度是怎么观呢？整副白骨

已经坐在那里了，对不对？现在我们要观察它互相之间的关系，就是说它是

一节一节相连的，它没有单独一个什么，单独存在哪一节的骨头，它是整副

白骨，一节一节相连。这表示什么意思？它是因缘所生，然后互相互为因缘

的，所以我们说它是节节相拄，一节一节互相支拄，下面的支拄上面这一节，

所以你如果没有脚掌，你的小腿骨没有支拄，是这个意思，你没有膝盖骨的

话，你的大腿骨没有地方支拄，所以它是一节一节互相支拄，由下往上。所

以我们就先观想你的脚趾头，你的五个脚趾头是支持什么呢？你的脚掌骨，

对不对？你的脚掌骨支持什么呢？支持那个脚后跟，就是踝骨。你的踝骨支

持什么呢？支持小腿骨。小腿骨支持膝盖骨，你们看图片就很清楚的知道。

膝盖骨支持大腿骨，左脚、右脚都是这样子。然后再上来就是髋骨了，所以

两个脚是支持这个髋骨，就是这个髂骨，我们说的骨盆、骨盘。然后骨盘支

持什么呢？支持那个荐椎，荐椎又支持腰椎，腰椎再上来就是胸椎，胸椎支

持肋骨，肋骨支持颈骨（脖子的颈骨），颈骨上来就是下巴骨，下巴骨支持

牙齿，牙齿支持头骨（牙齿再上来还有鼻骨、眼骨，没有讲得那么清楚），

再上来就是头骨，整个头都已经观出来了。然后再回到颈椎，颈椎旁边有两

根横过来的，那个叫锁骨，所以颈椎横过来两边是锁骨，然后就是肩胛骨，

接下来就是上手臂、下手臂，然后腕骨，掌骨，手指骨，这个就是它们互相

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等一下打坐，就是按照这样的次第，由下往上观，观到头，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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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颈椎，然后再两边锁骨下来，两只手，都是节节相拄的，一定要仔细地

把它观清楚，观这全身三百六十块骨头，节节相拄。我们现在看没有三百六

十块，实际上它加上很多小的、碎的骨头，加起来它是刚好三百六十块的骨

头。所以我们从脚一直往上观到头，再观到两个手，发觉它只是三百六十块

骨头节节相拄，是因缘所生的。因为我们刚才讲它互为因缘，少掉一块骨头，

它就连不住了，你这整副白骨就支离破碎，所以它是互为因缘，一节一节互

相支拄。 

  那我们从脚一直观到头，再观到两只手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只看到白

骨，有没有看到「我」在哪里啊？我在哪里？没有我啊！本来没有我，就只

有白骨而已，这是事实的真相。所以，你不要以为身是我，错了！就是一副

白骨这样而已，三百六十块节节相拄，就是这样一副白骨而已，我在哪里？

没有我！本来没有我，是无明愚痴，以为有一个我，懂吗？所以你观到这里，

就可以破身见了，身见最难破，破身见就证初果。我们修了半天，还很执着

这个色身是我，所以那个萨迦耶见（就是身见），它没有办法破除，它是邪

见之一，最严重的就是萨迦耶见，就是指这个身见，把这个色身当作是我。

那透过这样个观想，你很快就可以除身见。一直以来，漫漫长夜流转了这么

久，一直以为这个色身是我，那我现在观了半天，我除了白骨之外，找不到

其它的东西，所以这个「我」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样就可以破身见。所以我

们一定要每一节把它观清楚，观到最后就发现一个事实的真相，「我」在哪

里？没有「我」。你不可以说脚趾骨是我嘛，脚掌骨是我，膝盖骨是我，不

是啊！那个断手断脚的怎么办？那个「我」就砍断了。所以任何一块骨头都

不是我的，根本没有「我」的存在，这个才是事实的真相，这也是我们今天

要观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破除身见。 

  没有「我」，还有没有「我很了不起」这件事？本来以为我很了不起，

现在「我」没有了，找不到它存在的地方，还憍慢不憍慢得起来？就憍慢不

起来了，根本没有我嘛！有什么了不起的？每个人都一样，都是三百六十块

白骨这样而已，所以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都没有任

何人有什么了不起的，都是三百六十块骨头这样而已，就憍慢不起来，所以

它可以调伏憍慢，调伏五欲。所以我们说修不净观可以去除贪爱，就是可以

啊，一切的贪欲，因为你这样子观想，它就在你观想的过程，慢慢、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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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欲就被调伏了，烦恼被调伏了，五欲被调伏了，身见破了。所以观到今天

这个进度，你就有这样的效果，可以破除身见，调伏憍慢、还有五欲，这样

的效果。 

  非常重要对不对？所以要好好来练习练习观，我们从胀想开始，然后腐

烂整个过程，然后腐烂的肉从眉心骨这边剖开，慢慢剖，一直到整副白骨露

出来之后，再从脚骨开始观，每一节节节相拄到全身，然后找「我」在哪里？

只有白骨，没有「我」的存在，就知道「我」不是真实的。好，开始。 

  我们今天练习到这里，今天晚上各位就抱这一张睡觉吧，一定要把它看

清楚，因为我们明天还会用到，明天还是会重新的再从头到脚，从脚到头，

反复的不断不断的观这一副白骨，想办法把每一节骨头都把它观清楚。 

  明天的课程我们就介绍魔事，就是魔事有哪一些内容？有这些魔事发生

的时候，应该怎么对治？打坐的部分，我们也会有一点小小的进度再加上去，

今天就到这里。 

  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释禅波罗蜜 11 - 1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