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 

第十二讲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讲于新加坡大悲佛教中心 

二○一○年六月三日 

 

  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今晚介绍「魔事」。什么叫魔事呢？就是指魔罗所做的事，叫做魔

事。那魔罗做什么事呢？就是经常以破坏众生的善根，令众生在生死中流转

为事，他做的就是这样的事，叫做魔事，所以它是相对佛事来说的。佛事，

就是佛所做的事，叫佛事。佛做什么事呢？就是以功德和智慧来度脱众生，

使众生能够得入涅盘为事。一个是令众生在生死当中不断不断的流转，一个

是使众生能够入涅盘，所以魔事是相对佛事来说的。有佛就有魔，无佛就无

魔，它永远是一起存在的。如果修行人能够安心在修道的法门上，就会因为

道力高强，而魔变得更强盛，所以我们必须要善于辨识什么是魔事的内容。 

  魔到底有哪几种呢？一般来说就是有四种魔，我们把魔的种类分成四

种：第一类是烦恼魔，第二类是五阴魔，第三是死魔，第四是欲界天子魔。 

  那什么是烦恼魔呢？就是指根本烦恼、随烦恼，这个我们《百法》都念

过。因为这些根本烦恼、随烦恼能够破坏修道的事，所以我们叫做魔。它让

我们没办法解脱轮回，不断不断的造恶业，不能离开轮回的苦，所以我们称

它为烦恼魔。 

  那什么是五阴魔呢？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阴，束缚一切众生，

让一切众生没有办法清净、善根、功德、智慧，就是使善根、功德、智慧都

没有办法增长，所以我们称为魔。这五阴魔的种类非常的多，如果要详细讲

的话，大概要四个晚上，所以我们今天就大略稍微提一下，没有办法详细讲。 

  像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如果你有这种感觉，觉得身体好像没有丝毫的障

碍，就好像虚空一样，没有丝毫的障碍，我好像有一个身，可以脱离我这个

肉身跑出去，这个我们称为意生身，就是第六意识所形成的身。有时候打坐

到一段时间，你觉得你好像可以出去，这个是入了色阴魔。这是属于色阴魔

的范围，他并不是证到神通，还是证到解脱，已经色身无碍了，并没有，他

只是在禅定当中，暂时有这样的一个功夫的境界这样而已，但是没有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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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解脱，也没证果，他并没有证到身已经无碍的这样的境界，并没有，它

是属于色阴的范围。所以一执着，就着了色阴魔，如果对这种境界非常贪着

的话，以为自己已经得道了，已经证果了，那就是入魔了。 

  那还有呢，有的人打坐，坐到怎么身体里面全部都看得清清楚楚，伸手

一进去，你可以抓出各种虫子来，大的虫子、小的虫子、长的、短的，当你

把这个虫子抓出来之后，肚皮没有坏，肚皮还是原来的肚皮，但是你的手可

以伸进去，看你要拿什么。有很多世界上所谓的神医，有这种记录片，它就

完整的记录他整个过程，你就眼睁睁看到他手伸进去那个病人的肚子里面，

然后摸摸摸，摸出一摊好像血水这样子血块的东西，然后再摸摸摸，把他那

个肚子慢慢摸摸摸，就恢复原来的样子，一点伤口都没有，这就是属于色阴

魔。我们都会说：「哇！好厉害噢！」可是如果执着的话，执着这个就是究竟，

那他就真的是入了魔了，入了色阴魔，这也是一种。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听到虚空中有说法的声音，不要以为自己已经修到

跟什么相应了，跟法界相应啦，还是跟本尊相应啦，你可以听到本尊的咒语

呀，还是佛号呀，这是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是因为我们的魂魄、意志、

精神互相涉入，互为宾主的结果，就是虚空听到说法的声音。当然跟你因地

也有关系，因为你的因地曾经听闻过佛法，听过经、闻过法，所以在你的魂

魄、精神、意志里面就有这样的记忆，它没有忘，现在这一生，你因为用功，

就把它逼出来了，它就跑出来。所以它是你用功的一个境界，也不要以为自

己已经修到跟本尊相应，还是跟法界相应，如果你这样子认为，你就着了色

阴魔，它也是一种色阴魔的境界。 

  或者是，你坐着坐着，突然见到毘卢遮那佛坐在一个高高的天光台上，

现出千丈的毘卢遮那佛身，周围有一千位佛围绕，还有什么呢？百亿国土都

现在你的面前，还有青黄赤白种种的莲花都有，你就会以为我见到佛了，然

后见到诸佛的净土，以为自己已经入了佛的境界。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也是

着了色阴魔。这种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你的心跟你的魂互相产生灵感，

而觉悟的暂时所现的境界，并不是真实的境界。就是你的心跟魂的交互作用

所产生的一种境界，并不是真实进入了佛的世界，也不是真正的见到了毘卢

遮那佛，所以你以为见佛了，那就着魔了，也是要很注意。 

  有的时候，你是在定中见到七宝的颜色，或者是百宝的颜色，青黄赤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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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颜色都历历分明，每种颜色你都可以很清楚的分辨，这就是青色、这就

是黄色、这就是白色，这样的境界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就是你修行的时候，

你是一直压制你的妄想，不让你的妄想起来，这样压制久了之后，你用功的

修行功力，超过你平时应该有的份量，超过了，它就现这种境界，并不是真

正的放光。并不是真正的整个十方虚空都现出百宝的颜色，或七宝的颜色，

并不是真实见到这样的境界，而是你压制你的妄想久了之后，所逼出来的境

界，不是真实的境界，也是你心识所变现出来的。 

  因为妄想是我们无始劫以来的习气，那我们在打坐修定的时候，硬要把

你的妄想压制下来，这样就很容易着魔。因为妄想不是用压制的，那你硬把

它压，不让你的妄想生起，它就会有这个魔境界现前，这个也是属于色阴魔

的境界，所以要非常的小心。我们对治妄想的方法，绝对不会用压抑的，同

样我们对治我们的习气，或者是烦恼、业力它的爆发，我们也不会用压制的，

所以我们不主张修行用压抑的方法，因为它迟早会出问题。当有种种境界现

前，然后你再着在这种种境界上面，就很容易着魔，所以强行压制妄想的结

果，就很容易着魔，因为它是无量劫以来的习气，不是用压就可以解决的。

我们曾经说过很多止观的方法，看着它、随它去，或者是观妄想的自性也是

空的，很多方法，就是不要用压的，硬压硬压，每次打坐都想：为什么我还

那么多妄想？妄想不准起来！不准起来！这样久了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要

用真正的智慧，然后正确的止观方法来解决这个妄想的问题，是让它自然不

起，不是压制不让它生起。 

  其实也不会太困难，因为你只要入了欲界定，它就有一股定力会伏住，

那个念头就很少，而且你很清楚的看到你每个念头，但是它久久才会一个，

所以还不是很高的四禅八定，你只要入欲界定，其实你那个妄念自然就息灭，

为什么？因为你的呼吸变得很微弱，你的心念也变得很微弱，它自然妄念就

不生起，这是很自然到达，功夫到，你自然妄念不生起，这样就不会出问题，

而不是用硬压制的。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打坐的时候，晚上在房间里面打坐，坐着坐着，突

然黑暗的房间里面，你可以看到东西，床在哪里、桌子在哪里、我什么书放

在哪里，看得清清楚楚，这也是属于色阴魔的境界。不要以为说我是不是得

了天眼通、还是怎么样，我开始有神通了，不然我怎么在黑暗当中可以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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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房间里面的什么东西都看得清楚，有时候连屋外的东西都看得见，譬

如说隔壁房间什么东西，你也看得见，你不要以为你的功夫很高，没有，你

正要着色阴魔，所以它也是不究竟的。 

  我们今天讲的这些境界，都是在我们修止观的时候会遇到的，它只是暂

时功夫到达一个程度所呈现的境界，所以你只要不着在这个境界上，以为自

己开悟、证果了，或者有神通了，它就没有问题，它就很快就过去，因为它

只是暂时的现象，并不是你实修实证的境界，所以你只要不执着，它很快就

消失了，这样就不会有问题。可是如果你很执着，认为你怎么样、怎么样了，

问题就来了，只要你执着，问题就来了，这个境界也许就一直不消失，因为

你很耽着这个境界，所以它就久久不会消失，那你就慢慢走上着魔的路。 

  而且，如果你觉得这个是你证果、或者是证涅盘、或者证解脱、或者是

开悟、或者是成佛的境界，然后告诉别人说你已经成佛了之类的，那就是打

大妄语嘛！死后堕无间地狱，所以它果报非常的严重，所以一定不要误判。

你自己有多少份量，几斤几两重，看自己也能够知道自己的功力，是不是真

的已经到达？那你的智慧，各方面的功德力，是不是都已经到达？如果没有

的话，就不是真实的境界，它只是暂时所现的一种功夫的境界而已，但是都

不是真实的，我们只要不执着就不会有问题，它很快就消失了。我们就知道，

我们在修止观的过程当中，它就会有种种的境界现前，那原因我们大概也都

会讲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境界现前的原因在哪里。 

  有时候，突然你的身体跟草木一样没有知觉，这时候拿火烧，你不会觉

得热，拿刀砍，好像木头一样，也是没有知觉的，可以到达这么高的功夫，

我们都好羡慕！什么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好像有这样形容这种功夫的，它

也是一种色阴境界，也不是真实的。那它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就是

我们修止观，你进入止观的那个状态，你只要把你的地水火风四大的自性融

合了，合为一个了，不再地大就是地大，火大是火大，风大是风大，是分开

的，没有，你把地水火风合一了，就会产生这种境界，身体变得没有知觉，

因为四大融合了。所以你只要修到四大融合，你跳到水里面就不会淹死，火

怎么烧就烧不死，可是它不究竟，因为它属于色阴境界，你一执着就着魔了。 

  或者，你忽然看见一切的山河大地都变成佛国了，而且光明遍满，整个

虚空都遍满了诸佛如来，你也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佛国的楼阁，或者是宝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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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的华美，你都可以看得到；然后你往上一看，可以看到天宫的景象，你

往下看，可以看到所有的地狱的景象，小心！这也是色阴魔，色阴的境界，

着了色阴魔了。那为什么会一下看地狱，一下看天宫，甚至整个佛国都现在

你的面前呢？整个虚空就充满了诸佛如来，是因为你的对立心太强，二元对

立的心太强。什么二元对立呢？好、坏，喜欢跟讨厌，你喜欢什么？喜欢佛

国土，喜欢天宫；讨厌什么？讨厌地狱嘛！你这样在心里面对立，二元对立

久了之后，凝结成一股想念，然后它就化现这样的境界。所以，也不是真正

的看到天宫，不是真正看到地狱，也不是真正的看到佛国土，而是你对立的

心念凝结久了，想象出来的境界现前这样而已，所以它是属于色阴的境界，

不是真实的境界。 

  或者是，有时候在半夜突然看到远方城市、大街小巷，看得清清楚楚，

你可以看到你的亲戚现在正在做什么，你的好朋友现在正在做什么，甚至可

以听到他们在讲话，在讲什么话都可以听得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是

因为你在修行的时候，强迫你的心去修行，这样子逼迫到了极点，心念就飞

出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远方的城市、大街小巷，还有亲朋好友、你的眷属，

甚至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因为你的心念飞出去了，你就可以看得见、听得

见。所以不要以为证到天眼通、天耳通，不是，那是你强迫你的心修行，明

明不想，可是你就强迫它，这样时间一久，心念就被逼得飞出去了，所以才

会看到或听到这种种的境界，它也是属于色阴的境界。 

  或者是，有一天看到你的上师怎么变了，不是上师的样子，有时候变老，

有时候变男，有时候变女，有时候变年轻，为什么上师的形相老是在改变？

这也是一种色阴境界。我们也常常听到有师兄讲说：「我每天看我家的那一

尊，我供的佛菩萨，我觉得祂每天的脸像都在改变吔！」就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你心境的不同，你见的佛菩萨，祂的表情就不一样。同样的，你见到你

上师，你就觉得他变来变去，那是为什么呢？那就是你妄想太多，都是你打

妄想所变现的境界。如果有善根的话，就会变成好的境界；如果善根不够，

你看到就是不好的境界，也许你的上师变成比较丑陋，或者比较吓人的面貌，

那就表示说你的善根不够，所以看到的是恶境界。善根够的话，看到的就是

善境界比较多。可是不管是善、还是恶境界，都是你妄想所变现的。有这种

情况就要特别注意，它很容易受到魑魅魍魉的干扰，或者很容易让天魔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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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心腹里面，让他突然能够说法，突然好像通达了佛法那个甚深的妙义，

可是都不是真的，不是真正能够说法，也不是真正的通达诸佛的妙义，那是

什么？天魔加持他，所以让他突然可以说法，突然好像懂得很多佛法的道理，

这些都是属于色阴境界。 

  我们刚刚讲了十种属于色阴境界，它都是我们互相用心的结果，都不是

真实的境界。我们只要知道它是一种过失，然后不要着在这个境界上，以为

自己证果了、开悟了、成佛了，这个现象很快就会消失。你一旦执着这种境

界，以为自己已经成就了，然后再打大妄语，就会堕在无间地狱当中，所以

我们应该在修止观的过程当中，要非常的小心谨慎，不要让魔有机可趁。 

  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过分的压制自己的思想，就是我们的内在压抑过度，

会有什么现象？就会在突然之间发出一种无穷的悲心，看到那些小生命，就

好像看到自己的小孩一样，生出一种怜愍的心，常常会不知不觉的掉眼泪，

就会说：这个好可怜噢！眼泪就汪汪地不知不觉掉下来。如果有这种情况发

生的话，是因为我们用功的时候，压制太厉害了，所以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要小心。如果你提高警觉，知道自己有这种情况发生，就是你看到这个悲心

就起来，看到那个悲心起来，没事情就流眼泪，就是这种情况，它是属于受

阴的境界，色受想行识的受阴的境界，所以它是属于受阴魔。那这时候入的

是什么魔呢？就是「悲魔」。因为他这种悲心是没有空性的智慧的摄持，我

们常常说慈悲生祸害，所以他这个时候所生起的慈悲，因为没有智慧的缘故，

他就会心肠很软，然后去做很多他认为是慈悲的事情，可是往往都适得其反，

都不是有什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他没有见空性的智慧，而是在他用功的时

候，压抑得太厉害而发出的一种境界相。所以有这种情况发生，就要提高警

觉，告诉自己：这个不是真实的同体大悲。要不然以为见到那个，就好像见

到我的小孩一样，那我一定是证到同体大悲啦！不是，你已经入了悲魔，这

个也要小心注意。 

  或者是，我们在定中会突然生起无限的大勇猛心，这个大勇猛心一发，

就说：「我要跟佛一样！」成佛需要三大阿僧祇劫，我因为发大勇猛心，我就

发愿在一念之间就超越三大阿僧祇劫，就成佛，这个愿力够大了吧。小心！

他入了「狂魔」。不是说我们不要发那个勇猛心，可以呀，你可以发勇猛心

呀，勇猛精进去学佛修行，都是可以的，但是不可以生起这一种我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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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呀，我就可以超越，我一念就超越三大阿僧祇劫」，它是一种我慢心。

所以有这种慢心生起，要告诉自己这个不是真实的境界，这样就不会入这个

狂魔。要不然他这样一旦傲慢，就认为我一念就可以超越，然后我就可以成

佛了，然后上不见佛，下不见众生，就是他自己最厉害，就是那种慢心生起，

我们就知道他入了狂魔。 

  还有呢，有的修行人他就修了半天，也没有什么新的境界，过去证的种

种功夫，好像慢慢也在退失了，以前所得的智慧，好像也慢慢的愈来愈衰弱

了，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好像愈来愈差，愈修愈退步，感觉自己好像快要

堕落了，前途一片茫然，于是心中就生起大枯竭的心，你会觉得那种感觉就

是单调、枯燥、乏味，然后很渴望佛的法水来滋润。他这样日子一久了，不

断不断地忆念我的境界、我的功夫、我的智能都退失了，不断不断忆念，心

中忆想，我愈修愈退步了，整天都这样子想的结果，就入了一种叫做「忆魔」

的，很容易就入这个忆魔的境界里面，它也是属于一种受阴境界。所以修了

半天没有什么进步，甚至退步，也不要气馁，照样要发大心、修大行、证大

果，这个愿力永远不要退失，就是一旦发了菩提愿，不管功夫怎么样都不要

退失，勇猛精进，这样就不会入这个忆魔。 

  有时候我们修了一段时间，觉得说我这样子就够了啦，我也没有想要成

佛啦，我就是每天这样子偶尔打个坐，持戒修福，我这样就满足了，没有说

我发愿一定要成佛，我一定要度众生，就是那个愿发不起来，这也是一种受

阴的境界，叫做「易知足魔」，很容易就满足了，我这样就够了啦，还要怎

么样？就是他没有办法发起菩提大愿，得少为足，这个也是一种受阴的魔境

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发觉自己好像退心了，就赶快再发愿，再发起

菩提大愿。 

  要不然就是修了半天，应该证的道果也没有证得，心情愈来愈不好，就

突然生起无尽的忧愁、烦恼，他的日子就开始觉得好像感受不是很好，经中

是形容说：一天到晚就想象自己是坐在地狱里的铁床上；要不然就好像是喝

毒药，快要死的那种心情，就是愈来愈阴沉、黯淡，然后失去了光明、希望，

这样的一个心情，它也是一种受阴境界。过去可能很积极的想要证到一个什

么果，有一些成就，但是用功了半天，好像都白费力气，因此他心灰意冷，

这个时候就入了「常忧愁魔」。这样继续悲观下去的结果，他就会想要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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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每天心情都忧愁得不得了，慢慢地远离人群，他就一个人跑到山里面

躲起来，不想见人，就是有这样的修行人，到最后躲起来了，他谁也不想见，

因为他已经心灰意冷，他觉得他修了半天也都没有结果，罢！罢！罢！就自

己躲起来了。这也是入了一种魔，叫做常忧愁魔。 

  其实他这个情况，就是他不了解善巧方便，法门无量嘛，你这个修不好，

你可以换其它的呀！你在这个道场、或这个师父这边觉得不相应，你可以再

换另外一个地方呀！那法门这么多，八万四千，八万四千还是一种形容词，

它是相对我们的烦恼有八万四千来说，其实是无量的法门，他就是这个法门

修不好，他就钻牛角尖，就完了、完了、完蛋了，我已经没有希望了，就这

样自己打击自己，有那个挫折感。其实他只要转换心情，转换一个修行的环

境，或者换一个师父，也许就 O.K.了，他就是不知道这个善巧方便，才会

让自己就这样子消沉下去，终于入魔了，所以它也是一种受阴的境界。 

  讲讲好的，入了初禅，或者二禅、三禅、四禅，就会有一种轻安喜乐的

状态，可是他这种轻安喜乐是没有智慧的摄持，所以他那个轻安生起来的时

候，喜乐心生起来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好像失控的那种状态，见

到人就笑呀。他是有轻安喜乐没有错，可是他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或者是感受，可能在大街上就手舞足蹈，因为他很快乐，他就不顾大众，众

目睽睽之下，他就可以唱歌跳舞，他也无所谓，这也是一种受阴境界。他入

的是什么魔呢？就是「好喜乐魔」来入他的心腑。他自己以为他已经得到无

碍解脱，因为他觉得他好像已经得大自在嘛，都无所谓啦！每天就是这样子

嘻嘻哈哈的，很开心的过日子，他以为这个就是了，不知道自己已经入魔了。 

  刚才讲的一种，是一点点就满足了。另外一种的话，就是生起大慢心，

因为密教讲说要生起佛慢，那个佛慢并不等于大慢，不是相等，那个佛慢是

没有我执、法执的一种状态。可是那个我慢，是对「我」的大执着，我执更

强烈，所生起的一种大慢，这个我们就说他入的是「大我慢魔」，进入他的

心腑，所以它也是一种入魔的现象。就是我们看到一些修行的师兄，他如果

觉得说：我已经开悟、证果、成佛了，就生起了这种大我慢。然后呢，他看

到佛也不拜，看到塔庙也不顶礼，甚至把经书拿去烧，把佛像也给劈了。我

们看古代禅宗的故事，不是劈佛像来当柴烧吗？他就效法古人禅宗的境界，

他就真的这样做了，把经书拿去烧，他就说经书就是树叶做的，古代就是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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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做的，现代就是纸张做的，它就是纸张而已呀，为什么不能烧？佛像，佛

像就木头雕的嘛！它是木头呀！木头本来就是拿来烧的呀！这就是大我慢才

会做这种事，我们不敢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入这个魔。这种情况，他

就会做这些事，这样耽误自己的结果，也是入无间地狱。因为我们说焚毁三

宝像的业很重，就是无间地狱的业，因为他并没有真实证到那样的境界，而

是入了一种色阴魔的境界，并不是真正证果，或者是开悟成佛，并没有，因

为他还有我慢，就是没有嘛，那个我执还那么重，怎么可能证果？连初果都

没有呀！因为初果已经没有我见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他只是入魔，并没有真

的证果。 

  有另外一种也是生起无量的轻安，然后说自己已经成佛，已经得大自在，

其实他也不是真的成佛，也没有得到大自在。于一切法自在，叫做法王，所

以他可能就封自己说：我就是法王，因为我已经于一切法自在。其实他只是

得到一种轻安清净的境界而已，但是并没有真正的证果，所以以为自己证果，

他就会入一种叫做「好轻清魔」，然后以为这个就是究竟，所以他也不可能

再上进。 

  还有一种，就是在定中体悟到一切皆空的道理，因此就认为什么都是空

的，业果也是空的，都没有自性可得嘛，只要是生灭法，都是无自性的，都

是空的，他就抓住这个空不放，什么都是空的。既然业果是空的，一切法都

是空的，那还要不要持戒啊？就不需要持戒了，那个持戒是小乘的事，对他

来说，他会告诉你：持戒是小乘才要持戒，因为他要走解脱道嘛，大乘菩萨

不用呀！你看《维摩经》里面就讲到，淫怒痴就是戒定慧呀！所以只有小乘

才需要持戒，大乘菩萨不需要持戒，为什么？因为一切法空，持戒的自性也

是空的，不需要持戒，因为大乘空性的境界就是这样，在空性里面没有持戒、

犯戒的问题嘛，对不对？他入了什么魔？就入了「空魔」，他认为也不需要

持戒了，烦恼就是菩提呀！ 

  再讲一个，就是他在定中突然生起无限的慈爱，这种爱发挥到了极点，

就入了贪欲魔，所谓的「欲魔」，生起无限的贪爱。他那个爱不是真正的慈

悲，慈悲是没有执着在里面的，可是他这个是有我、有执着的贪欲，突然生

起很强烈的这种贪欲，他就想爱每一个人，把他这种博爱扩展到一切众生身

上，他不知道他正入了欲魔，为什么是欲魔？他这种慈爱难道不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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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是，因为他还有我、还有执着在上面，所以他不是真正的慈悲。无缘大

慈、同体大悲，不是这样的境界，因为他对我、对法都还有很强烈的执着，

他那个贪欲是从「我」产生的，所以我们才会说它也是一种受阴境界。他会

告诉你说：贪欲就是菩提道，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事，所以他就可能会做

一些破戒的事。 

  我们大概就先讲到这里，有关于五阴魔的现象其实它很多，要花很多的

时间，如果要详细讲的话，我们今天就稍微介绍到这里就可以了。色阴跟受

阴，我们今天讲了各有十种，这个都是在我们修行用功的时候，心互相作用

所生出来的种种变化，我们修行人一定要善于辨识这种种五阴的境界，要度

量度量自己的份量，是不是真的可以证到这样的境界？还是它是因为我们用

心错误，而产生的一种错误的邪境界呢？如果不认识自己，不能够度量自己

的能力、或者是功力到哪里，就以为自己已经证果，我是圣人了。那这样没

有得说自己得，没有证说自己证，这是打大妄语，就一定会堕在无间地狱当

中，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让魔有机可趁。 

  只要我们明白这些都是五阴的境界，我们就不会执着在这种种的境界上

面，一旦这种境界发生，我们因为已经知道了，所以它很快就过去了，因为

它都是暂时的；只有当你执着这个境界，才不会消失。只要你有智慧分辨，

它很快就消失了，然后你就可以继续用功，而不会入这种种的魔，或者是种

种的色阴境界，耽着在其中而障碍自己的修行，那最后就是什么？堕无间地

狱，就不会有这样的果报。这个是第二种，所谓的五阴魔。 

  第三种，就是死魔。死魔，就是死亡之魔。修行人最怕什么？我很想精

进用功，结果生病死了，不然就是被人家害死了，所以我这一世修习圣道的

机会就没有了，因为我死亡了，所以它变成也是一种魔。就是说我这一世是

因为死亡，然后我的修行就到此结束，可是下一世可不可以继续？很难说。

如果你没有种善根，结善的缘，你的福德资粮不够，还很难说下一世修行是

多久以后，还要轮回多久，很难讲。因为可能我们下一世就忘记这一世修行

的事情了，所以它变成障碍我们成道很主要的一种力量，就是死亡，它让我

们的修行间断，这一世就到此为止了，下一世可不可以继续很难说，可能我

们会忘记这一世是修行人，所以它也算是一种魔的原因在这里。 

  或者是有一些修行人，他在修道的时候，因为贪爱、执着自己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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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因为修行的苦，让自己害病，或者甚至死亡，他就不敢再修道了，这种

情况也算是死魔的一种，所以它也是规范在死魔的范围里面。害怕死亡，然

后不再修道了，这也算是死魔的一种。 

  第四种，是天子魔。天子魔，指的就是他化自在天，就是欲界天最高的，

就是他化自在天，他是统治整个欲界。当修行人精进用功的时候，他就慌了，

为什么？因为他害怕这个修行人会脱离他的势力范围。他就等于统领整个欲

界，你现在精进修行，可能很快就超越欲界，你证初禅就不在欲界，就入色

界了，所以他会开始害怕失去他的眷属。他这个时候就会派他的魔子魔孙，

或者是鬼神、他的眷属，对这个修行人做种种的恼乱，破坏修行人善根的事，

这就是所谓的天子魔。我们常常说魔王波旬，也是在讲这个，他命令这些鬼

神、眷属，就是我们所谓的鬼神魔这样的范围。 

  它到底有哪一些鬼神魔呢？它有三种，之前我们《天台小止观》介绍过，

详细内容也请参看《天台小止观》。《天台小止观》就是《释禅波罗蜜》的第

三卷跟第四卷的内容所节录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上《释禅波罗蜜》就会重

复到卷三、卷四。我们上次来是讲卷三，这次讲卷四，所以这两卷就会感觉

跟《天台小止观》是有一些重复的，是因为《天台小止观》是从《释禅波罗

蜜》的卷三、卷四里面节录出来的。因为我们之前讲《天台小止观》讲得非

常的详细，所以我们现在只要是重复的，我们就很简单的把它念过去，真的

要看的话，你就是要再看回来《天台小止观》，再把它拿起来看。我们也是

为了要节省时间，希望进度快一点，所以那个重复的，我们就尽量不要再讲，

我们讲一些没有讲过的，尽量补充数据说明，像现在我们介绍这三种鬼神魔，

之前就介绍过了。 

  第一种，就是精媚。十二时辰野兽的精媚所变化成的，就是配合我们十

二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时辰，

相对我们的十二个生肖，从老鼠开始，不同的时辰，有不同的十二生肖的野

兽精媚出现。你觉得你受到干扰，你就看它那是什么时辰，你就只要叫出说：

你就是什么动物的精媚所变化的，它就会吓得赶快消失，就是这么简单。你

就看什么时候受到干扰，它那个时辰是什么，就知道它是哪一个。像早上五

点到七点你打坐，一大早起来打坐，觉得受到干扰，那就是兔，卯时，五点

到七点是卯时，那就是兔精来干扰，那就要说：「我知道你就是兔精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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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媚！」它被拆穿它的面目，就很害怕的消失掉了，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破

精媚出现的现象。它有时也会幻化成各种男的、女的、老的，老夫或者是老

妇，或者是很可怕的样子来恼乱修行人，所以它是可以幻化的，就好像狐狸

精它可以幻化各种人，是差不多这样的意思，它可以幻化各种不同的形相来

干扰修行人，这就是所谓的精媚鬼。 

  第二种，就是堆惕鬼，也是做种种恼乱修行人的事。它可以变成虫，然

后爬进修行人的头上、脸上，畏畏缩缩的钻来刺去，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有东

西钻进来、刺出去，那个就是所谓的堆惕鬼；它也会突然撞击修行人的两腋

下面，或者是突然抱住修行人；或者是发出很吵闹的说话声，你在打坐的时

候，就会听到啾啾啾，好像有很多声音在你耳朵旁边，就可能是堆惕鬼；或

者是变化成各种野兽的形状来恼乱修行人。所以有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就要

立刻察觉：噢！堆惕鬼来了！怎么办呢？你就一心专注，眼睛闭起来，狠狠

地喝斥它，你就在心里面暗骂它说：「我知道你是谁！你就是阎浮提里面专

门吃火、闻香、偷腊的吉支鬼！你的名字就叫做吉支！你充满了邪见，最喜

欢破戒的人，我是持戒的人，我根本就不怕你！」就这样子先骂它一顿，然

后开始诵戒经，出家众就诵出家戒，在家众就诵三皈五戒，或者菩萨戒的十

重四十八轻戒都可以。这个时候堆惕鬼就会向后，偷偷地向后一直退、一直

退，然后在地上慢慢爬着出去，因为它被拆穿了。它为什么叫做吉支呢？我

们上一次有介绍过，现在不讲了。它的名称由来，就是过去破戒的人，他发

愿以后要干扰破戒的人，你就说我是持戒清净的人，所以我不怕你，你是专

门找那个破戒的人下手，可是我持戒清净，所以不怕你，就把它拆穿了，它

就没有办法干扰到你。 

  第三种，就是魔罗。它恼乱修行人的情形，就是幻化成三种情况：第一

种就是很恐怖的境界，它可以显现很可怕的色声香味触五尘境界，来让修行

人感到非常的畏惧，譬如说它可以变化作老虎、野狼、狮子、罗剎种种的形

相，然后来恐怖修行人，让修行人心生恐怖畏惧，它就达到目的了；魔罗也

可以幻化成种种可爱的境界，让修行人心生贪着，譬如说它可以变化成你的

父母、兄弟姐妹、诸佛菩萨的形相，或者是变化成长得很端正的男女，种种

可爱的境界，让修行人心生贪着；它也可以幻化成一般的境界，就是现出平

常的五尘境界，来扰乱修行人的心。平常的境界，就是普通的境界，它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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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生起贪爱的心，也不会让你心生恐怖，但是它就是会让你心受到干扰，

它就是要动乱修行人的心，让他失掉禅定的功夫，这就是它的目的，魔罗来

干扰的目的。 

  怎么来破魔呢？有这三种鬼神魔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破除它

呢？方法很简单，你只要了知一切所见的境界都不是真实的。应该怎么来破

魔呢？你可以了知一切所见的魔境界，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你在打坐的时候，

你见到的种种境界，譬如说你在定中看到老虎，那你有看到那个打坐的人被

老虎吃掉过吗？没有啊！那你在定中见到火，你有看到修行人被火烧死吗？

没有啊！所以可见这一切的魔境界都不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刚才已经分析那

五阴魔，它就是你心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境界，其实都是你心意识所变现的，

都不是真实的境界。外在没有老虎，也没狮子，也没毒蛇猛兽，都没有，种

种恐怖的境界，都不是真实的，是你的心的黑暗面所现出的种种恐怖的境界，

那你的心的光明面就现出佛菩萨种种善的境界，一切境界也没有离开你心识

的作用，所以一切的境界都是不真实的。 

  那你能见种种境界的心，是不是真实的呢？也不是真实的。因为你一下

见到佛，一下见到魔，可见你能见的心不是真实的嘛，真实的话，见到佛就

是永远见佛了，可是你一下见到这个境界，一下见到那个境界，可见你能见

的心也不是真实的，是虚妄的。这样能见的心是虚妄的，所见的境界也不是

真实的，这样就心境皆空，能所双亡，自性就现前。你在自性当中没有佛境

界，也没有魔境界，佛和魔都是我们心识所变现的，在我们清净的自性当中，

没有魔境界要舍弃，也没有佛境界要取着，所以你心没有取舍的话，一切的

魔自然就消失了。因为你没有二元对立的分别心，也没有执着种种的心，你

的心一旦没有取舍，一切的境界自然就消失，因为已经能所双亡，心境皆空，

很简单，对不对？ 

  如果你这样观，魔境界还是一直来，没关系，我们还有方法。你可以读

诵大乘经典，明白万法皆空的道理，一切的魔境界也自然就消失，因为你知

道一切魔境界的自性是空的；有了这个空性的智慧，不管什么境界，很快就

消失了。 

  再不行，你就心念三宝，然后默诵咒语，就是持咒，第一个是诵经，也

可以加上持咒。要不要忏悔啊？要！这是表示你业识的种子不清净，所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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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像刚才讲的烦恼魔，你为什么有烦恼魔？就是因为你烦恼的种子没有

清净嘛！那有烦恼的种子就会造业，然后就会有业识的种子含藏在你的第八

识，才会现出这种种的魔境界，都是从你那个不清净的业识里面所变现出来

的。只要我们忏悔，把我们的业识清净了之后，这个境界自然就消失了，所

以忏悔也是很重要，我们要生起惭愧心来忏悔业障。 

  如果再加上读诵菩萨戒经，就更殊胜了，就没有什么魔境界不能够对治

的，因为邪法是不能够干扰正法，所以时间久了之后，魔境界自然就会灭亡，

这个就是怎么破魔的方法。 

  但是最究竟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端坐念实相。经论上说，除了诸法实相

之外，其余的一切都是魔事。所以不要以为你发善心，然后去行一些功德，

那个叫做菩萨事业，看你的发心啦，如果你忘失菩提心，一切的善业都变成

魔业嘛，这经论上说的。忘失菩提心，你一切的善行都是魔业！不要以为你

在累积功德、在行善，其实你是在制造魔业，自己不知道。所以除了中道实

相之外，只要你的心念离开了中道实相，离开了菩提心，你所行的一切善都

是魔业，更不要说恶了，那当然更是。所以这个才是彻底破魔的方法，就是

契入中道实相，心念安住在中道实相当中，所行的一切就统统对了。 

  什么是中道实相？不落空有两边，连中道也不存，就是中道实相。所以

着有也错，就是执着有功德，那是着有；着空也错，我们刚才说入了空魔，

以为一切法皆空，又落在空边，也不对。那你说我不落两边，我抓一个中道，

对不对？也错！你心里面还有一个中道，也错！你所行的也还是魔业，所以

连中道也不存，你这个时候任意行趣的一切，才是真正的菩萨事业，就不是

魔业了。可是离开这一念心，全部都是魔业，就是离开了这一念中道实相的

心，你所做的一切都是魔业。 

  好，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就刚好到今天圆满，我们下一次就介绍卷五的内

容。 

  我们还有时间来打坐，今天再加上一点点小进度，就是昨天已经把每一

节白骨之间的关系已经都看详细了，从脚趾头开始，一直到头，全身的白骨

都看清楚了，昨天看了一个晚上，所以应该看清楚了。今天也是继续，从头

到脚，从脚到头，反复的、不断的观看白骨，百遍千遍，一直看到白骨变成

贝壳一样白，像雪一样白，冬天下雪那个雪一样白，像那个非常洁白的白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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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有没有看过？很白的那个白贝壳，所以你这样百遍千遍，上下来回不断

不断的看这个白骨，你的心会愈来愈清净，愈来愈清净，终于骨头变得很白

了，再继续入定，白骨放光了，就到这里。所以一定要坐到白骨放光，要不

然我们后面的就修不下去了，因为后面都是放光、放光、放光，所以如果没

有办法修到白骨放光，后面的就没办法接下去，所以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安排

才会到这边必须要告一个段落，后面的再讲没有用，因为还没有那个功力，

白骨还没有变白，也还没有放光，所以再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都观不

起来。所以我们有三个月的时间，让各位师兄好好的练习，看可不可以真的

坐到这样的境界。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入定了，我们之后把这个告一段落，就是这整个观想

介绍完的话，我们才讲什么样的阶段是欲界定，什么样的阶段是未到地定，

什么样的阶段是入初禅，要全部讲完才可以解释清楚。所以它其实在你练习

的过程，可能你就入定了，只要你好好按照这个方法观，其实它入定是非常

的快速。在这个不断的观想的过程，其实也无形中增加你的定力，因为之前

你没有东西观，你就胡思乱想嘛，打妄想，所以要得定很困难。你现在因为

观得很专注，定力无形当中就增加，定力增加，观得更清楚了，观得更清楚，

定力又更增加，定力更增加，观得更清楚，怎么样？止观互相增长，所以虽

然说是不净观、白骨观，是在修观，可是它同时也能够增长我们的定力，所

以它是一个很殊胜的法门，希望各位师兄快快成就。 

  好，我们现在来练习观观看。 

（下座） 

  我们这一次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回向：愿意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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