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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為上首  

原创 首愚長老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01 

 

今後我們十方禪林的目標是朝向與社會大眾融合在一起，成為一個道道地地的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道場。目前台灣佛教界的狀況，小道場很多，一個法師一個

廟，雖然佛法可在大家各自努力下散佈開來，但是卻也有使佛教界慢慢分化的可能，

而使僧團莊嚴的氣象為之失色。這是佛教目前的一個隱憂，想要避免，一定要恢復叢

林。  

韓國叢林都很大，最大的三大叢林號稱「三寶寺」，其中法寶海印寺佔地三千

甲，而佛寶通度寺、僧寶松廣寺也都有一千五百甲以上。當然，若與大陸過去的叢林

相比，還是遜色許多。然而現在大陸的名山古剎幾乎都被破壞殆盡，所剩無幾，連佛

像也很少是完整的了，雖說目前正慢慢在修整中，但是何時再恢復往昔古色古香巍峨

莊嚴的萬千氣象呢！？我們希望在此佛教青黃不接之時，趁許多老法師和在家大居士

都還健在的時候，汲取他們的寶貴經驗和智慧恢復叢林道場，否則再過幾十年等他們

走了之後，做起來就更困難了。  

叢林本身的目的就是讓大家放下一切，安心修行。我們修證用功，需要善知識

及各種優良的修學制度和設施。未來十方禪林準備興建的就是朝此一方向走。它有禪

堂，有念佛堂，也有供觀想的觀堂，乃至其他各類行持所需，盡期完備，希望能成為

一個適合不同根性的緇素七眾弟子良好的修行場所；此外，我們更將陸續推展種種社

會福利與慈善事業。譬如兒童的教養、老人的安養，以及濟貧救助等等，凡人從小到

老，皆可到這個道場來。這個宏願，在座各位只要大家發觀音心，行觀音行，同心一

志，一定可以完成。而完成的也不一定就侷限在這個地方。換言之，我們可以藉環

境、藉道場來砥礪自已、磨練自已，充實個人的福德智慧，莊嚴個人的身心，再將之

推展到世界各個角落去，為眾生種大福田，只要把眼光放大，則何處不是道場呢！？

這正是觀音法門的重心所在。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033&idx=4&sn=95546e46797a1e83f5e7f92f56e0a941&chksm=e9a9841edede0d08f44ca853cb2dc3056775b76cd96801edab758eb3b45089c0b088ef831950#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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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禪林的峨嵋道場山明水秀、景緻空靈，這是我們共同跨出的第一步。有了

這基楚後，將來希望培養更多的人才，成就一番佛法的大事業。所謂「大事業」，事

實上就立基於每個人自己的道心。經云「一切唯心造」、「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正

是此意。現在這佛得千秋大業就在每個人的心中，只是有待大家精進開發而已。學佛

有理無事總是不圓滿的，我們要能踏踏實實在生活上實踐佛法，解行並重，否則空口

説白話又有什麼用呢？  

我們現在修的觀音法門，本身可說就已具備了一切佛法，一佛即萬佛，一多無

礙，一體萬象。學佛修道要知道佛法是一味的，不可分割的。在座各位大都以修準提

法為基礎。準提法門其實也是觀音法門，觀音法門也是準提法門，在自力上，準提法

的誦念法與聞聲法皆可通用於觀音法門。在他力上，準提菩薩與觀音菩薩的慈悲喜捨

一體同源。事實上，顯密的一切佛法都可以歸納在一起，要在悟得一心，一心能明，

萬法皆通。  

再說，觀音菩薩也代表諸佛菩薩的根本精神，因為一個學菩薩道的人，沒有觀

音的大悲心，根本就不上道，「大悲心」可以說是每一個學佛者的第一個課題與基

礎。所謂「初發菩提心，即成正等正覺」，這菩提心就是一種大悲心、一種利益一切

眾生的心。這心發起來，能夠破一切業障，成就種種功德，圓滿發心者的人格。  

再說，成佛也不是一天二天之事，所謂「三大阿僧祇劫」，在真修行人眼中，

根本不煩其久，我們學佛以後，這一念大悲心，千萬不要被時間、空間所侷，在時間

上要如古德所言：「一念萬年，萬年一念」，在空間上要如李長者所云：「無邊剎境

自他不隔毫端」，突破時空觀念，當下心遍過去、現在、未來的塵塵剎剎，以這種心

境來念觀音，修道沒有不成就的。觀音菩薩大慈大悲，三十二應身，應以何身得度

者，即現何身而度之。在座不管學佛之久暫，我們不妨自問：「觀音菩薩到底與我們

有多少感應？」是不是你親眼看到了？或者親耳聽到了？要見觀音菩薩，〈楞嚴經〉

講得根清楚，必須「返聞聞自性」，心誠自然有，若是向外求，必然越求越遠。譬如

外面起了一陣狂風，有人被嚇倒，有人無動於衷，什麼道理呢？這關係著個人業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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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同樣的一句話，有人聽起來會很高興，有人不以為然，甚至起反感，都是其來

有自。  

孔子人生的境界修了好幾十年，「到六十」才「耳順」，耳根才能聽得順，可

見在六十歲以前對做人做事，以及種種道理總有看不慣、聽不順之處，甚至經常在矛

盾中，套用佛法就是「見地沒有圓通」。這「圓通」是要與智慧相應的；待人處事，

出世入世，一切人生的道理慢慢貫穿起來，內心不起矛盾，好話、壞話聽起來皆不受

動搖，都能了然於心，以一種包容，乃至大悲的心境來融化世間上的一切坎坷、以及

種種恩怨，到這時候我們的心才能平。所謂「願將佛手雙垂下，磨得人心一樣平」。

人如果沒有這種智慧，看事處處立場不同，觀點兩樣，彼此互相爭執攻擊，不要說

「耳順」，六根門頭處處都是忤逆不快呢！  

一個人「有道無道，開口便知道」，一開口就滿腹牢騷，滿腹怨氣，「道」跑

到那裏去了？「耳順」的確不容易呀！孔子講「六十而耳順」也不是偶然的，唯有智

慧成熟、福慧雙修、福慧圓滿，才能辦得到。那麼「反聞聞自性」，你真切的認清自

己了嗎？體會到能生萬法的自我嗎？找到大慈大悲的自己嗎？返聽菩薩聖號，聽「順

耳」而使自己的生命順暢了嗎？由此也能像孔子一樣對人生的一切是非恩怨，由耳順

而通達無礙了嗎？  

今天大家持續在此地參加觀音法會，等於放下了一切外緣，專心辦道，減少了

一些世俗的牽纏。至於我們修行的成果如何，當然要看各人本份，並不在於出家與在

家的外相上。出家是要認清人生的真相，發精進勇猛心、發利益一切眾生心，而在家

學佛要有效果，一樣要看透生命的事實，由此離苦得樂。  

人生可說是一大苦境，從「苦」上去體會人生，正是入道之門。佛門在那裏？

找到了嗎？若非對人生有所不滿，發心為「離苦得樂」，那你何必修行呢？每個人在

未明心見性，乃至大徹大悟之前，對生命真可說是渺渺茫茫，不知何去何從……父母

親生我們時，一出來已經是糊里糊塗了；將來一口氣不來的時候，更是懵懵懂懂，人



首愚长老开示集                                                      

 4 

生幾十年最大的問題莫過於「生死」，不明瞭生死的來龍去脈，一輩子醉生夢死，一

晃就過去了，恍如過眼煙雲，什麼都沒有。所以說，人生苦短！  

佛陀講的苦集滅道，相信各位或多或少都有所體會。至於體會的程度如何，也

隨每個人的前因而有所不同。不要以為四聖諦容易，四聖諦能透徹瞭解清楚，辦道必

然精進。以小乘佛法而言，一個人沒有發厭離心，幾乎無法辦道；一個發菩薩心的人

有厭離心嗎？這是個問題。小乘固然厭離心很強，然而往往只是為自己而已。若是以

大乘佛法來講，前者的厭離心還是不夠的。真起大乘厭離心，自然大悲心就起來了！

自己痛苦，別人也痛苦，希望自己能減輕痛苦，也希望一切眾生都能減輕痛苦。故說

菩薩的厭離心要比小乘的羅漢殊勝。人生無處不是苦，如果不以智慧轉化它，一不小

心，起心動念都會不期然的掉入貪、瞋、痴、慢、疑的陷阱中而不自知。簡而言之，

一切苦的感受，皆是每個人的果報，所以佛陀要我們進一步的反省、檢查痛苦的根

源。  

那麼如何才能滅掉這些苦呢？小乘佛法的八聖道以及大乘佛法的六波蜜，皆是

我們修行上非常切用的法門。由八聖道及六波羅蜜，才能轉化痛苦，達到「解脫清

涼」、「常樂我淨」的生命境地。出家、在家學佛都離不開三皈五戒，而清淨心現

前，才有這三皈五戒，否則皆成為表面的形式而已。那麼如何才能有清淨心呢？要隨

時隨地懺悔、迴光返照，隨時在現量的境界中，心不攀緣於現在、過去與未來。  

在座各位那一個人真正懂得懺悔，這個人才算真正有道。不懂懺悔簡直無法入

道。〈壇經〉告訴我們：「懺者懺其前愆，悔者悔其後過」；把自己起心動念，一切

習性都檢查出來，只顧反省自己的錯，不管別人的錯；然後再進一步，還要做到不二

過。能夠知道「懺悔」，自然三寶現前。因此，要把「懺悔」二字經常貼在心上、掛

胸口，因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一個人「知過能改，善莫大焉！」此向善心、

明白心一起，凡事自覺，行事合情合理，即見觀音。（《準提法開示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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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境中交付心印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01 

 

三十年前，就是 1988 年，我开始筹建十方禅林，里里外外，事情之多，非常辛

苦。而且那个时候，每周五晚上还要搭着交通车去中央大学教杨家太极，分三个班，

每一班教两堂，每天一大早就开始了，三班之后整个人累得扁扁的。之后，又赶到中

壢的自助餐厅匆匆吃饱了，就去往台中的沙鹿道场，只好在车上打盹了。 

一到沙鹿道场，就开始带大家共修，共修完了，他们晓得我在中央大学教杨家太

极。哎呀！师父慈悲慈悲呀，你也教教我们杨家太极吧。我说好吧好吧，教完了也已

经差不多五点钟了。五点半晚餐，吃完晚餐又跑到丰原道场去了。  

那几年，两三年下来我身体扛不住了，积劳成疾，有一点 B 型肝炎的倾向。只

得把一些活动统统放下了，中央大学的杨家太极也辞了，沙鹿道场不跑了，丰原道场

也暂时不跑了。大概在台北的农民总医院治疗一个多礼拜，用了药也没有多大效果，

那算了，自己多静修吧。  

到了开山寮要动土的时候，我是一脸的乌漆麻黑。动土典礼一圆满，我就到了香

港，大概是 1988 年 5 月份，拜会南老师。然后，到大陆寺院参访，一路昼夜奔波，

先后参访了光孝寺、南华寺、丹霞山别传寺、乳源大觉寺等，与本焕老和尚、佛源老

和尚等结了缘。这是我第一次踏上祖国之旅。大概前后呆了 3-5 天吧，又回到香港。  

到了香港，南老师就开始打我棒子，开始传法了。他说，你怎么把自己糟蹋成这

个样，给你两句话：“心月孤悬，气吞万象”。这等于南老师在交付心印。回到台湾没

多久，我的身体就慢慢好起来了。再配合我自己的体会：“光音交融，心光无量”，等

于老师跟弟子之间的相应。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033&idx=1&sn=2c4a1ceda73adb5c806ffa734d27a6a9&chksm=e9a9841edede0d0859780fcef96d197d4ed2f2ccbdce9a74f2bceed4f9d2785b516e7b6e7f41#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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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月孤悬”，这是金刚的境界；“气吞万象”，是念诵的境界。一个观想、一个念

诵，观想没有离开光，念咒语也没有离开音，要把观、念跟咒语融合在一起了，到了

“光音交融”的时候，就自然呈现出“心光无量”，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进入到准提法的正宗分。  

有关 LA 字观想，这真正的是般若慧观，一定要把握到《金刚经》三段式的逻辑

思维。“所谓庄严，即非庄严，是名庄严”；“所谓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这是

《金刚经》的名言 LA 字观想也是三段论：所谓 LA 字观想，即非 LA 字观想，是名

LA 字观想。  

在藏密宁玛巴的大圆满中提到“修气、修脉、修明点”。修气，我们念咒一口气一

口气地念，这是念清楚。修脉，则是听清楚。听清楚，那更深了，听觉神经完全融入

到中枢神经系统了，遍及我们全身。  

单单这个字观想，它的相，它微细的成份，正是观世音菩萨自己的报告，这是耳

门圆照三昧啊！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6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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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大事  

原创 首愚長老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02 

 

佛陀因看到人生生老病死的現象而發了出離心，想尋求一條得以解脫的途徑。其

實，不僅佛陀如此，在座各位，只要有心學佛，具有善根的，應該都會對生老病死有

著很深刻的感觸。  

我們自己怎麼生來的？在座或許有大菩薩會曉得，但是菩薩也有隔陰之迷。能瞭

解所謂入胎不迷，住胎不迷，出胎不迷不是那麼容易的。有人入胎（投胎的因緣）

時，尚能不迷，可是一住到母胎就糊塗了；也有人住胎時還有所知，但一出了母胎又

迷失了。我們看嬰兒的頂輪處會閃動，這表示他還瞭解其前世的因緣，然而等他一開

口講話、頂輪封閉時，前世因緣也隨之悉數忘懷了。  

一個人剛出生時，他的感覺是非常痛苦的。且看那個嬰兒不是一生下來即啼哭不

停？按照佛經的記載，人在剛出母胎之時，由於碰到空氣膨脹的壓力，其感受有如千

針戳體般的難過，所以「生」的痛苦自是不在話下；再說到「老」，試問世界上有那

個人不怕老的呢？而老化的現象就是病，且並不是絕對要到老時才會病的。可以說，

當我們打從娘胎出來時，就一天天走向死亡之路了，多了一歲，就等於少了一年的生

命。以莊子的思想而言，正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隨著生命的成長也逐漸邁向

死亡的路程。故老的現象是病，病也是生命衰退的現象，這是生命得不到協調的一種

表徵！到了該走的時候，生命就匆匆結束了。  

當然，也不是非要到七老八十才算老的，生命告一段落，老病死有時候是一起來

的。換言之，生命何其脆弱！因為生命是一種生滅現象，而生生滅滅又在老化中，所

以要觀察人生的生老病死：「生」我們可以到婦產科去看；「老、病」可到醫院去

看，「死」可到太平間、殯儀館去看，人生的百態可說盡在其中矣！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057&idx=4&sn=cb08e233d0d7e9729d038c3f5883f08f&chksm=e9a98436dede0d2071ccba38b2c37585fe7f4d976ef9d505eaa4fe8fbd3bd5490eee31e75abe#rd
javascript:void(0);


首愚长老开示集                                                      

 8 

綜上可知，人生的最後一件大事，莫過於「死」的問題了，生老病死有誰能免？

連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都要以生老病死來示現了，何況我們道地的凡夫呢？所以我們

學佛唯有面對生老病死，道心才會堅固，才會發出離心，對人生自然比較淡泊，才會

更積極的去尋找一條生命的歸依處。如果對生命馬馬虎虎可有可無，覺得生老病死稀

鬆平常，不當一回事，說解脫並不解脫，說不解脫又似乎並不在意的樣子，事實上，

並非不在意，而是他本身不懂、善根不足，對生命現象的警惕心不夠罷了。  

不知在座各位是否有人自認為已經修行得相當好，對佛法見地非常透徹，也看透

了生死、對生死的理念也十分清楚了，就是生死的威脅來了亦能不慌不忙，面不改

色？當然，除非已明心見性、了脫生死了，否則，大部份的人應該都會害怕的。怕什

麼呢？怕的是不曉得自己死後會到那裏去？「生從何處來？死往何處去？」這真是個

大問題呢！所以就要靠各位平常多聽經聞法、多看經教，多修福德智慧。唯有如此，

俟有朝一日，死到臨頭時才不致於亂了方寸。  

最近，也許是氣候的關係，往生的人很多，使我有個感慨，道友們碰到自己的親

屬長輩往生時，由於平常大家對於這方面的事不是很留意，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所

以往往求助無門。這確實是一件大事情，各位不要小看，黃泉路上是無老少的。〈增

一阿含經〉裏提到修行要有「十念」，最後一念便是「念死」。印光大師的寮房裏沒

供什麼佛像，就只有寫一個「死」字在牆頭。的確，隨時把「死」貼在心口，正是我

們每個修行人應該做的，也就是所謂「作死觀」。具體的說，對生命要面對現實，對

自己要負責任。  

我們「十方禪林」的道友們為了自助，也為了助人，護法會的組織實有待加強，

不要像一盤散沙。本來「準提法共修會」的道友，應該也是「十方念佛會」的一員，

「未雨綢繆」總是有必要的，嗣後碰到自己的親戚朋友需要時才不會慌了手腳。所以

希望各位道友平常都能來參加每週三的「念佛會」，學習怎麼念佛、怎麼念經，平常

先訓練好，臨時才不致於手忙腳亂，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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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我當年親近南師，以至於後來名下有了大乘學舍等一些動產、不動產時，南

師便吩咐我要立遺囑。當時聽了這話，心裏確實不太舒坦，心想：「我年紀輕輕的，

不過才三十出頭，就要我寫遺囑？」只是後來想想也滿有道理的，這不就是「作死

觀」嗎？遺囑立好，說走就走，無牽無掛，何等逍遙！何等自在！孔夫子告訴我們

「朝聞道，夕死可矣！」多麼氣派！死又何懼之有？怕的只是自己看不清楚罷了！我

們學佛就是要隨時做這打算。因此，我就把握了這個精神！一切來自十方，一切歸於

十方，為了眾生，為了佛教，也為了時代的文化，只求自己盡一份心力；至於名利，

那真是絲毫沾染不得的，一沾染道業則休矣！則與貪、瞋、痴、慢、疑、邪見相應

了。所以這「立遺囑」一事例是個解脫之道，在座各位有些財產的，何妨也立一份

呢？!那等於給自己加上一道保身符哩！立了遺囑之後，心裏也寬敞多了。各位不要

認為不祥，那有什麼祥與不祥呢？都是觀念的問題而已。  

因此，對於「人生這件大事」，我們不能等閒視之，不能掉以輕心，畢竟學佛最

主要的還是在於自己本身的生死問題。  

今後，我們「十方禪林」的護法會除了在組織方面極待加強外，其他如文教方面

應如何充實大家的見地，對佛學基礎方面應設置佛學研討班等；道友之間亦應經常聯

誼溝通，以「台北的十方禪林」為我們的基地，「峨嵋的十方禪林」為我們活動的地

方。為了弘法利生、利益社會，這些工作都是我們刻不容緩、極待推展的。所謂「福

慧雙修」就在其中了。今後這些事與大家應是息息相關的。同參道友是很可貴的。共

修的因緣也非常難得，有時心情煩悶找幾個道友喝喝茶互相交換個人修行的心得，相

信必能獲得許多裨益，「十方」的道友，人才濟濟，何妨把「十方」當做大家精神凝

聚、彼此關懷的所在呢？甚至在個人事業上都可以相互提攜，相互照顧的，菩提道上

也不會寂寞呀！  

總而言之，成立「十方禪林護法會」，推動公益社團活動，在在處處皆有待各位

道友同心共願，凝聚力量早日共同來把它完成。（《準提法開示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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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门圆照贯穿三焦入命门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02 

  

我们耳根在上丹田，中医来讲就是上焦部分，属唵部音，可以说是高部音的共

鸣箱。心月轮在膻中穴这个地方，中医的中焦部分，这是中丹田，属阿部音，是中部

音的共鸣箱。下丹田，是吽部音，中医的下焦部分，是吽部音的共鸣箱，它的重心在

哪里？在命门、气海这个地方，这跟我们的肾脏有关系，跟腹部呼吸有关系。  

我们深沉的呼吸是腹部呼吸。很多人的呼吸一般是在口鼻之间，呼吸很浅。如

果运用到腹部呼吸，那就进入到生命的更深层次了。  

耳根本身是唵部音，膻中穴的部分是阿部音，最低沉的吽部音跟腹部呼吸有关

系。所以，从耳根来讲，耳根从上丹田，一下通到中丹田，再通到下丹田，从唵部音

融入阿部音，融入吽部音。  

那么，我们的鼻根何尝不是这样呀。鼻子的呼吸在上丹田，肺脏恰恰是在中丹

田，在阿部音；我们深沉的呼吸是腹部呼吸，恰恰是在下丹田，它一样是上中下，通

通融在一起了。  

各位，可见腹部呼吸多重要，腹部呼吸练得好，气沉丹田。呼吸心平气和之

后，是金生丽水，肾水就充沛了，滋润全身，气血通畅。那么，水生木，滋润肝和

目，清心明目。如果你的眼睛无神，那你的身体已经不对了，你的用功方法有问题

了。这正是耳门圆照三昧，它是牵一发动全身。可见，耳根圆通有那么细微。   

耳根跟鼻根是相通的，在西医来讲耳鼻喉是同一科，有连带关系。那么，我们

舌根呢，当然也是在上丹田。舌根也是一大秘密宝藏，心脏开窍于舌。我们的舌头跟

心脏有关系，跟心包经、心经有关系。舌头已经含摄了意根跟身根，舌头一动就会带

动五脏六腑，这真的是生命科学，太微细、太微细了！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6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057&idx=1&sn=08c2bef704c2cc4fd94aa916e3ba8a97&chksm=e9a98436dede0d20cdb4e109ec4643c8dfbb5436722ea6f0d779f4e7f634e347338a3737eb89#rd
javascript:void(0);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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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此深心奉塵剎──「普賢十大願」講記講記  

原创 首愚長老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03 

 

片雲點太清  

「普賢行願品」在〈華嚴經〉裏稱為「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整個

經題著重在「大方廣佛」四個字。就「大」而言，大到怎麼樣的境界呢？「大乘」以

梵文譯為「摩訶」，所以「大」是由「小」來襯托的。大者，大到無量無邊，不可想

像，各位打起坐來，不妨觀想觀想「如何是大？」記得小時候，鄉下一句俚語說：九

層天、九層地」，當時我就想：「這『九層天』之外還有嗎？如果世界有邊，有個地

殼，拿把大榔頭把殼敲破，下面應該還有個世界吧？」事實上，這個虛空以現代昌明

的科學都無法斷定「世界是有邊抑或無邊？」  

在佛陀時代，有些外道問佛「世界到底有無邊界？」佛不予作答。因為告訴他

們有邊或無邊，他們都無法體會，而且這只是戲論，已超過我們的經驗範圍了。有邊

無邊，這是我們凡夫自己想像的，它通常用來比喻我們的心量，因為我們的心有時是

無法想像的。〈楞嚴經〉云：「虛空生汝心中，如片雲點太清裏」。虛空與我們的心

相比，就如同一片雲彩掛在虛無飄渺的空中一般，微不足道。 

  

人人本具  

大「方」，「方」是對「大」而說的。方位有十方，而十方亦是方便安立的。

就西方而言，看東邊是「東方」；就東邊來看西邊，那叫「西方」。所以方位本身是

不定的，角度不同而有不同，故方位也是空的，無量無邊。「廣佛」，不是一佛、二

佛、而是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華嚴」，即我們在這世間所看到的境界。「華」即

花，我們以「花」供佛，因為這世界沒有比花更美麗的了。它象徵著生命的莊嚴，只

可惜我們認識不到這一層，而拼命向外馳求。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085&idx=4&sn=8812b4e5ac1907fc8b8845bb9278f250&chksm=e9a9842adede0d3c1a228ae29cbd7803b7594d9391c5cf308673dd2a424d549048b5f76bd802#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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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每個人生命本自具足了「真善美」。「真」，乃是我們生命的根本所

在，人人本具的「善」良卻被習性污染了，唯有從真，從善當中去展現，才有「美」

可言，才有「莊嚴」可言。然而，花雖美麗，卻無百日好。那麼如何保有真實的美、

永恆的美呢？要時時迴觀返照，經常浸潤在真善美的人生領域裏，也就是「常樂我

淨」的境界中。 

  

夢裏人生  

在小乘的境界裏，生命是「無常」的、「苦」的、「空」的、「無我」的，也

是「不淨」的，一般表面的看法，也的確如此。時間無常，空間無常，念頭無常，人

與人的關係也是無常。在無常中，我們的感受是非常痛苦的，從「無常、苦」之中，

我們更體會到「人生如夢、夢如人生」──一切皆不真實，一切皆「空」。由於這個

「空」，我們瞭解了「無我」──找不到一個真實的我。如果經常以這「無常、苦、

空、無我」去思惟，初步堅固道心是可以肯定的；至於是否就對佛法會有正確的理解

了呢？就難說了，那得看你的智慧如何而定了，故曰：「正人用邪法，邪法也成正；

邪人用正法，正法也成邪」。  

一個有著大乘根器的人，聽到了「無常、苦、空、無我」，就可以想像到另外

一個層面去──衝過了「無常、苦、空、無我」便是生命真實的一面──「常、樂、

我、淨」了。當然，這都是就文字義說的，是文字般若。至於如何就文字本身去想

像，去觀察那種境界而達於無相呢？那是實相般若，是真正的解脫境界了。 

  

不二境界  

若是智慧不夠，看了「常」，以為有個東西永遠不變，即落於「常見」去了。

「常」與「無常」原是二分法，二分法本就相互矛盾，會產生痛苦、煩惱的。唯有跳

出常、無常、苦、樂、才是究竟。所以說，佛法是不二法門。說到「不二法門」，各

位可不要再抓個「一」唷！把「常」與「無常」擺脫掉了，「哦！原來是這麼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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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就好了。懂了，常也對、無常也對，所以涅槃境界又叫「常樂我淨」。很多人

認為這是「真常唯心」，是泛我思想，是外道，如果你這麼想，就大錯特錯了，因為

那只是從文字表面上去體會罷了。  

這部經主要在讓我們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所謂「不思議」即：非通常一般思想

所可想像得到的，一定要達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跳開、融化了矛盾的二分

法，不但「理」到，「事」也要到──理事無礙，乃至到達事事無礙，那種悠遊自

在、清淨解脫的境界是我們一般人所無法想像的。好比四禪裏的離生喜樂、定生喜

樂、離喜妙樂，那種快樂也不是我們一般凡夫的經驗所能想像，那已經超越世間上的

五欲之樂好幾百倍了。到底那是個怎麼樣的境界呢？──普賢行願是因，入不思議解

脫境界是果。簡言之，要有普賢行願的心胸，才有辦法入不思議解脫境界。  

普賢──普遍，人人皆等同，人人皆聖賢──普現在一切境界中，你的行為、願力

要到達這個程度才有辦法入不思議解脫。「普賢行願」以十大願做為架構。何等為

十。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四者懺悔業障、五者隨喜功德、

六者請轉法輪、七者請佛住世、八者常隨佛學、九者恆順眾生、十者普皆迴向。  

經文看起來很淺顯，但要如何才能把理念回歸到我們身心的經驗世界來呢？茲

逐一分釋如次： 

  

一者、禮敬諸佛  

禮敬禮敬十方三世一切佛。釋迦牟尼佛介紹的佛有東方藥師琉璃光如來，南方

寶生佛，西方阿彌陀佛，北方不空如來，中央毗盧遮那佛，這是密宗的五方佛，也已

經可以代表十方三世一切佛了。所謂「三世」是指過去已成就的，現在當成就的，未

來將成就的，所以「禮敬諸佛」已包括了這三世，各位在座都是未來佛。換言之，這

是修平等心、修法界觀。我們在拜佛時，一拜下去，這種境界就現前了，這也是需要

觀想的。「禮敬諸佛」主要是在修恭敬心，因為我們凡夫的慢心很大，慢心是個根本

煩惱。一個人有道或無道，就看他謙虛、不謙虛，看他恭敬還是傲慢。真正有道，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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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謙虛，絕對恭敬，所以各位不要自以為佛法學得很好，能力比人強，條件比人好，

就起了驕傲心。  

學到平等心之後，既不貢高，也不自卑。條件好叫「增上慢」，條件差叫「卑

劣慢」。「增上慢」大家比較可以瞭解，也就是處處覺得比人高一等而起的傲慢心。

「卑劣慢」則像身體不好、學歷、能力都覺得比不上人家，自卑樣樣不如人而產生的

一種反感：「我不如你，那你又有什麼了不起呀！」從而心中也升起了一種傲慢。不

過這種傲慢是卑劣慢，自己心裏很空虛，所以要是心裏紮實就無所謂了。  

我們凡夫最喜歡讓人家恭敬，往往就會裝出一付架子來，所以慢心本身就是一

種苦悶，故禮敬諸佛對我們非常重要。今後各位修行可以學「常不輕」──〈法華

經〉有一品講「常不輕菩薩」，任何人乃至一切畜生，都不可以傷害。佛法主張不殺

生也是站在這立場的，他們也是有佛性的，只是不幸墮到畜生道罷了。如果你以恭敬

心來對待一切眾生，就不忍心去傷害他們了。若是慈悲心起不來，瞋恨心必然強烈，

心性暴戾。一個人有慈悲心，自然就柔和了，而且自然與法界相應，與生命的根源相

應。 

  

二者、稱讚如來  

這是屬於口業方面。口業不清淨，也會給自己帶來許多苦惱，我們不懂得稱讚

人家，相對的，也就是嫉妒心。在「菩薩四攝法」裏提到要「同事」，以別人的立場

為立場，來體諒，這樣才能度他；否則與他對立，他絕不會聽你的。「同事」是為了

「利行」──利他。而「利行」表現出來的就是「愛語」，處處以言語關心他；行為

上是布施──經濟上缺乏了，幫忙他；心情上苦悶了，開導他；精神上受到打擊了，

支持他；乃至自己很辛苦，很勞累了，人家要你幫忙，你的臉上也不能有一點不甘願

的表情，還是應該很歡喜的去做，這就是所謂「無畏施」。  

「無畏施」很不容易，非有發大心，發大願者不容易做到，所以稱讚如來功德

很大。一般人都有嫉妒心，故稱讚如來太重要了。如來當然也是十方三世一切佛，我



               《十方圆明心地涌》2019年合刊（中）

 15 

們稱讚已成就的佛，原則上是要曉得他的長處，他的難能可貴，所以功德很大。最可

憐的是我們一般凡夫，需要的是安慰。  

如此說來，「稱讚如來」應該是稱讚「未來佛」功德比較大了。若是連個善知

識都不懂得稱讚，那也就無法修行了，甚至毀謗善知識的人，也等於關閉自己的善

門。相對的，惡門也就打開了，只有墮到惡道的份。所以我們要經常為自己開功德

門，廣修「稱讚如來」。 

  

三者、廣修供養  

我們禮敬諸佛，稱讚如來，點點滴滴都是供養。一舉手、一投足在在皆是供

養。經常心存恭敬就是最好的供養──法供養。故六根、六塵、六識門頭、十八界都

是我們供養的對象。「廣修供養」包括的內涵非常廣泛，處處予人方便，處處幫助別

人都含蓋在其中。 

  

四者、懺悔業障  

何以我們的恭敬心起不來，稱讚心起不來，供養心起不來呢？因為我們有業

障，自以為是，所以我們要懺悔。做不到懺悔嘛！那是你認識不夠。一個人真正懂得

懺悔，才能得到清淨，表示他有智慧。〈壇經〉對懺悔的詮釋太好了：「懺者懺其前

愆，悔者悔其後過」。要把自己的毛病都檢查出來，須有何等的智慧呀！沒有智慧的

人都會患上自讚毀他的毛病，才會產生是非。「悔者悔其後過」，人要做到不二過是

很難的，真正懂得懺悔的人有福報、有智慧，否則很難與佛法相應。 

有人懺悔時就跑到佛前去磕頭，這也只是片面而已，最重要的是你的起心動念

中須真正懺悔，才是真懺悔。若是一邊在佛前磕頭，一邊心裏還在不平衡，也不是真

懺悔。真懺悔是無所謂儀式與否的，要發自內心的起慚愧心，非常謙虛、非常敦厚、

身口意都很莊嚴。心清淨了，才能與佛相應，才是究竟的懺悔業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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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者、隨喜功德  

一個人經常笑咪咪的，這是他懂得隨喜。不懂得隨喜的人，處處有掛礙、處處

有矛盾。隨喜的相對即是嫉妒，看到別人有成就、比自己好，心裏就放不下，看到別

人有好表現，你能歡喜讚歎，才是隨喜功德的表現。  

人，沒有十全十美的，若是只看到別人的短處，而不去看他的長處，豈非把別

人的過錯都挑到自己身上來背了嗎？別人的長處，你要學也學不到；別人的一點小毛

病，你卻看得清清楚楚，這不是我們學佛人的心胸氣度，那叫「目光如豆」。學菩薩

道的人，應該專門學人家的長處，而且也懂得隨喜讚歎。  

修學任何一個法門，「究竟」與否皆在於你的心量，不在於法門上。〈金剛

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所以對一切眾生皆不可輕慢。只要心性

正直、氣量寬大，那即是了義的究竟佛法。一個人整天苦苦惱惱的，再好的法門也會

變相，並非佛法不靈，而是我們的根器太差了。從這觀點來看，所謂「無盡法界」，

並不只是對學佛人說的了，社會上許多好人好事都能讓你生歡喜心的，甚至連那「烏

鴉反哺」的故事，都足以令你讚歎不已哪！這便是隨喜功德的道理了。  

  

六者、請轉法輪  

法輪怎麼轉呢？請法並不困難，主要在你自己要多看經，多聽經，此即「請轉

法輪」的道理。佛法在你心中運轉起來就是請轉法輪了。究竟了義，一切唯心造。高

僧大德乃至僅有一技之長的人都是我們請益的善知識，這是廣義的「請轉法輪」。凡

是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對象，皆可以請他轉法輪。換言之，「請轉法輪」就要處處謙

虛的請教，不恥下問，那怕他是販夫走卒。如果只在佛門裏找善知識，找來找去，能

有幾人讓你看得上眼呢？若是你有智慧，十字路頭，何處沒有善知識？孔子曰：「三

人行，必有我師焉」，的確一點都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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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者、請佛住世  

佛法太深奧了，往往與世間的想法背道而馳，一般人不太容易聽得懂，所以佛

在菩提樹下證道之後，原想入涅槃去，不準備說法。天人知道了，趕快來勸請：「佛

啊佛法太深奧了，往往與世間的想法背道而馳，一般人不太容易聽得懂，所以佛在菩

提樹下證道之後，原想入涅槃去，不準備說法。天人知道了，趕快來勸請：「佛啊！

你多生累劫發了菩提願，為了證道使自己能廣度眾生，現在如願了，可千萬不能入涅

槃呀！」有了這些天人的請法，佛法才得以興盛，得以流傳。正法難逢、邪教易興，

真正談佛法的理念，一般人反而不能接受，除非宿世根器很利。弘揚正法，往往會遭

遇許多磨難，這是一般人所難以想像的，故請佛住世很重要。請佛住世就是請善知識

──真正有道之士──住世度眾。但是佛已涅槃了，請什麼佛呢？佛有過去佛、現在佛

和未來佛。我們不要專請過去佛，要請現在佛和未來佛，當成就、未成就，真正對佛

法有所瞭解的善知識，我們都應該勸請他們出來講經說法，俾把佛法繼續弘揚下去。 

  

八者、常隨佛學  

這有兩重意義：一者佛在世時，跟隨佛陀學習佛法；二者佛涅槃後要親近佛的

正法，隨順佛的正法。如果不能常隨佛學，就只有與煩惱的習性，邪知邪見相應了，

那當然永遠不得解脫。所以我們學佛要念念與佛法相應。過去南師曾說：「學佛而不

把佛法擺在第一，是永遠不會成功的」。當然，這也不表示就要你把工作、家庭拋開

不管，而是要你在用心上念茲在茲都在佛法的境界中、三寶的理念中，這樣才是究竟

了義的「常隨佛學」，不是一天到晚抱著經典打妄想。換言之，你要隨時與正業相

應、與正法相應，如此，福德、智慧才能真正增長。  

  

九者、恆順眾生  

不能恆順眾生，就會有煩惱，這也是「四攝法」的道理。一個真正恆順眾生的

人，同樣也能得到眾生的愛戴；你脫離眾生，眾生也同樣的脫離你。不能恆順眾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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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沒有智慧。有智慧的人，三教九流都可以相來往。當然，恆順眾生並非被他轉走

了，而是你去轉他。那麼，如何才稱得上是「恆順眾生」呢？要隨順世緣，而又不被

世緣所迷惑，做到「隨緣不變，不變隨緣」。 

  

十者、普皆迥向  

不懂得普皆迴向，會有許多障礙發生，道家標榜「功成身退。」不無道理，事

情成功了，不要居功，功勞是大家的，若是自以為不得了，那是你起慢心了。我們要

把一切功德普皆迴向菩提；普皆迴向一切眾生，希望一切眾生皆能成佛，希望國家社

會吉祥、平安，自己絲毫不敢居功。  

迴向的道理很深，完全是要與般若相應的，那要道道地地的無我相、無人相、

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也就是「三輪體空」，是無相的佈施。懂得迴向的人，當下一

念──了然──就到了。不為什麼，法爾如是，等於佛陀說的：「我說法四十九年，沒

說一個字」這就是普皆迴向。能夠普皆迴向，才能具備慈悲喜捨，也就是應無所住而

生其心，用禪宗的一句話來說，就是「還我本來面目」。何為「我本來面目呢」？

──無量壽、無量光。所以一句「阿彌陀佛」即是我們的本來面目。我們朝朝暮暮發

願往生西方，原來西方即在你目前，只看你是否認得而已！認得了，再加上你平常的

修為，行願，則上品上生當然錯不了！認不得了，能夠得個下品下生也就很了不起

了。為什麼呢？因為「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而生彼國」呀！ 

佛法是不二法門，處處都回歸到我們的「心地藏」來了，這也就是普皆迴向，

究竟圓滿的道理。那是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的本懷，正法的命脈所在，也是我們每個

人的命根所在。學佛不從此處下手，就是心外求法了。（《準提法開示彙編》）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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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门圆照如来禅 金刚三昩祖师禅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03 

 

耳门圆照三昧恰恰是如来禅。佛陀把整

个生命分析得那么微细。五脏六腑、十二经

络对应了我们的六根、六尘，跟起心动念又

有关系，就是六识。二十五圆通从六尘到六

根到六识，到七大，太微细了，这是真正的

生命科学！  

南老师《习禅录影》的两首诗，第一首

诗前面讲过，第二首诗是“已了娑婆未了缘，

深情只欠祖师禅；大悲殿里千尊佛，空向人

间泛渡船”。什么道理？擅长于分析、分析得

太细了，那是如来禅。到了金刚王三昧那是

祖师禅，祖师禅比较是大而化之，不讲究这

个过程。  

如来禅，点点滴滴都观照得清清楚楚。

如来禅就是准提法的生起次第，每个细节你

都要观照到位，那就是耳门圆照三昧。到了圆满次第，啪！一下性空缘起，当下就了

了，一提便休，那是中国祖师禅，这时正是金刚王三昩！  

准提法真是显密圆通成佛心要，成佛的总纲要，巨细无遗。我们中国禅宗其实

比较偏向于祖师禅，在藏密来讲比较偏向如来禅。太虚大师的名言：“禅宗得大机，

密宗得大用”。大机就是金刚王三昧，大机就是中国祖师禅；大用就是非常的周严，

非常的微细。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085&idx=1&sn=2eaffef6b1b949cd0a2c405f04976b8d&chksm=e9a9842adede0d3c3b37a62b1ebb45c764b921f4bfd2a764a759249e50ba1c078ad7f92e43b5#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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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准提法正好把如来禅跟祖师禅结合在一起了，所以这是成佛的总纲要，显

密圆通成佛心要。准提法统摄了禅净律密，统摄了禅宗三纲，“禅宗以无念为宗、无

相为体、无住为本”。密宗得大用，正好“身密结印、口密念咒、意密观想”，这是修

气、修脉、修明点。准提法也统摄了净土的三要，“信、愿、行”，只要你肯老实持

咒，只要你信得过，老老实实地念，一定有效果。它也统摄了律学的菩萨三聚净戒，

第一个摄律仪戒，第二个摄善法戒，第三个饶益有情

戒，所以它当然是普贤行了。普贤行，已经统摄了小乘

戒律、大乘戒律、金刚乘戒律，统统融合在一起了。  

大道尽管玄之又玄，但南老师特别提到准提法是秘

中之秘，也是简中之简！这里头真的是如来的一大秘密

宝藏！  

但再高再深再妙的法，最重要的还是要接得了地

气。这地气就是安心，你安不了心，讲大话有什么用

啊！  

有道友问：为往圣继慧学，为人间建净土，首先得

开启智慧，我想更进一步了解，能知体相用的那个能知

是谁？念佛是谁？  

首愚长老：不要玩这些口头禅啊，没有用的。禅宗

到后来提倡机锋转语什么的，但禅宗也慢慢没落了。我

们准提法是脚踏实地的，先不急啊。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6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

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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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门圆照万法归一 金刚三昧一归何处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04 

 

准提法门修持的起跑点

很高。这是因为准提法门是

一个大般若的修行法门。准

提菩萨的全称是“七俱胝大佛

母准提王菩萨”。“七俱胝”，

这是古印度的一种数字说

法。“七俱胝大佛母”，代表

无量无边无数的古佛都因修

持这个法门而成就的。大佛

母就是大般若，一切法的根

本母法莫过于三般若，从文字般若、境界般若到实相般若。  

我们要进入实相般若，观想总是要由浅到深。LA 字观想，为什么很多人观想不

起来？因为你着相了，你的见地不清楚，你没有把握到观想真正的中心。  

这个梵文 LA 字，它只是个文字相，你把它观想起来又能怎样？顶多也是“以毒

攻毒”，以一毒来攻所有的毒。在禅宗祖师来讲，这叫“万法归一”。因为凡夫的心念

太散乱了，在佛经里头叫方便随缘止，把我们的心收回来的一个下手方便。  

但你也不要小看文字相哟。只要 LA 字你能观想的出来，它的境界是隐隐约约，

乍隐乍现，你的心就收回来了，就宁静了，总比胡思乱想、乱起乱灭的好。这是“万

法归一”,什么叫万法呀？好的不好的，乱七八糟的，各式各样的妄想，其实都代表万

法，万法代表一切念头。你的善念让你松放，正念让你空灵，你的般若正见则让你跟

实相般若对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102&idx=1&sn=33f347e248e4d94680458ab89483829c&chksm=e9a98459dede0d4f2302890c58ea6be7a39536ddfe6eb243d970a2fe59dcdc2f78831443ab0b#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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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想叫做浅者得浅，深者得深。你智慧够了，一提便休，直接契入实相般若。

你着相了，那顶多止住了胡思乱想，这是跟戒相应，最起码这是一个正念啊。从善念

提升到正念，要再从正念提升到净念，清净实相就是无相。  

所以，“万法归一”够不够？当然不够，连这个“一”也要消融掉，“一归何处”

呢？  

耳门圆照三昧是找到它的中心思想，让它不要乱起乱灭，这是善观缘起。缘起

观察入微了，最后进入到实相无相，这正是金刚王三昧，这是圆满次第，这是“有为

须极到无为”，有为法开发到极致就进入无为法。  

LA 字观想是有为法，是我们作意出来、想象出来的，有没有作用？当然有。这

是万一你般若慧观做不到，用来弥补我们智慧不足的一个方便法。  

般若慧观是秘中之秘，太深了。缘起甚深，甚深缘起，一般过去世慧根不够的

人，是怎么观也观不出来的。菩提道次第开始是由浅到深，从有相到无相，从有所安

住到应无所住，从有所念进入到无念。六祖怕我们一般人对“无念”两个字误解了，他

在《坛经》中稍微解释了一下，什么叫无念？“无者无妄想，念者念真如，是名无

念”。到了无念境界，就是阿弥陀佛的无量寿，到了无相无住的境界，就是阿弥陀佛

的无量光。其实，无量寿就是无量光，无量光就是无量寿，简称为无量光寿，无量光

寿是一体的，不可分的。  

据《圣经》协会研究，耶稣有三年的时间失踪了，原来他是到了印度，还有一

种说法，是到西藏求法学法了。比如说，在我们密教里的灌顶，在天主教、基督教则

叫洗礼，其实它是同一个根源。我们看到天主教的主教，戴的那个帽子，就有点像那

些藏密喇嘛所戴的帽子。可见它的宗教仪式是来自于佛教。  

过去南老师也讲过，他说：“《圣经》翻译到中国是在佛经之后”。中国古代这

些大师们的翻译都很高明，用的是“业”字，这个“业”有善业、恶业、无记业。而《圣

经》翻译成“罪”，说我们生下来都有“罪”，这“罪”翻译的不好，父母亲生我有什么罪

呀？我来到这个世界有什么罪呀？这是它的翻译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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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南老师在台北也给我们讲过一段《圣经》。《圣经》中有一段讲的是光的

问题，这些神父没有般若智慧，没有讲到位。他总结说，真正的宗教是同一个根源。

好比他们的“十”字架，中间这一竖代表时间，左右这一横代表空间，它的时间就是时

间，空间就是空间。其实他们搞错了，佛教“卍”字才是正确，“卍”字在四个顶端各加

一个角，代表它是旋转的，表征的是时空互换啊！时间代表念头，你没有了妄念，就

把时间融化掉了，紧跟着就没有空间了。所以，时空是可以互换的，换句话说，时间

就是空间，空间就是时间。“十”字来讲，竖线一端往上升、一端往下降，横线一端往

左延伸、一端往右延伸，这样时间永远是时间，空间永远是空间。  

其实，时间融化掉了，正是无量寿；空间融化掉了，正是无量光，这是我们的

自性光明，这是实相般若。无量寿无量光不是阿弥陀佛的专利品，是人人本具，个个

不无，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到达的。有一种说法叫自性弥陀，一点都没有错。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7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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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字观想的菩提道次第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05 

 

那么，LA 字的观想，初步就是一个 LA 字在头顶上，进一步观想 LA 字放白色

光明，这个光明一旦呈现出来，就把 LA 字给融化掉了，就从文字般若提升到境界般

若。  

所有的观想没有离开光。到了“光明遍照身心，乃至遍法界”，这又从有相光进

入到无相光。无相光就是无量光，才能够真正进入到清净法身。这文字般若就是千百

亿化身，境界般若就是圆满报身，从圆满报身提升到清净法身。  

什么是千百亿化身呢？千差万别的事跟理，你都要一一观察清楚。龙树菩萨的

名言：“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谛而不动”，了了分明，但是又不着这个相，不着

相就是直接进入到清净法身了。  

观想 LA 字，有智慧的人，一提便休，直接进入到实相无相的境界，进入到无量

寿无量光的自性光明，那就对了。不是老是叫你抓着，抓住 LA 字干嘛？当然，在我

们没有基础之前，LA 字的观想是有用的。  

我们仔细去观察，念头在唯识学来讲，就是多生累劫的习气妄想。我们每个念

头起来，不是偶然的，有它的缘起。偶然也非偶然，绝对也不是绝对。   

道家的说法，“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为什么炼神还虚呀？还虚就

是把它融化掉了，才能够进入到清净法身。炼精，这个精也代表我们的身体，这精怎

么炼呀？这精不好化的啊。要想炼精，就要提升到炼气。“心月孤悬”，气一对了，

哦！这气可以吞万象，把所有身心的障碍统统融化掉了。但是“心月孤悬，气吞万

象”，它有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光音交融”。光是音之体，音是光之相，体相一如。

你念到“光音交融”的时候，自然就“心光无量”，整个身心都空掉了。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7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134&idx=1&sn=e0cc0211d8df560b453964bd1580be22&chksm=e9a98479dede0d6f7b37a1fe1a8e40e238b3b3d5ad9646e4a996835cb5e8afc9cc3a2ab72f78#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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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提法门的菩提道次第“信解行证”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06 

 

我记得 1975 年 1 月底，南老师到佛光山打禅七，每天到晚上都有小参报告，一

个一个要做小参。我们有个同学他是学唯识的，他说这样，然后那样，然后再那样，

南老师说：“你是推理法师”。就是逻辑法师呀，你在搞逻辑、搞推理呀，那只是佛学

研究。佛学研究进入不了实相无相的境界。  

所以，理论推得太微细的时候，会迷失掉的，歧路亡羊，路多了迷失掉了。什

么是金刚王三昧？啪！一下子，“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持”，这是中国祖师禅的说

法。如来禅是逻辑性的，分析性的，一一观照得清清楚楚。如果你弄得太细了，反而

迷失了。你那是在搞思想，只是停留佛学理论而已，你并没有进入到佛法的实验

室。  

我们修行一定是从信仰开始，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日子未

到。佛教信仰是戒律性、生活性的。所以，到了寺庙里有很多的规矩，规矩就是戒

律。对一般人来讲，戒律有用的，从外用一切相把它框住，不让它乱起乱灭。  

从“信”提升到佛学的层面，“解”，就是对理论的探讨。理论探讨还不够的，要再

提升到“行”。“行”就是进入到佛法的实验室，最后验“证”到，哦，原来就是这样子！

此时，得鱼就忘筌，所有的经典都是标月之指，我们顺着手指头看月亮，但你千万不

要欣赏手指头呀。很多人研究佛学就变成了欣赏手指头，停留在学识上、理论上。你

要透过手指头，找月亮在哪里，你要忘记了手指头，才能看到月亮，这是标月之指。

所以，禅宗用《指月录》，用的太高明了。  

我们老实持咒是“简中之简”，般若慧观是“秘中之秘”。万一你习气太重，妄想

太多了，只好从简中之简入手，老实持咒，念清楚，听清楚，能够念到念念分明的时

候，你就没有恶念、没有邪念了，这正是“戒”呀！由“戒”提升到“定”，“定”关系报身

转化，这正是“修气、修脉、修明点”，进一步提升到“慧”。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180&idx=1&sn=0c5cfbb46d7e2e1980ea93ccd856fc2f&chksm=e9a9848bdede0d9d27ce9b8d1d663985b4ba54008ce3f96b474c885f2f37619bed974fc7cb0a#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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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准提法也是菩提道次第，从大势至菩

萨念佛圆通的念清楚，提升到观世音菩萨耳根

圆通的听清楚。听清楚就是修脉，更微细了。

修气、修脉这是耳门圆照三昧，这是如来禅，

观察入微。最后都要放下，放下了才能进入到

圆满次第。  

明点怎么观？很多修藏密的说，哎呀！在

你打坐前面插一根香，你就观想那个香那一点

光明，初步有用的。久了，你会眼花缭乱，因

为你着相了。借这个明点，“有为须极到无为”，从有相进入到无相，从有念进入到无

念，你的境界才会提升。  

我经常说，念清楚是大势至菩萨来接引，听清楚是观世音菩萨来接引。念清

楚、听清楚，这是念念分明。到了念念本空，正是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来接引，这

是法上的西方三圣。我们要量力而为，自己到底到了什么样的境界要清楚。  

所以叫“多障众生念佛观”。我笨就笨嘛，我业障重，就老实持咒，念到一定时

候，从修气到修脉，身心慢慢松放了，最后进入到空灵的境界。  

大家好好体会，原来 LA 字的观想是那么深，它是有次第、有步骤的。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7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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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提法门的实用受用活用与摄心安心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07 

 

我们修习佛法，就是要得到实用受用。  

当年，我在武夷山黄石头开山建设十方学堂时，提出了四个字的禅宗道风“简朴

亲真”。“大道至简，唯嫌拣择”，“拣择”就是你的分别心。如果你没有那么多的分别

心，大道本来就很平常。所以，一切修行就是要化繁为简。  

我们准提法，南上师讲它是“简中之简”。南上师的这段开示，我当年没有把它

收录进去。因为是简轨嘛，后来一想，还是很重要的。到了 2014 年，我重新再整理

法本的时候，把它变成警策序了。  

我们准提法真的是统摄了禅、净、律、密。最高的境界是“禅宗三纲”，禅宗以

“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准提法的架构没有离开密教“三密相应”；它又有

“净土三要”，从“信、愿、行”去老实持咒；同时又含摄菩萨三聚净戒，把禅、净、

律、密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准提法一开始，意密观想头顶上两寸高的地方，有个梵文 LA 字，直径大约一

寸。其实差不多是在百会穴上方，当然了，观想它已经超越了百会穴。在红教的三脉

七轮里，它属于梵穴轮，梵就是清净的意思，在佛学的名相叫“意生身”，是我们作

意出来的一个影像。所以，佛教的造像中，佛菩萨头部有一个光圈，头部的光圈代表

清净法身，背部的背光象征千百亿化身，莲花座代表圆满报身。  

法界三个根本音，净法界咒占了两个，“唵㘕”。“唵”，头部音，“㘕”，阿部音。

净法界，法界就是我们的心啦，妄想一大堆，烦恼一大堆，净法界咒一念，用最简单

的一念，把心摄住了，这是简中之简。  

我经常说，晚上很多人睡不好觉，你的功夫在哪里呀？连睡觉都睡不好，还谈

什么功夫。所以，要安得了心，收得了心。这时净法界咒，已经不是三七二十一遍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246&idx=1&sn=85d1cb00899d7b10adc85398018eb8bd&chksm=e9a984c9dede0ddf0d75886c8391499a0988afb26ede7dee3f8da9077f395e6c9bac3c79ce90#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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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念念念，念到松放了，念到整个睡着了。我们一般凡夫睡得像一头死猪一样。一

个真正的修行人的境界叫“醒梦一如”，好像睡又好像没睡，清醒是清醒，但又很宁

静、很安详。所以，卧如弓，吉祥卧，你这个姿势一整夜都不变，那是一字禅，参一

字禅，你不会翻来覆去，代表你的内心很宁静，跟道相应了。  

我以前常说，晚上睡觉，这个 LA 字不是观想在头顶上，那是观想在膻中穴。我

这次在南岳衡山，有几个晚上观想在膻中穴，哇!心脏跳得很快。后来一改，改在命

门、气海，啊！整个松放了。我发现原来我们的心月轮，不一定是在膻中穴，这里面

有大秘密啊！我才晓得，原来耳根圆通，那是耳通气海，耳根圆通也是内呼吸的部

分。我们作意的地方，那是我们生命的中心，身心关键的地方。哪个地方让我们平

和，那个地方就对了。所以，提醒大家，你不妨内呼吸，腹部呼吸是对的，那个地方

也是风生水起啊。  

作意的地方属于意根，意根是性火。心包经是相火。其实我们的念头里头，已

经把四大完全融合在一起了，把五脏六腑十二经络也融合在一起了。  

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讲的，我们的功夫要都摄六根，你能够都摄六根，才能够

净念相继。净念相继也不一定说要念佛，有很多方式，一句佛号是净念相继，念到没

有妄想，一片光明，无念的境界，那也是净念相继。所以各位，净念相继不一定把它

摆在一个文字相，一个佛号上面。那么，“心月孤悬”也不一定是在膻中穴。这一点大

家要体会得很深。  

从中医来讲，我们的念头属火，从性火到相火，火生土，有时候你的胃很堵，

你的方法对了，观想对了，一下子咕噜咕噜肚子饿了，胀气就化掉了。然后内呼吸起

来了，土生金，金就是呼吸。风生水起，水是肾水，滋润我们全身，心平气和，五脏

六腑平和，十二经络通畅，那就对了。  

很多人修耳根圆通，太着意头部，耳朵会痛，头会涨，什么道理？火水未济。

你心不平气不和，心不平，心念没有平静下来，所以，气是躁动的。《禅观正脉》的

封面就是一具白骨像，其下丹田地方有个明点，已经点出了命门、气海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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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古出版社曾出过一本杨家太极的拳谱，里面有提到太极十要“气沉丹田、含胸

拔背、虚领顶颈”...其实很多练太极的口诀，和我们修法的口诀，是不二的。“力从腰

生”，那当然是从我们内呼吸来的。藏密的拙火从什么地方开展的呀？从海底轮，藏

密的术语叫灵蛇，灵蛇其实就是拙火的意思。  

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物理现象，火一定是往上，水一定是往下，那是水火相

济；如果火在上面，水在底下，那就是火水未济，你就心浮气躁，这是一定的道

理。  

所以，真正的般若思想，正是《金刚经》里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

心”。我们用功，念咒一定是“从有念到无念”，观想不管是文字相，还是菩萨相，一

定是“从有相到无相”。我们用功初步心要有所安住，最后要无住，“应无所住而生其

心”，就跟般若慧观融在一起了。这个地方是个修行的总关键处。  

顾名思义，净法界咒，比较偏向心灵方面；护身咒，比较偏向身体方面。净法

界咒念起来就很松放、很空灵，护身咒念起来就比较急促，代表它的威力。其实，身

心是一体的，方便分的。  

三七二十一遍以后，用金刚拳在身体五个部位印“吽”，金刚拳印散于头顶上，

在法本里头提到“此身即转成金刚密身，使诸魔不得其便”。大家看文字好像很神秘的

样子，金刚密身，这个身体是金刚的，秘密的，如果你这样解释那就错了。其实，金

刚密身就是随时跟“空”相相应，念到“空、无相、无我”的境界，这叫金刚密身。不

是另外还有一个秘密的身体，叫金刚密身。大道在平常中，这样才符合般若慧观。  

净法界咒，我们修这个法，南老师的名言叫“佛法活用”，用在生活中。晚上走

夜路，或者到不干净的地方，或者往生助念的时候，等等，就可以念净法界咒、护身

咒。  

总而言之，佛法的核心在摄心安心。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7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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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老师为这个时代筛选的准提法门直彻整个佛法的总根源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08 

 

大家要了解准提法，准提法真的是统摄了信解行证，统摄了佛陀一代时教。道

㲀大师在《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里头，用的是贤首华严五教义，把佛陀一代时教用

小教、始教、终教、顿教、圆教来概括。《法华经》跟《华严经》是显教中的密教，

叫显圆。我们准提法是密教中的圆教，叫密圆，这是圆满的、很周严的、全面性

的。  

要了解，整个准提法，如果停留在宗教性，就充满了神秘色彩；如果停留在佛

学研究，那又只是学问化、理论化。理论是理论，你还是你，你心不安的还是不安。

所以，要从佛教的信仰提升到佛学研究，从佛学研究提升到佛法的实验，最后印证到

了佛法。  

这个佛学研究在华严十法界只是理法界。事法界那就提升到了普贤行愿，要去

广结善缘，这是行愿部分。从行愿又提升到功夫层面，功夫层面是报身的转化。行愿

部分是化身的层面。从化身、报身提升，最后融入到清净法身。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佛

学、佛法的信解行证。  

所以，不要带有宗教神秘色彩，不要变成一个宗教学者，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宗

教的实践家，要用宗教精神、宗教情操去验证佛法。  

整个佛学理清楚了，这是“为往圣继慧学”。为往圣继慧学，这是理法界，即是

佛法的般若思想、般若慧观。要“为人间建净土”，那你要奉行普贤十大愿。人间净土

那么好建的呀？你自己不肯奉献，一毛不拔，怎么建净土？你一脸的悭吝，充满贪嗔

痴慢疑，颠倒知见，怎么清净得了？所以，一定要“随其心净则国土净”啊！不但你行

愿够了，功夫也够了，行愿是千百亿化身，功夫是圆满报身，最后又融入到了清净法

身。随着你的福德资粮够了，智慧资粮够了，影响力扩大了，可以神交古圣先贤，希

圣希贤。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280&idx=1&sn=e18595d223505aea74cc7b518a286c37&chksm=e9a98517dede0c012bd59825f7abcf54a078e7a2564ec0faf836d0e04bbae1fb3334e1c9adcd#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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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好人、做好事，从好人变成贤人。不是剩下来的闲人，我们要变成非常贤

能，选贤以能，那是贤人。从贤人提升到圣人的境界，唯有圣人才能够为万世开太平

啊！  

所以，准提法，道㲀大师讲的，先悟毗卢法界，跟诸佛菩萨同一鼻孔出气，这

才能够为往圣继慧学。为人间建净土，你要奉行菩萨道，你要有功夫的实践、行愿的

实践，才能真正进入到佛法的实验室。整个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完完全全是生命科学

与禅修实践。所谓生命科学，是从信仰提升到理论，这是生命科学的部分。到了禅修

实践是佛法的实验室。最后印证到了，哦！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跟诸佛菩萨同一

鼻孔出气，恭喜你了！  

后修普贤行愿海就是“为人间建净土”，先悟毗卢法界是“为往圣继慧学”。你能够

为往圣继慧学，也能够为人间建净土，逐渐展

开“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千古的真理，宇宙不

变的真理呀。所以，我们准提法当然是全面的

生命科学与禅修实践。  

以南老师的智慧为这个时代筛选了这个法

门，真的是充满了无见顶相，智慧已经超越了

一切，直彻整个佛法的总根源，遍及了八万四

千法门，融合了八万四千法门，统摄了八万四

千法门，回归到一心相应。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7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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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贤十大愿就是让自己随时活在净土中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09 

 

我们凡夫嘛,心不安，不

管在什么场合，妄想一大堆，

难免会担心受怕，怕这怕那。

准提法是非常接地气的，净法

界咒、护身咒，其实体现在我

们的生活中、起心动念中。  

咒语，又称总持，总持我

们的身口意。很多人去医院看

亲朋好友，回来自己也病了，

说被煞到了。那么，我们到医

院一样可以念净法界咒、护身咒。观想 LA 字放光，对病者也是一种加持，也是保护

自己，保护在场的亲朋好友。如果你为亡者助念，这个 LA 字你也可以观想在亡者的

头顶上，希望般若慧观的智慧光明把他接引到净土。说白了，一切唯心造。   

如果晚上睡不着，正好念净法界咒，让我们心平气和，睡得很松放，很安心，

这就对了。当然，也可以用在任何场所、任何环境中，比如用来洒净，重点是让自己

安心。让法回到我们的身心，就是安心嘛。  

如果心不安、心不平，好比说我们见到一个大人物，哎呦！我的讲话有没有失

礼呀，我的动作有没有失礼啊。如果是一种恭敬心，那就很平常，我们对佛菩萨的恭

敬就是这样，再大的人物也高不过佛菩萨吧，你用这样的平常心，心就安了。不管见

什么人，一律平等心。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299&idx=1&sn=c10d49922670ebb20d4cdbe6759d9cc7&chksm=e9a98504dede0c120eb9baf88f16e45691d18df4ee2045db6c16f0236b9b87570269c0316526#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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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普贤十大愿就用上了，礼敬诸佛，

把每个人都当成佛菩萨那样去礼敬。我不是怕，

是恭敬，是一种尊敬的心。所以这个法，是让我

们“随其心净则国土净”，先让自己随时活在净

土，这不是在“为人间建净土”吗？不是在为自己

建净土吗？以这样的平常心、平等心，用之一

切，那随时你的人际关系就很安详、很祥和。  

所以，我们修行是用在一切处，用于一切

人，面对任何人，都是这样的平常心、平等心。不但心存恭敬，讲出来的话都是赞美

人家。凡夫不懂修行，讲出来的话不够庄严，很多地方不是在挖苦人家，就是在诋毁

人家，那是口业不清净。  

准提法就是那样的平常。所以，大家学了法，就要用在日常生活中、待人处事

中、起心动念中，这才真正接得了地气！ 

我们的身口意都是在利益众生，都是在跟

大众结善缘，这样你就不会有太多的忌讳了。

如果你太讲究什么黄历、万年历呀，哎呦！今

天出门不利东方，明天……，那你这日子怎么

过啊！我们有佛法，叫“姜太公在此，百无禁

忌”，那就对了嘛。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7 日在湖南

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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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才是真正的佛菩萨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10 

  

紧跟着，就进入到准提法第三个加

行法，意密观想四臂观音在头顶上放

光。既然是观想，法则没有两样，一样

可以观想四臂观音放白色光。你感觉

上，哎呦！四臂观音在加持我了。说穿

了，到底是四臂观音在加持你，还是你

在加持四臂观音哪？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嘛，其实就是我们在法上跟法相应了，

自己跟四臂观音无二无别了，把这个法

用得完全和般若智慧相应，没有太多的

宗教的一些胡思乱想。所以，修密法修

得不好，修得神叨叨的，修得神秘兮兮

的，那就跟大道没有相应。真正跟般若

智慧相应的，一切都回归平常。  

所以，今天早课提到的“简朴亲

真”。“简”，就是化繁为简，简约。“朴”，是朴拙，也是一种执行力、贯彻力，就是

老实持咒。一个人用功达到这样专心，没有不成就的。我们跟这法越来越相应，就由

生转熟了。用得越来越纯熟了，你跟法越来越亲切了，完全跟你的整个生活融在一起

了，法就在你身上展现出来，很真实、很真诚。  

祖师的名言：“直心是道场”。为什么心不直？顾虑太多，妄想太多，所以叫闪烁

其辞。接着我们很多的妄语就来了。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301&idx=1&sn=e391c5921a3faab57bdc6df4f16dfc92&chksm=e9a98502dede0c1468e0506c2d7bc3d7ae471d1ba6cc90534dbb9df23cec028a5814ade63866#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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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个修行人“简朴亲真”，那完全是禅宗的道风，完全是般若慧观。这是当

年我在武夷山提出来的四个字，我发现这四个字可以用在一切法、一切宗派，何止是

禅宗呀，我们待人处事一样要“简朴亲真”！  

到了第三个加行法，意密观想四臂观音，四臂观音就是我，我就是四臂观音，四

臂观音跟自己无二无别。那就跟四臂观音就很亲了，融合在一起了，不会那么生疏

了。  

意密观想四臂观音在自己头顶上放白色光明，光明遍照自己身心。光明起来以

后，四臂观音融于无形了。光明遍照身心乃至遍法界，那就出现什么？“无我相、无

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大道就现前了。  

佛学有个名词叫，“高推圣境”，如果

你跟佛菩萨形成天壤之别，那就亲不

了。不够亲，就是你的见地不真实。真

实了！哦！原来是一切唯心造。四臂观

音不过是我所观的影像，能观的是我的

心。要观到能所融合，能所双亡，跟大

道才能够相应。  

所以，准提法真的是真实不虚，没

有一丝一毫假借佛菩萨的力量。其实，般若才是真正的佛菩萨，所以佛陀又称为“空

王”！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7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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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诵里悲智运 浑然忘我法味浓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11 

 

身密双手结莲花手印，这个莲花手印一样要很松放，感觉上是若有若无，整个

全身都是松放的。再配合口密念咒，念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念得很松放，很

空灵，念得充满慈悲喜舍，这就对了！  

你的金刚念诵如果念得两股力量融在一起了，一股是智慧的力量，智慧的力量

是空灵的；一股是慈悲的力量，念得自己很欢喜，念到自己悲心流露，这叫悲智双

运，能智又能悲。你这样的金刚念诵，不但自己听得很欢喜，能够感动自己，而且能

够感动别人。如果你自己念得没感觉，没感觉还念什么呀，没感觉就不要念了嘛。我

经常听见有个佛曲，叫什么咒？（道友答，药师咒）“没感觉，没感觉…”，我说没感

觉干嘛要念呢？要念到有感觉，要感动自己才能够感动别人，连自己都念得索然无

味，闽南话叫做“莫大摸索”？念得一点味道都没有，那你就念不下去了。  

越念越欢喜，越念越松放，念到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感动自己，那是甘露灌

顶。各位流过眼泪吗？哎呀，我一个大男人还哭，一边哭一边看，看别人有没有在看

我。你那个还叫忏悔呀？做贼心虚，不是真正的忏悔。到了真正忏悔，“无我相、无

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管他别人笑与不笑，管他失态不失态，我真情流露，

没有想那么多，念到浑然忘我，浑然忘我就是智慧灌顶。念到泪流满面，甘露灌顶，

真正的甘露灌顶。那是一种忏悔的眼泪，慈悲的眼泪，欢喜的眼泪，法喜的眼泪。哭

了以后，整个身心就松开来了，那不是消业障么？所以，甘露灌顶有这么重要哟。念

到满头大汗，那也是甘露灌顶。了解道理以后，哦！原来大道真的很平常。越念越有

感觉、越念越有感情，身心随时跟法融在一起。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7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316&idx=1&sn=a3347686ab808ecc1ec393e40d418426&chksm=e9a98533dede0c257875027d2ece92117c4ec056d75ccfeb4b620b07b53b82c5d891d7e68424#rd
javascript:void(0);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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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輪明月即心池  

原创 首愚長老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12 

 

攝心調氣  

記得三、四年前，南師曾教我「八字口訣」，所謂「心月孤懸、氣吞萬象」。

我自己又加了八個字「光音交融、心光無量」。這十六個字構成了一個非常完整的觀

想與金剛念誦的口訣。實際上，就文字而言，金剛念誦已經包含了觀想和唱誦。金剛

比喻般若，比喻能夠把握得到佛法的實相；乃至一個人對自己心性的完全瞭解。換言

之，實相般若即金剛，唸誦即在調氣。所以金剛念誦同時涵蓋了攝心與調氣。  

金剛念誦所緣的境界可以直接從「空」下手。如果你對佛法「空」的理念很清

楚，直截了當就進去了。或者你也可以憑藉著觀心月輪進入「虛空即我，我即虛空，

亦無虛空之量可得」的圓滿次第境界。心月輪雖然只是個符號，卻也是我們身心的一

個關鍵處。觀想「內空心中、昇起八葉蓮花，紅色無根，蓮花上現一滿月輪，月輪上

現字輪」，這是金剛念誦整個核心的地方。所以說，金剛念誦要念得好，就要緣膻中

穴的心月輪。  

  

心月孤懸  

所謂「心月孤懸」即「內空心中、升起一滿月輪」。你把色身都觀空掉了，當

然大而無外、小而無內，盡虛空、遍法界都是心月輪了。所以說，心月輪只不過是個

代號而已，它是文字般若、境界般若，同時也是實相般若，行住坐臥，言行舉止無一

不是在此境界中；開口念誦如是，閉口默念亦復如是，則身心沒有不起變化的。這是

個氣吞萬象〈楞嚴經〉云：「心如寶月」。禪宗亦以月表心，像「指月錄」是。所謂

「菩薩清涼月，常遊畢竟空」。清涼月代表非常清明、光亮，也代表溫潤、純潔，

「猶如蓮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349&idx=2&sn=b070d69ab411f9c0304333bbf06ee969&chksm=e9a98552dede0c4470cde7836303d614a153bf821b48ac5bf570d64896afbd5177d976701a1f#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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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不著水，亦如日月不住空」──真空妙有。所以各位要時常做這心月輪觀，一

面觀想、一面念咒。「氣吞萬象」那境界是盡虛空、遍法界的，當然念起來氣象就不

同凡響了，也不可能打瞌睡了。很實際的修證過程，通過不了這驗證，不叫佛法。  

  

光音交融  

「光」明是文殊菩薩的般若慧，「音」聲代表大悲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修證次

第，二者要交融為一。換言之，觀音法門捨離了般若即不可能相應；光音交融不了，

光明也無從觀想，則咒語當然唸不好了。〈楞嚴經〉云：「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

入俱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實際上正是文殊般若慧與大悲觀音耳根圓通──光

音交融的修證境界。  

我們一邊唸咒、一邊觀想心月輪在膻中穴的地方，等於見地與修證雙管齊下，

交據一處。唸咒時，每個字都要唸得清清楚楚。因為文字本身是光，你一念到咒語，

它就放光，光與音同時合而為一，便是「光音交融」。 

  

心光無量  

光音交融之後，當然即是心光無量──阿彌陀佛無量壽、無量光的境界，亦即常

寂光國土，故當下即淨土了。能如是用心、持咒，欲見十方諸佛，又何難之有呢？因

為你已與十方諸佛同一鼻孔出氣了。否則你學佛，如何成佛呢？一心想見佛，佛在那

裏呢？佛的境界都認識不清楚，如何成佛呢？ 

  

光音不二  

光明本身就是氣。能證到「空」的境界，就懂得其中的道理了。同時，氣也是

音。一個人身體不健康，講話有氣無力。而光即音，音即光，光音本是不二的，所以

說「光音交融」。上面提過「心光無量」便是無量光、常寂光。故能達到這境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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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輪中的那一點就化掉了，那一點是「即空即有、不即不離」的。能有這種體會，唸

起咒來才不會打妄想，整個生命才會展現開來，整個身心宇宙也就與金剛念誦心月輪

觀交融在一起了。  

倘若大家真正能體會到「光音交融、心光無量」的意境，則整個身心自然進入

定慧等持的境界上。所以這十六個字可說是修練法報化三身的核心。各位宜把握這口

訣，修起準提法來才容易上路，則報身之日日增長、氣象之月月轉化，才有可期之

時。希望大家好自為之，不論在家、出家、上班中、公車上、行住坐臥，時時皆在這

境界中。能如此與整個佛法打成一片，則入世、出世又有何迥異？  

  

生命的幫浦  

生命的成長當然是由父精母血來的，在母胎最初形成的是心脈輪，尤其是中

脈，那是我們觀想心脈輪的明點，也是生命最原始的地方，我們想要解脫，也得從此

處開始。一個人緊張驚恐，或興奮時，整個心臟必然跳得很厲害，這與我們生命最初

形成的是心脈輪是息息相關的，也是心月輪觀的可貴之處。如果你能經常作心月輪

觀，唱誦自然愈來愈低沉。報身從心脈輪開始慢慢薰習，對境界上──無論是恐怖

的、興奮的、悲哀的等等七情六慾上的境界，由於薰習的結果，心脈輪就會漸次平

和，不受影響。心臟是我們生命的一個「幫浦」。全身氣血皆由心臟來促進循環，可

說是生命的中心地帶。如果從文字上來說明，「臟」字去掉肉字旁，心藏卽是「藏

心」──心藏在裏頭了，但不是「分別心」藏在心裏頭。〈楞嚴經〉說到「七處徵

心、八還辨見」。佛問阿難：「心在那裏？」阿難幾次回答：「在內」「在外」「在

中間」……佛都把它否決掉了。那麼到底心在那裏呢？──無所不在。它隨時隨地跟

著你情緒的起伏變化而狂奔亂跳，各位可從自己的七情六慾去體會它是多麼不由自

主。禪宗說，我們的心叫「肉團心」，但我們的「真心」是超越在這上面的，問題是

如何超越呢？生命的流轉旣然是這樣，當它要還滅時，也要按照原來的步驟去依序歸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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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空心中  

準提法儀軌告訴我們「內空心中」，不要執意抓住心臟的那一點，要「不卽不

離」，不離開它，也不等於是它。我們的色身本來是這麼成長的──無明緣行、行緣

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

生、生緣老死。如此三世起惑、造業受生，一切因果，周而復始，以至於無窮。如果

想成就報身，理論上還是要靠般若智慧、掃蕩一切執著。也就是要先悟毗盧法界，證

到空性。如此，你對所修的緣起法才不會再執著。  

修到某時候，心窩會有隱痛、鬱悶的感覺，這樣你也不用恐懼。我們凡夫，由

於妄想的關係，色身一定不健全，在修練的過程中，難免有些毛病會爆發，只要你把

握這個法則──內空心中，則萬一有什麼毛病，才不致於慌張，所謂「疑心生暗鬼」

就是這樣來的。當然，最主要的是要把握南師的兩句口訣：「心月孤懸、氣吞萬

象」。心月輪的大小由心，心月代表光明、是無相光。若是你想像它如同錢幣那麼

大，那是你的執著，如果你想大概是盡虛空、遍法界吧？那也是你的形容，一切都是

你意識的描述。要知道，從思想中所得的境界，乃鬼家活計，所以禪宗說：「言語道

斷、心行處滅」。 

  

色身的鑑度計  

金剛念誦對準提法門而言，可說是一種非常殊勝的加行法。而要把金剛念誦練

得很純熟，也要經過千錘百鍊，聲音才會低沉空靈，報身才會轉化。我們的色身，四

大變化的過程是非常深邃的。一個人健康與否和見地、情緒皆有連帶關係，像溫度計

一樣，有時會上升，有時會下降。氣溫的高低是促成溫度升降的總關鍵；而觀念、情

緒也是讓我們身心四大起變化的總樞紐。觀念是「體」，平常待人處世是「用」，

體、用幾幾乎是離不開的，「體」、「用」也影響了我們的情緒起伏、四大變化，所

以說這是色身鑑度計的一個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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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實觀照  

準提法的「體」即其觀想的層次。何以很多人都觀想不起來呢？因為他的想像

力對整個準提法，乃至對整個佛法的理念不清楚。觀想就是要把心透過聯想，不斷的

推敲與思維，去找出原因。所以這也是緣起法的一種反省與覺醒，目的在一節節打通

整個身心的關鍵處。「觀」，即觀照。能透過想像、如理思維（不是妄想、妄想所致

之因，何來正果呢？），則展現出來的光自然會如實觀照。以禪宗而言，「如何是我

本來面目？」俟還我本來面目之後，就不用再去觀想任何境界了。所以只要你很平

實，很純真的把它顯現出來，就是「觀想」。故真正的觀想是要達到「圓滿次第」。 

  

本地風光  

換言之，觀想發揮到極致，圓滿次第即展現出來了。以教理的名相來說，即所

謂「實相般若」。此時，我們生命的本來面目就會赤裸裸的呈現出來。所以最初學習

觀想，只要有個影像，剎那之間，它就過去了，並非要你停留在那境界上的。譬如觀

想梵文「㘕」字，你不要老是抓個「㘕」字不放。這「㘕」字只是在帶動我們的心意

識而已。觀想「㘕」字照自己全身，乃至遍法界，「遍法界」就是要把它融化掉，當

然不能緊抓不放囉！把「㘕」字化掉又是什麼境界呢？你說它是真如也好，法界也

罷，本來面目亦無不可，這些都只是代名詞而已。其實它所展現的，就是「無我、無

相」的空靈境界，只要我們的見地到達了，則連點渣滓都找不著了。  

所以，種種觀念都是我們的心病，執著林林總總的境界也都只是過程，唯有到

達所謂「形而上」的實相般若才是我們的主要目標。故不論是禪宗、淨土或密教，在

在皆是為要讓我們回到自己的本地風光、展現自己生命最根本、最原始的面目的。  

现量境界  

準提法儀軌每一個步驟，旨意皆要我們進到這個境界。譬如「金剛密身」、

「頂上放光」、「迎請本師毗盧遮那佛」等等無一不是。當然，這一切也是名相，亦

即文字般若。透過文字般若，你要去想像：「何以你要觀想「㘕」字？」你能如實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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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出來，在一片光明中，就是「境界般若」，再把有相光明化掉，到達無相光，則光

明遍照法界。所以你即使能把影像觀想出來，還是非常虛幻的──如夢幻泡影，不真

實。大家對「觀想」二字的意義不要會錯意。「想」只是個構想，譬如畫山水，就先

想像山水，透過你的想像力，整個畫面呈現出來就是「觀」，也叫「照」，這便是現

量的境界。當然，這個觀想的境界跟著妄想，會隨時變遷，所以我們不容易觀想出

來。真正的觀想，嚴格而言，是很輕鬆自如的。因為這些境界每個人都有，不需要你

再頭上安頭。也就是要還它本來面目，讓它歸元。如果只是停留在理論上面，碰到真

正的禪師，絕對過不了關。撥弄文字、賣弄理論，畢竟派不上用場。  

驗收成果  

一個人學佛基本的訴求，當然是希望自己的身體健康、事業順利、家庭美滿，

心裏少煩惱，進而慢慢認識生命的根本。所以我們學佛有時難免會對自己驗收成果，

看看自己打坐用功，到底有多大的受用呢？有幾分改變呢？當然，談到驗收成果，能

否達到立竿見影，大概最困難的，還是與自己最親、最密切的──色身和心靈，而

且，我們也最不了解這些。  

各位相信嗎？真正瞭解自己，則一切問題都化掉了；對世間、對自己生命的執

著也自然迎刃而解了。只因為認識不了自己的本來面目，所以對人生有各種不同的想

法，觀念和追求。談到驗

收成果，這問題就大了。

應該以什麼做標準呢？最

明顯的，自己心靈、情緒

上，我們都可以感覺得

到，身體有否改善呢？自

己最清楚。（《準提法開

示彙編》） 

                    開山堂老照片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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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空是整个法的中心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12 

我们准提法，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大般若修行法门。  

持满一百零八遍六字大明咒之后，观想身心浑入虚空中。当然，真正用功，哪里

需要等到念完一百零八遍？念六字大明咒跟念准提咒一样，不管念哪个咒语，一样是

“念念分明、念念本空”，就越来越平常了。  

一个道友说：师父啊，怎么没有一个时间让我们来观想啊？那就是你没有融会贯

通，融会贯通以后，其实，整个准提法是般若现观，现量境界。平常都准备好了，平

常都已经很通透了。好比说，你六字大明咒念到念念本空，你还观想四臂观音空掉

啦，我的咒语空掉啦？哪里需要这样，已经本空了，还要怎么空。那是法本，它把法

安插在每个次第里头，形成一个圆满的脉络。我经常讲，我们对法的体会，应该叫首

尾相接，立体交叉，那你就把法学活了。  

因为有很多新参，我只好按照法本稍微提一下，对新参还是要从最基本的来带。

老参不用了，老参不会用的话，就是你见地没有通透。没有通透，你还是老参中的新

参。智慧够了，听得懂，那是新参中的老参，老参新参没有绝对的。  

观想身心浑入虚空中，虚空就是我，我就是虚空，亦无虚空之量可得。其实准

提法，不管净法界咒、护身咒、六字大明咒，它每个段落，也可以自成一个体系，每

个段落本身既有生起次第，也有圆满次第。我不是讲吗？观世音菩萨耳门圆照三昧是

从缘起到性空，金刚王三昧是从性空到缘起。  

六字大明咒之后，从缘起到性空，到达最高峰，空相现前，性空是整个法的中

心。“亦无虚空之量可得”之后，空中十方起大风轮，空中正是金刚，十方起大风轮

就是念诵。你还以为是什么“东西南北风”啊？小心啊，不要被刮到洞庭湖去了。空中

十方起大风轮，就是金刚念诵，金刚念诵就是性空缘起，随时在空的境界中，每一句

咒语，一口气一口气的念。  

所以，金刚来讲，心月孤悬是金刚，我们这样念诵可以气吞万象。所谓气吞万

象，就是慢慢把我们五脏六腑堵塞的地方，疏通开来。我们见地不够真实的，慢慢帮

我们导正了；色身上的业气、心里面的习气，慢慢转化了。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7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349&idx=1&sn=1b07b5380e4e6177a76605bc08d8a6d8&chksm=e9a98552dede0c440527e328cdcd3ba85e590958c96bf4a350275ff583257fbc0ec7389de804#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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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华严思想为架构的准提法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13 

 

我们佛学、佛法的总源头当然是本

师释迦牟尼佛。佛陀成佛后说法 49 年，

全世界谈生命科学再没有比佛经更加深、

更加广了的。在整个印度佛教只有如来

禅，祖师禅是禅宗到了中国，尤其是六祖

以后才有了真正的祖师禅。  

佛陀修行，一开始走的就是真正的

人间菩萨这条路，完全走苦行，为大众服

务，是真正大乘佛教的气象。倒是释迦佛

的同参弥勒菩萨，走的有点小乘的路线，

安乐行，把自己管理好就行了。佛陀到这

一生，走的仍是大乘佛教的风范，从布

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展开

六度万行。  

从释迦佛开始，禅宗基本上都是单传，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个。到了五祖，

也只传给六祖惠能大师。印度二十八代祖师达摩大师是中国禅宗的第一代祖师，到了

六祖是第三十三代。一直到五祖弘忍大师，其实还是如来禅讲得多。从达摩大师到四

祖之前是以《楞伽经》印心，到五祖是用《金刚经》印心。《楞伽经》印心正是如来

禅的特色，《金刚经》已经展现出祖师禅的风范。到五祖都有传衣钵，到惠能大师以

后，衣钵不传了，传得更多了。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351&idx=1&sn=fe190921c483c724b385a1cbb7d730d0&chksm=e9a98550dede0c46f773669eea353c8c7fa690ce967089fbb38d1b4af7b7302011c593c43d6c#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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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能大师得法弟子有四十三位。祖师禅到了真正的高峰时期只传了三代。六祖

惠能大师的第一代弟子，青原行思禅师、南岳怀让禅师、永嘉大师，这是六祖底下成

就最高的三位。南岳怀让禅师传给了马祖道一禅师，马祖道一禅师有八十四位得法弟

子。祖师禅到了马祖道一禅师时，已经算是最高、最高了。再下去，其实中国祖师禅

已经开始走下坡了，当然一直传到宋朝。所以，中国禅宗祖师禅跟中国文化绝对有关

系。  

过去南老师讲，儒家相当于佛教的律宗，儒家偏向菩萨戒，道家相当于中国的

禅宗。我从看《坛经》到今年 49 年，我个人研究佛学，我认为天台宗跟华严宗已经

把佛教变成中国本土化了，中国佛学。在所有经教中，南老师认为最圆满的莫过于

《华严经》。在中国佛教一向有这么一个说法，“不读华严，不知佛家富贵”。《华严

经》充满了生命的真善美，那些都是大菩萨多生累劫广修六度万行来的。华严思想有

种佛果的思想，人生到达最圆满的，充满了人生的真善美。  

南老师以他对中国佛教、印度佛教的了解，开发了准提法，因为准提法背后整

个是以华严思想为架构。《华严经》是佛陀在定中用三七二十一天讲的一部经，体系

那么庞大，真是不可思议。佛悟道后说法四十九年，每一时期的长短不一样，所谓：

「华严最初三七日，阿含十二方等八，二十二年说般若，法华涅槃共七年」。  

道㲀大师在《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中提到的，“先悟毗卢法界，后修普贤行愿

海”，这完全是从华严思想来的。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应该可以把准提法

与佛教思想对接的非常好。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7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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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是无所不在的，地水火风也是无所不在的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14 

 准提法是真正的生命科学与禅修实践，我们逐步逐步地把它开发出来。   

《楞严经》二十五圆通前面的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与《黄帝内经》有没有关

系？绝对有关系；六根，与五脏六腑本来就有关系。肾脏开窍于耳，所以耳通气海。

肺脏开窍于鼻，就是鼻根。肝脏开窍于目，那就是眼根。心脏开窍于舌，就是舌根。

从心脏延伸出了心经和心包经。我前面提过，心经就是佛学的意根，心包经就是佛学

的身根。其实，舌头已经含摄了身根。脾胃开窍于口，口腔。  

除了六尘、六根，还有六识，大概《黄帝内经》谈到六识的地方不多，这是佛

学的特色；一般更谈不到七大：地大、水大、火大、风大、识大（弥勒菩萨的识性

观）、念大（大势至菩萨的念性观）、空大。七大当然又跟五脏六腑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的认识是从识性观开始，识性观代表见地。念性观就是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

代表功夫。空性观代表解脱境界，然后地水火风、五脏六腑不断的转化。  

这二十五圆通展开来，真的是非常完整的生命蓝图。  

空中十方起大风轮，这是金刚念诵对报身的转化。“念清楚”，正是我们老实念

咒，一口气一口气地念。一口气一口气是从空中来的，从般若慧观来的。所以，我们

越松放，金刚念诵的力量越强。  

不只如此，“气吞万象”绝对跟腹部呼吸有关系，当然也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

通，耳通气海。气就是风大，海代表水大。我们一旦注意到哪里，那个地方本身就是

意根，意根从形而上的地水火风，转到形而下的地水火风。所以，心月孤悬，当然不

只是膻中穴。等于头部的唵部音可以心月孤悬，胸腔也可以心月孤悬，腹腔也可以心

月孤悬。我们注意到哪里，那里就可以心月孤悬。空是无所不在的，地水火风也是无

所不在的，我们要这样体会自己的生命。《金刚经》告诉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

心”，要无住，无住生心。般若慧观哪里要被绑在一个地方？没有的。但是有它的缘

起。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7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368&idx=1&sn=3c3be43712246e2b608be6cca4cbc2f9&chksm=e9a9854fdede0c5967d8793cdddc0f7618acd2e802fde846790658c49cd10f536c8af3743695#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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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提法是真参实学，真正用我们的身心来实验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15 

 

为什么文殊菩萨的评

论里头，对二十五圆通认

为最完整的莫过于耳根圆

通。观世音菩萨自己的报

告中，说这是耳门圆照三

昧。耳门圆照三昧完全是

如来禅，文殊菩萨对耳根

圆通的评价是金刚王三

昧。金刚王三昧是我们中

国祖师禅，这些都是未来

我们要去开发的。道理讲得再多，还是要自己亲自实验一番，实验到有效果了，那恭

喜你，你就是这个时代的法将、法王了。  

我们研究佛学，不是把佛学理论拿来讲一讲，拿来讨论讨论，做做论坛，不是

这样的哟！真正的佛法是要“信解行证”，要印证到的，你才是真正的人才。要不然，

你只是讲经师，你只是学者啊。  

自古以来，为什么禅师那么受尊重？禅师本身也有佛教的宗教情操。很多禅宗

祖师，教理那是讲得头头是道！法师，有的大概只能讲一部经或一部论。讲经的是经

师，讲论的是论师，讲律的是律师，禅师要统摄经律论的。所以，我们研究佛学，信

仰佛教，一定要从佛教信仰提升到佛学研究，从佛学研究提升到佛法实验修证，这才

是佛法真正的解脱。  

我们准提法讲的功夫，可以说是真参实学，真正用我们身心来实验。我们金刚

念诵是要实验的。一实验，哦，一口气一口气地念，身体热起来，念到一定时候，暖

相一定会出现。紧跟着“火融于水”，排汗了。汗一排，经络就通了。我们的经络因为

情绪不对、饮食不对、气候不对，堵塞了。金刚念诵一念，全身气血通畅。“火融于

水”里头有暖相。四加行，第一个是暖相。暖相一出现，经络一通畅，把气血送到末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370&idx=1&sn=5812e8aa1dca2332f5f5672b35cd1b88&chksm=e9a9854ddede0c5bd1cdb668cf0627a77c5c7d6ef358b6251ce0a7bb917118e94dc5f5813099#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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梢神经，顶相出现了。气血一通畅，没有妄想了，生理上的酸胀麻痛也没有了，当然

可以进入到忍相，无生法忍。忍相就是禅定功夫现前了。禅定功夫现前之后呢？“水

融于金刚地”，做到浑然忘我，这是法尔如是的道理啊！  

可见，金刚念诵是转化报身最好的妙法，这真正是准提观音。符合《楞严经》

文殊菩萨的评论，“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  

我今年希望把《耳根圆通禅关记》整理出来，对我们修法会提供很大帮助的，

耳根圆通是统摄二十五圆通的。  

我们信仰佛教、研究佛学、实验佛法，要这样去体会，这样去开发。中国佛教

自古以来把出家人分为：修苦行的叫苦行沙门，讲经的叫义学沙门：办法会、做经

忏、建庙的叫兴福沙门。要成为大师，这三个都具备的最好。  

沙门也代表菩萨道，广结善缘，这是佛教基本的信仰。讲经的法师，佛学是要

研究的。苦行沙门，要进入到佛法的实验

室,如果你通了经律论，那所修证的功夫，

所开发出来的佛学、佛教、佛法，广度深

度又不一样了。  

总而言之，整个佛法最后还是要看成

果，修得相应，感应道交难思议，这才重

要。我们希望为这个时代开发出一个真正

的真修实证的方法，能够三根普被的方

法。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7 日

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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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愿无畏施 难行能行甘如饴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16 

我们这次禅堂里大概有 560 多人，挤得像沙丁鱼一样。当然空气品质不是很

好，天气又有些热。有的人给我递纸条，师父啊，我怕冷气呀，怎么样怎么样，帮我

解决啦。我只能说，你们自己调吧。每个人体质不同，怕风的人跟那些怕热的人对换

下，各取所需嘛。  

修行要培养出无畏布施，不怕辛苦，不怕艰难，六波罗蜜中有忍辱波罗蜜，忍

辱波罗蜜就是无畏布施。菩萨道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忍人所不能忍。   

你们打一个七下来就走了，我下半年的七几乎都是挤在一起的，每个七之间就

隔了两天，有的隔了一天多。俺老人家今年是古稀之年了，你们年轻人来跟我一起拼

呀。你说我舒服么？不舒服的，哪有那么样的。吃喝玩乐最舒服了，但对一个修行人

来讲，吃喝玩乐他觉得是罪过。  

人啊！各取所需，我发了愿，甘之如饴。这是我跟佛菩萨发的愿，我要去兑

现，我要去承担，我要去完成我心目中的责任、使命。你说释迦佛就不懂得享受？只

有弥勒佛懂得享受？每一个人的入道因缘不同，我觉得心安就好。每一个人的愿力不

同，每一个人的业力不同，不能要别人都跟你一样的，那是不可能的。   

娑婆世界没有十全十美的，总有些不尽人意。所以说，人有五尺高，这是比

喻，天大概有四米七八，人在天地间总要低个头，总要随缘一下，山不转水转。我们

修行人要学会恒顺，懂得跟环境呀、人呀、事呀来妥协。条件不要要求太高了，要求

太高，你修行不会上路的。  

你看《高僧传》里这些祖师们那种超人的意志，其中有一位高僧，夏天蚊子

多，他也没有蚊帐，还故意打赤膊，上半身不穿，在供养蚊子啊。哎呀！我看到这个

地方，我做不到啊，那种人真是了不起的。我们做不到，别人做到了，别人就了不

起，我们就起不了了。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7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376&idx=1&sn=f7579869a2fb27d0a13b83acfa21c48b&chksm=e9a98577dede0c61452026fc3c10ad1e996a1b3936b103a4e85594c2efc64feea4847cecfff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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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念與不二法門  

原创 首愚長老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17 

 

記做為一個修行人，對自己的生命應該經常做那幾種觀想呢？民初高僧──印光

大師，他的禪房裏什麼都沒有，沒有供佛，沒有供菩薩，僅在牆上寫了一個「死」

字。誠然，我們修行人本來就應該把這個「死」字貼在心頭。也許各位認為這樣人生

不是太消極了嗎？但是，大家想想，這真的是消極嗎？我們真正想要修道，就要將自

己的生命面對現實。佛陀告誡弟子說：我們身為一個修行人，心裏經常要有十念：  

一、念佛：心中常存禮敬諸佛，心中有佛，處處有佛。  

二、念法：經常思維自己的生命，人生的現象，以及一切種種因緣果報到底是

怎麼一回事？經常看經、聽經、研究經教，甚至自己起心動念都要清清楚楚。   

三、念僧：一般狹義而言，出家師父叫僧；廣義而言，清淨和合為僧，舉凡有

道之士均叫僧，經常念念不忘善知識，經常請轉法輪，請師住世。不請教，不知佛法

真趣，你就信不起來，所以要常念僧。  

四、念戒：要念戒律。懂得三寶之後，要受戒。各位會以為受戒不是很拘束

嗎？佛法要真正有效果，在身上必然要自我約束，很自然的懂得自己該做什麼，不該

做什麼，這就是戒。戒，以菩薩三聚淨戒中的攝律儀戒來說，自己行為是否合乎禮

儀？所謂「人不以規矩，不成方圓」，經常自省身口意三業是否合法？合乎禮儀？合

乎律儀？在佛法中，有所謂「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威儀並非佛教所專有的，儒家

就非常講究細行。在禮儀之中，規範極多，像在〈大藏經〉裏的〈大比丘三千威儀

經〉，就提到開口講話，啟齒微笑等等一點一滴的規矩，非常不簡單，一點都馬虎不

得的。一個人有足夠的文化修養，或本身的素行修養具足了，慢慢就會變化氣質，從

身上散發出與眾不同的威儀談吐，在佛、法、僧三寶的薰陶下，其功效更不在話

下。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391&idx=3&sn=1cbe4fe41a95e0567c89f99bb6388946&chksm=e9a98578dede0c6ecf68cdbaffcf4904bc38d9ea2dfa949ca907b8c629fdd74e98286393b21b#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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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念施：念戒之後就要念施，要不斷的廣結善緣。在六波羅蜜裏，布施居首

位，要改善人際關係，就要布施，處處給人方便，也等於給自己方便。不要以為布施

是宗教的玩意兒，只是要人捨錢財，這是不懂得佛法的思想，真正懂得佛法，就不敢

如此輕慢，不敢有這種想法。所謂布施，又分財施、法施、無畏施等，包含一切的起

心動念，一舉手、一投足均在布施之中。懂得布施的人必有福報、有智慧。在〈大智

度論〉裏講到六度相攝，一個人懂得布施，跟在後面的忍辱、持戒、精進、禪定、般

若便都具足了。所以各位不要小看「布施」二字，未成佛道先結人緣，則其起心動

念，心中的影像都是純善的，對世間所看到的，一舉一動在六根、六塵、六識十八界

裏沒有一樣是壞的，全都是善緣。這種人不必求定，自然就能得定了。所以要念

施。  

六、念天：為什麼要念天呢？我們學佛，無非想成佛，想往生極樂世界淨土。

你能有把握成佛嗎？能上升天上就已經很了不起了。上升天上要修十善業道，我們人

道都沒做好，還想往生天上？何況是想往生極樂世界？在〈阿彌陀經〉裏所謂「一心

不亂」能那麼容易做到嗎？我們說一唸乃至七唸，說不定唸不到兩句，別的妄想就插

進來了，所以要把一句「阿彌陀佛」念的好太不容易了，要念得好也是要圓滿六波羅

蜜才能做得到的，否則牽腸掛肚，一面唸佛，一面八萬四千煩惱全都會穿插進來。妄

想代表我們的福德智慧都很不夠，平常善緣做得太少，提不起，放不下。一個人要往

生天上，譬如有人發願上彌勒菩薩所教化的兜率天，其中就要念天，念十善業道。過

去南師講經時曾提到：不要看不起土地公，我們死了以後，是否能當土地公都還成問

題呢！所以念天的道理很多。  

七、念安那般那：即調呼吸，調息以修身。安那般那就是出入息，也就是我們

人體的一口氣，一口氣能調得好，身體就會健康，調不好，色身即不健康，天台宗的

六妙法裏所謂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還、六淨，功夫都是很實在的。佛陀在

〈增一阿含經〉裏教他兒子羅睺羅，也是教第二種「隨」息觀的。各位修準提法金剛

唸誦即是修安那般那最好的一個方法。幾次來不斷的跟各位提醒，真正講安那般那金

剛唸誦是很不容易的，金剛唸誦真正做到了，身心必然會得到不可思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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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念身：即念身不淨，念身是苦，念身無常，念身無我。  

九、念休息：即無求放下，「狂心頓歇，歇即菩提」。  

十、最後一個是念死：黃泉路上無老少，生命是靠不住的，在〈遺教經〉佛陀

曾問弟子：「生命在幾間？」弟子答曰：「在呼吸之間。」一口氣不來，什麼都沒

有，所以經常要念死。一個人經常把死貼在胸口，這個人才有道心；一個人對生命體

會多，苦難受多了，對生命就會看得淡泊。另外，我們可以想一想這個世界什麼東西

才是真的？才是屬於我自己的？財產嗎？兒女嗎？自己的身體嗎？夫妻兒女都是緣

份，緣份盡了，各人走各人的路。我們小時和父母親在一起，少年時和兄弟姊妹在一

起，長大又跟同學、朋友相處在一起，像現在各位同參道友在一起共修，這些緣份都

是一段一段的。佛經裏有此比喻：一個人到臨危時，妻子兒女可以不要；逃難時，黃

金帶不走，父母親再無法割捨也不得不各奔西東；再說我們的身體臨到病痛非開刀不

可時，還是得狠下心來切掉，到最後一口氣下來，身體也不屬我們的了。  

在唯識學裏講到，凡夫有三性：對一切生命現象都執著是「徧計所執性」，經

過佛法的薰陶，瞭解一切現象都是因緣和合，依他而起，無一實在，看破徧計所執之

偽，透徹領悟緣起性空是「圓成實性」。在〈法華經〉裏佛有句話說：「此中唯有一

真實，無二亦無三」，即說佛法是不二法門。這不二法門是〈維摩經〉裏所標示出來

的，它是一種形而上學，也是一種人生追求解脫境界的目標。「不二」不僅是個名

詞，也代表我們修證的境界，「不二」既非二，亦非一，其妙處即在於此。一般凡夫

之思想皆喜歡對立的稱呼：非是即非，非善即惡、非長即短，以為如此才合乎邏輯。

事實上，就解脫境界而言，如許多經典所說的：「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言語總有

個極限，思想則如脫韁野馬，永遠無法以記錄來表達內心的境界，譬如我們覺得天氣

悶熱，但悶熱之情況每個人感受不同，語言文字只是凡夫的一種習慣，由習慣本身造

成我們內心的一種分別心，這種習慣的分別心令人不得解脫，雖說問題是我們自己想

像的，但是要得到解脫，仍須由心靈上、見地上去透徹瞭解，但得本，不愁末。不二

法門從佛經裏可以找出，如〈金剛經〉〈維摩經〉及〈華嚴經〉裏的〈淨行品〉和

〈行願品〉等是。就以〈金剛經〉裏所言之「所謂佛法，即非佛法，是名佛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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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來加以說明：好比這個引磬，先給予一假名為「引

磬」，將之加以高熱，使其融化，即非原來之引磬，再經以模型鑄造，又可回復一引

磬，故可曰：「所謂引磬，即非引磬，是名引磬」。由此可知「相」是為方便說的，

其實它什麼都不是，卻有個名稱，所以不二法門說「是」也不對，說「非」也不對。

就一般凡夫來講或初步學佛者言，首先必須要把是非弄清楚，然而以我們中國固有傳

統文化而言，在修養素行上卻認為是非太清楚，脾氣必大，既不能容納別人，亦無法

容納自己。事實上這並非真正的「是非」。「是非」是以本身的思想、觀念來訂定

的，若以更高層次的標準來看，是非善惡都變成一種戲論。故學佛第一步要把名相弄

清楚，明辨是非善惡，對事情了解之後，還要設法追求更高的境界，超越是非善惡的

觀念，如此才能包容是非善惡。若是認為自己對，對方錯，如此一來，雙方必然爭執

不下，毫無妥協餘地，此種心胸即好比「水清無魚」，非智者之胸襟。故說修養，須

足以包容善惡。在層次上，是非善惡是毫無準則可衡量的，僅依個人程度與見地來判

斷。  

人生往往從一個圈套跳出，又自行走進另一個圈套，被自己的見地和思想所限

囿，自以為是的被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和禁戒取見五見所圍困。談到「不

二」，就舉〈心經〉裏所說的「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來講。生與滅、垢

與淨、增與減是對立的二分法，而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則是泯除對立的不

二法門，也就是有「一」的概念在裏頭了。像現在我們修準提法，持誦準提咒，就是

要讓我們繫心一緣，但並非達到繫心一緣這個境界就對了，而是要把我們平常的散亂

心拉在一條線上，由繫心一緣漸次達到「空」的境界，而後再把「空」拿掉。修持準

提咒，能把這個咒子抱牢，初步是對的，然而到最後仍須超越，達到所謂「唸而不

唸，不唸而唸」的不二境界，此時唸與不唸皆對。以各位目前的境界，妄想很多，唸

與不唸皆不對，不唸更是離譜。  

〈維摩經〉裏維摩詰居士考問各羅漢、菩薩說：「什麼是不二法門？」諸羅

漢、菩薩各講了一大套道理，到最後文殊菩薩也把心得道出並詢問之：「什麼是你的

不二法門呢？」只見維摩詰居士雙腿一盤，不發一語，過了一會兒，文殊菩薩讚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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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言語是真不二法門。」〈金剛經〉用的是斬釘截

鐵的三段式破執肯定法，根器利者，一聞即了，但是卻非我們一般人所能了解的。在

「中論」的手法是破而不立，禪宗也是破而不立，亦即把你的問題、執著拿掉，讓你

自己去體會悟入。〈華嚴經淨行品〉又是如何來表現不二法門呢？〈淨行品〉提到從

早到晚，從在家到出家，一生中所碰到的各種順境和逆境，而這其中總不外乎為名為

利而來，〈淨行品〉給我們不二法門的規範就是把它們轉變為更高的境界，而使之不

生執著。譬如出家人外出托缽，托滿缽時即曰：「當願眾生，具足一切」；托空缽時

則曰：「當願眾生，空無煩惱」。使心靈上呈現出一片祥和寧靜的不二境界。〈普賢

行願品〉所表現的不二法門是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的境界，即所謂「虛空有盡，我願

無窮」，一切好壞，盡悉包容，我們之所以不能解脫是因為心胸太過狹窄。普賢十大

願無所不包，無所不容，呈現出法界重重無盡的不二法門境界。以上講了很多，並未

把「不二」的答案告訴各位，事實上，就像〈壇經〉裏告訴我們的：「汝若返照，密

在汝邊」，各位以為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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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老师《禅观正脉》封面的照片很管用噢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17 

 

法，讲得再高、再玄、再妙，如果回不到自己的身心上来，那你的法还是半吊

子。所以，佛法要“信、解、行、证”。各位，我们对准提法修的够不够认真呀？嘴巴

讲空，身心一点都不空，妄想还是照样打，种种的妄想一点奈何不了它，你对法还是

没有透。酸呀、胀呀、麻呀、痛呀，一点都奈何不了，那你空到哪里去呀？所以，佛

法很现实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功夫到了就是到了，不到就是不到。  

有时候，我们修行碰到一个逆境，各位不要讨厌逆境哟，逆境你把它看清楚

了，那正是你见地、功夫要翻转的时候。佛学名词叫“烦恼即菩提”。你想找菩提

吗？要从烦恼中看清楚了，哦！你懂了！正是你见地、功夫要进步的时候。  

这次在南岳衡山，大概到一半的时候，感觉上有点泄气了，好像用功使不上劲

了。哦！后来发现，我的方法还是错了。

第二天观念一转，马上松放了。这次在南

岳衡山，又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转化的契

机。可以说，金刚念诵更加的稳重、沉稳

了，越来越成熟了。所以，逆境来了，不

是坏事。  

各位，我一再提醒大家，观世音菩

萨耳根圆通，耳通命门这是一个关键，很

重要的关键。当然，跟南老师讲的“心月孤

悬，气吞万象”，其实也没有违背，对缘起

看得更清楚了。要符合它的缘起，你这个

功夫才不会走岔。换句话说，我把观世音

菩萨耳根圆通，开发得更上一层楼了。这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391&idx=1&sn=46b1db7636bdbb3e15bec5e4f8e21abe&chksm=e9a98578dede0c6e2a5a7ed306233e0fe1d920dbd13abd76aa59dc68a31ba8305f775277c463#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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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七圆满之后回到武夷山，我还有四周的关期，可以让我再回到佛法的实验室。  

刚才提到了，性空缘起。法本提到的“空中十方起大风轮”，这就运用到金刚念

诵上面了，跟我们的观想，跟耳根圆通，跟耳通命门，绝对有密切的关系。你有没有

把握“空中十方起大风轮”？这风轮从何而起呀？空中又是怎么展现的？既然心月孤

悬，在哪个地方？我特别提醒大家，南老师《禅观正脉》封面的照片很管用噢，“心

月孤悬，气吞万象”正是从命门、气海展现出来，也是腹部呼吸的！  

这个地方是准提法非常重要的地方，叫金刚念诵的性空缘起，对我们七大的转

化，还不仅是四大，而是七大，跟四加行的展现息息相关。 

我们这一堂好好实验实验耳根圆通如何耳通命门，把握到腹部呼吸的关键地

方，这正是“心月孤悬，气吞万象，光音交融，心光无量”。实验出来成功了才算是，

讲道理都还是沿途风光。有时候讲的比唱的还好听，那没有用的；要落实到我们身心

上来，原来是这样！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7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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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地菩萨犹未及尽知之，何况余者”，念咒哪里是下下禅啊！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18 

 

我们修习佛法本来就有它的次

第，要按部就班的。禅宗的“三纲”,永

远是我们修习的一个最高的指导法则。

我们念咒一定是从有念到达无念，这是

禅宗“以无念为宗”；观想是从有相到无

相，这是“以无相为体”；我们修行总是

先用一些方便法，让我们的心能够有所

安住，从内心有所安住最后进入到应无

所住，这是“以无住为本”。有念、有

相、有所安住，这些都是善巧方便，最

后都是由简中之简到达“禅宗三纲”，就

是秘中之秘，这是菩提道次第。  

我们对佛教的信仰，凡夫嘛，初

学者很容易有种宗教情绪；到了见地、

知见清楚了，那种菩萨行叫做宗教情

操，那就不同了，跟戒相应的无畏布施的精神，这是一种宗教情操。我们凡夫颠颠倒

倒的，充满宗教情绪，很容易迷失掉，甚至会有颠倒。碰到一些不如意，哎呀，这个

佛法不灵了，这是怨天尤人，这是一种宗教情绪。宗教情绪是一种盲目的，宗教情操

则是正知正见的。  

所以，我们准提法门的修持叫浅者得浅，深者得深。我对经律论了解的不多，

根器也比较钝，我自己绝不敢讲大话的。我们佛教毕竟是三根普被，笨人有笨法，就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447&idx=1&sn=b68d176d62ea1599515695e7148e94cd&chksm=e9a985b0dede0ca6904e914c1289055624a95f52a03bbcfbc9846b9d6ede18d534042ad3f2fc#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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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你不笨，就怕你玩小聪明。笨怎么办？就老实持咒，老实念佛，这一点绝对有好

处。我们很多人修行叫做眼高手低。眼高手低了，就容易讲大话。  

早期在台湾，我曾经也请了一些南上师很器重的弟子来做演讲，大概请了一两

年后再不请了。有一次，有一位就在讲课时讲，哎呀，念咒是下下禅！如果念咒是下

下禅，那我不晓得他的上上禅在哪里？其实这也与南老师的开示是相违背的。南老师

明明告诉我们，“十地菩萨犹未及尽知之”。那不就是跟南老师提倡修持准提法唱反调

嘛，南老师对法多尊重、多恭敬啊！  

南上师开示的第二个叫“秘简殊胜未尽知。诸佛应机设教，开示多法，而准提

佛母之修法，则为秘中之秘，简中之简”。秘中之秘是般若慧观，简中之简是老实持

咒。“十地菩萨犹未及尽知之，何况余者”，念

咒哪里是下下禅啊！经典告诉我们，“一切音声

皆是陀罗尼”，陀罗尼翻译成中国话叫做总持，

总持身口意，提纲挈领。不只是藏密，在我们

中国佛教的《禅门日诵》中，在早期禅宗的道

场，早上起来一样是要念楞严咒、大悲咒、十

小咒。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8 日在湖

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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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該不該抽籤？筊杯？燒冥紙？  

原创 首愚長老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19 

 

有一位道友問我三個問題，今天就在此做個答覆：  

他說：「我們身為佛教徒該不該抽籤？該不該筊杯？超度時該不該燒冥錢？」  

首先就抽籤來講，我們十方禪林十二樓和頂樓都有個籤筒並設有籤詩，這與一

般道教有什麼差別呢？懂得其中道理的人知道這只是一種善巧方便，如果學佛學得很

通透，就好比〈易經〉裏所講的「善易者不卜」，但是易經太不容易精通了，能夠學

得通透無礙也可以列為聖賢之流了。過去南老師曾經講過：「我們中國文化有兩個東

西一經投入即不能自拔：一是佛學、一是〈易經〉，待鑽研有所心得時便不願放棄

了」歷代有許多文人雅士，對卜卦看相極具靈通、且又專精，甚至能未卜先知，僅以

觀察眼神氣象即可對某人一目了然。〈易經〉本身就是一門學問，而命理學這種從易

經的公式所演繹出來的形而下學，當然也不能視為迷信，這在我們佛法來講就是「緣

起法」，對緣起能觀察入微是非常不容易的，雖說：「緣起性空」，然而「真空才能

生妙有」，我們凡夫因為不空，所以對現象更糊塗。一個人真正要通達形而下學，一

定要先通達形而上學。同樣的道理，想要通達形而上學，就必須要通達形而下學，兩

者可說合一而二，合二而一、不可分割的。故說對緣起法不能瞭解，性空就更談不上

了。  

六祖惠能大師告訴我們，禪宗是接引上上根器者。一般人僅能從現象起修，而

易經正是講究現象的，易經既是形而下學，則自形而下以至於形而上，當然有個脈絡

可循，只是這幾千年來中國文化之智慧極其豐厚，想要深入的瞭解並非易事，故說若

能先將佛法研究通透，再來學易經就不成問題了。佛法可分為「性宗」和「相宗」，

前者講本體──法性，後者講現象──法相，兩者互為表裏。古德言「般若宗談空、恰

恰講有；唯識宗談有、恰恰講空」，唯識學講現象，就是要我們能夠放下一切現象，

回歸到本體，所謂「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一切唯心造，唯識所變，要我們瞭解一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449&idx=2&sn=6f12ad5af7e0fc9f82dd3f3aab2b3ae0&chksm=e9a985bedede0ca8e231b70278aa19dae74d6df08b27eed4baec7aad16e9f5efb17ca9c8cafe#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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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現象都是業力所造、不要執著，但不執著並不表示否定法相的作用。對法相通透，

就等於懂得易經，一個人對佛法造詣能這麼高深，就不用卜卦看相，祈求感應了。  

我們凡夫學佛一般皆求感應，所以說抽籤對於一個佛法不甚通達的人，作用仍

然是很大的，譬如一個人六神無主，內心徬徨無助時，抽籤倒是可以得到不少啟示。

好籤詩不太做決定性的斷論，僅予人一種指示性的啟發，只要誠心、菩薩有感應。抽

籤時誠懇的頂禮三拜，觀想菩薩或把身心放空靈，沒有不靈驗的，至於筊杯與否倒在

其次。我有一位長輩，先生早就往生了，女兒已嫁出去了，兒子媳婦又不孝順，可是

她還是活到八九十歲，她活著唯一倚靠的信念就是筊杯，很多問題都在筊杯中解決

了。所以說對一些不懂佛法的人。筊杯有時候倒成了他們的救命靈符。事實上，只要

一心誠懇不一定要筊杯，當然也不是鼓勵大家去抽籤，抽籤只是在處境進退兩難又找

不到人可商談時求佛菩薩感應的一種權宜措施而已。  

談到冥錢，因為凡夫都是著相的，事事物物都要以眼見手觸為憑，沒有幾人能

學到空，而這種東西自古就有它的典故，是由我們的祖先遺留下來的傳統，一方面用

以安亡者，另一方面藉著慰活人。不過對於有道之士及在生之年學佛者就不用燒了，

否則就不要買現成已經折好的，可以買回來自己折，一邊折一邊唸佛號或往生咒，那

是念力的效果，並不是那張紙的效果，正念之力是很可貴的，若是不唸咒不唸佛，光

燒冥紙，效果就不得而知了，這與迴向的道理一樣，只要我們盡了心願，誠心誠意為

亡者祝福、祈求，希望他能往生善道就是最好的了，至於往生極樂則是要靠他本身的

修為與唸佛來決定。助唸僅能助他引發正念，讓他聽到佛號免墮惡道，效果一定是有

的，這些都與佛法的精神不相違背，在〈藥師經〉和〈地藏王本願經〉裏講得很清

楚，也提供了許多原則性的方法。佛陀也這麼告訴我們，一個人快往生時，助唸必然

有效，或已斷氣往生了，幫他超度，也一定有效果，這是可以斬釘截鐵說的。至於燒

冥錢的事，佛經裏並未曾提到，而我們身為一個正信的三寶弟子，這方面的事還是少

提倡的好。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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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入行道证何疑 莫入宝山空手归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19 

  

第三个“师承口诀趣菩提。

但除依通行仪轨外，必须赖有

师承。”这师承是经过时间跟空

间考验过的，师承也就是智慧

的传承。 

“既得上师加持之力”，大

家为什么来修持准提法啊？很

多都是看南老师的书，相信南

老师，南老师帮我们筛选了这

个法门，我们已经得到上师的加持了。 

“又复得闻秘密心要口诀”，整个法本仪轨都是修行的口诀。南上师在世时，特

别提到，他在乐山嘉定五通桥多宝寺得到文殊菩萨现身来传授的。 

“如是则不难由捷径道，直趣菩提”。所以，我们要相信南上师，心就安了，再

也不会在那里犹豫彷徨，到底对不对啊？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啊？ 

南上师的第四则开示提到“信入行道证何疑”。佛法再高再深的妙绝果海，重点

是信为能入，也正是佛陀在《华严经》所讲的，“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

根”。我们入了宝山，等于有了手可以取这个宝物，如果你不相信，则等于你没有手

啊，那你入宝山就空手而归了。那不是太可惜了吗？ 

所以佛法的下手处——信为能入，你相信了，啊，你信得很欢喜，你用功用得

一点怀疑都没有，才能够笃信精勤，才能够老实得了啊！要不然你老实不了。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449&idx=1&sn=6f2219eb3cf7ef9926ce7ae742e6f1a0&chksm=e9a985bedede0ca88dcc40a7f6dedceca0aba26e81575a24358333f49974dd11f7c50fd02f4d#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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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提菩萨又称为准提观音。这个法门有四部《准提陀罗尼经》作为法的水源

头，这水源头来自释迦牟尼佛金口所宣。我们越能够老实，那你的成就也就越高，这

是一定的。自古以来，这些大成就者都是笃信精勤、行于正道。 

密勒日巴尊者如果根器不是那么纯，玛尔巴上师那么折磨他，早就跑了。明明

是他要我盖，他还瞪着眼睛说假话，谁让你盖的啊？拆掉！拆掉！拆掉！密勒日巴拆

掉以后，从东边搬到西边，又说谁让你盖的啊？师父啊，明明你讲的啊，你怎么不承

认？我们一般人，根器不好的，早就拂袖而去。那不就完蛋了吗？哪还有密勒日巴尊

者？因为要搬石头，把他磨的皮开肉绽，流血了，露出骨头了。他的师母看得不忍心

了，这么好的弟子，你这老头子这么折磨他，没有道理啊，就说，你不要跟他学，我

有方法，我教你。哎呀，这是烂慈悲，其实害了密勒日巴。 

玛尔巴上师其实是故意要折磨他的，因为他来亲近上师之前，修了一些黑法，

他学降雹法，不但把仇家的农作物全部打烂掉了，那些田里的动物也全被打死了。密

勒日巴造了很严重的杀业啊，玛尔巴上师是故意在折磨他。他虽然折磨他，但是他的

内心，他背后偷偷地在掉眼泪啊，这么好的弟子，到哪里找啊。这也是笃信精勤，对

上师绝对的相信、绝对的服从。修法就是要有这样的根器！ 

今天这席话也是给大家鼓励鼓励。这两天听大家的小参报告，我觉得都是可圈

可点，我听得很欢喜。我觉得，哎呀，我这点辛苦算得了什么，你们的收获就是对我

最好的回报。有一位道友，得了那么重的癌症，不但没有一点恐惧，而且跟这个癌细

胞和平共存，这是得到佛法的正知正见，得到

佛法的受用才能做到。一个人要有生存的斗

志，一旦有了生存斗志，信心十足的时候，精

神一好，病就好的快。所以，为什么要做小参

啊？这是给大家的鼓舞。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8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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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门圆照二十五 融入金刚度苦厄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21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

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

空”，我们如何做到“行深般若

波罗蜜多时”呢？“行深般若波

罗蜜多”，正是文殊菩萨所讲

的金刚王三昧，金刚王三昧其

实就是金刚念诵的化身。  

金刚王三昧要真正开发到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一定

要配合观世音菩萨的耳门圆照三昧，要善观缘起才能够行深得了。我们一般凡夫都在

行浅般若波罗蜜多，哪有资格谈行深啊？般若慧观没有开发到很深，你做不了行深般

若波罗蜜多时，也照见不了五蕴皆空。偶尔让你身心松放一点，让你尝点法味，这是

有的。  

所以，观世音菩萨耳门圆照三昧，圆照什么呀？还是按照《楞严经》的题材--二

十五圆通，圆照六尘、六根、六识、七大，等于一个交融，这交融本身是我们生命的

现量境界。我们凡夫眼睛看到色尘，耳朵听到声尘，鼻根闻到香尘，舌根尝到味尘，

身根触到触尘，意根起的法尘，由六根、缘六尘、起了六识，陷入种种的颠倒妄想之

中。如果你跟般若慧观相应，起的是般若慧观，那就不会颠倒了，观照的清清楚楚，

无住生心。从耳门圆照三昧，直接进入到金刚王三昧。  

金刚王就是般若，这是真正“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把观

世音菩萨的耳门圆照三昧跟文殊菩萨的金刚王三昧融在一起了，实验出来的结果是，

“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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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启动了耳门圆照三昧，等于启动了弥勒菩萨的识性观，识性观就是见

地，观察入微，观察到六尘、六根、六识之间的关联。观想也是识性观呀，观想“身

心浑入虚空中，虚空就是我，我就是虚空，亦无虚空之量可得”。  

重点来了，金刚王三昧出现了，空中十方起大风轮，空中，金刚，金刚般若波

罗蜜多；风轮，念诵。透过大势至菩萨的念性观，念佛圆通，功夫上像老母鸡孵蛋一

样，让四大产生转化。由暖相、顶相，慢慢进入忍相，最后水融于金刚地，世第一

法，浑然忘我。这正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各位，整个佛法要这样去实验体会，一定要把观世音菩萨的耳门圆照三昧和文殊

菩萨的金刚王三昧融在一起。哦，原来文殊

菩萨独尊耳根圆通，“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

脱”，真实不虚。  

等到我的关期圆满了，实验得大概也差

不多了，《耳根圆通禅关日记》写好了，应

该可以写《我与南老师》了。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8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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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不淨觀與白骨觀  

原创 首愚長老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22 

 

在座有幾位道友聽過南師的

〈禪密要法經〉錄音帶後告訴我

說：「有關不淨觀和白骨觀總是

觀不起來」，今天我就扼要的再

向各位稍做講解：  

事實上，我們生活在這個時

代，除非理念上很清楚，否則的

確是不容易觀起來。不過，我們

要知道，當時佛陀處在印度那種環境，人民生活貧困，三餐都不繼了，對「葬」的方

面當然不能講究，所以有許多所謂的「屍陀林」，也就是我們所稱的「亂葬崗」，人

死了隨便埋掩了事，往往被野狗亂拖出來，很容易看到屍體，不論是剛死不久的，或

已經在發爛的，或僅剩幾根骨頭的，各式各樣，狼藉不堪，因此佛陀便教弟子們作不

淨觀，白骨觀，讓他們時時刻刻體悟人一生的下場，而對自己的生命看得更淡泊，好

把身見拋開。如今，我們要看屍體除非到殯儀館去，況且在那兒看到的也都是已經化

過裝的，並不怎麼難看，所以要觀想起來是不太容易，只好用假想的、想像的。  

記得小時候在鄉下，往往會看到一些死狗死貓，鄉下流行著一句俚語說：「死

貓吊樹頭，死狗放水流」，看到體形魁梧的死狗，隨著溪水到處飄流，屍體上爬滿著

蛆蟲，發出一陣陣的惡臭，印象確實相當深刻。  

現在雖然沒有這種外境可以看到，不過如果對於人生的苦難經歷體會多了，同

樣可以對生命看得淡泊，只要我們經常想像自己一口氣不來，躺在棺木裡，再往下一

步一步的想像各種情況和景象，相信不難觀想出來。所以作不淨觀、白骨觀要從自己

身上來下手，想著自己的身體漸漸浮腫（所謂青淤想），如果不趕快埋葬，就會逐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481&idx=2&sn=73fa06af41a0d754552c70e0930109a3&chksm=e9a985dedede0cc8f9446adce825118227a8f11156247a0e03f6bfb67ba7fc67a22b4a42b90c#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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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臭，過一段時間之後，蛆蟲就會從七孔九竅裡，甚至從毛細孔裡面一條條的爬出

來，到最後，五臟六腑都發爛了。  

要不然也可以買一本〈人體解剖學〉來看，幫助我們作不淨觀。不淨觀、白骨

觀是對生命最實在、最積極的一種觀想方法，效果是非常大的。我們身體之所以會生

病，就是因為神經氣機不通，等於水溝被阻塞不流暢，日子久了就會慢慢發臭、腐

爛，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發炎」，使我們覺得不舒服！  

我們作不淨觀、白骨觀，觀想全身發爛即是最好鬆放神經的方法。全身五臟、

六腑、肌肉都爛光了，自然白骨就現出來了，所以白骨觀觀想不起來，就作不淨觀。

不淨觀、白骨觀能觀得起來，對修行的道心，以及對生命的厭離心，必然很強烈，經

常有這種觀想，對生命必然慢慢不再執著，對斷身見也必有所助益。這些理論不需要

很有慧根，也不需有太高的層次。  

事實上，佛法無深無淺，主要還是在個人的善根問題，善根可以培養、可以薰

陶，因此我們也無需被三藏十二部經那麼多的經典所嚇壞，理論雖可以成全一個佛學

大師，但是真正的修行卻在此身此心，所謂六根對六塵，中間起六識，在這十八界

裡，隨時好好的做覺照功夫，隨時檢點，即使沒有經典，照樣可以修，只要有信心，

甚至一句聖號，一句咒語，一樣可以修得很好，一般人談到「空」似乎覺得無比玄

妙。事實上，理論上越轉越不懂，反而作不淨觀，白骨觀可以把身心都空掉，容易相

應，這是實際的功夫。因此很多人在理上鑽研了許久，仍搞不清楚什麼是「空」，就

是因為沒有和實際心境相應的緣故，這往往也是一種觀念上的問題，以為做這種功夫

一定要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看得清清楚楚才算數，其實看到的仍然只是個影像而已；當

然，初步對這種觀想先不要要求太高，首先只要把影像觀想在我們的面前，繼而反觀

到我們自己的身體，變成一具白骨，這種效果必須靠個人去體會。觀想起來以後，再

把它化掉，縱使你不想空，也會自然空掉了。這是境界的問題，也就是「境界般若」

的問題，「觀想」就是「境界般若」，有了基礎、有了橋樑之後，再予以突破，才能

達到實相般若。再說，如果能夠放下，則什麼法門也都可以做到了，何待再去尋覓什

麼巧妙之法呢？（《準提法要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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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参学历程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22 

 

我们看佛陀的学佛经历，多生累劫广修六度万行，做布施持戒忍辱的修行，佛

陀在菩萨戒行方面做得很透彻，福德资粮累积得很深厚，感召到这一生出生在帝王

家。  

出家以后，五年参访，由戒转

定，当时外道能够达到的四禅八

定，佛陀都一一修证到了，最后四

个字“知非即舍”。各位，佛陀为什

么能够“知非即舍”啊？他的智慧已

经到了很成熟的阶段了，只是最后

这一生示现八相成道，破除最后一

品无明，才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

提。  

佛陀多生累劫的菩萨道因

缘，这一生遇到的都是大善知识，所能到达的功夫，四禅八定的境界，佛陀都到达

了，最后再没有人可以请教的了，只好自己来。所以有 6 年多的苦行，最后发觉“苦

行非道”。只好先把体力恢复了，接受牧羊女的羊乳供养，自己参，最后夜睹明星大

彻大悟。佛陀多生累劫广修六度万行，菩萨戒行做得很深厚，最后这一生禅定功夫又

很深，在戒定的基础上面，“向上一着，千圣不传”，只好靠自己了。 

这是佛陀自己参学的过程，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8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481&idx=1&sn=d00dac7ad4a04a2e6e0bbf48227e87dc&chksm=e9a985dedede0cc8d063ecdeff33c7b41a2f3b5b6133af17ee321246c2de5ced3458f9b01913#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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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年真修实证开发出“耳通命门”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23 

 

回想起来，我从 1969 年因看

《坛经》发愿出家，从军中退伍后，

开始参访，最后选定在台北新店的同

净兰若出家。在很清净、很高雅的同

净兰若环境，有严师的棒喝，又有好

的同参，日常法师跟惟觉法师都在一

起。  

我当沙弥时，同时看太虚大师

的全传，还有印顺长老的《妙云

集》，每天晚上做完晚课，就是我行

般舟的时候，行般舟行到一两点钟。

71 年出家，72 年到佛光山读佛学

院，74 年见到南老师，隔了三个月，

1975 年底，南老师到佛光山打禅七。

这个七下来，我决定要闭般舟关。  

1976 年的暑假，在同净兰若闭

了 2 个礼拜般舟关。我当沙弥的时候，已经看了《楞严经》的二十五圆通，特别喜欢

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陪我大概有 47 年了。同时，经常看华

严三品，《梵行品》、《净行品》、《行愿品》，对华严三品的大概精神也可以体会

到。  

之所以行般舟，因为自己盘不了腿。我是乡下长大的，两条腿像钢筋一样的，

坐不住。第一次两个礼拜，没有多大感觉。第二次行般舟，在佛光山，七七四十九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746&idx=1&sn=4ba87c4a95bcaa6715c55757ecee8fa9&chksm=e9a98ac5dede03d3af87dd19c8226bd6d84fd789c282ea4e12d01eed5988dfe2b62afa51846f#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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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记录在《般舟禅关日记》的倒数第二篇《我如何习修般舟三昧》。刚开始是坐一

支香，行一支香，慢慢坐得少了，行得多了。到最后，把床铺都搬出去了，累了就拉

绳子。到最后走 22 个钟头，拉绳子休息 2 个钟头，再继续行 22 个钟头。那时候是一

步一句“弥陀圣号”，但是我的根根还是在《坛经》、在禅宗的，我已经在用耳根圆

通。  

大概是到了一支香行七八个钟头后，我发现命门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痛啊？好

像有小虫在爬在咬，痛得这么厉害。痛过之后，气机就上来了，什么左行气、右行

气、上行气、下行气，那次写了很多，还不算很清楚，那时候还没有耳通气海的观

念。怎么会从命门这个地方胀痛？这方面大家可以做参考，因为每个人的业力不同，

用功的状况也不同。  

我请教南老师，为什么到了午时后，喝点东西，就把气机浇熄掉了，走起来就

很辛苦。气机不动的时候，晚上拉绳子休息，就梦到在地穴里面爬，像蚯蚓在爬一

样。如果气机通畅的时候，拉绳子，梦到在空中飞，所以耳通气海有很深的道理。这

么多年，对命门和膻中穴，我不断在观察，不断在体会。这次在南岳衡山的因缘，让

我确定，对耳门圆照三昧看得更清楚了。  

三脉七轮，我自己闭般舟关的时候都亲自体会，功夫不进则退。有时候外缘障

碍以后，你不好好用功，自己再颠倒以后，会蒙住的，会闭塞住的，要修到不退转真

不容易。《解深密经》提到“一切种子如瀑流”，像瀑布一样。《地波罗蜜多品》里讲

有十地菩萨，初地叫欢喜地，二地是离垢地，到七地叫远行地，还是会退转的，唯有

到了八地菩萨不动地，才不退转了。  

我写《般舟禅关日记》，佛学基础打得还算深的，所以才有那么多名相，才能

够与南老师讨论。我们不能够完全依赖善知识，你自己要自求多福，自助而后人助

啊！我这次在南岳衡山重新再看一遍《般舟禅关日记》，上册跟南老师有很多辩论，

碰撞出很多火化，挨了很多棒子。下册是我闭般舟关的实际状况，耳通命门真是不可

思议，真的是耳门圆照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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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金刚念诵，如何是金刚念诵的境界？在 1988 年，30 年前，十方禅林的开

山寮建设完成了，那时候身体不好，要去广东韶关南华寺朝拜六祖惠能大师。回到香

港，南老师给了两句话“心月孤悬，气吞万象”。心月孤悬，这四个字正是金刚般若波

罗蜜多，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的境界正是心月孤悬。各位，心月孤悬的境界你如果体会

到了，那你对般若的体会已经达到很深入的见地。  

心月孤悬，才能够气吞万象。气吞万象，一口气一口气的念。气吞万象会用到

耳根圆通，耳通气海，整个从我们腹部呼吸这个地方展开来。我们耳根不仅含摄头部

唵部音的共鸣箱，而且融汇膻中穴胸腔的共鸣箱，尤其从命门这个腹部音的共鸣箱展

开来，音声的穿透力更强。  

我当年跟南老师学习准提法，南老师的唱诵是平音的。到后来，我试验观世音

菩萨的耳根圆通融合，开发出海潮音，一波接一波，一浪接一浪，汹涌澎湃的海潮音

形成了金刚念诵的气势。  

之前，一下观想在命门穴，一下又观想在膻中穴，两个地方我都在实验。这次

在南岳衡山短短四周的关期实验，真的是让我善观缘起，缘起甚深，甚深缘起。我不

但白天用功，晚上睡觉也在用功，观想膻中穴这个地方，到后来气血翻腾，心脏跳得

快得不得了。后来还是观想在命门这个地方，就慢慢、慢慢风平浪静了。  

所以，观世音菩萨的耳门圆照三昧很重要，这是善观缘起，要一一观察入微

了，随顺这个缘起；有了这个基础，你才能够进入到金刚王三昧。行深波罗蜜，哪有

那么容易的，种种的差别，你都要一一观察入微，一定要把耳门圆照三昧和金刚王三

昧融在一起，要这样去开发，这样去实验。当然，我还在实验中。  

本来前段时间在禅林，一天到晚都在太阳底下，看工地，皮肤晒得比较黑。这

次在南岳衡山，从膻中穴观到了命门，耳通命门，开始松放了，皮肤漂白了，没有那

么黑了。我们姜医生看到我说：师父，你怎么胖了，白了。白了就显胖了，其实我没

有胖，还在转化。我们佛法是拿自己身心当做实验室。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8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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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圆通的首席领航者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24 

《楞严经》二十五圆通，也可以说表征了佛陀一生说法的缩影。这二十五圆通

是归纳性的，佛陀说法没有离开这二十五圆通。从六尘、六根、六识到七大，总共二

十五。六尘，从佛学顺序来讲应该是色尘排第一，结果声尘排第一，从音声开始。这

其实符合佛陀悟道之后，首先在鹿野苑初转四圣谛法轮，度五比丘，以音声入道。  

六尘过后，紧跟着是六根。二十五圆通中，第七位是眼根，第八位按佛学顺序

应该是耳根，结果耳根圆通却跑到最后一位，第二十五位就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

通。  

六尘、六根之后，当然就是六识了。第十二位变成眼识圆通，第十三位耳识圆

通的主角是哪位啊？有没有人晓得？普贤菩萨，华严法界观的代表者。   

六根六尘六识之后，第十八位是地性观，再来就是水性观，观水观三昧成就；

然后火性观，火光三昧成就；还有风性观，再来就是空性观。空性观是第二十二位，

第二十三位是哪一位啊？弥勒菩萨的识性观。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弥勒佛啊！耳根圆

通如果没有识性观，怎么能够耳门圆照？借弥勒菩萨的见地，统摄一切法。哦，这见

地太广了，佛学浩如烟海，那么庞大的佛学体系，怎么用功啊？不用紧张，佛陀太慈

悲了，第二十四位，是念性观，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又当机，又简单。  

识性观是秘中之秘，透过弥勒菩萨讲唯识，讲整个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像天

罗地网一样的，把所有佛学透过弥勒菩萨在兜率天弥勒内院讲《瑜伽师地论》展现出

来。  

那么庞大的佛学体系，要感谢有个简中之简，弥勒菩萨代表秘中之秘，大势至

菩萨代表简中之简。只要你专一，老实念佛，一样可以成就。  

最后圆满靠大势至菩萨还不够的，大圆满就是第二十五位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

通，统摄了耳门圆照三昧、金刚王三昧，统摄了二十五圆通。所以，观世音菩萨是二

十五圆通的首席领航者。  

可见，我们准提法的确是秘中之秘、简中之简，“十地菩萨犹未及尽知之，何况

余者”。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8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759&idx=1&sn=6f59cbe522b3022475127b4d5d44b7ab&chksm=e9a98ac8dede03de1e40476984479adbf63d0a7afe62b87e28fc77e976fbe338a24fffb4382c#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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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根圆通统摄了见地修证行愿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25 

  

在佛经里头的《楞伽经》跟《楞严经》，这两部经可以说统摄了宇宙人生的真

理，讲的都是生命科学的一个脉络。我们南上师有时称自己是“二楞子”，这两部经南

老师都有注解，就是《楞伽经大义今释》、《楞严经大义今释》，南老师的“二楞子”

的缘起是这么来的。这两部经不好讲，一般人没有相当的见地功夫，讲不下去。  

禅宗从达摩大师传到中国来，一直到四祖，都是以《楞伽经》印心，可见《楞

伽经》有多重要啊！我们中国佛教自古以来有两句话：开悟的《楞严》，成佛的《法

华》。  

《楞严经》的缘起就是农历的七月十

五，佛欢喜日，佛陀带着弟子，到在家弟子波

斯匿王的王宫里应供，这告诉我们僧团的可

贵。阿难因为有别的事情，脱离了僧团，单独

行动，结果着了摩登伽女的魔法，整个《楞严

经》的缘起就是这么来的。佛陀为了救阿难，

用楞严咒把阿难从魔难中救度出来。阿难起惭

愧心、忏悔心，所以才有佛陀对阿难的“七处

征心、八还辩见”。哇，讲的太精彩了！  

那么理论讲过了，阿难道理也差不多明白了，最后佛陀因为阿难的缘起，不但

希望阿难解脱烦恼，也为了救度末世众生，才有了二十五圆通，佛陀问圆通，菩萨罗

汉个个说圆通。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761&idx=1&sn=b0fefaaa75951bd26515af7a76abab2a&chksm=e9a98af6dede03e03dc2b5264d37e15d0988a03eb1f9bc01a242faa06f1bdc9119caeee4f2d6#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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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难的魔难告诉我们，一个修行人，宁可在大庙睡觉，不可在小庙办道。在小

庙办道，你很容易懈怠。在僧团众目睽睽之下，比较多了几重的保障。阿难呢，脱队

了，所以着了魔难。  

二十五圆通，也真的有意思，今天上午跟各位报告过了。在二十五圆通最早出

现的，本来是耳根圆通，结果先是声尘圆通，中间是普贤菩萨的耳识圆通，代表普贤

行愿。第二十三位弥勒菩萨的识性圆通，表征的是见地、智慧。第二十四位的大势至

菩萨，代表功夫。耳根圆通则统摄了见地、修证与行愿。总的是以音声引出，最后又

以耳根圆通做总结。可以说，二十五圆通，统摄了我们整个生命的架构，非常周圆。

从六根、六尘、六识到七大，整个生命的一个脉络、缘起、修行和解脱一定没有离开

这二十五圆通。佛陀说法四十九年，就是以这二十五圆通作为架构。 

我们一般人能够了解佛法，都是以音声

啊。所以《楞严经》才提出了“此方真教体，

清净在音闻”，在音声的听闻，听佛陀讲经说

法四十九年。耳根的对象就是声音，声音就

是声尘。我们众生的耳根很灵敏，想入道

吗？想解脱吗？“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

各得解”《维摩经.佛国品》，每个人因自己的

业力、自己的程度不同，听了法，理解的深

浅不一样。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8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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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有佛涅槃，亦无涅槃佛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26 

 

道友提问 1：愚生有

一个困惑：南老师提到

“三界之外并无一个涅槃

可得”，但是释迦牟尼佛

教导三法印最后证得的是

“涅槃寂静”，依愚生的理

解，真正涅槃就是不以任

何一种生命形式存在，进

入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

如果还在欲界、色界、无色界中，那不是还有生命的形式吗？  

首愚长老：这个，你不要错用心呐。因为“无所得”，才是真正进入到涅槃。你

有所得，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恰恰进入不了。《金刚经》告诉我们“应无所住”，你

还住个涅槃吗？《楞伽经》有两句名言：“无有佛涅槃，亦无涅槃佛”，那才是真正

的涅槃。你要了解《金刚经》最重要的一句话“应无所住”，那才是真正的大解脱，

所以你着在文字相了。  

道友提问 1：南老师的这个说法是不是另外的含义所指或开示呢？  

首愚长老：这个道理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金刚经》你没有读通、没有读

懂。六祖讲的，禅宗以无念为宗。你心心念念还有所得，其实证明你没有真正得。禅

宗以无相为体，你其实是着相了。禅宗以无住为本，无住才是整个佛法的根本，无住

才是大解脱。  

道友提问 2：可否边持咒边观想心月轮？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833&idx=1&sn=52a6e5d7e9b65296e48a4c48e05b2d15&chksm=e9a98b3edede0228980f67e875f2ebaa111ec9bd4a425c97d69c9ce5b84a9fe2a8f57119febc#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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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愚长老：心月轮也是一提便休。当然了，你把握到心月轮，咒语才念得松

放，才念得空灵，也不是头上安头，它是一而二、二而一，不可分的。空中十方起大

风轮，空中正是心月轮。念咒，整个咒语是从空中来的，无二无别。把握到这样，你

咒语就念得很松放，念得毫不费力。  

道友提问 3：持咒换气时，可否憋一会再换？ 

  

首愚长老：你干嘛憋它啊？老子讲的“道法自然”，可见你还是没有懂进去。心

月轮，那是我们本有的，不是外来的，不需要造作。憋一口气，那是一种方便说。你

越憋，恰恰是把它卡住了。它是非常灵活的，绵绵不绝。  

道友提问 4：对儿童弱视，依佛教角度讲，有什么办法，能让孩子视力尽快恢复

正常？  

首愚长老：这也是孩子的一个业力吧。每一个人多生累劫八识田中所储藏的，

经典中讲的“纵使经百劫，所造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个还是要多做

善事，多做功德。孩子也是承袭他过去的业力，这个视觉神经堵塞了，他才弱视；如

果他不堵塞，他怎么会弱视？那就是他的恶业、他的习气，从心理影响到生理的。心

理的就是很多不好的念头，累积到一定时候，形成这样一个果报。作为母亲，可以给

他讲一些佛教的儿童故事，让他多起善念，多生欢喜心，让他身心松放，身体就会越

来越好。 

 道友提问 5： 头顶上的 LA 字是站着，还是趴着呢？ 

 首愚长老：这叫浅者得浅，深者得深。我昨天不是引用《金刚经》的三段论

述，“所谓 LA 字，即非 LA 字，是名 LA 字”。LA 字，这是我们摄心的一种方便，

叫做方便随缘止，这里是“黄叶止儿啼，空拳诳小儿”。小孩子哭得不行了，我们从地

上捡起一片树叶，这个叶子已经枯黄了，在孩子面前逗一逗他，把孩子给都逗笑了。

如果用逗的不行，就来个吓的，“你不乖啊？打你哦！”吓得他不敢哭了，这都是方便

法。这个 LA 字也是“黄叶止儿啼”啊。你不乖，胡思乱想啊，用这个 LA 字来统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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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妄想，所以叫“万法归一”；这个归一的“一”来讲，代表定，最后也要把这个境

界融化掉，也就是这个 LA 字也要融化掉。LA 字怎么融化啊？观想白色光明，只要

光明一起来，LA 字就融化掉了。你还管它是躺着、还是趴着的啊？只要想得出来就

好，大概只要一个影像就行了。  

哦，这位道友还画了两个图，呵呵，太辛苦了。要一提便休，有智慧是这样，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实相无相。观想没有离开相，有相皆颠倒嘛。我们一般人做不到无

相，就用一个文字相哄哄你，让你稍微乖一点，不要那么多妄想。与其那么多妄想，

还不如让你想个够，想个 LA 字，所以说，这是“黄叶止儿啼”。它还有站着、趴着，

那是睡着了，小心哦，LA 字趴着不是睡着了？哈哈，开玩笑的，不要当真。  

道友提问 6：法本在传法后才能看，我还没有皈依灌顶可以看吗？  

首愚长老：谁帮你灌顶啊，我又没有灌顶仪式。你道理懂啦，这个磬声带着大

家念，念得很专注，念得很摄心，这正是铃灌顶。鼓声咚咚响，很振奋，精神抖擞，

这叫杵灌顶。念得很松放，念得很空灵，念得哎呀，我怎么这么慢才接触佛法啊？真

是业障鬼，越念越伤心，哭的稀里哗啦的，那也不错啊，让你刚强的心性转柔软了，

这不是甘露灌顶吗？念念念念，整个身心空掉了，正是智慧灌顶。  

我们这叫禅宗式的准提法，不要着相。道理懂了，一提便休，就是这个道理。

皈依不皈依，你老实念咒已经是皈依了，这叫做“法依止”，这个法让你的心不是有

个依靠了吗？你依靠老实持咒，心安了，这不是皈依了么，不是灌顶了吗？  

佛教的宗教仪式，我们不能否定它，它是让人起恭敬心。哎呀，这下子我皈依

了，这下子我灌顶了，佛菩萨给我摸顶，我开窍了，心生欢喜，这也是一种方便。那

么，有没有效果呢？只要你相信就有效果。只要你很虔诚，它就是效果，佛法在恭敬

中求。哎呀，这下子我有师父了，我接受灌顶了，我可以修法了，这是来安心的。把

道理了解了，那就对了。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9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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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三法印与禅宗三法印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27 

 

不但是佛陀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称为“三法印”，六祖的“禅宗

三纲”（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何尝不是“三法印”呢？  

我们念咒念到什么时候才算是成熟？从有念到无念，这是校正我们的见地、功

夫到不到位。  

所以，观念、观念，我们随时都在观念中。有念就有相，有相就会颠倒，就会

情绪起伏，因为你的心太无常了，找不到自己。所以一定要破相，才能够破掉“诸行

无常”。妄想纷飞正是无常，因为我们着相了，好坏、美丑、是非，很强烈的对比，

那就是着在这个现象了，着在无常相。  

如果对法有种种想法，那是你着在“法执”了。第二个法印就告诉我们“诸法无

我”，唯有破除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才能够进入到第三个“涅槃寂静”。  

六祖的三法印来校正我们的起心动

念。念头跟这个相其实是一体的，观想是

来破我们的相，这个相太微细了，一下子

破不了，所以就从老实持咒下手。老实持

咒是简中之简，你只要念到整个妄想没有

了，无念现前正是整个法的中心。般若慧

观是要破相扫相，从有相进入到无相，能

够无念、无相才能够无住，这个也是三法

印啊！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9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835&idx=1&sn=1ec372bd2a85fcc31a1ae51aeac371f1&chksm=e9a98b3cdede022adfeb157ea494a485a2c6dd4bca2e0cd07ecf3837b1a2c5e9aea4a716e2d0#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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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上甚深妙密法 心心相印谈何易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28 

 

我们准提法门正是南上师所讲的“无上甚深妙密法”，妙，非常的神妙奇妙，是

一大秘密宝藏。无上，什么叫无上？再也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金刚经》中讲，佛

陀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中文意思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什么是无上正等正

觉？那当然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佛陀已经证到实相般若的大圆满、大解脱的境界，

这是大智慧也是大福德，人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高的。  

所以，以南上师的成就，认为准提法是至高无上的。什么境界是至高无上的

呢？那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金刚般若波罗蜜。准提法是个大般若的修行法门，无

上甚深，非常不可思议。如果见地不够、智慧不够，你体会不到的。  

南上师当然是大修行人再来。各位，千万不要用出家、在家相来框，那你会颠

倒的。我们连善知识，你都没有这个眼光去亲近，去接纳，你还用在家、出家相来框

他，那你就完蛋了。大成就者，已经不在在家、出家的。我们修行就是寻找正法，正

法就是智慧，哪个人能够启发你最高的智慧，那个人就是你要找的善知识了。  

当年我看《坛经》后，想要找个禅师出家，找了好几年没有找到。在佛光山的

那个禅七，哦！我终于找到了，找到的是一位通宗又通教的大禅师。各位，你用什么

眼光去了解他是通宗又通教呢？你唯有跟这位大善知识心心相印，或者你的眼光已经

到了相当的火候，一听，哦，对了，终于找到了。这是上师相应，要相应到这样的程

度。  

我在找禅师，南老师也在找一个可以跟他相应的人，相应不容易呀！南上师私

下跟我讲，哎呀，他到了这样的程度，感觉上很孤单。是啊，能够理解南老师的人并

不太多。南老师说，将来你也会很孤单的。我想，哎呀，有那么糟糕吗？所以，无上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869&idx=1&sn=99ebc0c22a332b94b5b4578da71d7c9c&chksm=e9a98b5adede024cd26abf33bc51b22f4f70652c7b655b3ee3330c0a5c2e9c81cb0db8a4c288#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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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深，缘起甚深，甚深缘起，那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以佛心为己心，谈何容易

啊！  

无上甚深妙密法，这里头，妙到什么程度啊？正如用《楞严经》讲的观世音菩

萨耳根圆通，妙到耳门圆照三昧把所有的法统统笼罩于其中。  

《楞严经》中为什么佛陀要来考这些菩萨罗汉啊？那是佛陀慈悲，不但是为阿

难，也是为后世众生筛选了一个比较常态的、不受时空限制的法门，这个法门当然是

“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大般若智慧的中心、核心所在！这样一个大法，一定是可以善

观缘起，也可以善了缘起。所以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法门，可以统摄二十五圆通，

二十五圆通的首席领航，贯通了，不是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而是把它融会贯通了，

融在一起了。我们对二十五圆通是要这样的理解，不是说要顺着文殊菩萨，哎呀，这

个不对，那个也不对，最后只有耳根圆通对，那你就曲解了文殊菩萨的本意了！  

所以说，耳门圆照三昧是通一切法的。而金刚王三昧是破一切相，扫一切相，

直接进入到佛菩萨的清净法身的境界，这个名字叫金刚王三昧，一切三昧中的王三

昧，最高的一个法则。没有前面的耳门圆照三昧，也就没有后面的金刚王三昧。 

 所以，轮到观音菩萨报告时，他说，“彼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初于闻

中，入流亡所，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这一路下去，观音菩

萨说这是耳门圆照三昧。到了文殊菩萨评论的时候，赞美这个是金刚王三昧，一切三

昧中最高的，再没有比这更高的，它统摄一切法。  

能够被南上师广泛筛选后选定的法，那一定是错不了。正如文殊菩萨所言，“谛

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佛门中有一句名言，“宁可将身堕地狱，不把佛法当人

情”。南老师是不会把佛法当人情的。其实我们南上师是有帝王气象的。南老师有个

学生，算是民国时期总统府的人，是一个才子，他一不对，南老师马上翻脸，把他骂

得…他说，“哎呀，委员长都不敢骂我，只有南怀瑾敢骂我！”南老师是帝王师，他才

不管你是什么地位！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9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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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心道骨儒为表 法身报身应化身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29 

  

“水融于金刚地，地上涌出八叶巨莲，放射七彩光明。”这朵莲花，不是一般的

莲花，各位你不要想象成荷花池的莲花。这朵莲花一定是跟般若性空相应的时候，才

会展现出来。这朵莲花象征的是大福德、大智慧，一般人是很不容易展开的，这朵莲

花也是大乘佛教的精神象征。  

“地上涌出八叶巨莲，放射七彩光明，然后观想自己坐在莲蓬座中，莲蓬座中

生起我身。”准提法一切都回归我们自己的心地上来，没有一丝一毫的神秘色彩，完

全是跟我们的般若慧观相应。莲花象征的是圆满报身。这一段告诉我们法报化三身是

一体的。其实“水融于金刚”地这个境界，已经是法报化三身的呈现，这里进一步从相

上来分析。头顶上毗卢遮那佛怎么观想啊？其实这象征清净法身佛，紧跟着“本师现

丈六金身”，丈六金身是应化身，化身佛境界。  

昨天，深圳会长善启果也提到了，南老师讲的，“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

在佛学上，“佛为心”相当于六识，“道为骨”相当于六根，“儒为表”相当于六尘，六尘

就是我们所处的一切境界，一切人事物。  

如何是千百亿化身？千百亿化身相当于儒

为表，象征人事上千差万别的道理你都能一一观

察到。就如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一千只眼睛

象征通达一切理，一千只手代表能够入一切事，

还有一千头，这些都是表法的。过去南上师讲，

如果在你们面前现出了千手千眼，你一定会当场

吓晕了，那不是像怪物吗？其实那只是表法而

已。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882&idx=1&sn=49e78f5d60ab36428c411c23950e449c&chksm=e9a98b4ddede025b3627ad166549283001fb980b11fea68d5d94efc3e0f9319ece3cee88167f#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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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百亿化身就是我们的待人处事，也表征了普贤行愿。千百亿化身，也代表着

福德资粮。南老师常讲，儒家相当于佛教的律宗，还不是小乘戒律，而是大乘戒律、

菩萨戒律，一点都没有错。  

“道为骨”，在佛学上是六根，表征的是功夫，禅定功夫，所以道家比较讲究养

生，也讲究气脉，有没有道理啊？有很深的道理。像《黄帝内经》，这都是有道之士

从他们身心境界开发出来的理论。这些道家人物有的禅定功夫很高。有禅定功夫才有

神通，没有禅定就不是神通。对一些神医来讲，“望、闻、问、切”，“望”等于天眼

通，他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你的五脏六腑，不只是看气色，看气色那是表面的。很多道

家人物也是帝王师，对时代来拨乱反正。  

“本师现丈六金身，无量相好”，佛修到圆满相，那是福德智慧圆满了，才有三

十二相、八十种好，每一相都是多生累劫广修六度万行来的。好比说“广长舌相”，舌

头伸出来盖到鼻子，那是多生累劫口业很清净，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

才能够成就广长舌相。这个相不是靠观想，观想只是把理论想通了而已。理论想通

了，如果你口业不清净，你观广长舌相有用吗？没有用的！理论跟事实往往还有一段

距离。  

本师释迦牟尼佛广修六度万行，是先从行愿中来的，完成他的菩萨行，在这一

生示现八相成道。我们菩萨行愿，好比金字塔的塔底很宽广，代表行愿宽广。塔的高

度、深度，代表有透彻的理论基础，最后塔尖形成了，这是般若智慧的象征。这高度

也可以说象征着功夫，报身的成就，报身成就当然没有离开菩萨行，福德资粮。金字

塔的塔尖象征着清净法身。当然，这只是比喻啦。  

总之，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法报化三身是辗转增上。佛门有句名言：“没有天生

的释迦，也没有自然的弥勒”。我们中国也有句古话：“小富由勤，大富由命”。一个

人能有今天的成就，不是偶然的，那都是多生累劫广修六度万行来的，都是福德智慧

资粮开发圆满了，才能够成佛作祖。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9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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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地透彻安当下 更需无畏菩萨行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4-30 

法本到了化身境界之后，观想奉上世间种种殊胜供养。什么是世间种种殊胜供

养？普贤行愿，普贤十大愿。唯有普贤行愿，把心性调柔了，才能够成为上根利

智。  

供养，有殊胜供养，有一般供养。一般供养是生活化的，香花灯水果、茶食宝

珠衣，这也是提升我们生活的品质。香花代表环境，把自己的生活环境布置的很优

雅，这是我们生命的现量境界，等于修行落实在生活中了。灯，把灯光调得很柔和，

很安详。茶食宝珠衣，也代表福德，三餐不饱，哪有钱去收集什么宝啊，还讲究喝茶

呀，现在喝茶好贵啊，这都象征了我们的福德、我们的眼光。眼光就是智慧。你会做

人会做事，人际关系非常好，善缘很多，你的福报就越来越大，生活就越来越欢

喜。  

老实念咒，可以摄心，可以安心，至于你这一生能不能成道，这是看我们的菩

萨行够不够，心量够不够，智慧够不够，这个很现实的！  

准提法最起码可以让我们摄心安心，找到一个正确方法，做自己该做的，活在

眼前，活在当下，活得很欢喜。其实，只要我们见地透彻了，大的方向就错不了了，

下步关键就是肯老实持咒，肯为人间建净土，那是菩萨行啊，这是要用行动来完成

的。这也是我们每个人要完成的人格，它体现了真善美。见地透彻是真，行愿圆满是

善，报身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美。这是人生的真善美、生命的真善美。   

随着我们的功夫成长、智慧成长、福德成长，身心越来越好，这是一定的。每

一个人过去世的业力不同，这不是法的问题，是我们业力的问题，该还的要还，欠债

还钱，杀人偿命。不是说，我学佛可以免除一切灾难呐！可以少灾难，但有时候是逃

都逃不掉。我们学佛后，就要端正心态，以一个很纯正、心平气和的来面对自己的果

报。就像山东那位道友报告的，她得了癌症，但心态很健康。这是我们学佛的正知正

见，面对自己的业力，就应该这样，这样反而可以重报轻受。如果智慧不够，小报会

变成重受。哎呀，本来生病已经够苦了，再想不开，苦上加苦，那不是小病重受吗？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9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909&idx=1&sn=57719a67bf1b309d13d1044bf10d316d&chksm=e9a98b62dede0274d59c8dd6eb8e55ec5bcf92710783fc3d0763a69f9fb05c192980b7f4f8de#rd
javascript:void(0);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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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相应般若应 见过于师方授受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01 

 

上午法本讲到法报化三身辗转增上，这关系我们的见地、功夫、行愿。  

 见地的透彻就是清净法身佛，功夫的成就那是圆满报身佛，行愿的圆满、广利

有情、饶益众生，那是千百亿化身佛，这是从体大、相大、用大来讲。体大、相大、

用大，这是《大乘起信论》提出的，《大乘起信论》有禅宗的内涵，华严法界的内

涵，对大家佛学思想的开发有一定帮助。  

“本师现丈六金身无量相好”，其实这里头既有报身又有化身，两个融在一起。

丈六金身当然是化身佛，无量相好恰是圆满报身佛。在《金刚经》来讲，你执着三十

二相不对，你不肯定三十二相也错，这个地方大家要体会。这个三十二相不是说你想

要就有的啊，那真正是从福德功德中来的。  

罗汉相就是罗汉相，菩萨相就是菩萨相。一个说法说，阿难尊者有三十相，阿

难长得很庄严，但他功德智慧不够，才会遭遇到摩登伽女的魔难。阿难是多闻第一，

做过很多佛的侍者，在《楞严经》中也挨了文殊菩萨的棒子（“汝闻微尘佛，一切秘

密门。欲漏不先除，蓄闻成过误。将闻持佛佛，何不自闻闻。”）  

观想奉上世间种种殊胜供养。供养圆满了，“本师从头顶光明中浑入我身，刹那

顷，佛身与我身，无二无别。”  

紧跟着就是上师相应法，按照密法，观想上师时，靠近我们的上师观想在最底

下。我传法，大家接法，没有见过南老师，但是对南老师的智慧非常仰慕，也可以一

代一代往上观，这在密法上代表一个传承。一样是观想奉上种种殊胜供养，供养好

了，“上师由顶上光明中浑入我身，本师、上师还有自己，三身合一。”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912&idx=1&sn=e524dec6163ae559d9a74df1afdd12a9&chksm=e9a98b6fdede0279a63246e95707d7a460a057ce481f5c25267beebb40b4df8db3285bc59795#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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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说，上师相应法就是般若相应法。我们不能够墨守成规啊，墨守成规，

南老师讲了，叫末将听令。百丈怀海禅师的名言：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

方堪授受！  

南老师是智慧型的，我真的是跟南老师给我的法名“首愚”一样，我是笨笨的。

包括念诵，南老师教的是平音，平铺直叙的。因为我独尊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所以

我所开发出来的金刚念诵里的海潮音，一波一波的，一浪一浪的。对与不对，修的有

效果就对，没有什么效果，没有什么转化，就是错的。  

南老师的金刚念诵，听起来很欢喜，那是南老师的智慧、南老师的功德。如果

你没有把南老师的金刚念诵再发扬光大，那已经减师半德了。所以来讲，传承传承，

是智慧的传承。  

中国祖师禅，最具代表性的，只有两位，一位是六祖惠能大师，一位是马祖道

一禅师。六祖底下得法弟子有 43 位，尽管那么多，但是禅宗史真正有影响力的只有

三位，一位是江西的青原行思禅师，一位是湖南的南岳怀让禅师，从这两个人身上延

伸了五宗七派。再一位就是永嘉大师，他没有形成法脉，但是留下了两部著作，一个

是《永嘉大师证道歌》，一个是《永嘉大师禅宗集》。这两本书是千古闪亮的明星，

但是形不成法脉，叫好不叫座。  

《指月录》里头，让我非常欣赏的是马祖道一禅师的教育法，很特殊，让人真

正很快就进入，他的教育法是文字般若，是境界般若，也是生活禅。  

好比他接引石巩禅师，石巩禅师过去是一个打猎的猎人，有一次，他追猎一头

鹿，这头鹿经过马祖道一禅师的前面，马祖道一禅师让它过去了，石巩禅师追到前面

就问：“大师，你有没有看到一头鹿啊？”  

马祖道一禅师方便妄语，为了保护生命啊：“我没有看到”。  

马祖故意问：“你干啥的啊？”  

“打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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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既然是打猎的，那我请教你，你一箭可以射几只啊？”  

“大师，你怎么这么说啊？我一支箭当然射一只。”  

“那你不懂打猎！”  

“大师，你也懂得打猎啊，那请问大师，如果你射箭的话，你一只箭可以射几只

啊？”  

“我一箭可以射一群。”  

当下就把石巩禅师的妄想给射掉了，开悟了。这个教育法很特殊的。  

同样，马祖道一禅师接引庞蕴居士的公案。庞蕴居士智慧很高，参访了几个禅

师，都没得相应，最后参访到了马祖道一禅

师，就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这也是口

头禅啊，跟一般的公案一样。马祖道一禅师

的教育法简单明了，“待你一口吸尽西江水，

我再告诉你。”庞蕴居士当下就悟了。他的文

字般若、境界般若就有那么高，所以马祖道

一禅师接引的人很多，一代大宗师！这是在

中国文化才有的特色。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9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首愚长老开示集                                                      

 88 

身心转化不了 见地则有问题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02 

 

上师相应，其实重点就是一个传承，一代传一代，代代相传。那么，能够传承

的，当然是见地、智慧，还有功夫。功夫是对身心的转化，如果身心转化不了，那你

的见地是有问题的。般若思想，对我们的身心一点奈何不了，这还叫般若啊？所以，

般若智慧首先是转化我们心理的习气，用正确的观念打开我们的心量，紧跟着转化我

们的色身。这样才能一代传一代，越传越广，这个法脉自然就弘扬开来了。可见，一

定是要看效果、看成果的。  

五祖底下所谓的两大弟子系统，叫南能北秀、南顿北渐，形成南宗北宗。北宗的

渐修法培养不出人才，一两代之后就传不下去了。其实，也不是神会大师通过辩论打

败了北宗，而是北宗确实出不了人才，是北宗自己打败了自己。  

南宗惠能大师这个系统人才辈出，形成五宗七派，取得了禅宗的正统。神秀大师

也是正人君子，文质彬彬的，也懂得谦让。他跟师兄惠安国师一再在武则天面前推荐

惠能大师，“我那位师兄是真正得到我师父衣钵的”。可是，谦让归谦让，让他真正去

亲近参访，不可能。在《坛经》里面，神秀大师底下的弟子要去参访六祖，神秀大师

也是表现的落落大方，“好啊，你去亲近参访吧，把得到的心得回来跟我讲讲啊。”  

真正的佛法一定要亲自去的，不是让别人代替去的。这是法脉的传承，必然是这

样的。整个佛教，各宗各派，不管哪个宗派都是这样，能够人才辈出，这个法门、这

个宗派自然兴盛。当然，包括我们自己也一样啊。我们学了佛，学了法，对自己有没

有启发啊？智慧有没有开发啊？用功有没有用上啊？心量有没有打开啊？肯不肯为大

众服务啊？这是很现实的。  

永嘉大师尽管有那么高的智慧，《坛经》里头，他的禅风凌厉，几乎要把六祖给

压下去了。但菩萨行愿是多生累劫形成的，勉强不来的，所以形成一座孤峰，没有法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914&idx=1&sn=207ac581b7271d2b789661533b3692c0&chksm=e9a98b6ddede027b2b46198d5008742100a75adcc4ddbe9a6eda9c5c14c017ca0b0dff57c96d#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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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的形成，就传不下去了。当然好的著作也是影响甚远。但要形成对报身的转化，不

是靠这些文字的，还是要有方法的。所以，太虚大师两句名言：禅宗得大机，密宗得

大用。  

我们不能否定藏密系统，它的影响力蛮大的，禅宗的影响力反倒不及藏密，这是

事实！尤其到了这个时代，禅宗只剩下参话头了，像唐宋时期的祖师禅，已经很难

了。  

所以，南上师筛选了这个准提法门，这是南上师的大智慧，这要适合当今时代众

生的根器，要接得了地气。  

其实，我们准提法门也是弘扬禅宗的一个很重要的方便。历代弘扬准提法的都是

禅宗祖师，云谷禅师啊，憨山大师啊，很多都是，包括我们南老师也都是禅宗的啊！ 

 准提菩萨也是准提观音，如果光有准提

咒，没有与耳根圆通配合，也很难能对报身

产生转化。以我个人修持准提法三四十年的

经验，耳根圆通很重要，非常重要！这个可

以说是如来禅，也是祖师禅，也统摄了本师

释迦牟尼佛金口所宣的《楞严经》二十五圆

通，所以准提法是非常正统的。  

希望大家好好发大愿，好好用功，把自

己变成人才，把见地、功夫、行愿方面修得

踏踏实实的，可以自利又利他，自觉又觉

他。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9 日在湖

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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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踏實地 老實修行  

原创 首愚長老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03 

 

今天來跟大家談談一個修行人應該注意的三個要點，對於這三個主要的問題，大

家一定要腳踏實地、確確實實的去實踐力行，才能得到真正的受用。  

首先，就修持上言，要變化氣質，使我們的生理上得到真正的轉化，這是一個實

際修證的功夫，務必要親自體驗才行，不可以自以為理論上已懂了，只要觀想做修持

就好了，這種修法是不切實際的，同時基礎也太薄弱。我們修持準提法其中最大的方

便法──口密唸咒，金剛念誦，每個人都應該視為每天固定的課業，而且一有空就要

做，以便打好修法的基礎，這是所謂「加行法」，也就是為什麼要唸誦幾十萬遍的道

理所在。其目的無非是要把根基紮穩，因為理念上到底不同於修證功夫，理念固然重

要，但是想要得到真正的效果，對修持方面有信心，就必須使我們的色身有所轉化。

生理上越健康，精神上越舒暢，情緒上也越爽朗，並能逐漸體會金剛唸誦那種低沉和

安詳的感受，一上座全身就有溫暖的感覺，甚至連冬天都會冒汗，這些都要靠大家各

自的努力，是懈怠不得的。  

其次，是要在見地上，理念上很清晰。換言之，要對佛法深信不疑、對準提法有

百分之百的信心，毫無疑竇，否則稍有一絲一毫懷疑，信心就要動搖了。別的道場可

以去參學，但對本身主修的法門不可更變。法無所謂大小，大小是在個人的根器，沒

有那個方法特別快或特別慢，快慢在自己的心和本身的體會，所以〈壇經〉告訴我們

「法無頓漸，人有迷悟」，業障淺則根器利；業障重則根器鈍。一個人業障淺，學什

麼都很快；業障重的人再好的法也無法接受與相應。因此基本上，在理念方面對所有

法要能做到融會貫通，深信不疑才可。當你把大小乘或其他宗派都參究瞭解之後，才

會發現原來準提法包羅萬象，圓融周遍，才不會對其他法門產生好奇心，以致三心二

意永遠修不相應。嚴格言之，在見地上一定要體悟佛法乃不二法門，不管別人講得天

花亂墜，只要我們自己對層次上夠清楚，不受迷惑，不受欺騙就對了。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917&idx=2&sn=7b26944098577f824e6594c2ced6fae5&chksm=e9a98b6adede027cd0195d35dd7befe4b8b023040136699bd330c25a5bf5852051f0fd7f206b#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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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是靠薰習的，不在於對方講得對不對，只在於自己是否有本事去分辨對方講

的深淺程度和正確與否，基本上學佛參學的精神，開始要有耐心地聽別人講，完全接

受吸收之後再去思維它，若是沉不住氣一下子把心裏的話都毫無保留的傾訴出來，非

但容易讓人抓住把柄，而且顯示我們不夠謙虛，也是一種「慢」心在作崇。聽完別人

講完之後，認為值得和他砌磋再跟他討論，對方講得有理，就要很虛心的接受，否則

就要進一步請教他，對於他的錯誤只能點到為止，不能存勝負之念，或有將之駁倒之

心。  

佛法是無諍的，〈金剛經〉上佛陀讚歎須菩提得到無諍三昧，「無諍」對我們修

行非常重要。一般人口頭上與人爭紛，無對象可爭時，就與自己爭，前念與後念爭，

前後互相矛盾。過去南師在主持禪修時，有很多人掛「禁語牌」，南師告訴他們「掛

『禁語牌』固然很好，但真正禁語是連心裏都不想講話的，否則嘴巴雖不講話，而內

心貪瞋癡慢疑起伏不已，自我矛盾不能清淨，豈是真正在修道？」  

當然學佛能學到無諍，學到融會貫通，真正認識不二法門是不容易的，但是達不

到這個程度也表示我們的信心不夠堅定。單憑一點信仰也是不夠的，雖說有的人善根

深厚可以深信不疑，但在法的應用上若是不能融會貫通，仍然容易起法執，對佛法起

分別心。所以無論在見地上或理念上一定要相當透徹，修持觀想時影像才會清晰明

現，否則必然會被自己的疑心所分化阻擋。若是功夫未臻純熟，觀想不起來，只要理

念足夠了，曉得心中有個影像可以觀照，有個觀照的中心就不會再徬徨，也不會再被

妄想所牽絆了。  

事實上，學佛不能怕妄想，禪宗祖師曾一再告誡我們「不怕妄想起，只怕覺照

遲」，一旦覺察有妄想，馬上拉回來觀照它，再昇起你修持的本法，影像一出來，妄

想自然就會跑掉的。  

最後一點是司空見慣的，也就是我們平常做人做事的點點滴滴，過去已經向各位

講得很多，今天就不再贅述了。總而言之，學佛離不開三業清淨，在六根、六塵、六

識之間好好把握，好好體會，相信對各位的學佛必定有所助益。（《準提法開示彙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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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圆通是准提法修证的理想蓝图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03 

 

这次闭关，使我对我们准提法门也好，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也好，有了更深一

层的体会，其实它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法门了。  

我发现，原来耳门圆照三昧是通于二十五圆通的，这样的一个法界王可以把准

提法门开发得更有深度、更有广度。这样才能把我们整个生命的现量境界，从六尘、

六根、六识到七大都统摄了，乃至在日常生活中、现实境界中、待人处事中，都没有

离开二十五圆通。所以，准提法可以把它开发得更加生活化，跟我们的生活直接对

接，跟我们的起心动念直接对接，跟我们的见地、功夫、行愿直接对接。  

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身心当作实验室，把这个法跟自己的身心打成一片。佛陀

的说法是非常有逻辑的，二十五圆通本身就是我们的佛学大纲，也是我们生命的现量

境界。而且二十五圆通可以说包罗万象，跟南上师在厦门南普陀寺那个七的主题，

“生命科学与禅修实践”，完完全全可以融合在一起。  

总而言之，我们随着开发程度的深浅，会逐步逐步把它链接在一起、衔接在一

起。  

在《楞严经》二十五圆通中，第一个层面是六尘境界，这可以说是表征人际关

系，比较偏向伦理方面，代表儒家文化，儒家偏向律学。所以，要以行菩萨道来圆满

我们现实的人际关系。第二个层面是六根，六根偏向生理方面，道家比较偏向生理的

开发，有关五脏六腑、经络等等的说法。第三个层面是六识，比较偏向心理方面，也

就是见地。可以说，六尘要靠菩萨行愿来圆满，六根要靠禅定功夫来完成，六识则需

要般若见地来转化。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917&idx=1&sn=0e87fb8cbe92dc860c7c20e92438c0bf&chksm=e9a98b6adede027c606c0ffe720ed9cbbb86a08667239acc6849a4dfeb61eb21eb2d1680cd57#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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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层面是七大，当然跟六尘、六根、六识有直接关系。你有什么样的见

地，内心就有什么想法，人事物上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身体上就会有什么样的反

应，它们是息息相关的。  

南老师讲的，儒家好比饮食店；我们身体有病了需要道家，道家好比是药店；

而佛教好比百货店，应有尽有，统摄了见地、修证、行愿，统摄了六尘、六根、六

识。所以，在心理方面，要见地透彻了，才能够转化心理的烦恼；色身上的病苦，是

需要禅定功夫才能够解脱；人事上的烦恼，则需要行菩萨道才能转化。  

二十五圆通中的后三位，第二十三位是弥勒菩萨的识性圆通，第二十四位是大

势至菩萨的念性圆通，第二十五位是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大势至菩萨的念性圆

通，念清楚代表修气；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听清楚代表修脉；那么弥勒菩萨的识性

圆通，代表修明点，是般若智慧，如是统摄了修气、修脉、修明点。  

所以，二十五圆通是互相交融的，未来我们修法要统合二十五圆通，去整体性

的理解和开发。正如道㲀大师讲的，准提法门是显密圆通，牵涉那么广，这是成佛的

总纲要。 

整个准提法统摄了禅净律密。禅宗的三纲代表般若智慧，密教的三密相应可以

说是种种的方便法。我们也可以是净土式的修法，从最简单的老实念佛、老实持咒，

从信愿行入手。在人事物上面，又有菩萨戒律方面的菩萨三聚净戒，随时把自己管理

好。摄律仪戒是表相，整个中心在摄善法戒，整个菩萨行在饶益有情戒。我们见地透

彻了，一定是清净的，一定是善的。所以，摄善法戒代表智慧，饶益有情戒代表行

愿，摄律仪戒是安祥的，诚于中、形于外。  

可以说，整个佛法从我们准提法展现出来。《楞严经》二十五圆通是我们未来

要不断去开发的，这个方向是很清晰的，等于二十五圆通变成我们修行的一个理想蓝

图。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9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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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圆通为指导 向内开发生命科学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04 

 

整个准提观音法门的

耳门圆照三昧，统摄了行

愿上六尘的解脱，功夫上

六根的开发，见地上六识

的升华，再加上整个七大

的转化。要把握到整个佛

法的制高点，就要透过耳

门圆照三昧的开发而成

熟，在真正实际用功上，

从耳门圆照三昧直接进入

到金刚王三昧。金刚王三昧就是念念分明、念念本空，也就是百丈禅师所讲的：“即

此用，离此用”。  

从耳门圆照三昧的善观缘起，到金刚王三昧的善了缘起，形成一个圆满的衔接

得天衣无缝的修行次第。耳门圆照三昧正是佛陀的如来禅，金刚王三昧正是中国禅宗

的祖师禅，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下手处可以说是既简单，又高深，又精妙。简单，

念念分明，就是老实持咒，从老实持咒开发到念清楚、听清楚，达到念念分明，从念

念分明再向上一提就是念念本空。  

所以，我们用功应该是非常稳妥的，扎扎实实的。这是人生的解脱大道，开发

成功了，让生命在大光明的清净解脱的境界中，这当然是“为往圣继慧学，为人间建

净土”，再扩展开来，那就是释迦牟尼佛“为万世开太平”。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919&idx=1&sn=3b89d2015a2ea01d2b65c6d3a5dc3178&chksm=e9a98b68dede027e80479c3863bc7d800361c39617aa3b6f71d6af550b1592bd6edc80903207#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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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古今中外，人类文明所开发出来的科技百业，都是向外追求的。所以，造

成竞争，也造成勾心斗角，充满了斗争，这是物质促进人类的贪婪。我们佛教的生命

科学是向内开发的，向我们生命最高处深处开发的。释迦牟尼佛所开发的二十五圆

通，其实统摄了一切世间法和出世间法，是最圆满的也是最圆融的，让我们的生命能

够圆通无碍。  

生命科学是向内的，开发我们的三明六通，漏尽通，让我们明心见性，看清楚

生命的真相，得到自由自在的大解脱。开发的他心通，让人与人之间更能够理解，他

心通不是看人家的隐私，而是看人家的困难。菩萨慈者予乐，悲者拔苦。菩萨的他心

通是来解除众生的痛苦，晓得他的习气在哪里，他缺少什么需要弥补什么。所以，他

心通已经是最高的心理学了，能够体谅天下所有的颠倒众生。天耳通，能够了解这世

间种种的痛苦。天眼通能看到生命的真实相。神足通，我们看到密勒日巴传记，他修

到一定境界时都在空中飞翔。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人类最大的无明是迷失了自己了，忘本了，向外追求

了。这二十五圆通代表释迦牟尼佛说法 49 年精华中的精华，代表八万四千法门。  

人类最大的财富，最大的智慧财产莫过于明心见性。智慧是来化解我们的烦

恼。我经常说，智慧是来化解一切，慈悲是来包容一切。生命科学是人类生命的根

本。哪个人开发出来了，那你就是圣人呐，你就是有道之士了。这样的圣贤，这是我

们人类史上所需要的。  

所以，我们向内开发生命科学太珍贵了，这是人类真正的文明。我们能够明心

见性，这是佛菩萨的智慧，我们能够开发出来，才能够神交古人，才能够为往圣继慧

学。有了这个智慧，就打开了我们的慈悲心，看到众生的痛苦，用种种善巧方便、种

种利生事业来接引，不但让他得到正确的精神食粮，同时也解决他生活上的种种迷

茫，这才是人间净土所在。  

修行是要有善根的，没有善根听不进去，他也不相信，叫佛度有缘人。这种生

命科学，不是人人都可以接收的，没有善根福德因缘听不进去的。我们自己要庆幸，



首愚长老开示集                                                      

 96 

这一生能够遇到释迦牟尼佛的正法，可以找到生命的安全港、避风港，免得再颠倒、

轮回、受苦了。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9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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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通命门禅观实验 共鸣摄受非同以往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05 

  

• 降魔真言辨别真伪  

“当本尊现身时”，当我们

观想时，忽然间看到准提菩萨

现身了，也不晓得是清净心相

应来的呢？还是外魔来干扰？

所以，可念上师降魔咒五个字

“嗡哈哩底噶”三遍，以察其真

伪。  

“真则现更清楚，伪则随

即隐没”。如果是清净心相应的

境界，则会更清楚；如果是外魔干扰，念上师降魔咒就可以把它驱跑了。 

  

• 心月字轮化转三身  

法报化三身，这些道理都要一一去体会、去理解。  

“一刹那顷，本尊自眉间光浑入我身”。观想准提佛母从我们两眉之间的眉间

轮，浑入我身。  

“我身立刻转成本尊”，我就是准提佛母，准提佛母就是我。  

“本尊跟自己，无二无别，即时观想自身，如透明琉璃体，毫无杂垢”。我们观

想身如透明琉璃体很重要。药师佛十二大愿里头，前面三个大愿都是在讲这种琉璃的

观想。身如透明琉璃体，也可以说是一种境界般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922&idx=1&sn=f718bb81b7676a8bfc3d1fa0b3c5ca70&chksm=e9a98b95dede0283308dadaffeb094c290d4a29b2d66de695946b4e90a9e0f9214196506fbab#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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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空心中，生起八叶莲花，红色无根。莲花上现一满月轮，轮上现字轮”。关

键部分来了，前面提到过，在我修法的经验中，我经常在两个地方观想：一个是膻中

穴的心月轮，一个是命门、气海的心月轮。这次在南岳衡山，我才发现，还是在命门

这个地方观想心月轮比较正确，这里头也是观世音菩萨耳门圆照三昧很关键的地方。

我们作意在哪里，那里等于是意根。藏密讲的拙火从海底发起，就是指的气机从气海

开始发动，这要自己有经验的。  

这几天，我带大家念的金刚念诵，基本上都是耳通命门的一个禅观实验。  

我们只要正念，正念本身让我们身心松放。我们的念头本身跟我们的五脏六

腑、十二经络是直接对接的。从佛学来讲，就是跟地、水、火、风四大直接对接。  

对这四大的转化，《楞严经》上讲的够清楚了。《楞严经》的地大，不用地

大，用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色，色本身就是物质的意思，物理现象。地大，

我们身体的肌肉、骨头、毛发都是地大；湿气、唾液、血液、汗水是水大；身上的体

温、热能、热量，新的名词叫卡路里，卡路里就是热能，是火大；我们的呼吸叫风

大。这是我们生命最基本的。  

不但形而上可以含摄四大，形而下一样是含摄四大。所以，“性色真空，性空真

色，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我们内心一清净，地大就松放了，清净本然，周遍一切

处。紧跟着，“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性火真空，性空真

火，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最后呢，“性风真空，性空真风，清净本然，周遍法

界”。  

这个色，从中医五行来讲，脾胃属土，土就是地大。水，肾水，肾脏属水。肾

脏开窍于耳，就是耳根。肝脏开窍于目，就是眼根。肺脏开窍于鼻，就是鼻根。脾脏

开窍于口，还有心脏开窍于舌，舌根。这个舌根本身与五脏六腑相关联。从心脏里头

延伸了心经和心包经，从舌根来讲，还跟我们的意根和身根有关系。这些我们都要一

一去对接、去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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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不但白天用功，尤其晚上睡觉，我观想膻中穴，哦！尤其到了半夜，气

血沸腾，心脏跳得快的不得了。我发觉不对，几个晚上，屡试不爽。我后来就拉回到

命门这个地方，哦！一观，整个身心就松开来了。所以，这次在衡山，我对这个法的

缘起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更正确了。  

到今天第五天，每一堂课，我都是耳通命门的一个禅修，禅观。大家有没有感

觉呀？有感觉啊，共鸣力量不一样的，摄受力量不一样，让我们全身松放了，空灵

了，效果不一样的。  

今天是第五天，明天是第六天，之后回到武夷山，我还要继续闭关、继续实

验。几十年的闭关专修，感觉上越来越成熟了，观察越来越如实了。所以，错了就要

改，这一改，马上就不一样了。前面一半闭关十二三天，我在房间里头，又没有出去

晒太阳，上洗手间照镜子，怎么脸还是那么黑。到了耳通命门之后，慢慢转化了，皮

肤感觉越来越白，身心越来越松放了，如影随形啊！所以各位，这个地方很重要。  

所以，我这次说法，完全跟二十五圆通对接，这是以往所没有的。原来二十五

圆通，真的是观世音菩萨耳门圆照三昧！我们的金刚念诵是金刚王三昧哪！看你金刚

念诵用的如法不如法，但是没有耳门圆

照三昧的基础，你金刚王三昧是呈现不

了的。还是要善观缘起，整个缘起，清

清楚楚的，一环扣一环，没有偏差。整

个佛法是要真修实证的，见地不能够有

一丝一毫的偏差。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9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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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闭关仍是老实念咒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06 

“内空心中，生起八瓣莲花，红色无根”。这当然表征的是我们的心脉轮，跟我

们的情绪都有关系。心平气和的时候，全身松放，心不平气不和，心浮气躁，这是一

定的。  

• 瑜伽念诵字轮放光  

瑜伽念诵等于是默念。我们共修，当然是开口金刚念诵。平常很多场合，基本

上都是默念。所以，南上师法本仪轨上面有这段，我倒是觉得有这段蛮好的。  

“开始瑜伽念诵，由唵字起，从前右旋，次第周布轮缘，终而复始。字字光明灿

烂，不可混糊，字轮不可观想过大，愈小愈好。”我们准提法修行，一定要跟般若智

慧相应，千万不要在表相上争。那位道友说，哎呀！怎么只有早晚一堂是完整的，其

他都只念准提咒啊？当然是这样了。  

在我个人闭关，也没有什么早晚课的问题，我非常简单，一句准提神咒持诵到

底。我不是跟各位讲了吗，我自己闭关，一醒过来，准提咒就接上去了。刚开始我都

是用计数的，有一次闭关的时候，我九个字的咒心“唵折隶主隶准提梭哈”，念了五六

百万遍。夏天用这个念珠，因为有手汗，有时候，这个念珠黏糊糊的，拨不动了。我

后来就请人帮忙买个计数器，念到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遍时它又归零了。每天到了一

个时候，我都记录，今天念了多少万遍，清清楚楚的。各位，这个计数有用的哟，那

是种自我鞭策，有用的呀。  

总之，这个修证的过程有太多的变化，我不是跟各位讲嘛，太集中在头部，不

但到某些时候，耳朵很痛，鼻水滴滴哒哒的，牙龈都出血，我晓得这里有问题了，不

对就要改啊。我到这一两年已经不会有牙龈出血了。但是，这次在衡山又发现，原来

还是要耳通命门，它是有大道理的。  

耳根圆通，耳通命门，这里头真是一大秘密宝藏，牵扯很广的，要善观缘起，

要自己慢慢去开发。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19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925&idx=1&sn=4866c089101bb971693fc69f810a5674&chksm=e9a98b92dede028424dc31ca13c7f71e77a3cff855903efc4275e0367d36b99a51d090191a41#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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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提法有太多的妙法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07 

 

百万感应次第成就。  

如此依法修持，念满百

万遍，则感应道交，如见仪

轨上所载诸殊胜境相时，则

为生起次第渐渐完成。这个

地方法本有误，不是仪轨上

所载，而是《显密圆通成佛

心要集》上有。这个地方将

来要改的，我以前太相信原

来的法本了。  

又息灾、增益、怀服、降伏诸法之修持，另需特别教授。这些在《显密圆通成

佛心要集》里都有的，坛城怎么布置啊，有的向东，有的向西，有的向南，有的向

北，息增怀诛，不同的。息灾法用白色的，增益法用个黄色的，怀服法用红色的，诛

法、降伏法用黑色，在《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中，道㲀大师写的非常完整。  

1. 【又正持诵未满座时，若需谈话，于自舌上，想一梵文 LA 字，纵使谈话，

不令间断。】  

你在修法，门铃响了，客人来了，你总不能不理客人，千万不能不耐烦，讨

厌！我在修法，干嘛来吵我。要心生欢喜的，客人来了，满脸笑容，欢迎欢迎，请进

请进，还要烧水泡茶呀，请喝茶，请坐请上座。你跟他谈得双方都欢喜，你在舌头上

观想一个 LA 字，等于修法没有间断。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89949&idx=1&sn=389f532d86148c2e11dbffa6a5d17c44&chksm=e9a98b8adede029c3613079cc799b2c028eaa4b5f54bcf0e91d0f793515c1a9a03aee02f3b22#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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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电话响了，手机响了，一般我到了真正用功了，手机关到了飞行模式，不

接了。在家学佛，有些重要的电话，你当领导的电话来了，找你呀，你能不接吗？或

者，来个订单，你不接，订单让别人抢去了，你说你接不接？哎呀！你说修法要紧，

生活难道不要紧？收入不要紧？所以，这是妙法呀！电话该接还是接，在舌头上观想

梵文 LA 字，纵使谈话，不令间断，多好啊！准提法有太多的妙法了！  

先讲到这里吧，也算对新参的一个交代。有的批评我说乘兴而谈。为何不乘兴

而谈，难道佛法一定要那么呆板吗？佛法要从我们心地里面流出来的。要很如实如理

如法的，对法不是一个字不漏的讲，呆呆板板的，听得大家都会打瞌睡的。  

道友提问：代表女师兄问一个问题。气海位置，女师兄意观是否适合？  

师示：女性不能守小腹，观想命门没有问题。其实，如果不着相的话，那是开

发我们生命的能源，气本身就是生命的能源。意念一动，火大就产生，火生土，土生

金，肺活量就来了，命门命门，真正是开发我们生命的能源之所在。耳门圆照三昧是

中道的，是对我们身心道业最平和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做到耳门圆照，圆照就是见

地很通透，不会偏差，失去平衡就要出问题了。心平才能气和，耳门圆照三昧是心理

最平和的时候，也是气最流通的时候，所以不会有问题。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20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十方圆明心地涌》2019年合刊（中）

 103 

三十五次苦行关 历经艰辛续前缘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08 

 

回想 35 次的闭关经历，在我印象中，第一次闭般舟关是在 1976 年。1974 年听

南上师的禅学讲座，1975 年参加南上师佛光山的禅七，到了 1976 年暑假就想闭关，

就特意到台北南上师的办公室，请教如何闭般舟关。请教完后，闭了两个礼拜，很

短。  

那一次应该算是打基础的过程。到了 1976 年寒假，想到暑假只闭了两个礼拜，

心有不甘，就请示星云大师同意，在佛学院开始了第二次般舟关。第二次关，大概是

十次般舟关里最好的一次，最殊胜的一次，也是宗教情操达到最高的境界一次。那一

次，我虽然没有联系到南上师，但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总共闭了七七四十

九天。  

那时候，还没有写日记，只是出关后奉我们院长星云大师的命令，“你把你闭四

十九天般舟三昧关的经验，写一篇感想吧”。所以，那是追忆似的，回想这四十九天

闭关的一个纲领，收录在《般舟禅关日记（上册）》的最后倒数第二篇。倒数第一篇

是《参学来函》，因为没有见到南老师，只好用写信喽。南老师把我写的跟南老师的

答复一起刊登在他办的杂志《人文世界》上。  

第二次关，印象最深的就是命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督脉，背脊骨下方，肚

脐下面四指是气海，后面对过去就是命门。命门这个地方刚开始很胀很难过，像虫在

咬。嘿，后来慢慢松开了，感觉上才有了上行气、下行气、左行气、右行气，三脉七

轮，轮廓就出来了。  

1977 年农历二月初一，佛光山的信徒大会时，我出关了，总共七七四十九天。

如果命门没有开，我看我那个般舟关很难闭下去。这是我特殊的一个对三脉七轮的体

验。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084&idx=1&sn=de46a6393977b9a43e4897201d4ce9e1&chksm=e9a98833dede0125d33467408c28dc324ab08b2b69ae0c45f7b6abb3f9b881193446c0f1beae#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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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对中医一窍不通，现在回想起来，原来命门是肾水肾脏一个很重要的地

方。当然南老师过去讲过的，女性不能够守小腹，容易有不好的反应。为了不让大家

听得毛骨悚然，所以不讲。有个名词的，有没有人晓得？这位道友说对了（指月经来

时），我不好意思讲，那你去讲。但守命门这个地方是 ok 的，没有问题的，这是肾

水的穴位所在。  

命门跟气海有关联。白骨观已经告诉你，是在背脊骨命门那个定点，那个地方

是可以观的，不管男众女众都是 ok 的。我自己闭般舟关的那种印象太深刻了。所以

我到最后，才能够一支香走 22 个钟头，拉绳子休息 2 个钟头，再 22 个钟头。  

当时如果不是剥柳丁，台湾的柳丁小小的很结实，比较硬，但是很甜，护关的

没有拿水果刀给我，口渴了，为了解渴，我就用手去剥，大概那个时候已经不太有营

养，没有吃什么东西，一剥，把大拇指剥裂开了，哎呀！痛死了，就不能拉绳子了，

我闭般舟关还是要休息的，不能拉绳子，那我这个般舟关就破掉了。正好我也接到我

们院长星云大师的通知，要我出关了，呀！幸亏有个台阶下，要不然，真的很难堪

啊！出关就出关嘛！那时候大拇指脱落以后很痛，我的魔难来了，其实当时正处在最

关键、最好的时候。如果那次没有大拇指手指甲剥落的问题，很可能会有更好的成果

展现，没办法了。  

出关后，我回到台北，打电话给老古出版社。我说：我是某某人，我想请教南

老师。哦，南老师到南部去闭关了，其实他就在办公室的楼下闭关。哎呀！我带着很

难过的心情，又回到佛学院去了。整个身心状况，没有人可以请教。我闭四十九天，

等于没有吃东西，自己泡点奶粉，瘦的皮包骨啊，非常瘦。那次出关就把馋嘴给化掉

了。  

但是，那次出关后，不是日中一食，也不是过午不食，吃三餐，还吃点心，吃

了又把气脉给堵住了，哈哈。哎呀！好不容易化开的，又泡汤了。所以，有善知识和

没有善知识的提携，差别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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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继续入关的时候，就想办法跟南老师联络，于是写信《参学来函》，总

算联络到了。再次入关，就在原来关房的隔壁，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南老师一接到

信：你上台北来吧，我也在闭关中，先跟你院长请假几天再说吧。所以，上去住了好

几天，南老师叮咛我要写日记，鞭策日记《般舟禅关日记》是这么来的。  

 总之，第二次的般舟关，反应相当不错。第三次，虽然有亲近到老师，我的般

舟已经一鼓作气，二鼓竭，虽然没有到衰，但是这气已经泄了不少了，再没有像第二

次那种宗教情操高昂的不得了。第三次闭关的日记，就是在和南老师打笔仗，佛学上

跟南老师论战，当然，到头来都是我输了。南老师智慧太高，我那时还是小和尚一

个，南老师是一代大宗师。  

第三次，第四次，才闭了三个礼拜，南老师信来了，说：你出关吧，我要讲

课。建议我说，最好借你出家的小庙大殿，一边打七一边上课。后来，我那个小庙根

本不适合，交通偏僻，最后选在佛光别院。那一次，南老师讲了三个月的显密圆通修

证次第，记录下来就是《如何修证佛法》那本书。那本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佛陀

教他儿子罗睺罗修的是安般守意品，《增一阿含经》的，那个我有下过功夫的。 

 闭了 21 天以后，我就上台北了，在台北上课三个多月。到 1978 年，最后一

次，那次闭了很长，中秋节南老师还到佛光山看我去了，大家看《般舟禅关日记》，

那个脉络都很清晰了。 

 第三次是在见地佛学的开发。第四次，以听南上师的课为主。第五次，前半段

非常精彩，后半段都是我个人身心变化。到了 1979 年 1 月 3 号，我和日常法师离开

佛光山，到台北跟南老师成立了大乘学舍。 

 再来，应该是比较特殊的，1989 年完成了十方禅林的“实行正道，庄严世界”，

立四大宗旨、三大目标、九大实践中心，虽然九个月，但闭的很辛苦。  

 第 10 次在厦门，那就已经从般舟关转为专修准提法了。这本书即将在老古出版

社重新发行，那也是我闭关的另一座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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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就是北京佛牙塔三次闭关，完成了《菩萨罗汉证圆通》，也不错啊，对佛

教修行的见地、对修行的功夫还是有一定的成长的。 

 再来，基本上回到十方会馆平安寺，闭了大概 7-8 次，在开山寮的方丈室，也

闭了 2-3 次。反正有事务性的地方，你不要想有什么成果。你分心在事务性上面，关

就闭的七零八落的，不会有太大的突破，只能说对禅林的一些建设有帮助而已。 

 在北京的三次关，开发了不少佛教文化成果。之后的，比较乏善可陈。  

 2005 年在上海，一边闭关，一边听南老师的课，但突破并不很大。所以，我才

想要到武夷山，在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闭关 100 多天，完成了耳根圆通的五纲六目，

还有耳根圆通的十纲三十二则，也是见地功夫方面的一个成果。 

 2011 年，奉南老师命令回到台湾十方禅林大搞建设，整个后山被我开发差不多

了。在禅林呆了大概八九个月，有一半时间在工地，晒得像土地公一样，可是让禅林

越来越庄严，越来越漂亮了。 

 2011 年送走了家师仁公上人，2012 年送走了南老师。 

 再来，是 2014 年完成了法本的编辑，以前总是用简轨，法本的出现对我们准提

法的弘扬有重大的作用。当年，不仅完成了法本，还完成了《中医诊疗与佛法修证之

论述》的文章，这也是一大突破，把中医和佛学融在一起了。 

 2015 年，又有一篇《论准提观音法门的修证法要》，也是在武夷山准提精舍闭

的关。这是一个连续，从 2014 年、2015 年到 2016 年，对《楞严经》观世音菩萨三

十二应化身，在见地、修证、行愿上面的展现。 

 2016 年，到了广法寺，参访了南岳衡山，对佛教文化提出两句：“为往圣继慧

学，为人间建净土”。 

 2017 年，只是在武夷山十方学堂建设方面有些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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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3 月份的《心经般若慧观与准提法修证次第略讲》，又是另起一座高峰，

我对佛法有了更完整、更清晰的整合性的概括。厦门三个礼拜的成果还可以。回到禅

林的四五周，以行愿为主，推进了怀师纪念馆、十方丛林书院的建设。 

 这次到南岳衡山，虽然短短的二十五六天，但却是三级跳，我觉得又跟第二次

的般舟关连接上、对接上了。凡走过必留痕迹，因为在自己用功的八识田中印象太深

刻了。这么多年的弘法，有时候观想在命门，有时候观想在膻中穴，老是上上下下，

下下上上。这次在南岳衡山闭关就很清晰了。如果顺利，今年的《耳根圆通禅关

记》，剩下了一两篇，对七七四十九年来的苦行，对二十五圆通看法进行一个整合，

当然也是对佛教哲学、佛法见地修证行愿整体性的一个概括，我自己也觉得很欢喜。

我也许会整合出《南岳禅关述圆通》，把《楞严经》二十五圆通进行整合，应该是这

次的一个特色。  

后天回到武夷山，也是继续开发，继续实验。 

 我讲这些闭关的过程，想让大家了解，这见地功夫行愿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天

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我们修习佛法，一

定要把自己的身心当作实验室。 

 当然，南上师是我最高的一个指导，一个方向灯。这一生得到南老师在见地功

夫的启发，太大了！  

总之，这次来到湖南南岳，可以说是法喜充满。这是今年第 35 次的闭关，想不

到佛母给我这么大的礼物，这么丰盛的礼物。禅宗的祖师大德，给我这么多的启发。

那么，这也是让我来供养这个时代的。 

 我相信，我费了那么大劲，闭了 35 次关，总算不负佛菩萨让我做点事情，应该

对这个时代，对佛教佛法的弘扬，对大家用功有一定的帮助。 

 总之，回想第一次，1976 年的般舟关，打开我闭关的序幕。到今年，2018 年，

已经 42 年了。这 42 年内，闭了 35 次关。在功夫层面最高的是 1977 年年初第二次般

舟关，命门的松开，之后又封回去了。从第二次，到今年 2018 年，41 年了！经过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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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总算再续前缘，而且才真正懂得了耳通命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都是靠自己去

摸索出来的呀！  

希望《耳根圆通禅关记》早日完成，大概分成四篇十二章，上篇之一是《经典

圣教论圆通》，这是佛陀的经典圣教，我把《楞严经》二十五圆通分品分章，像一个

开光眼一样。上篇之二是《纲举目张解圆通》，是对二十五圆通的一些论述，主要是

以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为主，分成两章，一个是略论《耳根圆通五纲六目》，第二个

是细论，更微细的，《耳根圆通十纲三十二则》。再来，中篇主要是《般若慧观释经

义》，探讨把《心经、《楞严经》与佛法修证如何融合，就是太湖大学堂跟厦门的两

篇开示，还有三十三观音的一个论述。至于下篇，题目是《耳通命门禅关记》，这是

多年闭关的一些心得，是对中医跟佛学的整合。 

 其它的，有的还没有到的，我就不讲了。我本着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南老师要

我写，我偏不写，不是不写，是不能写，你见地功夫不到，你不能写。我觉得要供养

南上师，我的修证成果，那才是我要供养上师，供养佛菩萨，供养这个时代的。我是

基于这样的眼光，我不是傲慢，我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傲慢，而是对自己生命的负责

任。  

各位，我们学了佛，应该敬畏因果，怕因果，不是怕谁。南上师给我鼓励那么

多次，我都不肯写，这不是对南上师的不恭敬，我总觉得这是南老师对我的考验，看

你定力如何。我写了，南老师写序文，对我的知名度当然很有帮助了，可对我的功夫

有帮助吗？那个功夫是要靠真见地、真功夫的。向上一着，千圣不传哪！不是南上师

给我美言几句，我就马上放光了，没有那么好的。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个人

了，谁也替代不了（大众掌声）！我深深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八风吹不动”，南老师

给我戴高帽子也好，棒喝也好。 

 我觉得，这是对佛菩萨、对上师更加的礼敬，我不能随便。其它什么东西可以

随便，唯有佛法的见地功夫不能随便。参要真参，修要实修，真参实修，真参实学。

这是我个人的坚持。如果我要跟老师辩论：老师啊，你不是说过嘛：“不要看你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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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不多，其实你蛮有思想的”。对，就是因为我有思想，才不肯写。我如果没有思

想，经不起南老师的诱惑，就动笔写了，写了对自己有帮助吗？对人有帮助吗？没有

用的。  

我们佛门两句名言，叫作“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听过吧？对啦，的确是

这样的！南老师带我们进入大纲要，细节都要靠自己去突破。你说完全靠南老师吧，

我的《般舟禅关日记》等到写了 7-8 天，那个问题已经积累一大堆了，然后寄出去再

等南老师寄回来，又大概过了 5-6 天了，早已事过境迁了，你要靠南老师批阅，来不

及了。所以要靠自己去摸索。 

 我只是比较听话，真的是依教奉行。大体上，南老师对我的教导，对我的指

示，除了《我与南老师》这篇文章没有写之外，其他大部分都是听话的。我现在想起

来，我也是乖乖牌的。要作怪，我也不会。乡下的，南老师经常笑我，哎呀！我在台

湾几十年从来不跟佛教交往，就是上了从智这个乡巴佬的当。哎呀！我讲不过他。我

心里头想，哎呀！南老师，我何尝不是上了你的当。（众笑）我原想离开佛光山半年

一年，就回佛光山继续闭关，我跟日常法师向我们院长告假的时候，我们院长就说

了：从智啊，这个关房留给你用的，你可以随时回来闭关的。哪里晓得，我一去不复

返了，还不是被南老师……（众笑）讲得好听嘛，是爱护我，栽培我，讲不好听，是

被扣住了，被扣留了，哈哈！ 

 他拿了一本《七真人传》给我看，说：你功德不够，再闭关闭下去，也不过如

此。那本书的意思就是这样。道家有本《七真人传》，王重阳有一天把七个徒弟招过

来说：你们功德不够，赶快下山，去行功德吧，要不然，在山上你们功德不够，进步

不了的。七真人，真人就是得道的意思，这七个徒弟每个人都证得了大道。 

 所以说，我们修习佛法是为自己生命负责任，为正法正教负责任，这是我个人

的心情。南老师棒子打得再猛、再重，我也是无动于衷，该写的时候会写，这是我应

该感恩、报恩的地方。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20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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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解耳根圆通如何用功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10 

        道㲀大师所著作的《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的架构，有两句话，“先悟毗卢法

界，后修普贤行愿海”。悟毗卢法界，从禅宗来讲，就是先开悟，先悟道再修道，“后

修普贤行愿海”，就是修道行道。我们佛陀是先修道、行道，最后悟道、证道。这也

是每个人多生累劫因缘不同。每个人的根器不同，入道的因缘也不同。  

像道㲀大师这样的说法，对我来讲，好像蛮吻合的。当年看《坛经》，一下子

就想出家了，从看《坛经》到今年第四十九年了。各位不要以为，悟道以后都解决

了，没有的，只是把握了一个大方向、大目标而已，那个细节还是要从修道、行道中

去体会，细节那太微细了。  

我们准提法的因缘当然很特殊。准提法的架构正是道㲀大师讲的“先悟毗卢法

界”。把佛陀夜睹明星大彻大悟的这一幕，作为我们准提法的一个开端，可见准提法

的起跑点有多高啊。在我个人对法的体会，其实不只是文字相，这个法是整体性的、

完整性的。  

头顶上两寸高的地方，在三脉七轮，表征的是梵穴轮。这个 LA 字等于《楞伽

经》讲的意生身，我们作意出来的境界。我准提法修了 34 年，才真正理解，原来这

个 LA 字等同《楞严经》观世音菩萨的耳门圆照三昧。  

昨天跟各位报告过的，我第二次行般舟命门都松开了，可惜没有保任，又退失

掉了。这次南岳衡山的闭关，感觉上又接上去了，这中间经过 41 年，算是见地稳定

了、透了、成熟了。我们之所以徘徊，就是我们的见地没有透，还在左摇右摆，还在

寻寻觅觅。耳门圆照三昧太不容易了。所以我说耳门圆照三昧一定要精通《楞严经》

的二十五圆通，不只是耳根而已。  

我们看经典要会看，“彼佛如来”，就是观音如来教他“从闻思修入三摩地”，紧

跟着就“初于闻中，入流亡所”了。哦，怎么观世音菩萨那么厉害啊。一开始“初于闻

中”就“入流亡所”。其实，这“初”来讲，大概不知道经过多少年，并不是说，哦，短

短几天内他就完成了。这阶段也许要经过三五年，也许十年二十年，他最后才能把握

到“入流亡所”。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214&idx=1&sn=63bc67cd538cdee2e4deb28e19f9870d&chksm=e9a988b1dede01a7c7957041c62f3c02bd9f0991daac0f4c7d39d485ab9bb2a21b694c270b2b#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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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于闻中”，刚开始我们凡夫有些着相，一听，听声音，听声尘；但是太执著

声音了，就会烦躁，那是一定的。《楞严经》告诉我们，音声是生灭法。唯有跟耳根

相应的时候，已经不是在音声了。最后他提到的，“音声性动静，闻中为有无；无声

号无闻，非实闻无性。”从声尘到闻性，不要跟着音声跑，音声是我们所听的，闻性

是我们能听的；到了闻性阶段，声音起来，在闻性的境界中，它并没有生灭，声音没

有了，不是闻性没有了。  

“声无既无灭，声有亦非生”。那么声音没有了，并不是闻性没有了；声音生出

来了，也不是闻性生出来了，闻性就在那里，它本身是不生不灭的。所以，“生灭二

圆离，是则常真实”啊，这是《楞严经》耳根圆通很重要的地方。 

 《楞严经》提到耳根圆通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十方俱击鼓，十处一时

闻”，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跟下这叫十方嘛，十个方向同

时在打鼓，十个地方的鼓声可以同时听到。“此则圆真实”，经文中有三个真实，后面

还“是则通真实”、“是则常真实”。《楞严经》非常仔细啊，古代高僧大德翻译佛经

时，他们不敢随便乱用字的。  

可见，耳门圆照三昧没有那么容易让你把握到的，倒是金刚王三昧还容易，金

刚王三昧念清楚、听清楚还不够的，念念分明当下是念念本空。即此用、离此用是金

刚王三昧，直接跟般若智慧对接，那力量很大啊！ 

 所以，我说耳门圆照三昧是准提法的生起次第，是如来禅。佛陀讲经说法四十

九年，讲的非常完整。金刚王三昧则相当于准提法的圆满次第，是祖师禅。大家好好

体会吧。  

（附录《楞严经》：我今启如来，如观音所说；譬如人静居，十方俱击鼓；十

处一时闻，此则圆真实。目非观障外，口鼻亦复然；身以合方知，心念纷无绪。隔垣

听音晌，遐迩俱可闻；五根所不齐，是则通真实。音声性动静，闻中为有无；无声号

无闻，非实闻无性。声无既无灭，声有亦非生；生灭二圆离，是则常真实。纵令在梦

想，不为不思无；觉观出思惟，身心不能及。今此娑婆国，声论得宣明。）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20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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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慧资粮若俱足 生圆次第当下入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11 

 

我们准提法的耳门圆照三昧，就是对准提法生起次第的每一个细节都要观察入

微，对整个缘起都要观察得如理如实如法。当然，智慧透彻的，生起次第当下也可以

直接进入圆满次第。整个生起次第是完整的、有它的次第，有时又可以立体交叉的，

真正的佛法的用功也不是那么呆板。  

当然，只有生起次第的见地、功夫酝酿得很成熟了，甚至菩萨行方面的福德资

粮也做得很到位了，这个时候再来谈圆满次第才有道理。要不然，你一边在念咒，一

边想到一些人事上的障碍，越想越气，越想越烦恼，那就是你的福德资粮不够，你的

待人处事不够圆融、不够圆满，处处有挂碍。  

你本来修的很好，一下子空了，突然想到某个事情，一想就气，一下子又把你

拉回来了。所以，要有福德资粮，看你的心性调柔了没有，包括待人处事，包括心

量。如果到了不思善不思恶，好坏不沾，不太在乎别人对你的赞美啊，诽谤啊，那真

的是“犹如莲华不著水，亦如日月不住空”。这样的见地，这样的功夫，这样的心

胸，才能够进入大道，才有圆满次第可言。  

所以，圆满次第其实也是在验证我们的生起次第。  

我们一般人根本谈不上圆满次第，怎么办？法本里面提到，时间长了，该下座

了，准备刹板了，按照仪轨来个圆满次第。其实，真正的圆满次第，你念念分明的当

下已经进入到念念本空了，还要什么圆满次第啊。即此用、离此用，耳门圆照三昧有

了，金刚王三昧也到了，那是最高的解脱境界。  

法本中，“旁边的字轮收摄于中间的唵字”，旁边的字轮代表念咒，代表大势至

菩萨的念佛圆通，念清楚，念念分明。中间的“唵”字代表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

“收摄”于中间的唵字，代表你已经入流了，入清净之流，入流就亡所了，整个身心

空掉了，这才是真正的金刚王三昧。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216&idx=1&sn=7f8c5e4a7883514ba950e0fc5874ad08&chksm=e9a988bfdede01a9c8974025b470b993f146ff1679f3a83f1008459523010391827b4f9cc591#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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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唵字收摄月轮”，代表亡所，“月轮”代表无量光，也代表无量寿，无量寿没有

妄想，没有妄想就入流了嘛，整个身心在一片空明的境界中，那不是亡所吗？就到

了，说明你见地、功夫到了。你能无牵无挂，也说明你的福德资粮还不错，心胸还是

很宽广的。如果心胸狭隘，内心七上八下的，如何能够入流？怎么亡的了所呢？亡不

了的。  

其实，“唵字收摄于月轮”，这也就够了。没有办法，怕一般人体会不到，“心

月轮缩小”，慢慢慢慢，“缩小到黄豆大的明点，明点直冲顶上，融入虚空中，虚空即

我，我即虚空，亦无虚空之量可得，如来如来，如是如是”。两个如来，两个如是，

是加强语气。“所谓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是名如来，”没有来也没有去，不

生也不灭，不增也不减，浑然忘我。  

我们一般人妄想纷飞，随着妄想心浮气躁，所以五脏六腑不调，心浮气躁，心

不平气不和，五行相逆，身体越来越糟糕。  

晚上为什么睡不好觉啊，你妄想太多，你功夫没有到，到了，身心松放了，睡

得很清明，没有散乱，没有妄念，也不做噩梦，那才是醒梦一如。功德在这边啊，睡

得笑眯眯的，睡得很松放。如果睡得两眉深锁，咬牙切齿的，有人睡觉还会咬牙，咔

嚓咔嚓的。  

如果你晚上睡得很欢喜，很松放，那恭喜你，说明你的善业多了，恶业少了；

如果恶业多，善业少，晚上都是在妄想中，那么多的阴暗面，让你很纠结，辗转反

侧，睡不着。 

 什么叫解脱啊？我们佛学院长星云大师，他的睡眠品质好到什么程度啊？头还

没有到枕头他就睡着了，那是什么功夫啊？善业多了，心胸很宽广了，不太计较人我

是非了。所以他福报有那么大，做了那么多、那么大的佛教事业。你看他的心胸很宽

广的，但是该骂人的时候还照样骂，骂的很凶呦，可你听他讲话，声音中充满了慈悲

心。  

我们南上师的音声有什么不同啊？充满了喜悦，他念咒是喜悦的，说法是喜悦

的，真是一代高人啊。但他脸一拉下来，马上吓死人了，眼睛一瞪，眉毛一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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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高，口才又好，骂得你体无完肤，一无是处，抬不起头来，不敢看他，真的是一代

高人。  

道友的问题：弟子有三问犹豫不定，尚请师父上人开示。 

 1、耳门将神气交汇于命门处，即有光明，当用此光明来返观返闻此身，还是

虚空？  

师父上人：光明就是虚空，还要到哪里去找虚空啊？何必头上安头呢。  

2、金刚王三昧的起修，是否将耳根与虚空对接即可？  

师父上人：如果从念咒来讲，本来念念分明，心就宁静了，气就归元了，念念

分明很重要。到了念念本空，不就是金刚王三昧么，你还要到哪里去找金刚王三昧？

至于耳根啊、命门啊，附带一下就行了，不要抓太紧。  

3、回去自修时，当以观命门处为主修，或脐轮或中宫或膻中穴？  

师父上人：既然是耳门圆照三昧，你道理明白了，观在哪里你就清楚了。当

然，这个地方我还没有完全讲清楚，因为我还在实验中嘛。不过，以我个人的经验，

命门这个地方是错不了，轻轻一提。你就把握《禅观正脉》那个封面的白骨人，白骨

的背脊骨有个明点放光，那地方就是命门所在处，你好好用功，好好去观。总之，对

我们身心产生松放，那就对了。  

道友的问题：二十四圆通是佛的方便说，是不是只有修耳根圆通法门才能够成

就？修其他的二十四圆通就不能成就？  

师父上人：如果不能成就，那这些罗汉们怎么证得圆通啊，一样可以成功的。

五比丘就是从音声入道，听佛陀讲四圣谛证果的。  

道友的问题：弟子跟唯识很相应，如果是只有修耳根圆通才能成就，而且是佛

的意思，内心就甚为不安和恐慌。  

师父上人：干嘛要恐慌，不用恐慌的，修净土念一句阿弥陀佛，念得相应时，

一样就到了。耳根用不上，先放一放，耳根道理很深的。佛法总归在实验，你好好实

验。耳根圆通是般若慧观，不要太着意，耳根来讲，你不懂得圆照，耳朵会痛，牙龈

会上火，会出血的，一刷牙满口都是血水。这些我都经验过的。耳根圆通太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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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友的问题：如何做准提助念？  

师父上人：老实念准提咒，人有诚心菩萨感应，就好了。一个人往生过后，他

已经不是靠音声了，他感受到的是一种气场，一种光明。我们只要提起正念，正念本

身就有气场，本身就有光明，本身就有接引的力量，不可思议的。  

道友的问题：应该如何修准提般舟？  

师父上人：其实，行般舟的方法很多。你也可以把自己观想为一具白骨人，白

骨人也可以行般舟啊。我们两条腿走路，一前一后地走，两条腿支撑的关键地方就是

命门所在。所以，白骨禅观，观背脊骨的命门那是必然的。  

或者，你观想“身如透明琉璃体”在走路也可以。  

过去，我闭般舟关的方法是一步一句弥陀圣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所以，这完全要靠自己去体会。甚至走路就是走路，什么法子也不用，很松放，

很空灵，那也是啊。 

 或者，要更简单的，那就是一边行般舟，一边念净法界咒，左脚踏出去念

“唵”，右脚踏出去念“LA”，也很摄心的。  

我们走路行般舟，要很自然的，两手不用合掌，也用不放掌，两臂微微摆动，

很轻松，很自在的。这一走路，左右腿和左右手摆动，正是经络的走向所在，对疏通

经络肯定是蛮好的。   

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打坐到半夜时就下座经行，经行叫细步慢行。禅宗用的

是跑香，就是快速走路，半走半跑，有时候跑香跑得很快，有时候两手摆得高高的。

一般的跑香，你们看过吗？早期参加南老师的禅七，基本上一座一行，南老师催啊，

跑起来！跑起来！这个跑香，左右手的摆动幅度稍微大了一些。  

我们行般舟不需要，行般舟可以慢步细行，以经行为主，才可以持续长久，大

概这样。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21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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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陀圣号冥阳两利 极乐净土当下即是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12 

 

这一堂，我们来持诵弥陀圣号。  

持诵弥陀圣号，大家不要错以为只是为重病者、为往生者助念，好像弥陀圣号

一念就要到极乐世界去了，没有那么悲哀。真正的极乐世界，是无量寿无量光，当下

就是，那才是真正的净土。  

所以，我们念弥陀圣号是冥阳两利。你真正懂得了这个道理，念阿弥陀佛一样

可以助寿的，无量寿无量光那还得了啊！非要把你接到极乐世界去才能长寿啊？念弥

陀圣号，有的提倡自性弥陀，当然也没有错，那正是禅宗式的禅净双修。  

我们以金刚念诵来持诵弥陀圣号，那也是金刚王三昧。最大的力量，“念念分

明，念念本空”不就到了吗？那个加持力来自于你的专注，来自于你的专念，来自于

这样松放、这样专注的念，当然你的身心在一片光明中，只是你自己没有看到。我们

越专注的时候光明就越大，加持力就越强。当然也是修气修脉修明点。明点那是跟般

若相应，修气让心念专注，修脉让身体松放，经络通畅，这也是真功夫啊！  

某道友：弟子请教师父，在观想心月轮时候，可否观想准提全咒在心月轮上面

右旋？  

师父上人：这当然可以啊，法本本来就是这么讲的，这也是“念清楚、听清

楚”，我们本来就是在念全咒啊。法本中“旁边的字轮”代表念清楚，“中间的唵字”代

表听清楚。 

 某道友：弟子愚钝，梵文一时只能够观起来 2-3 个字，也转不起来。  

师父上人：你专心念准提咒的时候，不就已经在转了吗？你还要怎么转啊？这

是不转自转，不是更高吗？！这不是自我安慰啊，本来如是，本来就是这样。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21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218&idx=1&sn=b562451414944ac0344924d38615d113&chksm=e9a988bddede01ab34e35e6fd6e9c2702c07994bc884893851c0e53caa25cefd5953b846927f#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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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與疑心  

原创 首愚長老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13 

 

在我們學佛的過程中，對於

「信仰」，必須要俱有絕對的信

心，〈華嚴經〉裏說：「信為道

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

而信心的反面即是疑心。禪宗有

句話說：「大疑大悟、小疑小

悟、不疑不悟」那麼信心與疑是

否互相矛盾呢？佛法裏又如何將

此矛盾加以統一呢？  

〈壇經〉咐囑品第十是惠能大師在涅槃前囑咐弟子們轉相傳法教授的話，也就是

弟子們向大師請益的一些問題，大師動用三十六對，其中信心與疑心就是一對，二者

的意義卻是恰恰相反，即如「是與非」、「空與有」、「善與惡」相對一樣。然而相

反並非矛盾。當然，若是以一般世俗的眼光來看，背道而馳的兩個方向是絕對無法統

一的，可是以佛法的見地而言，二者卻無二致，矛盾裏恰巧可以相輔相成。  

世間上許多矛盾只要對道理有所通透即非矛盾，相反的還可以相互成就呢！所以

對一個初學佛法的人來講，佛法裏面似乎到處充滿了矛盾，譬如小乘教我們要發厭離

心，想辦法趕快離開五濁惡世，逃避世間。而大乘佛法卻告訴我們不可光做個自了

漢，要發大心。這麼說來，小乘、大乘豈非自相矛盾了嗎？「空」與「有」不也是互

成對比了嗎？簡直太讓人無所適從了！不然，事實上也正因為如此，才更顯得見地上

的重要。所以說疑心與信心也應該是相輔相成的，而「充滿信心」更是每一個學佛者

必要的先決條件。沒有信心，好比沒有鑰匙，入寶山卻空手而回，縱使看到了寶藏，

亦無緣取得。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220&idx=2&sn=d8c13aefde86a1ea3251a97cf5d34b8e&chksm=e9a988bbdede01adc3dc7ccaada1aa5335ff30949d2742d50ca4223443ce774d456803009e86#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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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僅憑信心是否就足夠了呢？嚴格而言，還是不夠的。信心對我們只是一種保

護的作用而已，換言之，信心堅固只能維持我們立於不敗之地，用個比喻來講，像建

造一棟大廈，需要鋼筋水泥，而信心即如同水，有了水，才得以將沙、石溶合在一起

成為混泥土。但是光有水泥仍然起不了什麼大作用，頂多也只不過是一堆東西而已，

並不能顯現它潛在的精神與真正的用途。疑心好比鋼筋，要有架構，就必須具備鋼

筋。同樣的道理，各位學佛，信心到某個階段突破不了，必然會起疑心，甚而時時自

問：「我為什麼要信呢？」聚積了許多「為什麼？」不斷的在腦海裏盤旋不已，這也

就是佛法裏所謂的「正思惟」。「疑心」等於在不停的尋覓一條獲得解答的路。找出

「為什麼要這樣？為什麼要那樣？」的原因，非得打破砂鍋問到底不可，如果找不到

答案，你的信心必無法堅固、無法長久、亦無法深刻，對自己，對別人都無法交代。

由此可見「疑心」的可貴。  

進而言之，想要起一「正信念」，必須要有「正思惟」，也就是要有相當的疑

心，然後更能鍥而不捨的探討，再把這種精神不斷的延伸，而延伸又必須靠鋼架（疑

心），如此頭尾相隨，那鞏固宏偉的大廈必當指日可待了，否則光是一堆沒有靈魂的

東西又有什麼用處呢？於此就更充分說明了見地──正思惟的重要，以及「信心與疑

心」之如何相輔相成，互為表裏了。（《準提法開示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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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僧偶尔入衡山 吟风来伴诵咒声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13 

  

这次来到湖南是第三次，三度湖南行，两次南岳行，让我回想起 44 年前的往

事，南上师也是三上佛光山：1974 年的禅学讲座，1975 年的禅七，1978 年的中秋节

上佛光山接引一个闭般舟关的行者。  

在 1975 年的禅七后，南老师留下一首为佛教文化、中国文化培养人才的偈子：

“寻僧偶尔入山行，青磬红鱼未了情，绿竹还随人意思，吟风来伴读经声。”  

我是两次上南岳衡山，第一次参访了南宗最有名的祖庭，让我有很深的感慨，

才有了：“为往圣继慧学，为人间建净土”。南老师到佛光山寻僧，我到南岳衡山也是

来寻僧的啊，你们都是未来的僧宝，不是吗？我也是“寻僧偶尔入衡山”,也是“青磬红

鱼未了情”。历代的禅宗祖师们很晓得我的意思，“绿竹还随人意思”，满了南上师的

愿，也满了我的愿。南老师用他的眼光，他的禅法来培养人才，我是“吟风来伴诵咒

声”，借磬声、法器和麦克风来诵咒，我们不是读经声而是诵咒声，咒也是经哦。  

这让我回想南老师的预言，从 1984 年起，甲子年开始，中国有两百年的盛世。

1974 年的讲座，他提出警醒，禅宗命脉命如悬丝，也为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警讯，

再不好好发扬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命脉也是命如悬丝。  

这次二度上衡山，想不到有四五十人为我护关，七天的准提七也等于七天的禅

关，又有五六百人来帮我护关，我觉得好像是佛光山禅学讲座和禅七的展现。南老师

是寻僧偶尔入佛光山三次，我是“寻僧偶尔入衡山”两次，打七是三次。  

希望各位将来都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法将，弘扬禅宗文化的干将，中国的两

百年盛世需要多少优秀的人才啊！你们各位拍拍胸脯，要有舍我其谁的自信啊！要直

下承当，把自己变成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才，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期许。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8 年 6 月 22 日在湖南广法寺法会的开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220&idx=1&sn=acdb42d83864c8742db7e3e8ead4ed42&chksm=e9a988bbdede01add26262445030828b50175e733e8449b85b5c5ace1e0b71bcdb7f599b73f7#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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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禅关试禅观 憨直灵敏结硕果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14 

 

我们在座的全体法师们、道

友们，大家晚上阿弥陀佛！这一

次广东罗浮山的因缘，从 2009 年

第一次来到罗浮山华首寺，整整

十周年了。今年元旦也是广东庆

祝准提共修会成立十周年的纪

念。因为开统师诚心请法，邀我

来广东闭关。  

在我来到华首寺之前，他们

已经用功了四周。我在华首寺这

次闭关，今天正好是三七二十一天。我们广东准提共修会（的护关共修），大概一开

始有几十个人在用功，到今天正好是七七四十九天，这些都很难得，大概有七周的，

有六周的，有五周的，有四周的，到了我来才来的，也有不少人。我们给这些精进的

法师们、道友们，我们用掌声来给他们鼓励鼓励！（道友们鼓掌祝贺）  

这种精进认真，修学佛法是要的。所以，修学佛法要带几分傻，修证佛法不能

像打算盘的精打细算，我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打得很精准的，那你是注定

要失败的。我们修准提法，基本功“念清楚、听清楚”，这是从老实持咒下手。  

“老实”两个字简单吗？过去南老师说，什么是“老实”啊？老实者笨也，笨者老实

也。老实，带几分的笨功夫。我的笨功夫，跟南老师给我的法名一样的“首愚”两个

字。所以我说，我的准提神咒有记录的，大概有几千万遍，没有计录的更多，初步估

算一下，大概接近一亿遍的准提神咒总有的吧，这就是我的笨功夫！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223&idx=1&sn=65a74de43f0353adffbe2d0f2422f740&chksm=e9a988b8dede01ae02e8904159adb989ea0655600f42766700753f5fcbfa61adc661242de794#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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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次般舟关，26 次准提关，所以今年是第 36 次的关期。上次山东烟台的（善

至成过来），我最近要编辑一本书，我 36 次修行的总经验，这是《修证佛法禅关

记》，我的序文本来写的是“四九”，四九三十六。他说，师父啊，四九还不到位啊，

九九才算是到了顶端，用六，六六就到顶端了，而且六六大顺。我说好，就用“六六

禅关试禅观”。“禅”，禅宗的闭关方法，叙述整个修行禅观、观想，般若慧观的

“观”。 

所以 36 次的禅关，这也是笨功夫啊！出关以后一个七接着一个七打，一年最起

码就打了，最少的二十次，最多的三十几次，这也是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也是一种

笨功夫啊！我每一年打七打到年底，我就觉得整个人疲累不堪，有一点透支，透支过

头了，最后就是精神撑着自己！这是菩萨道的精神，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忍人所不

能忍。  

有的人一个七下来要休息好几天，我哪有时间休息啊！我的七非常密集的！如

果我打一个七要休息好几天，那就没有办法打了。各位，这是笨功夫啊！  

所以你们这一次在华首寺，肯这样的（修行用功），开统师也带有几分傻劲

的，他不是很聪明的，矮矮小小、黑黑瘦瘦的。我第一次看到他，哎呀！这个人怎么

这么黑啊？而且满口的广东的普通话呀。我当场对他说，哎呀，你好像是黑人牙膏的

形象代言人一样的，哈哈！哎，但是他这个精神，锲而不舍，通常从他的家乡到广州

来，大巴都要坐两三个钟头啊！每一个礼拜都要来回呀！而且不止是广州，辅佐了

（广东各地）十几个共修点啊！所以他开口了，我没有第二句话，我说，“好啊，你

去安排啊！”所以才有了这一次的护关专修，这种精神是值得鼓励的！  

即将新出炉的法本，没有办法这么快的编出来，不过我这次会把重编的法本的

几个纲要重点，先跟大家来一起分享。重要的，加的，我们法本本来是四纲十五则，

现在加了两个纲领。第一个纲领是“上师开示”，有四个法则。“上师开示”之后，紧跟

着就进入到生起次第。现在第一纲领之后，紧跟着我加入“中密三纲”（一、禅宗三纲 

心之体——佛家心理空慧观；二、生命科学 心之相——道家生理养生观；三、普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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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愿 心之用——儒家伦理入世观），再加上了“真言八要”（1.一四真言摄一切 2.二三

真言戒定印 3.二四真言定慧果 4.二九真言行二入 5.三三真言法三要 6.四四真言圆三

学 7.五五真言证三身 8.七七真言满六度）。  

我现在又把那个“五五真言”（心月融命门，耳根通命门，光音吞命门 ，行愿化

命门，三身圆命门）又修改了，明天起，再来供养大家，作为我们修准提法很重要

的。  

有所谓的“一四真言”，“一”，单独的一个字，有四个字的，一乘以四就是四字真

言，当然是“简朴亲真”了。“二三真言”就是“念清楚、听清楚”，三个字、三个字的，

念清楚，听清楚，二三得六，不是六字真言吗？再来，“二四真言”就是“念念分明、

念念本空”。还有“二九真言”（1、观想心月命门入大道——理入悟大道；2、持咒心

平气和化百病——行入证大道），“三三真言” (1、实修证——报身断德解脱门；2、

行悲愿——化身恩德善巧门；3、正知见——法身智德般若门)，“四四真言”（1、心

月孤悬——慧学之因；2、气吞万象——戒学之行；3、光音交融——定学之境；4、

心光无量——慧学之果），“五五真言”（1、无念念命门——法身无念纳万德；2、无

相相命门——报身无相现庄严；3、无住住命门——化身无住普贤行；4、本来无一物

——实际理地不着一尘；5、何处惹尘埃——万行门中不舍一法），第八个就是“七七

真言” （1、心月孤悬融命门——正知见；2、眼意舌根温命门——正因缘；3、鼻耳

身通和命门——正缘果；4、气吞万象涌命门——化业习；5、都摄六根会命门——行

悲愿；6、光音交融吞命门——实修证；7、心光无量圆命门——道圆成）。  

这一次在众生元的养生企业班，我已经讲了一半，因为两天半的时间非常仓

促，把“中密三纲”重点式的点到，也有提到后面两个“五五真言”跟“七七真言”，也是

点到而已。我们这一次在这边有六七天，时间充裕，会详细的来给大家讲解，希望对

大家在修持准提法方面更能够把握口诀，把握整个修行的重点、关键、要领。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3 月 23 日在广东华首寺晚课起香的开示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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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出世间普贤行 福慧圆满趣菩提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15 

 

施食的时候，你们有的合掌，有的放掌，七零八落的。佛门礼仪，这是一种统

一，要随时保持一份恭敬心、供养心。我一开始压磬，磬一压就要合掌，应该是在三

七二十一遍净法界咒真言之后（即金刚拳印散于顶上之后），主动地合掌。在显教的

《心经》，好像是在“无受想行识”的“识”，在那边打磬就放掌了，一直放掌到念忏悔

文的时候，我一压磬，在起腔之前，你就要合掌了。  

忏悔文，一个真正的修行人，随时都在做自我反省、自我检讨、自我检点，人

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到了四句忏悔文的时候，当然很纯净的，

发自内心有一种自我反省、自我检讨、自我惭愧忏悔，也观想所有一切众生都在忏悔

业障、都在消除业障。我们的业障不消除，佛法不会长进的。  

我们随时意密观想佛菩萨、观想种子字，这是意密，这是在法上的供养。身密

结手印是身密供养。很真诚地持诵咒语，口业供养。身口意都在供养，也随时在“忏

悔业障”，这样把普贤行愿已经用在我们的修

法中了。整个修法念咒充满了“礼敬诸佛”，整

个咒语的持诵都是在“称赞如来”。  

也许念得颠颠倒倒的，我们都要想到好

比是密勒日巴把他全部的财产，把他的身口

意，还有一头跛脚的老母羊，供养玛尔巴上

师。虽然礼物不是很贵重，但是他全部的心。

只要人有诚心，菩萨感应，你尽管是念得颠颠

倒倒的，总比那些不肯念的、不晓得怎么念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226&idx=1&sn=0a89b0403150ff7fd0aeae62f856c4df&chksm=e9a988a5dede01b33821a659539bf150efc547a7e8c8509d1f098d92af8bb7da7910701125c4#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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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已经强太多了！哎呀，坐得腿痛啊，腰酸背疼啊！哎呀，佛母啊，很忏愧呀，

不成敬意啊，不过我已经尽到我最大的努力了，我在“广修供养”啊！佛母不会嫌弃你

的。  

看人家坐双盘，一动不动，一座就五六个钟头、七八个钟头，怎么我一坐就像

毛毛虫一样动来动去的？哎呀，忏悔啊，惭愧啊，“四者忏悔业障”。哎呀，看到人家

坐得很好的，好像老僧入定。哎呀，随喜功德，太好了，这是我修行的好榜样！你千

万不要嫉妒！嘿，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假以时日，我也可以超过他。哎呀，酸葡

萄。这个心理，要不得的。要懂得“随喜功德”，要见贤思齐。看到不如自己的 ，哎

呀，一种同理心，我过去何尝不是这样的啊！不要瞧不起别人，不轻初学，不轻未

学。  

“六者请转法轮”，老参，哎呦，他念得好庄严啊，我听到他的声音，哦，我心

就很定。有的新参，坐在后面，像大喇叭一样“哇啦哇啦”，你也不要生烦恼，就是这

样的。下座之后去请教老参，你怎么念的啊？怎么念得那么好啊？你能不能把你的经

验告诉我啊？这是请转法轮，不耻下问，很谦虚的。谦受益、满招损，非常谦卑的请

教。  

身口意如理如法的，内心清净了，啊，你

已经是“即心即佛、是心作佛”，你已经在“请佛

住世”了，就在当下，身口意都是清净的。  

“八者常随佛学”，起心动念都是在自我觉

照，都是在反省，一举手一投足跟佛陀讲的道

理都吻合，这是“常随佛学”。常随佛学，并不

是让你整天抱着经典。抱着经典，哎呀，我是

常随佛学啊！哎呀，你虽然抱着，小和尚念经

——有口无心，那有什么用啊？抱着你的觉悟

之心，你的觉悟之心就是常随佛学。这一点，大家要很谦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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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什么人都合得来，“恒顺众生”。你说，哎呀，某人不好相处，不是某人的问

题，是你的问题，你不懂得“恒顺众生”！山不转水转嘛，你这样的，你的人缘就好

了，你的人际关系就很顺畅，无往不利，跟人相处得很欢喜。千万不要别人来恒顺你

啊，恒顺众生是我们要去恒顺众生的，不是要众生来恒顺你。  

这个好比，我是领导啊，你是我的部下，你要服从我的命令啊！那是权威性

的，真正佛法不是这样的。啊！众生平等，跟大众融合在一起，打成一片，平等心就

是清净心。你不要以上来欺下，以大来压小。哦，我是长辈，你是晚生后辈，你要听

话啊，我讲话，站好！那真的是很尴尬，你老是摆着一副架子，那架子就是你的障

碍，就是你的不清净，就是你的心态不平和，心不平气就不和。  

要懂得处处“普皆回向”，一切所作所

为，如灵龟走路随走随扫，扫得干干净净。把

自己不好的心态，随时纠正，随时更改，一切

回向菩提，回小向大，回自向他，回向菩提，

这是普皆回向，念念都在修法，念念都在跟普

贤十大愿相应啊！ 

 你下座之后，你所作所为都是符合普贤

行的，那你的福报、你的智慧，就像滚雪球一

样滚得越来越大啊！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2 月 23 日在广东华首寺晚课起香的开示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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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真言证三身”这是中国禅宗祖师禅的本地风光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16 

 

    大家对准提法的体会，要把

握到净土三要、密教三要和禅宗

三纲，再加上菩萨三聚净戒。菩

萨三聚净戒，其实就是普贤行，

一路帮我们修行保驾护航。把禅

净律密整个融合到中国禅宗祖师

禅。 

中国禅宗祖师禅主要是以

《坛经》中六祖讲的，“禅宗以

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念”，从有念到无念，念到无念，无念而念；所

有的观想，从有相到无相，于相离相；“禅宗以无住为本”，无住其实就是普贤行愿。

所以新的五五二十五字真言（五五真言证三身：1、无念念命门——法身无念纳万

德；2、无相相命门——报身无相现庄严；3、无住住命门——化身无住普贤行；4、

本来无一物——实际理地不着一尘；5、何处惹尘埃——万行门中不舍一法），用的

就是《坛经》的内容。  

第一个，“无念念命门”，这是最高的中国禅宗祖师禅，它说明什么呢？“法身无

念纳万德”，因为是“无念”所以才“万德庄严”。  

第二个呢？“无相相命门--报身无相现庄严”。《金刚经》讲的，你执着说一定要

三十二相才能成佛，那不对；你认为不需要三十二相可以成佛，也不对。什么道理

啊？这个道理就是“报身无相现庄严”。这个道理通了，那么“无相相命门”，还是意守

命门的光明点，但它是无相，那就更高了，这是属于报身无相。尽管没有这个相，但

是不妨碍它现庄严。这是“山高岂碍白云飞，竹密不妨流水过”。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228&idx=1&sn=23e6b3395f8188116c1de68f3d23cf29&chksm=e9a988a3dede01b5fb81ec637976d1497646632f83c656162b70620e3b2e69f9c39eae873b66#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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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句呢？“无住住命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嘛，那么“化身无住普贤行”。这

个你参透了，那你的见地、功夫、行愿就不一样了。  

第四句呢？“本来无一物”，我的注解“实际理地不着一尘”。  

第五句，“何处惹尘埃”，这是“万行门中不舍一法”。当年南老师拜访一位大丛

林退休的老和尚，他退休以后，客人来了，都是自己招呼，自己沏茶，人家就说：

“哎呀，您这样资深的大和尚、老和尚，怎么这些事情还是你来干呢？”他讲了这两句

名言，“实际理地不着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高啊，高明！  

所以，大家金刚念诵时，你要直接契合祖师禅的“无念、无相、无住”。“无念念

命门，无相相命门，无住住命门”，这些境界都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个真言八要，先曝光的就是“五五真言证三身”。“七七真言满六度”，昨天讲了

一部分，后面还会详细地来叙述，这些对我们的用功来讲，很重要啊！   

我们的“真言八要”，统摄了整个准提法。在“真言八要”里头，五五二十五，“五

五真言证三身”，这是中国禅宗祖师禅的本地风光！七七四十九，“七七真言满六度”

这是如来禅的叙述，那是有所不同的，大家要能够分辨得出来。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2 月 24 日在广东华首寺早课的开示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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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氣、修脈、修明點  

首愚長老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17 

 

在密教裏，不論是紅教、白教、花教或黃教、其修行的共同法則不外是修氣、

修脈和修明點。這三者所產生的效果就是樂──欲界之樂、明──色界之樂，及無念

──無色界之樂三個層次。  

修氣、修脈到某種程度之後，身心自然通暢，並且感到妙樂無窮；修明點的結

果則可達到清明，乃至於無念。修氣、修脈、修明點的目的皆在調身，因為血氣之障

未除，即不能變化氣質。  

我們修持準提法也離不開這個軌則，譬如在修法開始時需要身、口、意三密相

應，意密觀想「㘕」字在頂上放白色光，口密念咒即等於修氣、修脈，至於接下來的

觀想四臂觀音、本師、上師、本尊準提菩薩、心月輪等等，事實上都是屬於明點的範

圍，只是把輪廓放大成一個菩薩像而已，在在都需要觀想放光；明點則是把它觀想成

黃豆那麼小，像九個梵文字或「唵」字皆係代表明點。  

金剛唸誦──本身就是一種修氣修脈的方法，而九個梵文字即相當於佈置在我們

全身的幾個重要部位，無論是在雙肩、頭頂、眉心、兩眼、喉輪、胸口、心窩或兩

膝，皆與我們身體氣脈的關鍵相對應，亦皆離不開明點，因為這幾個部位都是在我們

身上的生理現象中氣脈很難通過的地方，既然是難關，就要安個明點，安個梵文字，

加速我們通過那幾個關卡。事實上，這些都只是一個明點的擴大，等於我們觀想一尊

菩薩像一樣。  

當然，我們也可以作不淨觀，把自己觀想成白骨，甚至周遭皆是白骨，整個大

安區，乃至整個台北市，整個台灣省，整個亞洲，整個地球，以及整個無量三千大千

世界都充滿了白骨人，一多無碍。因為「多」是「一」演化而來的，所以重點仍是以

明點為基礎。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231&idx=2&sn=851a11e5a79859822f78be069172eccc&chksm=e9a988a0dede01b6ad45e454cd19d5bf7de5fd6d40b6a7ac0ca4cd82910d55e547783fa707c3#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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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氣、修脈、修明點皆有一定的程序，一般來說，一系列的身心修氣、修脈較

偏重於生理方面；而修明點則偏向於心理方面，亦即繫心於一個明點上，一個境界

上，如此身心才容易統合在一起，「歸」納在「一」處。「歸一」以後，不論「一」

或「多」，都只是一種現象而已。好比修準提法到圓滿次第時僅剩一明點，四周的梵

文字都沒有了，最後明點衝過頂上，散於虛空，亦無虛空之量可得，如來如來，如是

如是，即相當於禪宗的「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一」從現象歸到本體；從緣起歸

到性空；從生起次第歸到圓滿次第，事實上都是同一個道理。現象本體、緣起性空、

生起圓滿同此一「理」，只是表達的方式不同罷了。生起次第中的種種境界代表有相

光，凡是有影像，必然是光影門頭的一種境界，無光便觀想不出。若是內心非常昏

昧，處在無記、昏沉境界中，是談不上有相光的。必須從無記散亂的情況下引出一條

軌道，將它清晰化、明朗化，使它成為有軌道有秩序的影像，所以說生起次第是有相

光明，是我們以觀想產生出來的一個影像光明。  

有相光涵蓋的明點、菩薩像或身體四大的變化都是從明點脫胎演化出來的，最

後到了有相光非常清澈時，才把它化為烏有，迴歸於無相光明。此時身心俱忘，修道

才算真正突破陰塵的困囿，有那麼點自在解脫的意境。當然，要達到無相光明並非易

事，而一旦有相光能觀想起來，念誦聲音就不一樣了。此時念誦出來的咒語就有一種

與法界融合為一，打成一片的氣氛。各位不妨好好體會看看。觀想菩薩，就要觀想菩

薩放光，所以不論修氣、修脈或修明點，一定要安住明點，身心、氣質才會產生不一

樣的效果，才會逐步登堂入室，真正踏入佛門、踏入清淨的心地法門，走向無上的菩

薩大道。  

修習淨土法門的人持名念佛，是一種與信念相應的信願行，憑藉著一股宗教的

熱忱出發，非常難能可貴，這裏面包括有修氣、修脈的道理在。最後持名的福德、功

夫成熟，可以自然配合觀想阿彌陀佛放光，或放光的阿彌陀佛自然現前，達到更深一

層相應的境界。這是修明點的範疇，南師在〈定慧初修〉一書裏講到修持淨土法門，

鼓勵學人滲合〈觀無量壽佛經〉的行法，雙管齊下，根基更能紮得穩實、深厚。有的

道友認為淨土法門是接引初機最好的方便法，認為準提法比較難以成就。事實上其中

還有文章。準提法儀軌看似複雜，其實平易，而念一句「阿彌陀佛」看起來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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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在簡單裏隱含著難處。古來有許多高僧神尼修淨土法門，大部分都以〈觀無量壽

佛經〉為藍本，依次篤行。〈觀無量壽佛經〉又名〈十六觀經〉，是以觀想念佛為主

的，成就者多，後人單以一句「阿彌陀佛」做修持，亦即所謂「持名念佛」，真正有

成就的人反而寥寥無幾，這之間原因很多。所以一句「阿彌陀佛」功德巍巍，卻也並

不是這麼簡單念的，還必須從福德和智慧中去求。再者，淨土宗裏有所謂九品往生，

縱使已具足信心，而功德不夠或智慧不足，往生往往屬於下品生，有戒行及具備菩薩

行者大多為中品往生；至於上品往生，幾幾乎都要與智慧相應，各位不妨打開〈觀無

量壽佛經〉〈無量壽佛經〉來看看。  

修氣、修脈、修明點主要在身、口、意三密相應，做到心氣合一、聲氣合一和

身心合一，法益自然十足發揮。所以我們修準提法除了要把金剛唸誦練好，在觀想方

面一定要守著影像，那怕是模模糊糊，烏漆一片也無妨，只要經常把持心念，身心必

然轉化，影像必然逐漸轉為清晰明朗，從黑暗化成白光或金黃光，隨著身心的變化而

呈現不同的光明。  

至於金剛念誦方面，首先要從「金剛」二字來領會。金剛譬喻為般若，金剛本

身就是智慧，「金剛」能摧毀一切，而不被破壞，般若能斷除一切煩惱而不被一切煩

惱所染污；金剛念誦能使我們念誦咒語時當下身心清淨，甚至由生起次第直接進入圓

滿次第，也就是說從形而下達到形而上，從現象達到本體。這就是金剛念誦的不可思

議解脫、不可思議效果。  

那麼又如何達到金剛念誦境界，把握修持的要領呢？我們說金剛即般若，而其

他名詞如空、真如、法性、佛性、清淨等這些名詞也都是金剛般若的各種說明、各種

名相。一般人不太容易把握得到，但至少可以從分析空、觀想空著手。身體一下空不

了，只好用觀想不淨觀來轉。所以準提法裏一再強調內空心中升起八葉紅色無根蓮

花。 

 一般而言，觀想心月輪在我們的心窩裏，如對身體來講，若是理念不清楚，或

用力太過，就會覺得心窩之中很鬱悶，甚至會痛，以致怕得不敢再修持下去，這就是

觀想不得要領的緣故。若是身體上本來就有病痛，當然另當別論，多少難免會有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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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發生。所以我們不妨先從心窩的地方觀胸骨或皮肉不淨，想我們一口氣不來了，

慢慢地全身瘀青、浮腫、發臭，乃至五臟六腑都爛掉了，最後剩下白骨，白骨發光，

直至化為烏有。能體會了這地步，再從「空」中生起「妙有」，念出來的準提咒自然

可以達到金剛念誦、唇齒不動的效果了。這時越念氣就越沉，所謂「氣沉丹田」，氣

也就更細長了。一般人剛開始學唸佛唸咒時，總是好像金魚開口喝水一樣，嘴巴一張

一合的，把喉嚨都叫啞了，這是不如法的，懂得唸咒時，嘴巴並不需要大張開，而聲

音卻很大，這樣唸起咒語、佛號，必然很輕鬆，同時氣從丹田裏慢慢升上來，非常深

沉，非常宏亮，聽起來就如同普門品所說：「梵音海潮音，勝彼世間音」，否則光聽

喉嚨在叫，感覺上就是吵吵鬧鬧的，不勝忙碌的樣子。  

有關觀想部分，在〈禪密要法〉經裏，記載有三十多種方法，只要把它們瞭解

了，再回過頭來看準提法自然就不成問題，而在觀想方面也必然更有基礎，等於觀想

念佛或持名念佛都沒問題了，實相念佛也有基礎了，因為你已做了不淨觀、白骨觀這

些觀空的前方便，把自己全身都觀爛掉、空掉了，甚至白骨都化掉了，那不正是與虛

空合一了嗎？虛空即我，我即虛空，亦無虛空之量可得，各位想想這又是什麼境界

呢？ 

 總而言之，不管修氣、修脈、修明點，關鍵還是在於「繫心一緣，制心一

處」，把心安住在軌道上，跑掉了再拉回來，就像禪宗告訴我們，好比「牧牛」一

般，要把繫著牛的繩子緊緊拉住，不要讓牠有鬆弛放逸的時候，牧牛的生活是很寂寞

的，學佛的人要有不怕寂寞的能耐，而且還要懂得享受寂寞，善用寂寞，否則就沒有

資格學佛了。當然也不能怕熱鬧，不然就只配行小乘道，不能行大乘道了。  

總而言之，觀想守意一定要在光明的境界中，不論是菩薩放光，自己本身放

光，抑或白骨放光，皆與明點有關。這樣修起來才不會覺得呆板死寂，暮氣沉沉的。

修法會打瞌睡是因為心思暗淡，光明不起來，所以說煩惱即無明，清淨即明，明與無

明恰好是對立的。內心能夠經常保持清明，就能隨時隨地處在清淨喜悅、樂明無念之

中，因此「觀想」在身口意三密裏，無形中便成了一個核心，而其他的就都是助道

法、方便法了。（《準提法開示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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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密三纲 真言八要”开启新中密准提法新的里程碑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17 

 

在 1978 年的一次准提法

席上，南上师引用藏密一些大

成就者曾经跟他讲的话：“将

来中国会出现一个中密。”南

老师当场就说：“我来开创！”

当时贡嘎佛爷就说：“你是有

这个资格来开创。”这在南老

师重要的开示中都有记录的。

这些都是我在现场亲自听到南

老师这么讲的。  

1978 年，我个人在佛光山闭第五次的般舟关，那一次是南老师第三次到佛光

山，他本人也是在闭关中，专程到佛光山的般舟关房来对我的一些接引啊、印证啊。

所以 1979 年的 1 月 3 号，我就离开台湾高雄佛光山，正式到台北亲近南老师，成立

大乘学舍。1980 年，我们创办了十方丛林书院，为了十方丛林书院这些学生的需

要，要专修准提法，他们又没有得到南上师的灌顶，我第一次直接把南上师的法本重

编为《准提法修持简轨》，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那就是在 2014 年，因为南上师已经圆寂两年了，有些种种现象，逼着

我不得不把准提法本重编，可以说是“以正视听”。当时我们台湾好像印了 3000 册，

大陆好像印了一两万册。到现在已经用得差不多了，所以要重印准提法本。其实我一

两年前已经想到要第三次重编法本。法本为了符合南上师所讲的，中密从他身上所开

创。所以第三次的法本，我就把它正名，更正它的标题，总标题是“无上甚深妙密

法”，副标题是“新中密法本”。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231&idx=1&sn=a596caeab401e1439f0e555d8ff9385c&chksm=e9a988a0dede01b63029152cb3e006206b982232cea1bf6dba91b208e84fe7bb47eb62e6cfae#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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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密的准提法是由四位印度高僧所翻译的《准提陀罗尼经》，包括开元三大

士。大士就是大菩萨，在印度、在中国做了很多功德，度人无数，所以被称为大菩

萨。唐密准提法就是开元三大士这三位得道高人所传的密法。开元三大士基本上都是

从开元年间来到中国弘传密法，开元就是唐玄宗时代的年号，历经好几代皇帝，从唐

玄宗开始。  

我们中国禅宗比唐密准提法还早，禅宗传到中国是在南北朝梁武帝的时代。达

摩大师走水路，由广州登岸，到了当时梁武帝的国都，就是现在的南京。梁武帝接见

了达摩大师，一见面就问：“朕建了几百座寺院，度了那么多出家人，有没有功德

啊？”达摩大师说：“没有功德，这些只是人天福报，人天的福德就是有漏之因，这

个不是功德。”但梁武帝没有领会，达摩大师一看跟梁武帝不契机，所以一苇渡江，

到了河南的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等待他的传人到来。  

按照佛教史的记载，地婆诃罗是在唐高宗李治的时代，唐高宗就是唐太宗的儿

子。地婆诃罗来到当时唐朝的国都，翻译了第一本《准提陀罗尼经》。经过了四十

年，到了唐代开元初年，第二位就是善无畏祖师来到当时的唐朝长安，翻译了第二本

《准提陀罗尼经》。善无畏祖师是神通自在，在密法是大成就者，这些大家可以去看

开元三大士高僧传的资料，记载得都很详细。应该是前年吧，我讲了不少，也从《大

藏经》里头找了不少有关开元三大士的记载资料。唐密准提法当时都是在为皇帝啊、

太子啊、公主啊、王公大臣啊传的，是宫廷中的富贵法。  

后来唐武宗毁佛以后，唐密这个坛城被毁的很彻底，直到辽代小五台金河寺沙

门道㲀大师编辑了一部《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后，把准提法编辑得非常详尽，资料

非常完整，准提法就慢慢慢慢流传到民间了。到了明朝，又是准提法另外一波的高

潮，之后就到了南上师这个法脉的崛起。因为南上师是精通中国文化儒释道，儒释道

都精通的。所以我在新编的法本，增加了第二个纲领跟第三个纲领，原来是四纲十五

则，现在加了两个纲领“第二跟第三”，第二是“中密三纲”，第三个纲领是“真言八

要”，非常重要的啊！  



首愚长老开示集                                                      

 134 

这是我这次在华首寺对准提法法本重编，两个多礼拜自己用功身心的变化、修

法的一个精要，把它重编为“中密三纲”、“真言八要”，这对我们修持准提法又是进

入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是符合南上师对中国文化儒释道的弘扬。  

其实“中密三纲”，本来这三个纲领在佛教经律论中都有的。我把中国文化三大

主流融入我们修证佛法的三纲领“见地、修证、行愿”。见地方面最高的莫过于“禅宗

三纲”，所以“禅宗三纲”是心之体，是整个佛家哲学的总枢纽，在佛学上偏向六识方

面的阐述、叙述。第二个纲领，也就是修证功夫。修证功夫，这是南老师的新名词叫

作“生命科学与禅修实践”。生命科学，这是心之相。心之体，清净法身佛；心之相，

圆满报身佛；心之用，千百亿化身佛。讲究功夫，讲究身心变化，这当然属于如来禅

的部分，这方面道家可以说是发挥得非常好，历代中医的典籍很多都是道家人物开发

出来的，这些也都是高人，《黄帝内经》可以说是有相当禅定功夫的人写的。第二个

纲领“生命科学心之相”，这是“道家生理养生观”，对我们的六根、对我们色身的整个

变化的研究，五脏六腑、十二经络跟我们起心动念的关系。第三个纲领“普贤行愿心

之用”，这是与儒家的伦理对接，我用的是“儒家伦理入世观”。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2 月 24 日在广东华首寺上午第一支香的开示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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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音交融吞命门”等于生命的重生，展现出新生命的新气象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18 

 

      古印度其实修行人

活到七八百岁的很多，

他们的禅定、养生功夫

当然不比我们中国道家

的说法差，有过之而无

不及。像善无畏祖师的

亲教师父达摩掬多，善

无畏祖师五六十岁才开

始亲近达摩掬多，在那

烂陀寺。那烂陀寺相当

于一所佛教大学。  

有一天，达摩掬多从中国河南白马寺参加一个盛大的法会回来，带了一个便

当，打开来还是热腾腾的。各位，那说明时间很短喽，也就是佛教所讲的神足通，其

他人当场都惊呆了，唯有善无畏祖师若无其事的很平静。因为善无畏祖师十岁带兵打

仗，他是佛陀释迦族的后代，到了摩羯陀国。十二岁登王位，父亲就把王位给他了。

过了一两年，善无畏祖师的兄长带兵叛变，他又跟兄长兵戎相见，把兄长打败抓了起

来，却没有杀兄长，但由于这个因缘，他对世间名利看淡了、看开了，那个时候他父

王过亡了，所以征求母后的同意，把王位就让给兄长后，跑去出家了。   

各位，对于一个十四岁，还是一个小孩子啊，就有这样的勇猛心出家，看淡了

人情世故。所以他出家没有多久就证得法华三昧，可见善无畏祖师不是一般的成就

者，他是一个大根器。达摩掬多把所有胎藏部的密法都传给了善无畏祖师，胎藏部等

于现在讲的道家、佛教讲的叫六根、色身方面的。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239&idx=1&sn=b21c8cba1b9e39e5aae2d8bfa484dbfc&chksm=e9a988a8dede01bed319b0667ac53ea1e93071c8a51337e28ab5c7ac336a1b9ec33b32673bc0#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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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历代的道家人物，成就也都很高。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庄子的

《南华真经》，他们的哲学理论都很高，所以南上师也很推崇道家。道家相当于中国

的禅宗，思想是很飘逸的。但是道家没有出现像六祖惠能大师这样的人物，把禅宗般

若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么样的精简，所以真正中国禅宗祖师禅是从六祖开始的。

道家开发的这些哲学思想也好、养生方面也好，当然非常了不起，深深影响了我们中

国人的生活、思想。  

当年在台北，我们有听南老师讲《易经》、《参同契》，《参同契》很不容易

了解的，它把《易经》、把丹道哲学都融合在一起了，大家由此可见道家对生命的研

究还是很深的。这是属于我们的报身，佛学上叫六根，所以是“生命科学心之相”，这

是“道家养生科学观”。  

我在第二个纲领，搜集了我在 2014 年写的那一篇《中医诊疗与佛法修证之论

述》，我好像忽然间对中医有一些开窍了，写了那一篇。这当然也是得益于南上师的

启发，总共搜集了三篇。第三篇是我去年在石家庄打七的时候，吩咐山东善至成，我

说：“你针对耳通命门帮我搜集些资料吧。”后来，他搜集得非常完整。耳通命门有那

么重要，是什么道理啊？这一篇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有助于我们的修证。  

“禅宗三纲”在“五五真言”有所发挥。而在“七七真言”里头，有南老师讲的“心月

孤悬，气吞万象”，加上我的“光音交融，心光无量”，合成七七四十九，七七真言。 

  

第三个纲领“普贤行愿心之用”，心之用是千百亿化身。这个纲领把儒家的伦理

入世观引进来了。  

“中密三纲”，再配合南上师原有的准提法本的内容，对接得天衣无缝，更加的

把法本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这三纲里头，第一个纲领“禅宗三纲心之体”，相当于道㲀大师所讲的“先悟毗卢

法界”；第二个纲领跟第三个纲领，相当于道㲀大师所讲的“后修普贤行愿海”，“中

密三纲”跟“真言八要”正好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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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真言，这是禅宗三纲，是中国禅宗祖师禅，是先悟毗卢法界。七七真言，

正是中密后面的两个纲领，一个功夫，一个行愿。  

在实修证方面，大家金刚念诵真正的得力处是在“光音交融吞命门”，金刚念诵

要持诵到浑然忘我，这个境界叫做“光音交融吞命门”。  

从昨天的晚课到今天早课，上午第一堂、第二堂，这样的金刚念诵，大家有没

有感觉啊？（有！道友们回答）。有啊，这个完全是见地跟功夫融在一起了，所以这

是“无念念命门、无相相命门、无住住命门”，见地跟功夫很重要的，形成“光音交融

吞命门”。大家体会到，今后你的金刚念诵，那更加的容易把握到了。  

佛法正是在实验中来印证了佛学理论，佛学的一些方法跟我们身心的对接。像

老母鸡在孵蛋一样的，对这个新生命，对我们身

心的转化，不断地催化，等到小鸡破壳而出，这

就是等于我们的生命得到重生了，新生命的开

始，这只是比喻了。“光音交融吞命门”，这等于

破壳而出，展现出我们的新生命，新的生命气

象。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2 月 24 日在广东华

首寺上午第二支香的开示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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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修学佛法首先要立志发菩提心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19 

 

我们修学佛法，首先在佛学上叫作发菩提心，在世俗的说法就是要立志，我的

人生目标方向在哪里啊？我这一生想要做什么啊？各位，你想清楚了吗？  

我们南上师也就是青年入道，等到开始了解了佛法之后，他的中心目标只有一

个，就是刚才我讲的，从世俗的眼光来讲就是立志，他的志向只有一个，“唯求菩

提，不求其它”。菩提，觉悟人生，觉悟生命的本来，验证到生命的本来。  

南老师的学佛立志就是“唯求菩提”，等于《坛经》五祖跟六祖初次见面的那个

典故。那个时候六祖还是在家居士，他千里迢迢，从广东经过江西省，过了长江。如

果用现在的交通工具过了长江的九江大桥，那就到了湖北境内。五祖道场在湖北的最

南端，最南端那就是靠近长江了。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坛经》五祖给六祖印证之后，传给他衣钵，最后送他

上船，五祖就说，“我来划船，我来度你啊。”六祖就说了，“迷时师度，悟了自度，”

他说，“还是我来吧！”五祖送六祖过了长江，到达江西境内，往广东的方向，回广东

的方向。古代没有像现代交通这么发达，都是靠行走的，尤其这个六祖家境贫寒，哪

里有坐骑啊？乘的是 11 号，我们两条腿就是 11 嘛，11 号的，坐的是 11 号的私家

车，两条腿扛了个身体、扛了一个脑袋，那不是 11 号的私家车吗？  

六祖当年为了求道，千里迢迢，从现在的新兴县出发，出了广东境内，还要进

入江西，进入江西境内，还要到达江西跟湖北的交界就是长江，过了长江才进入湖北

境内。一见面，五祖问六祖：“你远道而来找我做什么啊？”六祖也是只有一句话，

“唯求作佛，不求余物。”南老师是“唯求菩提”，与六祖说的一样。  

“菩提”也好，“佛”也好，这是宇宙人生的大方向、大目标，也是我们生命的究

竟归宿。究竟的归宿是什么啊？修净土的说，“哦，我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244&idx=1&sn=1ae8f99d005eac8069ddde3d26e81686&chksm=e9a988d3dede01c5ca920833388eef11f5966f3c8234d73a302ec04950291db71511db750478#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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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是我的归宿！”那极乐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啊？极乐世界的境界就是阿弥

陀佛的名号，阿弥陀佛 Amitābha 这是梵文，不晓得梵文 Amitābha 怎么念啊，大概梵

文跟英文差不多的，英文是 Amita-buddha。如何是 Amita-buddha 啊？阿弥陀佛的

境界是什么啊？阿弥陀佛的境界就是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光就是佛的境界，也

是菩提心的境界。  

所以，阿弥陀佛的无量寿无量光，那不是阿弥陀佛的专利品啊！我们人人的本

性，自性清净圆满的境界都是无量寿无量光的，无量寿无量光就是佛、就是菩提。所

以六祖讲“唯求作佛”也对，南老师说“唯求菩提”也对。上根利智的，直截了当，直奔

主题，没有其它的，这是人生唯一的、生命唯一的目标。菩提这个境界是清净的、是

圆满的、是光明的、是吉祥的。这样的境界，大家想不想求啊？（想，道友们回答）

对了，何止是南老师啊，何止是六祖啊，叫作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只是你的

意念没有那么清晰就是了，下意识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一种心情。菩提也好，佛也

好，那是个解脱境界，清净圆满了，欢喜自在了，哪个不想要啊？不管你信哪个宗

教，你相信什么学说啊，其实人的中心目标总要找到“如何是我生命究竟的归宿”。  

如果你以前的想法偏差了，听我这么一讲，哦，赶快纠正你学佛的方向、目

标、你的愿力，跟南老师学一学吧，南老师“唯求菩提”，六祖讲的“唯求作佛”。佛在

心中莫远求，你到哪里找佛啊？南老师一心一意求菩提，六祖一心一意求作佛。一个

人志向这样清晰的话，人生就很单纯了，没有那么复杂了。这在《佛遗教经》里头八

个字，“制心一处，无事不办”呐！你的中心目标很

清晰的，你要求的人生的最高境界很清晰的。你相

信有这个，你相信了它，你就发愿，我要达到，不

达到这个目标誓不罢休！你想要达到这样的目标，

你要实践啊！行就是实践，去追求、去努力！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2 月 24 日在广东华首

寺下午第一支香的开示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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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言八要“一四真言摄一切，二三真言戒定因，二四真言定慧果”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20 

 

刚才不知道怎么讲到收音机 Radio 了，茶一喝，果然想起来了，哈哈哈。当

年，我小时候听收音机，里面广告也特别多，卖药的广告就来了，其中有一则卖药的

广告，就是一个人贫血，蹲下去再站起来的时候，满天金星，看起来好像都是金条

啊，要抓抓不到半条啊。我们的闽南话叫作“满天全金条，欲抓无半条”。  

满天全金条，这是形容我们凡夫贪嗔痴慢疑习气太重了，功名富贵也要，名闻

利养也要，感情样样要，什么都要，结果要抓是一条也抓不到啊！这告诉我们，其实

人生有太多的虚妄。所以《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一切有为法”是满天金条

啊，那是有为法啊，“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要抓，一条也没有抓到啊！  

过去南老师也讲，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手就抓啊、抓啊，什么都要抓！抓到

老了，抓不住的的时候，一口气不来，什么也抓不到啊！两手摊开来了。  

记得年轻的时候也是妄想一大堆，想要这个想要那个，经常做美梦，做了好多

美梦。一直到 1969 年，看到《坛经》，哎呀，这些美梦都清醒了。啊！《坛经》给

我点醒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就对了嘛！嘿！这就是我要找的！“本来

无一物”，这是菩提，也是佛的境界啊！佛陀称为空王啊！佛既然是空王，那当然是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嘿，找到了，从此以后可以少打妄想了，人生只有

一个目标：“唯求菩提”，“唯求作佛”。  

原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呐！所以其它的都

不求，看了《坛经》，啊！我就找到人生的大方向、大目标了，就发了三个大愿：我

将来要弘扬禅宗，我将来要建设禅宗丛林道场，我要找个禅师出家。   

当年发的这三个愿，基本上差不多都兑现了，兑现比较早的是找到禅师，

1974、1975 年就找到南老师了，这最早了。但是要建设丛林道场，那可不容易啊！

弘法利生，没有那么简单的！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248&idx=1&sn=9ebf1c95920b1b93c7655c426b9c66c1&chksm=e9a988dfdede01c932394dedfb0eb5cd9a61779cb6305dcb869528af30d1d9ce96cefd58185b#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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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上师在 1988 年，31 年前，我身体不好，正好我们的开山寮建设完成了，我带

了一身病去朝拜六祖，到韶关南华寺，到丹霞山别传寺，到乳源云门大觉寺，都去参

访。回到香港，南老师给了我两句名言：“心月孤悬，气吞万象。”心月孤悬，心月--

“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这是我们清净现量的境界，也就是无量寿无量光的境

界。南老师一提，我当然清楚了，更加清晰了，只是当时对“气吞万象”还不是太了

解。这一次在四四真言跟七七真言都有所发挥。我们讲到那里，会跟大家做详细的解

说。  

“心月孤悬”，这是智慧之因。各位，我们看到天上的月亮，那不是很单纯吗？

如果是十五的月亮，圆滚滚的，又圆又亮，圆代表圆满，亮代表明，就是“圆明精

心，于中发化，身如琉璃，内含宝月”啊！“心月孤悬”，这是我们生命的归宿。“心

月孤悬”，这是无量寿无量光，这是菩提境界啊，这是佛的一个解脱境界。无量寿无

量光不是阿弥陀佛的专利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自性光明，自性光明就

是无量寿无量光，哪个人找到了，哪个人就解脱了。  

各位，你们是不是要找这个啊？你要找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哦，想得美哟，阿弥

陀佛那么忙，那么多人。这是宗教情绪，没有在法上，要在法上的西方三圣来接引

你。你自己要自求多福啊！你要用功啊！我们准提法简轨出现了！因为西方三圣一出

现，简轨就出现了。大家晓得吗？晓得我要说什么吗？  

简轨先缓一缓，先提我们的“真言八要”。真言八要，“一四真言摄一切”，一四

真言就是四字真言，一乘以四不就是四吗？“一四真言摄一切”，不管世间法、出世间

法，你想要成就，唯有透过“简朴亲真”来把握，这样没有不成就的！这就是《佛遗教

经》佛陀讲的“制心一处，无事不办”。“简朴亲真”就是告诉我们“制心一处，无事不

办”。  

这一轮明月是密中之密，同时它也是简中之简！我们画一个圆圈，禅宗的《牧

牛图》也好，十个牧牛图，最后呈现的是一轮明月，代表生命的圆满。一个圆圈，如

果我们拿笔来一画，一个圆就出来了，这个圆圈里头还放光，这个画面不是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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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是简单啊，它是简中之简啊！哎呀，它也是密中之密呀！它是“实际理地不着一

尘”，这个境界也是“心光无量”啊！  

一个人懂了以后，也是心量无量，何止是心光无量，心量无限大，“虚空有尽，

我愿无穷”啊！你的生命充满了朝气蓬勃，充满了愿力，充满了为众生服务的热心！

这是菩萨行！这个圆，这一轮明月，它是无念的，它是无相的，虽然是一个圆的，这

个圆同时也是一个明点。佛陀不是夜睹明星大彻大悟吗？天上的明星，那么一点，一

颗明星，佛陀居然能够大彻大悟，那一颗明星不是非常简单吗？简单是简单，但是它

也不简单啊！这一点明点，它是大而无外，无量无边，小而无内，它也是密中之密，

不可思议的！  

唯有思想单纯，目标一致了，才能“制心一处，无所不办”。南老师“唯求菩

提”，他做到了！六祖惠能大师“唯求作佛”，他也做到了！为了求法，六祖把老母亲

安顿好了，不怕辛苦，舂米！得了衣钵，哦，后面追杀他的人、想要抢他衣钵的人太

多了。《坛经》六祖怎么讲啊？“命如悬丝”啊！1974 年，南老师到佛光山演讲，他

讲“禅宗命脉命如悬丝”，他是引用六祖的名言啊。  

为了躲避人家夺衣钵，六祖在四会，“遇会则藏，逢怀则止”，“怀”是怀集。“逢

怀则止”就是可以停止下来，不用再跑了。“遇会则藏”，藏到四会去了，猎人队中一

十五载啊！六祖是在龙潭虎穴作道场啊，跟这些动物为伍，猎人叫他守网，守网守不

好，就会被动物给吃掉了。他又慈悲，网开一面。网开一面，如果他对这些猎人没有

教育好，随时会被猎人打死，活活打死，“叫你来守网，不是叫你来放生的啊！”这些

打猎的人靠这些猎取的动物拿去卖钱的，放生等于抢他们饭碗一样的，要他们的命一

样的。  

南老师在他的生命最高峰的时候，在青春正盛的时候，他放下一切名闻利养，

跑去峨眉山山顶闭关。大坪寺那个地方很不好上，那个地方叫什么？“蛇倒退”，蛇爬

上去都不容易啊！我爬过那个坡啊，当年奉南老师的命令要去看大坪寺，去峨眉山佛

教会开会，认识了永寿法师，现在是峨眉山全山的总方丈。啊，非常陡，那个路沿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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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不好走的。跑去那么样的荒郊野岭，闭了三年关，那个海拔比罗浮山还高啊！湿

气很重，哦，都在神仙境界中！  

看了三年大藏经，意犹未尽，再到乐山嘉定五通桥多宝寺闭关的时候，他机缘

来了，文殊菩萨亲临教授准提法。我们的法本是这么尊贵的啊，缘起是这么殊胜！这

是南老师他“唯求菩提”，他不是样样抓的、统统抓的。他一心想要求道，所以他智

慧很高。到了回到世俗的时候，他做生意，生意失败，做这个不成、那个不成，功

夫、佛法境界那么高，哎呀！老人家感慨：“成佛容易，发财难啊！”哈哈！所以经常

在跑“三点半”，追银行的“三点半”啦，我都帮南老师追过。这是他用心太专了！  

佛法唯简。简，引出了我们的四字真言“简朴亲真”。简朴，朴，朴实无华。换

句话说，心无二用，一心一意，制心一处。我们念咒也要化繁为简，也不要满天都是

金条，要抓一条也没有抓到，我就老老实实的。  

我们已经晓得准提法如大海，所有佛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好比是百川，百川

都回归到大海，所以大海可以纳百川，百川不能纳大海。或者说，我们准提法就是个

般若法海，你以这个准提法为中心，你不用再东抓西抓了！你就要把握，如何得到准

提法的受用啊？这告诉你，第二个就是要“朴”，“朴”就是老实，老实持咒，二三真

言出现了。二三真言是戒定的因，戒学跟定学最根本的因“念清楚，听清楚”。阿弥

陀佛左右两大士不就出现了吗？“念清楚”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听清楚”是观世

音菩萨耳根圆通，这个多重要啊！  

你自己不努力，老是祈求“阿弥陀佛，你来接引我吧”，那是宗教情绪！法上的

西方三圣是宗教情操，你把握“念清楚跟听清楚”，你戒学跟定学就有基础了！你这

样的认真，心无旁骛，一心一意，最后“念清楚、听清楚”，念到“念念分明、念念本

空”，二四真言出现了，定慧果，定慧的成果！“念念分明”，禅定就现前了，心就安

了。在这个“念念分明”的基础上，哦，一下子身心空掉了，“念念本空”--阿弥陀佛无

量寿无量光，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了。二三真言、二四真言就是西方三圣啊！西方三圣

来接引你啊！你不从这地方下手，还东抓西抓的，这是凡夫的贪心啊！我们闽南俚语

说，一个人端个碗，一边端着碗一边吃啊，眼睛滴溜溜的，桌子上还有什么好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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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在碗内看在碗外啊！贪心啊！我们闽南话叫做“吃在碗内，看在碗外”，凡夫都是这

样的习性，所以东抓西抓，“满天是金条，欲抓无半条”。  

所以简朴，朴就是很朴拙的，很单纯的，念清楚听清楚，这样的制心一处，

哦，慢慢念到念念分明。念到一个时候，忽然间整个身心空掉，念念本空，阿弥陀佛

来接引你了！西方三圣来接引你了、来亲你了、来拉你的手，“哎呀，某人你好认真

啊，你好乖啊！摸摸头，你再认真一点，我再拉你一把！”西方三圣来接引你了，那

才是真正的西方三圣来接引你了！你跟大势至菩萨很亲，因为你念清楚了，跟观世音

菩萨也很亲，你听清楚了，你跟观世音菩萨合在一起了，观音菩萨就是我，我就是观

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就是我，我就是大势至菩萨。由念念分明到念念本空，哎呀，

阿弥陀佛也就是我，我就是阿弥陀佛，你还到哪里去找阿弥陀佛啊？你还到哪里去找

极乐世界啊？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道友们鼓掌）  

对了！有道理就多喝彩吧！哈哈！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你不亲大势至菩萨、

不亲观世音菩萨，也不亲阿弥陀佛，西方三圣怎么来接引你啊？痴心妄想，好吃懒做

就想要一本万利啊？你这个懒人，我接引你干什么啊？要到“亲”的阶段，西方三圣来

找你了，到了念念分明念念本空，哦，回到家了，回到如来本家了，找到了生命的归

宿了。  

“真”，真实不虚，“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

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啊，很真实的，你就到了！哎，准提法法本讲完了

咯！  

傅大士讲《金刚经》时，上台一坐，戒尺一拍，“啪！”《金刚经》讲了了，大

家听得一头雾水，还一个字都没有讲，就讲了了？我准提法讲了，各位你相信吗？到

“念念本空”不就是讲了了吗？如果还不过瘾，没有关系，耐心地听啊，我这个像老太

婆一样的，唠唠叨叨的。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3 月 24 日在广东华首寺下午第 2 支香的开示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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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光无量圆命门 观音菩萨诞生时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21 

 

今天是农历二月十九，观世音菩萨圣诞。观世音菩萨圣诞，从我们修法的立场

来说，我们修到跟耳根圆通相应，那就是观世音菩萨圣诞的时刻。按照《楞严经·耳

根圆通章·观世音菩萨成道品》，教导观世音菩萨的是观音如来。所以一开始，观世

音菩萨就说了，“彼佛如来”，就是观音如来，“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初于闻

中，入流亡所”，这一段，很重要！  

《楞严经》的缘起，也正是盂兰盆法会七月十五日，佛欢喜日，这一天所有的

僧众都跟着佛陀，应这些功德主的斋僧而去应供，唯有一个人漏掉了，就是阿难尊

者，现在的名词叫作脱队了。佛陀有三十二相，阿难尊者有三十相，也长得很庄严，

有一个对阿难有爱慕的摩登伽女，学了一些魔法，所谓的“勾魂法”。阿难尊者自己定

力还不够，被摩登伽女的魔法一施，哦，幸亏佛陀的神通，发现阿难尊者脱队了，行

将破戒的时候，佛陀是要哪一位啊？哦，文殊菩萨，要文殊菩萨持念楞严神咒，楞严

神咒在密教中叫“大白伞盖咒”，救了阿难尊者。阿难尊者见了佛陀，痛哭流涕啊，打

从内心忏悔！《楞严经》的缘起是这么来的，所以才有“七处征心，八还辨见”这些典

故，也是要来破阿难尊者见地的偏差。  

佛陀为了阿难以及后世众生的修行，让这些菩萨罗汉们个个说圆通，说到最

后，佛陀要文殊师利菩萨起来作点评。文殊菩萨一一点评，从声尘开始，佛陀大彻大

悟的第一场说法，就是鹿野苑转初转四圣谛法轮度五比丘，这也是二十五圆通的五位

尊者来讲述他们当时得道的因缘，听佛陀开示，声音，声音就是声尘，悟道了。所以

二十五圆通，是先从六尘到六根。  

按照六尘来讲，应该是从色尘开始讲。哎，它整个缘起先从声尘开始，从声尘

圆通开始，到耳根圆通结尾。到了第八位，应该是耳根圆通，但是耳根圆通隐掉了，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250&idx=1&sn=d24ee79451fccb2e11a022fb79008059&chksm=e9a988dddede01cb6aadf26bc95d3085ba618b037274752751ac2b33ebb2806224dadcf956fe#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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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从眼根圆通直接跳到了鼻根圆通，这个耳根圆通遁掉，遁到了最后一个，这

是整个二十五圆通的排序。二十五圆通中间，第十三位就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是第

十三位耳识圆通。  

六尘、六根到六识，最后七大。七大的第二十三位是识性圆通，就是识大圆

通，因为弥勒菩萨是唯识学的大家。第二十四位是念大，就是念性观。七大“地、

水、火、风”，再来就是“空、识、念”，空大、识大、念大。念大就是大势至菩萨的

念佛圆通，所以叫做念性观。第二十三位弥勒菩萨代表“见地”，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

代表“行愿”，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代表“修证”，见地、行愿、修证。这个见地分析

六识、八识，识性观。行愿也可以说是六尘，法尘，一口气一口气地念是用意根、也

是用舌根、鼻根来念。  

我们准提法的脉络，昨天、前天已经讲到了肝心脾肺肾，肝属木，木生火。

心，从心经到心包经，这个意根代表性火，心包经代表相火，木生火。眼根，我们观

想㘕字也好，观想那是心眼。心眼心眼，心那就是意根，眼就是眼根，这两个力量融

在一起了。眼根属木，木生火，这是意根、身根。所以七七真言里头的第二句，那就

是“眼意舌根温命门——正因缘”，这是五行的相生，引用到佛法的六根，它是法尔

如是的道理。  

第三句从鼻根，“鼻耳身根通命门——正缘果”，鼻根也代表呼吸往来，鼻根跟

意根舌根有连动关系，所以鼻耳身是承接第二句来的。  

耳根要能够用得好，耳根不能集中在头部的，所以启动耳根之前，先启动鼻

根。鼻根代表念清楚，因为鼻根跟眼根、意根、舌根一脉相承，念清楚听清楚，念清

楚的基础打好，正好来返听，返听的力量很大啊！鼻根等于是安般，安般也是初步在

鼻根。在《增一阿含经》，佛陀要他的儿子罗云比丘，罗睺罗尊者出家以后叫罗云比

丘，要罗云比丘系意鼻端，系意鼻端就是观察呼吸的往来。我们念咒也是一口气一口

气地念，所以说一定是从念清楚、听清楚，从鼻根下手，紧跟着要耳根返听，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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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耳身根通命门——正缘果”。鼻耳身，命门代表六根的总和，鼻根也是要找到“念

动气动，气动念动”这个地方，观察呼吸只是个方便，所以叫做安般守意。  

为什么眼观鼻啊？有很多传统的，哦，打坐要“眼观鼻，鼻观心”，很多人眼睛

看鼻根，心也不是心脏哦，那是你搞错了。眼观鼻，鼻观心，如何观心？意根就是觉

察“念动气动，气动念动”，心气合一了，这叫“眼观鼻，鼻观心”。  

其实“眼观鼻，鼻观心”正是耳根圆通的基础，这个时候启动你的耳根了。耳根

呢，要启动到命门了。命门是六根的总融合，那等于你通达了鼻根的安般法门，也就

是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还有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这样你的音声才会很祥和。所

以“鼻耳身根”要融通命门，命门完全很松放、很空灵的。  

第四句“气吞万象涌命门”，这是“化业习”，转化我们的业气、习气，才能够进

入到第五句“五五圆通会命门”、到第六句“光音交融吞命门”，这是实修证，你的功

夫、你的色身转化，啊，从气脉的发动到化得干干净净，入流亡所“吞命门”！各

位，这个功夫很扎实的啊，扎扎实实的！这个时候才能够念念分明。念念分明这是

“光音交融吞命门”，这是实修证的功夫。最后进入到“心光无量圆命门”，这是你的

道业圆成，那真是观世音菩萨诞生了，耳根圆通成就了！所以耳根圆通有这么多的配

套啊，整个前面二十四圆通都是耳根圆通的基础了。  

哦，不能再说了，再说我们早课的时间就没有了，先把观世音菩萨诞生出来再

说，今天是观世音菩萨圣诞。你到了“心光无量圆命门”的时候，正是观世音菩萨诞生

了！到了“觉所觉空，空觉极圆，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圆明，获二殊胜，上与十

方诸佛同一慈力，下与六道众生同一悲仰”，观世音菩萨就诞生了，诞生了就有慈悲

心，大慈大悲的菩提心涌现出来了！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3 月 25 日在广东华首寺早课的开示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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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撼山河金刚诵 真言八要互相摄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22 

 

        这一支香的金刚念诵，叫

作气势撼山河，叫山摇地动，

这是耳通命门的一个气势啊！

我们今天观音圣诞，也是这个

七正式讲法本仪轨的开始。  

这一次没有用法本，是用

我在 1980 年所编辑的，从南老

师的法本第一次重编为《准提

法修持仪轨简要》，也就是简

轨。也没有要大家拿简轨，因为我对简轨太熟悉了，简轨从 1980 年开始，整整用了

快 40 年了。  

要讲法本简轨之前，先把整个“准提真言八法要”跟法本简轨融在一起来讲。“真

言八要”，其实它是如同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提到的“六度相摄”，六度就是

菩萨六度，六度怎么相摄啊？好比说布施度，六波罗蜜里头的第一个布施波罗蜜，布

施里头已经含摄了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在持戒度里头也是含摄了布施、

忍辱、禅定、精进、般若。每一度里头跟其它五度，它们是相摄的，是立体交叉的，

这样的讲六度那才会圆满，不是为讲六度而讲六度。  

龙树菩萨不愧是八宗共祖，有“第二释迦”的一个气势。龙树菩萨年轻的时候也

是很狂妄的，有他的典故，也想称教主。天龙八部看到他这样，龙王就把他引进到龙

宫，龙宫藏了过去佛所有的藏经，龙树菩萨光骑着马看经题就看了三个月，还没有看

完。哎呀，这一下把他吓得不敢称教主了，开始谦卑起来了。龙树菩萨几本大作，光

辉耀千古啊！龙树菩萨的《入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还有《百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252&idx=1&sn=4aeaa68d1e6bff3930c71ff4b8d7bc0a&chksm=e9a988dbdede01cd50ef6dcc34c54f15f923b97c4ec93021e70f9146b568ad31ff8a236e2483#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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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四部大作，宝贝得不得了，这四部大论闪耀光照着千古，龙树菩萨智慧之高！

这个《大智度论》是来诠释《大般若经》的，有一百卷啊！一百卷的《大智度论》，

体积非常庞大。  

开界师把“真言八要”打开来。我现在念一遍给大家听一听，慢慢讲，先把这个

纲要讲出来。  

真言八要  

一、一四真言摄一切：简朴亲真  

二、二三真言戒定因：1、念清楚 2、听清楚  

我们整个准提法的基本功在这里，如果你做不到“念清楚，听清楚”，后面就打

水漂了，那就四两棉花--免弹了！你要想做棉被，四两棉花怎么够啊！就免弹（谈）

了，弹（谈）都不用弹（谈）。  

三、二四真言定慧果：1、念念分明 2、念念本空   

念念分明就是定，念念本空就是般若慧，这是定慧果。  

四、二九真言行二入：  

1、观想心月命门入大道——理入悟大道  

2、持咒心平气和化百病——行入证大道   

你想要化百病吗？咒语要念到心平气和，百病没有不化的。业障不消除，怎么

证大道啊？这是“行入证大道”！这是达摩大师的二入四行。  

五、三三真言法三要  

1、实修证——报身断德解脱门 

 这是从十方禅林的四大宗旨里提出的三个宗旨。实修证的完成就是圆满报身，

在三德里头它属于断德，你报身到了断德阶段当然可以大解脱了！  

2、行悲愿——化身恩德善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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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千百亿化身，这里头牵涉的义理很深很广，我只是点到为止。  

3、正知见——法身智德般若门  

“实修证——报身断德解脱门”，理跟事是相通的。真正用功，正知见应该摆前

面，相当于前面的五五真言，五五真言是悟毗卢法界的；后面的实修证、行悲愿是后

修普贤行愿海。这个纲要，大家要很清晰地理解到。所以八法要是相摄的，每一个法

要统摄其它七法要。  

六、四四真言圆三学  

1、心月孤悬——慧学之因  

三学就是戒学、定学、慧学。心月孤悬是般若慧学之因，因就是它的根源。心

月看样子就是一轮明月嘛，心月孤悬是文字般若、也是境界般若、也是实相般若，含

摄了三般若。  

2、气吞万象——戒学之行  

如何气吞万象？心月孤悬展现的境界是祖师禅。从功夫方面来讲，气吞万象是

“念清楚，听清楚”，这是戒学之行啊！正好是二三真言的戒定因。  

3、光音交融——定学之境  

4、心光无量——慧学之果  

光音交融是定学的境界，到了心光无量，这是慧学之果啊！心光无量，那就是

无量寿无量光，这是我们的归宿！真言八要，那是宝贝得不得了。  

七、五五真言证三身  

1、无念念命门——法身无念纳万德  

五五真言证三身，这是祖师禅。无念的境界正好跟命门融在一起，这是“法身无

念纳万德”啊！这义理很深。  

2、无相相命门——报身无相现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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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有，空也大，有也大，空也容纳，有也容纳，都对！见地对了，怎么说怎么

对。见地不对，怎么说怎么错，开口便错！因为你邪知邪见啊！一个人见地对了，信

手拈来都是佛法。见地偏差了，讲出来的都是 le se，是毒害人家心灵的，因为你邪

知邪见啊！所见非真实啊！  

3、无住住命门——化身无住普贤行  

4、本来无一物——实际理地不着一尘 

 5、何处惹尘埃——万行门中不舍一法  

八、七七真言满六度 

 1、心月孤悬融命门——正知见 

 2、眼意舌根温命门——正因缘 

 3、鼻耳身根通命门——正缘果 

 4、气吞万象涌命门——化业习 

 5、五五圆通会命门——行悲愿 

 6、光音交融吞命门——实修证 

 7、心光无量圆命门——道圆成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3 月 25 日在广东华首寺上午第 1 支香的开示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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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真言满六度--中密修证如来禅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23 

 

我们准提法修法仪轨，开始修法之前，先观想头顶上两寸高的地方，一个梵文

“㘕”字放白色光。这个一开始就启用了七七真言的第一句“心月孤悬融命门——正知

见”。“七七真言满六度”，六度相摄，六度圆满，三身成就，三身六度。所以第一个

是“心月孤悬融命门”，这是“正知见”。真正的三三真言要先从“正知见”开始，“正知

见、实修证、行悲愿”这个才合理的。“正知见”其实就是先悟毗卢法界，“实修证、行

悲愿”这是后修普贤行愿海。  

先悟毗卢法界，整个内容就是“五五真言证三身”的内容。悟毗卢法界，这是中

国祖师禅的特长，所以心月孤悬。“㘕”字其实也是心月的一个相，不一定是一轮像月

亮一样的叫心月，一个明点，月亮的缩小就变成星星了，星星的放大就变成月亮了，

不是吗？明点也好，心月也好，代表的是般若慧观。“心月孤悬融命门”，心月孤悬，

所以光第一句话就有得你参！  

“心月孤悬融命门”这一句话，也等于《心经》的前段。《心经》一开头就告诉

我们，“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你说它是人名也好，如果在法上，这五个字里

头已经含摄了见地、修证、行愿。“观”是见地，也是因，“自在”是果。“自在”，报

身修证到相当程度才能够得大自在。所以“观”是见地，“自在”是修证出来的，“菩

萨”是代表行愿，所以“观自在菩萨”五个字里头就已经含摄了见地、修证、行愿。 

 你如何能够得到“观自在”呢？你要行菩萨道，简单的说。什么是观自在菩萨的

一个解脱境界呢？见地上要“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结果

呢？“度一切苦厄”。“度一切苦厄”才能够“自在”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

皆空”，这是“观”啊！“度一切苦厄”，这是“自在”啊！ 

 “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心月孤悬融命门”，“命门”也代表色法啊，

其实命门也是身心的交汇点，它毕竟是属于身体，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身根，整个身体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254&idx=1&sn=e239758c9d715d2ba669e028e7a39c88&chksm=e9a988d9dede01cfdcbbf5d0620d78de46b3ba0eeff24575f8c52603939a9c680f747bf090ff#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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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身体”属于色法，那“空”属于心法，“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样不断的交

融，不断的参究。将通未通、将熟未熟，整个过程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还有一

点半生不熟的味道。“不异”，没有那么爽快。要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成熟了。

等于马祖道一禅师接引大梅法常禅师。 

 在禅宗《指月录》里头提到大梅法常禅师，在听到马祖道一禅师讲的“平常心是

道”，“即心即佛，是心作佛”之后，就跟马祖道一禅师相应了，在密法，这个也是上

师相应法。上根利智的，一听，得到这个口诀，就直接走入到佛法的实验室了。他找

了一个比较不受吵杂的地方，自己专修起来了，在大梅山，所以叫大梅法常。“大梅

法常”这四个字，往往前面两个字都是地名，后面两个字才是他的法名。“百丈怀

海”，他在百丈山开山的、成名的、得道的，法名叫怀海，百丈怀海。大梅法常禅

师，大梅山这是他专修得道的地方、证道的地方，他悟道是在马祖道一禅师那边悟道

的。 

 隔一段时间，马祖道一禅师派弟子来勘验，来考一考这个弟子到底修得怎么样

了，就故意让派去的人对他讲：“你告诉大梅法常，我现在的教育法又不一样了，以

前的教育法『平常心是道，即心即佛，是心作佛』。你说，现在马大师的教育法改

了，『非心非佛』。”故意要来考验这个弟子。大梅法常禅师一听：“管他老汉怎么

讲，我还是我的『即心即佛，是心作佛』，师父他的『非心非佛』，是他的事情，跟

我不相干。”听到这个勘验者回来的报告，马祖道一禅师很欢喜：“哎呀，梅子熟

啰！” 

 其实“即心即佛，是心作佛”，这就是大梅法常禅师的悟道因缘，他一听，懂进

去了。你再怎么改，跟我不相干，我还是我的“即心即佛是心作佛”。 

 所以“心月孤悬融命门”，这个地方熟悉了，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已经

成熟了，中间划等号了，“色就是空，空就是色”，斩钉截铁，不折不扣的！“心月孤

悬”，它也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个大话头！所以我

给它的标题是“正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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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呢？后面都属于后修普贤行愿海。所以第二个“眼意舌根温命门——正因

缘”，是不是早课已经讲了？讲了啊，这也是六根相摄，都摄六根就是六根相摄，每

一根里头，眼根里头一样有耳根、有鼻根、有舌根、有身根、有意根，任何一根里头

也是六根相摄，六根相摄也是都摄六根，跟龙树菩萨《大智度论》里头提的六度相

摄，这是同一个道理。 

 我们观想头顶上这个“㘕”字，这是眼根，也是意根。舌头，舌尖弹动，唇齿不

动，金刚念诵，正好是“念清楚，听清楚”。“眼意舌根温命门——正因缘”，加上念诵

净法界咒“唵㘕”，又观又念，观中有念，念中有观。“念清楚”，这是鼻根，一口气一

口气的念。“听清楚”是耳根，跟命门融在一起，命门就是六根，所以“鼻耳身根”通

畅，跟命门完全融在一起了，那一定是要“念清楚、听清楚”，身体才会通畅，才会

跟命门完全融在一起了，这是正缘果（“鼻耳身通和命门--正缘果”）。 

 好，先讲到这里吧！我们开始来进入到准提法的实验室。头顶上观想“㘕”字放

白色光，观想这个㘕字，它是眼根也是意根，当白色光明一起来就把它跟命门的明点

融合在一起。“㘕”字就是命门的明点，明点就是命门的“㘕”字，无二无别。然后，

舌根开始启动，这舌根里头含有意根，含有身根。身密右手结金刚拳印，放在右脚的

膝盖上面，口密持诵净法界真言“唵㘕 唵㘕”三七二十一遍。金刚念诵这样的持诵，

正是“气吞万象涌命门”，整个所观想“㘕”字的光明，跟命门的明点，这是光明相，

包括净法界咒“唵㘕”，咒语的音声从命门中涌现出来，这是“化业习”。化业习，化

什么业习啊？业就是业气，习就是习气，不断来转化我们色身的酸胀麻痛，来化掉贪

嗔痴慢疑的习气，这叫化业习。所以，整个准提法的修持跟真言八要完全融在一起

了，八要相摄，六根相摄，身口意相摄。 

 中间领众修法持诵净法界咒。 

 以上是三七二十一遍的净法界咒，身口意三密相应的内容。所以我们生起次第

的四个咒语，其实任何一个咒语都跟真言八要融在一起。刚才提到的“都摄六根”，其

实六根也等同六度一样的，这也是行悲愿。不只是盘腿念咒，平常的待人处事做得很

欢喜，做得很圆满，这也是在都摄六根会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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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平常一般盘腿用功的时间还是少，其实在平常的待人处事中，何处不道

场？哦，在禅堂有道，出了禅堂就没有道，你这修的什么道啊？那就是外道，不在心

地上用功。离开禅堂没有道了，我们闽南话叫做“歪歌道”，“歪歌”就是偏的、邪的，

跟大道不相应。  

第六个，七七真言的第六个“光音交融吞命门”。金刚念诵念得好，“光”是般若

慧光，“音”是金刚念诵，一口气一口气，光就是音，音就是光，整个身心“照见五蕴

皆空，度一切苦厄”，这个境界叫做“光音交融吞命门”，这个境界也是“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色跟空，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光就是音，音就是光，

“光音交融”正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吞命门，离四句、绝百非，化得干干净净，

“如灵龟走路，随走随扫”，扫得干干净净，这才是真修实证的功夫，这是“实修

证”。最后进入到“心光无量圆命门”，你跟大道就越来越接近了。 

 所以真言八要很重要啊！这是未来大家修法上的一面镜子、一个纲领、一个下

手处。大家要好好地去体会，去融会贯通它，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其实，我讲的，

这都是在讲口诀啊! 

 备注： 

【七七真言满六度--中密修证如来禅】 

1、心月孤悬融命门——正知见 

2、眼意舌根温命门——正因缘 

3、鼻耳身根通命门——正缘果 

4、气吞万象涌命门——化业习 

5、五五圆通会命门——行悲愿 

6、光音交融吞命门——实修证 

7、心光无量圆命门——道圆成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3 月 25 日在广东华首寺上午第 2 支香的开示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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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誰？誰是我？  

原创 首愚長老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24 

 

「我是誰？誰是我？」

有一位道友看到這個題目後

問我說：「師父啊！我就是

我，這個題目有什麼好講的

呢？」我聽了只有莞然一

笑。這一幕情景恰似當年靈

山會上，他是佛陀的化身，

而我則是破顏微笑的迦葉一

般。在釋迦牟尼佛的傳記

上，記載著佛陀剛生下來時，即步踏蓮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說：「天上天下，唯

我獨尊。」那位道友說：「我就是我」，是不是等於佛陀在說：「天上天下，唯我獨

尊」呢？！若真的是與佛當時說此話的意境相應，那就要大大恭喜他了。然而「我」

這個名詞在佛法上有它獨特的意涵，如果沒有參究清楚，就指鹿為馬，冒然的說：

「我就是我」，以為這個就是，那若非落在一般上的我見上，便是一種帶有狂氣的口

頭禪了！禪門五宗七派裡的曹洞宗祖師洞山禪師，幼時從師唸〈般若波羅密多心

經〉，唸至「無眼、耳、鼻、舌、身、意」時，忽以手摸摸臉問他的師父說：「明明

有眼耳鼻舌，為什麼經典卻說沒有呢？」洞山禪師畢竟深具慧根，以他小小年紀，即

知迴光返照，反省自我的真假究竟，提出懷疑。這「我」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每個人

都須承當這個「我」，問題是別承當錯了，這個「我」要是那麼好承當，佛菩薩豈不

是滿街頭了嗎？其實，我們也真希望如此呢！  

現在謹就「我」這個名詞來分析一下它的內涵，它至少必須是：一、永恆的──

也就是持續不斷的，二、不變的，三、獨一無二的，四、自主的。佛陀所說：「天上

天下，唯我獨尊」，並非他所獨有，而是眾生皆有的本體。〈維摩詰經〉告訴我們佛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328&idx=2&sn=aea000dabb5915bd06e5ad6298e6b855&chksm=e9a9890fdede0019cc8a481ec429d27741a20a4f70c0b7367c56476831217a5bab816ab36b88#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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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是：「不二法門」，而〈法華經〉上亦說「此中惟有一真實，無二亦無三」，因為

眾生說二就想二執二；說一就想一執一，而事實上是「不二」，非一非二，既是形而

上的本體，又是形而下的現象。只是眾生一天到晚受七情六慾左右，對自己絲毫無法

做得了主，要做到「一念萬年，萬年一念」是不可能的。譬如我們唸「阿彌陀佛」聖

號，要能保持淨念相繼談何容易，就是連最起碼的「繫心一緣」都做不到，則永恆、

不變、獨一、自主更免談了。所以我們多生累劫地輪迴不已，就是因為這個「我」不

斷在困擾的緣故。 

 一般人，我執太深，處處以我為中心。我見──自己的觀念，種種邪知邪見抓得

緊緊的；我愛──貪心，一切為「我」；我慢──自以為了不起，別人都比不上。諸如

此類的偏執，如影隨形困擾著我們，使我們無法解脫。佛陀慈悲，以一大事因緣降世

說法四十九年，為的是讓我們這些苦惱眾生得以開示悟入，明白「我」之過患，而能

悟入「無我」之解脫境界。茲就佛陀一代時教中，如何教我們從「我」的困擾（我

見、我慢、我貪、我痴）中得到「無我」解脫來跟大家談談。 

 小乘佛教講「無常、苦、空、無我」，而大乘佛教卻又說「常、樂、我、淨」

這豈不是互相矛盾了嗎？如果不能圓融或者實際體會到，當然是有矛盾的。「無常、

苦、空、無我」，是就現象而言，好比佛陀所講的四念處（觀身不淨、觀受為苦、觀

心無常、觀法無我）或「三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現象是無常

的，它使我們感覺沒有保障，無法掌握自己的存在，所以佛陀以「無我」來對症下

藥，破現象之虛妄，讓我們一步步從「生滅滅已」，漸漸體會到本體的寂滅為樂，是

一條澈見本性的修行途徑，可讓我們達到究竟「常、樂、我、淨」的境界。所以

「常」與「無常」只是方便說而已，只要能悟萬法之法性，便體證得永恆、不變、獨

一無二、自主的清淨與極樂，這就是「不可思議解脫」，此時即不再為環境所左右，

內心自然清明不染。 

 那麼，如何修到「常、樂、我、淨」呢？這還得從「無常、苦、空、無我」著

手，勤修六度萬行，廣集福德智慧，方能圓滿。現就歷代祖師分科判教的方法略為介

紹我與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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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華嚴賢首國師判教法，明辨我與無我觀 

(一)小教：即小乘教，包括〈阿含經〉六百多卷、〈婆沙論〉六百多卷等，講的

即是無常、苦、空、無我。 

(二)始教：因係大乘初門故名，講法相唯識和無相般若。 

(三)終教：主要以〈法華經〉、〈涅槃經〉為重心。 

(四)頓教：講〈楞伽經〉和禪宗。 

(五)圓教：講〈華嚴經〉與〈十地論〉。 

 二、以太虛大師三系判教法，明辨我與無我觀 

(一)法性空慧系：直接講般若本體，僅能接引上上根基者。  

(二)法相唯識系：講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旨在分析現象，分析心意識，涵蓋六

根、六塵、六識，從現象歸到本體。  

(三)法界圓覺系：講的是妙用，即體、相、用重重無盡相關涉之妙用。  

一般人修法首先應從日常生活和現象著手，畢竟上上根基的人不多，能夠像緣

覺佛一樣，看到花開花落就能悟道的人是少之又少的。我們凡夫對「生」都很執著，

如果對「生命」的苦集滅道認識不清楚，又如何修道呢？人世間的體驗愈深刻，厭離

心必然愈強烈，所以菩薩的厭離心比小乘的羅漢要強烈得多，但是菩薩的悲心，對眾

生的痛苦看得比自己的痛苦更嚴重，由智慧觀察，更知道要解脫痛苦就須從現象、從

人際關係做起。因為我們的起心動念，貪瞋癡慢疑這些根本煩惱的作祟，為我們在世

間帶來種種爭鬥、禍害，菩薩善於觀察這些煩惱的根源，還是離不開苦集滅道所標示

的世出世法的因果關係。  

說到苦集滅道，我們每個人都經歷過現實的諸種不如意。小自受餓、受凍，乃

至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和五陰熾盛等八苦，無一不是苦，無

時無刻都在受生命的威脅中過日子。這些苦都是我們的輪迴因果，若是我們光把過錯

歸咎於別人，找不到自己的貪瞋癡慢疑這些元凶，看不清人世間各種的糾結處，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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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看清楚了而做不到，如南師的名言「想得到，做不來，看得破，忍不過」，那這

些苦永遠有得受的。那麼要如何使它清淨圓滿呢？就是要修「八正道」：正見、正思

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三、由「四法界觀」明辨我與無我觀 

(一)事法界觀（又名諸法夢幻觀）：〈金剛經〉有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

影，如露亦如電，應做如是觀。」觀察現象有兩種方法，一為正報，一為依報。身體

是我們多生累劫的八識田中，種子現行的直接正報，而依報則是我們依靠的環境，在

此環境中成長我們的生命。嚴格言之，懂得正報就懂得依報，因為一切過患都是從正

報來，而正依相附。〈金剛經〉告訴我們，有我相，就有人相，有人相就有眾生相，

有眾生相就有壽者相。一切都是以「我」為重心，所以若是問「我是誰？」光是這一

問便已見我執的痕跡了。〈華嚴經〉有偈言「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指點我們

「要觀察現象的來龍去脈，最好從迴光返照自己做起」。 

如何迴光返照呢？茲就此正、依報兩種現象分述如下：  

1.正報夢幻觀──瞭解我們生命的源頭。 

(1)不淨觀──觀身五種不淨： 

種子不淨：人的來處，無非是從父精母血，加上自己意識不明，三緣和合而

成。父母和合才能投胎，這就是存有貪愛染污之心，所以種子不淨。  

住處不淨：有了父精母血之後慢慢成胎，在母腹中，母親喝冷吃熱，品香嚐

辛，在生臟之下，熟臟之上，不淨流溢，污穢不堪，是為住處不淨。  

自體不淨：外十二物（毛、髮、爪、齒、垢、汗、大小便、目屎、淚、涕、

唾），內二十四物（皮、膚、血、肉、肪、膈、腦、骨、髓、筋、脈、心、肝、膽、

肺、脾、腎、腸、胃、生臟、熟臟、赤痰、白痰）無一是淨。 

自相不淨：九竅常流諸穢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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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不淨：命終身壞，腫脹臭穢，膿血蛆分，不堪近故，己身如是，他身男

女，一切眾生亦然。  

作不淨觀，相當於在鬆放我們的細胞，比如身體某處發炎，血管堵塞，氣脈不

通，不淨觀可以讓全身氣血神經鬆放，可說是一種化腐朽為神奇的方法，一種高明的

治療，也是一種解脫之道。  

(2)白骨觀：不淨觀觀成後，白骨現出，白骨觀亦可單獨修習，先觀想左腳大姆

指爛掉，呈現白骨，白骨放光，久而久之，自可降血壓、治不眠之症，若能由此循序

漸進，往上次第觀成，更可達到生命的究竟解脫。作白骨觀，初步只要開眼閉眼、行

住坐臥中內心有個影像即可，到最後觀成，即可破相，達到空觀的效果，也就是等於

空觀的前奏，然後再把白骨化掉，在一片光明之中──有相光中，此時一切不執著，

不起分別心，即可從有相光中化為無相光，進入般若境界、無我境界，而逐步邁入菩

提大道上去。這可說是一種大法門，一切顯教、密教皆係依此作為修法基礎的。  

我們初步學佛若未能得正知正見，妄修空觀，記憶將會顯著退失，和無想相

應，如能由法相唯識──分析現象著手，讓心意識經常保持清醒的狀態，從有分別影

像達到無分別影像，即可萬無一失了。而由不淨觀、白骨觀到達我空觀，正是從

「我」到達「無我」的妙法，其用意即在擴大我們的心量。視一切眾生究竟平等，終

至無分別的我空觀境界。  

2.依報夢幻觀──瞭解森羅萬象的虛實 

我們心身依止之一切世間事物皆稱為依報，如山川、居家、衣服及周遭一切為

身所依。〈瓔珞本業經〉云：「凡夫眾生住五陰中為正報之土，山林大地共有，名依

報之土」，依報的一切也是因緣和合，每一件事物都無自性，如夢如幻，活在這樣一

個虛相的世界裡，又有什麼事是看不開的呢？！  

(二)理法界觀（又名真如絕相觀）：從現象觀察，現象本身有個中心法則，此法

則就在我們的心裡，所以說「一切唯心造」，現象千差萬別，卻終究不離此心，〈華

嚴經〉云：「一切法無生，一切法無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即心即佛，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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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即見佛，一切現象皆是我們心的反映，一切諸佛菩薩常在心中顯現。六祖立無念為

宗，無者無妄相，念者念真如，真如遍一切處，成一切相，而實無相可得。古德言：

「念起即覺，覺之即無」，〈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

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等等皆在教導我們如何化解

妄想，體悟真如實相。  

由此我們又應如何從一切現象，以自己的理念來穿透現象之妄呢？達摩祖師教

我們的（四行觀）可為我們順逆的人生境界作莫大的貢獻。  

報寃行：當我們受挫折、受毀謗、受侮辱時，要返照本「心」，瞭解這是多生

累劫未結善緣的果報。有了過去世的惡緣才會有今世的惡果，唯有心平氣和的接受，

如「永嘉證道歌」所說「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更何況「冤家宜解不

宜結，寃寃相報何時了？」尤其更應該隨時謹記「隨緣消舊業，更不招新殃」。  

隨緣行：要懂得因緣和合的道理，「喜風不動，瞋風不生，得失從緣、苦樂齊

受」做為我們修行的脈絡。  

無所求行：一切所行，皆為無相布施。要體悟「有求皆苦」、「人到無求品自

高」的道理。六祖悟道後說：「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無動搖，何其自性本

不生滅，何其自性能生萬法」，瞭解這層道理，又何求之？！  

稱法行：前三項做到了，自然與法性相應，從現象歸到本體，則一切解脫矣！ 

  

(三)事理無礙法界觀：理不礙事，如濕性雖一，不礙波浪成多；事不礙理，如波

浪雖多，不礙全是濕性。從事上觀察到理，從理上觀察到事，理事無礙，從現象迴歸

到「理」，從「理」上繁衍出現象，事理無礙，有此妙智慧，自然能圓覺。  

(四)事事無礙法界觀：〈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要達到事事無礙

法界，一切通暢無阻，必須從「普賢十大願」做起，「禮敬諸佛、稱讚如來、廣修供

養、懺悔業障、隨喜功德、請轉法輪、請佛住世、常隨佛學、恆順眾生、普皆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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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九願旨意無非要我們擴大心量，涵容法界一切眾生，恭敬如一，等無差別，

第十願普皆迴向一切眾生，但是一切福德智慧，到最後仍會應驗到自己身上來，此時

自然而然與「空」相應，而見空即是見佛、見法，不就是得大成就了嗎？！所以「處

處不是為自己，恰恰都是為自己」，這正是佛法最奧妙之處。  

總而言之，從現象到本體，從「我」到「無我」，即是法界觀；從法相到法

性，正是無我觀，無我正是「大我」。而「我」、「無我」、「大我」都是名相，

「凡所有相，皆是虛幻，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

來」，能在一切相上不拘於一切相，這才是「我

是誰？誰是我？」的答案吧？！前面提到懷疑

「心經」經文，而努力探求自我之虛實的洞山禪

師，後來因過水睹影，大悟前因，吟出了千古的

名偈：「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我今獨自

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

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是否指陳的正是本體

與現象、無我與我、理與事、常與無常等相互相

關呢？！扯了這麼一堆，「我是誰？誰是我？」

不知各位找到了沒有？！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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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真言是见地、修证、行愿的总融通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24 

  

在七七真言中，在理论上

面，你要体会把握“心月孤悬融

命门”，这是正知见的道理。在

因缘果方面，你要体会把握到

“眼意舌根温命门”和“鼻耳身根

通命门”。  

在金刚念诵的功夫层面，

你要去体会“气吞万象涌命门、

光音交融吞命门”，这是实修证

的功夫。在行悲愿方面，“五五圆通会命门”，这是最基本的。  

这样有了理论的基础，又有了实际功夫的现量境界，所以“气吞万象涌命门”，

你要去体会啊！金刚念诵对色身五脏六腑有一种震开的作用，把这脉相震开来，把十

二经络松开来，让它畅通无阻。  

在我桌子上，他们给了我一张《楞严经二十五圆通大法表》，这是十几年前我

编的，这个表格非常好，很精简的，大家有空可以看一看。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3 月 25 日在广东罗浮山华首寺上午第 3 支香的开示笔录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328&idx=1&sn=12ea4997bb200651cdd8efe2b1aa87cd&chksm=e9a9890fdede001992effa7f9ef9b1a010050ac94bd7ee02df1e09d5b4d5150a8f87d5daaeb2#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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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本具个个不无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多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25 

  

我们进入到准提法门

的第二个加行法，意密一

样是观想头顶上两寸高的

地方，一个梵文㘕字放白

色光。㘕字，你总要会写

喽，你写都不会写，你怎

么观啊？先是一个圆圈，

这个圆圈就像蜡烛那个光

一样，也像个天上的星

星；下面一个小半弧，和

一个 F 的反写，从左下角

往右上角一提，那个叫㘕字（示范如何写㘕字）。  

文字就是文字。观想，你一定要把握《金刚经》的三段论，“所谓庄严，即非庄

严，是名庄严”，“所谓㘕字，即非㘕字，是名㘕字”，你要这样的体会把握。这个㘕

字也是非空非有，即空即有的，实相般若就是这样的一个境界啊！㘕字的观想，观想

没有离开影像，所以“于相离相”。“所谓㘕字，即非㘕字，是名㘕字”叫作“于相离

相”。  

口密持念护身真言“唵 嚙臨（ong chen）”，从有念到达无念，念念分明，念念

本空。意密观想，把㘕字这个影像想出来，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观想㘕字放白色

光，直接跟命门的明点对接，命门的明点就是㘕字，㘕字就是明点，无二无别。你这

样的观想，就有力量了，找到今天上午讲的，这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337&idx=1&sn=6dcabacdb8fe3cadde60041c32351f42&chksm=e9a98936dede0020edbbb1e9b334d4b62db074c98577335810e667ed24965955148a9a96f8cf#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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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整个佛法的中心在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离开般若，跟其他

宗教没有两样。  

佛教有别于其它宗教的，般若是不共法，这是其它宗教所没有的，没有这个高

度，这是整个人类最高最核心的智慧。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是十方三世一切佛的智

慧，你一旦体会到、把握到了，你才能“为往圣继慧学”。我才不用理学家张载那句

话，那个多悲哀啊，“为往圣继绝学”，哎呀，好像快没有了。般若人人本具、个个不

无，有什么断与不断的问题啊，只有你体会得到不到的问题，没有断不断的问题。

“为万世开太平”有点吹牛了，“为人间建净土”就对了。  

我们佛法，进可攻退可守，什么是净土啊？“随其心净则国土净”，你一个人心

净了，那就是净土，人间净土。一个共修团体组织得好，这个团体就是人间净土，可

以利益多少人啊！你一旦清净了，你就是人间净土，你可以影响周遭的人，这是点小

灯啊！  

好，我们继续，一边讲，一边实验。观想头顶上两寸高的地方有一个梵文㘕

字，首先是第一个层次文字般若，把㘕字观想出来，第二个层次是观想㘕字放光，第

三个层次把㘕字的白色光明拉到跟命门的明点融在一起，身密右手结金刚拳印，口密

持念护身真言“唵 嚙臨（ong chen）”三七二十一遍。  

中间持念护身真言。  

第二个加行法，一样可以把“真言八要”带进来。“真言八要”从头到尾带领准提

法的修持，将我们准提法的修持融入到很精简、很精要的一个总体性的架构，所以

“真言八要”很重要！哪个人体会到，哪个人把握到，准提法就会在你的身上不断地产

生发酵，对你的生命产生催化作用和转化效果。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3 月 25 日在广东罗浮山华首寺下午第 1 支香的开示笔录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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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门的明点与四臂观音无二无别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26 

 

我们进入到准提法的第三个加行法，意密观想四臂观音在我们头顶上，把四臂

观音观想出来之后，一样是观想四臂观音放光。光明一起来，一样是把四臂观音放光

这一幕，拉回到命门的明点，命门的明点就是四臂观音，四臂观音就是命门的明点，

无二无别。  

身密双手结莲花手印，口密持诵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彌吽 ONG  MA  NI  BAI   

MI  HONG”一百零八遍，一样是从“二三真言”、“二四真言”、“二九真言行二入”下

手，然后把握“三三真言法三要”。在正知见这个地方，就跟七七真言的第一个“心月

孤悬融命门”、也跟“五五真言证三身”、“四四真言”交融在一起。其实四四真言已经

融入到了七七真言了！  

这个法要，当然也是有它历史的呈现。这个四四真言是在 1988 年，31 年前已经

开发出来了，南老师给我的八个字，我再加上八个字，就是十六字真言  “心月孤悬、

气吞万象、光音交融、心光无量”，应该是最早的，最早的就是四四真言。  

紧跟着那就是“三三真言”，那是 1989 年，隔一年，开发出来的。因为南老师叮

咛我：“你的眼光不要老是停留在台湾，将来有机缘，为大陆佛教尽一点心。”所以我

才写了“实行正道，庄严世界”，立四大宗旨。实修证，这是报身断德解脱门；行悲

愿，这是化身恩德善巧门；正知见，这是法身智德般若门。文字都是很精简很精练

的。第四个宗旨“道圆成”，这是正等正觉无上门，都有它很清晰的脉络。详细的，各

位可以自己去看。这次，我把四大宗旨变成三三真言（实修证，正知见，行悲愿），

也是戒定慧、法报化。  

至于五五真言，那是厦门慧观书院的，当时是“心月融命门，耳根通命门，光音

涌命门，行愿化命门,修行见三身”。现在又把这个五五真言改了，那真是祖师禅了！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339&idx=1&sn=c71f71c05192abbe3b5f5af360467113&chksm=e9a98934dede0022f45772a04eef618a4bfeff054d342a6cde396540af815536e6605e88bcd4#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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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念念命门--法身无念纳万德;2、无相相命门--报身无相现庄严;3、无住住命门-

-化身无住普贤行;4、本来无一物，“实际理地不着一尘”;5、何处惹尘埃，“万行门中

不舍一法”），这是上个礼拜才出炉的，这个二十五字真言比慧观书院那个二十五字

真言，那更加震撼了，这是中国禅宗祖师禅。  

七七真言，也是上一周才出炉的，融合了三三真言、四四真言、五五真言，所

以七七真言满六度(1、心月孤悬融命门——正知见;2、眼意舌根温命门——正因

缘;3、鼻耳身根通命门——正缘果;4、气吞万象涌命门——化业习;5、五五圆通会命

门——行悲愿;6、光音交融吞命门——实修证;7、心光无量圆命门——道圆成)，这是

如来禅。各位，要很仔细地去参究啊！准提法门真的是如珠走盘、处处皆圆，首尾相

接啊，这是即将第三次重编的准提法新中密法本！应该是两个月以后在湖南广法寺的

七里头，大家就可以拿到新法本了。  

好，我们继续口密持诵六字大明咒一百零八遍。  

持满一百零八遍的六字大明

咒之后，这是准提法很核心的部

分，属于金刚念诵的性空缘起“七

大转化现四加行”，老参听我讲过

太多次了。当然，现在讲的内容

更加宽广，更加深厚了！讲太多

了，你们一次吸收不了，怕你们

闹胃肠病，不要讲太多了，那就

明天上午再讲吧！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3 月 25 日在广东罗浮山华首寺下午第 2 支香的开示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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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念诵所缘的境界正是“五五真言证三身”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27 

 

我们金刚念诵所缘的境界，正是“五五真言证三身”。所以从有念到无念，“无念

念命门”，这当然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你运用越来越纯熟了，那个力道就会产

生了，它是来转化我们的报身，所以“无相相命门”，这是“报身无相现庄严”。前面

“无念念命门”，这是“法身无念纳万德”。可见，金刚念诵，它有很深厚的生命内涵在

里头，我们要不断的把它酝酿成熟，越观越清晰，越观越深入，越观越能够得心应

手。  

第三句“无住住命门”，无住正好可以住命门，这当然是金刚念诵，正是《金刚

经》所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是“化身无住普贤行”。金刚念诵所缘的境界是

“本来无一物”啊，你体会到了吗？把握到了吗？所缘的是本空的境界，这是“实际理

地不着一尘”的一个大光明的境界，这是如灵龟走路随走随扫，所以“何处惹尘埃”

啊，谁让你污染啊？谁染污你啊？所以“万行门中不舍一法”。我们准提法所缘的是禅

宗，尤其中国禅宗祖师禅的鼻祖，真正的祖师禅是从六祖开始的。  

达摩大师是印度的第二十八代祖师，禅宗在印度流传二十八代，也都是单传

的。达摩大师从印度来到中国，在中国，他算是中国禅宗第一代祖师，所以叫初祖达

摩大师，二祖慧可大师，也都是单传，三祖僧璨大师，四祖道信大师，五祖弘忍大

师。弘忍大师真正的得法弟子，也只有六祖一个人啊！其他的慧安国师，神秀大师，

那中国禅宗的祖师禅跟他们两位无缘的。 

 你们看到《坛经》，他们的程度，那是远远落后六祖惠能大师一大截，学问那

么好，五祖座下一千多个弟子，他是黄梅山东山道场的首座和尚。首座和尚相当于现

在一般大学所谓的教务长，维那相当于一般大学的训导长，监院相当于一般大学的总

务长，这是丛林的三大纲领。丛林三大纲领下面又分四十八单执事，丛林的制度有多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341&idx=1&sn=5d939865c0efae8cd140dcaffa509d5d&chksm=e9a98932dede00241acabd00dac6b2ee120d921a4597ad2c4f6223f2fbfc080adeda186c1afe#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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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啊！所以南老师的那一本《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社会》，南老师对禅宗丛林制度评

价很高。他说，“真正的丛林制度，那是共产主义啊！”这里头有很深的义涵在里头。 

 禅宗传到六祖，五祖就吩咐六祖惠能大师，“衣钵传到你那里，以后不要再传衣

钵了。”衣钵象征权力、智慧、传承--禅宗的传承，所以到处都在抢衣钵，那是争端

哪，那是麻烦的根源！五祖的弟子们听说衣钵南去了，多少人在后面追啊，所以六祖

自己讲的，“命如悬丝啊！”  

所以六祖从得法、得到衣钵之后，潜藏了十五年。当然这十五年在六祖惠能大

师来讲叫作“长养圣胎”，不得已，避难猎人队中，也是经过很多磨难的煎熬啊，所以

正法难弘！这也是南上师经常感慨地说：正法难弘，邪教易兴！当然，皇天不负苦心

人！六祖门下，得法弟子就有四十三位，那是广传啊！  

到了他的徒孙，第三代，六祖算是第一代，第二代一个是江西的青原行思禅

师，主要的得法弟子是石头希迁禅师。一个是在湖南南岳衡山的南岳怀让禅师，南岳

怀让禅师的得法弟子是马祖道一!哇，到了马祖道一禅师，这算是第三代了，马祖道

一禅师得法弟子有八十四位啊！所以古来的禅宗大成就者就授记，在六祖底下是“一

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有种种授记的。包括马祖道一禅师的出现，在禅宗的一个

古老传承里就已经有授记在先了，“会出现一马驹”，姓马的，“踏杀天下人”，他的禅

功非常的高，非常的简洁！  

我们金刚念诵所用的正是六祖的禅宗三纲，加上他那个偈颂，合起来五五二十

五，“五五真言证三身”。大家的金刚念诵好好把握“无念、无相、无住、本来无一

物、何处惹尘埃”啊！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3 月 25 日在广东罗浮山华首寺下午第 2 支香的开示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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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心用功，何处不道场啊！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28 

 

昨天晚上跟前天晚上的小参报告，主要是参加三周和七周的道友，这两天晚上

的小参，说明密集专修效果的确是不一样。专修只要规矩好、生活正常，在这个地

方，虽然是潮湿，大家也都能够克服这个困难，所以来参加的同参，身心各方面都有

很大的成长。我 3 月 2 号来到了华首寺，到 3 月 30 号离开，正好四周，再加上前面

你们自己用功的四周，一共八周。八周的密集专修，你只要真正想用功，这八周等于

两个月了，这个成果非常好的！  

大家真正想用功的，一些上班族的也不要气馁，修行不止是在禅堂，天地这么

宽大，以天地为关，哎呦，你的关就更大了，这是法界大关，尽虚空遍法界就是你的

法界大关，那就看你会不会用功了！这是以普贤行愿为主的法界大关。只要有心用

功，何处不道场啊！  

所以能够参加专修的，尽量参加，参加不了的，也不要懊恼，也不要后悔，该

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叫作“随顺世缘无挂碍”，这是达摩大师二入四行里头的随缘行，

好坏一切随缘。  

有很多是环境克服不了的，那就克服你的心，转你的念头，山不转水转！大家

总是要以一种健康的、正确的心性心理来面对一切，一样可以把自己修得欢欢喜喜

的！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3 月 26 日在广东罗浮山华首寺早课的开示笔录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343&idx=1&sn=d6271c4dc27588cde1824bd5666ffe75&chksm=e9a98930dede0026c962ed4631fd9ac6f74762c6b649e28fd2fd5d6997def2124b06f1327d45#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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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清楚、听清楚、念念分明、念念本空”散发生命“简朴亲真”的

芬芳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29 

  

修行，法财侣地的确很重要。一

个洼地，气流一转起来，天气就不会

那么潮湿。当时，我们要建武夷山的

时候，我就跟他们提出几个重点，周

围的路要宽，路本身就是气流回荡回

旋的通道，一旦回旋起来，湿气才能

够带得走。  

华首寺这里的环境，其实还是不

错的，怎么把它建成气流能够转起

来，湿气才能够带得走的。这是要懂一点风水、建筑、气流。一个洼地，那一定是潮

湿的，但是只要有风的带动，湿气可以带跑，这是最基本的原理。  

一个好的修行环境，如果打造成冬暖夏凉，那这个道场就可以聚人了，大家住得

很欢喜。夏天不会太热，冬天不会太冷，这当然是一个理想的居住环境。  

大家一定要把握到我们整个禅宗的道风就在“简朴亲真”这四个字，所以我说“一

四真言摄一切”，包括世间法、出世间法。哪个人能够把握到“简朴亲真”，哪个人就

自在了、轻松了，不要搞得那么复杂。我经常引用佛学名词“杂染”，复杂了就染污，

让你牵肠挂肚的，这个没弄好，那个也没弄好，把自己的心情弄得杂乱不堪。   

能够把握到化繁为简，我几十年一向把握这四个字。所以大家想修行上路，一定

要把握到“简朴亲真”。你的人生不要搞得太复杂，哪个人能够把自己的生活、生命单

纯化了，化繁为简，哪个人就会有欢喜心。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346&idx=1&sn=0d497d02874090e6a36f3a281b455892&chksm=e9a9893ddede002becb998e42bdcf4c54bcde75f72cecb188266ecc1b38d24d9af5dcfcb6cf9#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346&idx=1&sn=0d497d02874090e6a36f3a281b455892&chksm=e9a9893ddede002becb998e42bdcf4c54bcde75f72cecb188266ecc1b38d24d9af5dcfcb6cf9#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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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简朴”这两个字，也就是诸葛孔明的“淡泊”，“淡泊以明志”。淡泊就是简

朴，也就是佛陀讲的“制心一处，无事不办”。淡了就没有那么浓艳嘛，怎么样可以淡

啊？不会太复杂，淡泊本身把生活搞得简单化，正好可以“制心一处”，所以淡泊的人

才有大志气，他专一啊！  

那么“朴”，朴实无华，代表单纯，也代表专一。你什么事情都那么专一，再生疏

的事情，你都会变成越来越熟悉。熟悉，你对这个事情熟悉，你就对它很亲切、很亲

和。我们老实念咒就是“朴”，朴实。  

过去很多道友说，“师父啊，我忙不过来，我要拜大悲忏，我要诵地藏经，我要

干什么干什么……”，一大堆，忙得团团转。我说，“你干嘛把自己搞得那么忙啊？”  

“简朴”正好是“念清楚、听清楚”，二三真言。所以一四真言（简朴亲真）、二三

真言（1、念清楚 2、听清楚）、二四真言（1.念念分明 2.念念本空），这是我们修行

的基本功，把握到了，你容易上路了。  

为了让大家更清晰的理解刚才提到“简朴亲真”，二三真言里头的“念清楚”，相

当于“简”的境界，“听清楚”相当于“朴”，朴实。到了“念念分明”就亲了，相当于

“亲”，你跟咒语已经融合在一起了，“念念本空”就是“真”实的，生命的真实相。大

家把一四真言、二三真言、二四真言整个融合在一起，这要去观察，去体会。  

我们凡夫的内心世界，凡夫之所以是凡夫，就是普通人了，没有修行，心念是很

乱的，好比是一缸浑浊的水。凡夫的内心境界就像一缸浑浊的水，因为太复杂了，杂

染杂染。如何把这一缸浑浊的污水变成清水呢？咒语好比是明矾。  

我们小时候，从海边跑到大肚山，有个村落，因为山上没有泉水，也没有溪流，

他们喝的水就靠雨水，挖个池塘，把下雨的水蓄起来。早期很多的贫困乡村都是这样

的，完全是靠天吃饭。下雨以后，那水非常浑浊，都要靠明矾。明矾一投进去，那个

污浊的杂质就慢慢慢慢沉淀下来，沉淀以后，舀上面干净的水做菜、做饭、做汤。所

以咒语的音声，慢慢慢慢把那个脏的东西沉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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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语刚开始从声开始，声是声，音是音，声音代表大小。声音太大了，这会变成

噪音，噪音就很烦躁。一定念得大小适中，啊，产生一种和音，是一种悦耳的声音，

让你整个身体平静下来了。所以“念清楚”也代表音量的大小，是一种气流，一口气一

口气地念也代表气流。影响到“听清楚”，进入到脉相，产生一种祥和的音声，啊，这

是让你不会烦躁，让你念得心平气和。心平气和，才能够念念分明。如果我们心浮气

躁，念得心浮气躁，念都不想念。心浮气躁，你一定不想念。啊，念得气很深，心平

气和，这个时候才能够进入到念念分明。  

所以“念清楚、听清楚”，这是基本功！怎么能够感受到心平气和啊？心浮气躁，

这是火水未济；心平气和，这是水火相济，这也是基本功最关键的地方！心平气和，

你才能够念念分明，心不平气不和，你念不下去。念到心平气和，心越平，气也和

了，这个时候才能够到达念念分明，感受到念念分明的当下也是念念本空。念念分

明，你念得很亲了，念得很欢喜了。你不会觉得这个咒语太单调了，哎呀，枯燥无

味，因为你火水未济。  

等到你念到心平气和的时候，哎呀，这个咒语越念越好听，越念身心越松放，

所以念念分明代表“亲”。你如何念到念念分明啊？心平气和这是个关键。心不平气不

和就念不下去了，跟它变成仇家一样的，哎呀，越念越烦，算了，不念了，一定是这

样的。所以不进入到念念分明的时候，功夫境界呈现不出来。  

唯有念念分明，越念越欢喜，整个身心的松放，从松放才能够进入到空灵，感

受到念念本空，你念得很实在，不会一边念一边打妄想，越念越烦。哦，念到整个内

心，很真，很诚，很实在，很贴切，很欢喜。  

以上是把『简朴亲真』四字真言与『念清楚、听清楚』六字真言、『念念分明，

念念本空』八字真言融在一起了，大家自己去体会，这功夫很实际、很踏实，不要想

得那么复杂。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3 月 26 日在广东罗浮山华首寺早课的开示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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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真言转化七大现四加行“暖顶忍世第一”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30 

 

六字大明咒的持诵过程，也一定是做到“念清楚、听清楚”。这个观想“念满一百

零八遍之后，观想身心浑入虚空中”，怎么浑入啊？一定是念到“念念分明”，到了“念

念本空”，才能够浑入虚空中。观想观想，把这个道理参通参透了，自己就有方向、

有目标了。如果念得昏沉散乱、妄想纷飞，那是基本功还没有做好，没有真正做到

“念清楚、听清楚”。所以修行是一种自我要求，从“简朴亲”念到“念念分明”，最后

到达“念念本空”的真实相，啊，这个道理明白了。  

所以，要加强从“念清楚、听清楚”、从老实持咒下手！要对自己有一种自我要

求，懂得精进。只有这样认真，才会感受到身心的转化，这个时候你才感受到“念清

楚、听清楚”的重要啊！咒语越念越喜欢了，心安了嘛。念念分明，心才会安了。身

心松放以后才能够进入到念念本空，它是一定的菩提道次第！真正到了念念本空，甚

至“亦无虚空之量可得，连空也空”，毕竟空的这个境界，南上师讲的“心月孤悬”这

个境界才会呈现出来。  

心月孤悬为什么能够气吞万象啊？气吞万象，吞什么象啊？什么气啊？一个业

气，一个习气，把习气、业气融化掉了，这个境界叫气吞万象。这个大家了解吧？所

以在七七真言里头，我提到南老师的“气吞万象涌命门”，副题说明“化业习”。业习，

佛学有这个名词的，“业”就是业气，“习”就是习气。气吞万象就是习气跟业气融化掉

了，这个境界叫气吞万象，这是表征我们业障的消除。业障不消除，哪能够得受用

啊？  

理念上到达这样般若慧观的境界，但是我们凡夫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呀，如何接

得了地气？还是要“光音交融”。光代表心光，代表自性光，音代表我们念咒的咒语音

声，这两股力量拧在一起，光跟音交融在一起了，光就是音，音就是光，光音交融。

光音交融，也代表心平气和了，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进入到念念分明，念念分明才能够

进入到念念本空，它是一定的。所以在七七真言的第六句就是“光音交融吞命门”，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415&idx=1&sn=375ba5dac6c0188ba09287289d215e2f&chksm=e9a98978dede006e2d9fc1dbae4af5626c8de9f24775fe1f572c1b1f1d0806f0fba7f86da145#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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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命门”代表身上的习气业气都化掉了。“吞命门”就是《心经》讲的“色即是空，空

即是色”。  

这样的见地，这样的功夫，扎扎实实的，不会打马虎眼，道理是什么道理，境

界是什么样的境界，我们要了了分明。这样才是真修，修是真修，证是实证。真参实

学，道理参通参透了，所学的都是脚踏实地的，不会打诨，不会浑水摸鱼。道理说也

说得，功夫做也做得，那也就是真修实证、真参实学了！  

佛学院往往也是读到一些理论，但是用不到身心来啊，功夫用不上啊，这是有

理无事啊！只有理，没有事，不行的！所以达摩大师讲的，要理入，要行入，要做人

处事上面都能够过得了关。跟人相处，懂得修忍辱波罗蜜，忍得化得干干净净，报冤

行，心中一点怨恨都没有。懂得好坏随缘，随缘行，对人没有什么多大要求，无所

求。一个人到了无所求，什么环境都可以呆了，什么人都可以相处了。一切称法行，

如理如法，这才是真正的修行人啊！  

所以古人讲的“闻理似悟”，听他讲道理好像开悟的样子，“遇事则迷”，境界现

前就垮掉了，莲花瓣一瓣一瓣地就掉了，那就是“有理无事”。讲道理给别人听，可以

的。讲道理给自己听，听不下去的，哎呀，我做不到，心虚啊，我讲那么好，但是我

怎么……，南老师的名言，“想得到，做不来”，道理是懂了，但是做不来。哎呦，说

要看破看破，道理懂了，看得破，但是忍不过，境界现前，但是忍不过啊，该发脾气

的照样发脾气，该贪的照样贪，贪嗔痴慢疑，一点都没有减少啊，那就是“看得破、

忍不过”，那怎么能够得到受用啊？过不了关的。所以闻理似悟，听他讲道理，好像

这个人开悟了，但是事情一来，过不了关啊，这个叫“看得破、忍不过，想得到、做

不来”，我们凡夫都是这样的，眼高手低啊！  

所以六字大明咒之后，这些观行，观了要行，观是理入，行就是行入，解行要

并重啊！所以修行的四个阶段，你相信了佛教，就要提升到佛学研究。佛学研究差不

多了，从佛学研究提升到佛法的修证，走入到佛法的实验室。最后，印证到了，啊，

原来是这样的。做到这样的时候，你才真正明白了，所以信解行证！没有修证到，那

你所讲的那个道理，还不算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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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到了“连空也空、毕竟空”，这当然是心月孤悬，啊，“空中十方起大风

轮”。以前呢？刚开始讲仪轨，哎呀，空中怎么十方起大风轮呢？是不是像刮台风一

样的啊？“呼啊呼啊”，那个是不是叫做“十方起大风轮”啊？不是这样的，“十方”代表

空，“风轮”代表有，这是金刚念诵。金刚念诵的注解就在这个地方，“空中十方起大

风轮”，在毕竟空的境界中，跟摩诃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的境界，这是“心月孤悬，气

吞万象”。 

 如何气吞万象啊？要光音交融。“音”正是起大风轮。老实持咒，一口气一口气

的念，那不是十方起大风轮吗？这一念，哦，风融于火，一念，风大，这个气跟我们

身体一摩擦，产生热能，那是很正常的。所以风融于火，暖相出现了。暖相不出现，

你功夫会出来那才怪，没有这个道理！功夫要出来，一定是暖相出来了，风融于火。

我们凡夫之所以生病，就是身上的寒凉之气化不掉、寒湿之气化不掉。咒语一念，金

刚念诵一念，身体热起来了，慢慢火融于水。  

如何是火融于水？排汗，大汗淋漓了，正好把身上的寒凉、寒湿之气逼出来

了。我经常说，对外排汗，对内滋润了我们的五脏六腑，疏通了十二经络，把堵塞的

地方把它疏通了，所以流汗，新的名词叫排毒，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啊，就把你的

这个经络疏通了，水沟清理好了，经络畅通了。咒语金刚念诵一念，整个气血，平常

不容易达到的地方，哦，可以到达末梢神经了。顶相，不是头顶，而是四肢百骸，到

了最微细的毛细血管的地方，到了末梢神经，那叫顶。气血都到达平常不容易到达的

地方，气血到达的地方酸胀麻痛一一就化除了。  

气血所到的地方，酸胀麻痛化掉以后，就可以安忍了。念得，啊，从来也没有

这么舒服过的，不用再看手表了，“怎么才坐一下子就敲罄了，时间到了，时间过得

特别快！”没有妄念，因为身体对你没有抗议了。身体没有抗议的话，你就忘了身

体，忘了身体就容易忘了念头，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坐到浑然忘我，破除身见了。

妄想也少了，贪嗔痴慢疑也紧跟着慢慢的融化掉了。念到水融于金刚地，念得心平气

和，念到经络通畅，念到全身松放，紧跟着念到浑然忘我，这正是水融于金刚地，这

功夫是扎扎实实的啊！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3 月 26 日在广东罗浮山华首寺上午第 2 支香的开示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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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真言证三身 六祖印证祖师禅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5-31 

  

今天上午讲到持满一百零八遍六字大明咒之后，“观想身心浑入虚空中，虚空就

是我，我就是虚空，亦无虚空之量可得”，这是用文字来叙述。其实这一段正是南上

师所讲的“心月孤悬”。所以我今天早上用到了『四四真言』“心月孤悬，气吞万象，

光音交融，心光无量”。  

整个准提法，有一个最高的制高点，那就是五五真言，五五真言证三身(1.无念

念命门——法身无念纳万德;2.无相相命门——报身无相现庄严;3.无住住命门——化

身无住普贤行;4.本来无一物——实际理地不着一尘;5.何处惹尘埃——万行门中不舍

一法)，让法报化三身更加的清晰。“五五真言证三身”，小标题就是“六祖印证祖师

禅”，五五二十五字真言，完全是引用六祖惠

能大师在《坛经》上核心中的核心。  

六祖在《坛经》中谈到了禅宗三纲，这

当然是核心中的核心，“禅宗以无念为宗、以

无相为体、以无住为本”。所以，“五五真言”

我用的是六祖惠能大师的祖师禅。第一句呢？

“无念念命门”，身心完全融合在一起了。六祖

在《坛经》提到的，“禅宗只论见性，不论禅

定解脱”，这是祖师禅。如来禅不但谈见性，

也谈禅定解脱。如来禅是有次第、有步骤的，

所以我经常说，整个准提法的生起次第其实就

是如来禅，圆满次第就是祖师禅。“无念念命

门”就不谈这个过程了，所以我的小标题，这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417&idx=1&sn=462d1011ac5b63cacd1f444e0b95b645&chksm=e9a98966dede0070c25c5d281a452aa71fc1ecb98f08524ca3d7433ba979d97119a1c9143c47#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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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法身无念纳万德”，这是清净法身的境界，佛菩萨都是万德庄严、万德成就。但是

祖师禅不谈这个过程，直接从心地下手，直接了心性，这对上根利智是可以这样的。 

 过去南上师特别提到，他说六祖那是古佛再来啊，哪里是一般人的根器！所

以，上根利智才能够直接从“无念念命门”契入，整个身心是一体的。我们后面的“七

七真言满六度”，我的小标题，这是“中密修证如来禅”，也讲究细节方面的次第。这

两个一对照起来，正好可以形成准提法脉道㲀大师的两句名言，“先悟毗卢法界，后

修普贤行愿海”。祖师禅直接是“先悟毗卢法界”，如来禅是叙述“后修普贤行愿海”。 

我们是把祖师禅跟如来禅完全融合起来了，在悟毗卢法界方面更精准，用如来禅，整

个次第分明，了了分明。 

 第二句话，“无相相命门——报身无相现庄严”，这是报身无相，唯有无相才能

够现庄严，才能够呈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你才有一丝一毫的贪着，已经落到形

而下，已经在相上。佛菩萨的境界，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如灵龟走路，随走随扫，

扫得干干净净，不留痕迹，不落阶梯，所以这是圆满报身，“报身无相现庄严”。因为

是无相，才能够庄严。你有所着相，已经牵肠挂肚，有所顾忌，有所执着了，心有千

千结了，这是我们凡夫的内心世界。祖师禅，那真是一把金刚王宝剑，挥剑斩情丝。

对命门的观想更加精准，已经是不二了，到了不二的境界了。我们凡夫都是在二分法

的分别心里头。 

 第三句话，“无住住命门——化身无住普贤行”，大家对命门的了解，那还是肤

浅的、表面的。唯有你的见地到达无念，所有的慧观到达无相，一切所作所为到达无

住，才能够对命门更加精准地理解到。所以“化身无住普贤行”，这是佛菩萨最高的

菩萨行。 

 六祖的境界随时都在“本来无一物”的解脱境界中，所以《坛经》把中国禅宗推

到最高的、最究竟的高度。在中国禅宗史上，没有哪一部著作超越了《坛经》，没有

的。《坛经》真的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永嘉大师证道歌》有《坛经》的味

道。所以“本来无一物”，我小标题用的是“实际理地不着一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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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句“何处惹尘埃”，那就是“万行门中不舍一法”，做与不做都了无牵挂，做

也了无牵挂，不做也了无牵挂。 

 “五五真言”，那当然是像六祖惠能大师这样的上根利智。他第一次跟五祖见

面，“临机不让师”，五祖给他逼得，“这獦獠根器太利，少啰嗦，到后面舂米去！”等

于把他打入到冷宫去了，到了最偏僻的不起眼的地方，让他去修苦行，这是五祖在保

护六祖。 

 所以“五五真言”这完全是悟毗卢法界。仪轨的这一段，“持满一百零八遍六字大

明咒之后，观想身心浑入虚空中，虚空就是我，我就是虚空，亦无虚空之量可得”，

用的是六祖的“五五真言”，完全是祖师禅的境界内容。 

 后面“空中十方起大风轮”，正是七七真言，比四四真言还更加的精细了。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3 月 26 日在广东罗浮山华首寺下午第 1 支香的开示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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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真言满六度 中密修证如来禅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01 

  

刚才提到了“七七真言满六度”(1.心

月孤悬融命门——正知见；2.眼意舌根

温命门——正因缘；3.鼻耳身根通命门

——正缘果；4.气吞万象涌命门——化

业习；5.五五圆通会命门——行悲愿；

6.光音交融吞命门——实修证；7.心光

无量圆命门——道圆成)，这是中密修

证如来禅。  

在七句话里头，第一句是一个启

端。“心月孤悬融命门”，这一句话本身

就是祖师禅，后面六句都是如来禅。所

谓的祖师禅，性空缘起，直接跟性空对

接，找到生命的制高点，等于爬到高山

顶上往下一看，一目了然，清清楚楚。

后面六句算是“缘起性空”，从一切现象

开始了解，最后达到性空的解脱境界，“心光无量圆命门”就达到了，就是我们修证

圆满的意思。  

所以，“心月孤悬融命门”，这也是先悟毗卢法界，从“正知见”下手。心月孤

悬，这是般若慧观。般若慧观直接探讨整个身心的不二。心月孤悬，这是空法，命

门，这是色法，直接告诉我们这是“色空不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叫色空不

二。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419&idx=1&sn=7337777aff75263f253c8fe6edc3dce8&chksm=e9a98964dede0072192ee53159a381da264b138547365776d1412f9fc2a41f9c8364cb9d6108#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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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十方起大风轮”，这个风轮怎么形成的啊？所以七七真言的第二句，谈观想

的次第。我们的观想没有离开眼根，心眼心眼，用心眼来观，心就是意根，用舌头来

念诵，起大风轮。眼根、意根等于是生命的能源一样，所以“眼意舌根温命门”。在

中医上，脾脏开窍于口，不是说开窍于舌，舌头是被口腔所含的，中医里头没有口

根，只有舌根。这舌根，不但是心脏开窍于舌，舌头尝百味，这个舌跟脾胃也有关

系。这是正因，眼根意根是“因”，舌根是“缘”，所以“正因缘”。  

舌根一启动，一口气一口气，呼吸往来，又启动了鼻根。这个鼻根代表肺脏开窍

于鼻，鼻根就是我们的呼吸，这是安般法门。在《安般守意经》《增一阿含经》里，

佛陀教他儿子罗云比丘“系意鼻端”，鼻端就是鼻孔的上端，观察鼻端就是观察呼吸往

来，呼吸长晓得呼吸长，呼吸短晓得呼吸短，入息长晓得入息长，入息短晓得入息

短，入息热晓得入息热，入息冷晓得入息冷，冷热都清清楚楚的，把这个呼吸观察到

那么样的微细。观察、观察、观察，越来越细，越来越细，慢慢观察到，从现在开

始，从老年观察到中年，观察到少年，观察到婴儿，观察到出生的那一刹那，观察到

前生，前面一世、两世、十世、百世，这是《安般守意品》佛陀告诉他儿子的，这样

慢慢开发了宿命通、他心通。这是安般法门，也叫随息法。在六妙法门叫作：一数

（息）、二随（息）、三止（息）、四观、五还、六净。  

这个鼻根的呼吸往来，代表气，代表风，风生水起，金生水。我们咒语念得好，

念到心平气和，可以化百病，呼吸往来有这么重要！呼吸调得好，肾水就充沛，肾水

来滋润我们全身，所以从鼻根到耳根，鼻根圆通到耳根圆通。  

我们一般人的命门是堵塞的、是脏的。如果你没有去观察命门，一般人觉察不到

有命门，等到气机要发动的时候，命门这个地方就开始气机鼓动了，唯有你真正用

功，才会发现这个缘起。所以如来禅是缘起性空，一切现象相关联。身根代表果，鼻

根呼吸往来，这个耳根代表脉相，这是缘，到了六根，治百病，这是果，身体健康

了，没有什么病痛了。所以我的结论是“正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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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十方起大风轮”，这风轮在气吞万象。各位，气吞万象，咒语一口气一口气

地念，整个音声、气从命门涌出来了。观想的核心是意根，意根属火，从命门这个地

方涌现出来，这是水火相济，所以“气吞万象涌命门”，我们的习气业气慢慢地转

化、慢慢地转化，所以结论是“化业习”，转化我们的业气跟习气。  

“空中十方起大风轮”，这个风轮就是“气吞万象涌命门”，身体开始热起来了。

“涌命门”，哇，风融于火，火融于水。风融于火，把身上的寒凉给化掉了，所以才有

暖相出现。暖相一出现，五脏六腑就通畅了，经络就通畅了，从暖到顶，整个身心种

种的病就化解了，所以身体很舒畅，内心很宁静。忍就是定的意思，安忍安忍，可以

安忍了，可以宁静安定了。  

我第五句就是“五五圆通会命门”。五五二十五，指是《楞严经》里“六尘、六

根、六识、七大”二十五圆通，这些都融汇于命门。待后面我会详细给大家分析。各

位，一个人修行上路不上路，很多都是多生累劫的因缘。五五圆通会命门，这是要行

悲愿才能够做到。要不然，你心态稍微有一些不平衡， 稍微起了贪念，稍微起了嗔

恨心，嗔恨心一起来，火烧功德林；贪念一来，心态不平和，心脏纠结，五脏六腑就

乱套了，你的心不平、气不和了。气不和，气脉就堵塞了，有那么严重啊！我们很多

的病，来自于我们的心不平、气不和，一纠结，气脉就堵塞了。所以一个人身体健

康，也是善业来的。善业不够，一天到晚起恶念、起邪念，所做都不是善事，都是不

好的事情，那这个身体怎么会不出问题啊？所以“五五圆通会命门”，这是行悲愿啊！ 

 这个基础够了，福德资粮够了，功夫就来了，所以第六句“光音交融吞命门”。

福德圆满，你的功夫来找你了。随时心里头都是心平气和的，身心是松放的、是空灵

的，气机更加容易开发、更加容易松开来、更加容易通畅。到了吞命门，化得干干净

净。怎么吞法啊？从四禅来讲，初禅离生喜乐，初步的；二禅定生喜乐，你的定力更

高了，身心更加欢喜了；三禅的境界更高，离喜妙乐，我们才有一点欢喜心，其实欢

喜过度的话，心态也是不平和的。唯有离喜，无忧也无喜，心态完全平和了，所以叫

作离喜妙乐，身体那种乐感更深层了，不是一般的好吃不好吃，这个时候你很多事情

都很平顺了。到了无忧也无喜的时候，你的修养让你跟深层的反省，更加超脱了，没



               《十方圆明心地涌》2019年合刊（中）

 185 

有患得患失了，身心心量更宽广了，内心世界更加欢喜了。所以到了四禅，叫舍念清

净，菩萨四无量心里头叫“舍心无量”，舍得干干净净的。这个时候，身心上这些所

有的业气习气都化得干干净净，所以叫作“吞命门”，感觉上这个身体随时都在空的

境界中，感觉上没有这个身体，没有这些瘀结、气闷、气结。所以叫作“身如琉璃，

内外明澈”，没有一丝一毫的酸胀麻痛了，化得干干净净了，所以这是“实修证”。 

 到了“光音交融吞命门”之后，紧跟着，“啊！心光无量”，这种无念、无相、无

住的境界都统统呈现出来了，就三身成就了、六度圆满了，所以“心光无量圆命门”，

我的结论是道业圆成了，“道圆成”。所以光音交融吞命门，这是实修证，这是跟定相

应，到了心光无量圆命门的时候，水融于金刚地，整个身心都空掉了，呈现出来的是

无量寿、无量光的大圆满解脱境界。  

我们把五五真言跟七七真言、跟准提法这一段的修行对接，“空中十方起大风

轮”，有这么深的内涵，这样的有次第、有步骤！所以“心月孤悬融命门”，这是祖师

禅，后面“后修普贤行愿海”，这是如来禅，整个身心都展现在现量境界中。整个准

提法的开合，跟整个生活层面在一起，跟整个功夫层面、跟我们的见地息息相关。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3 月 26 日在广东罗浮山华首寺下午第 2 支香的开示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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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修实证功不唐捐 发长远心聚沙成塔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02 

 

我们如果只是有对佛教的信仰，不做功夫，那只是一般的佛教徒。要想成为有深

度、有内涵的修行人，要想真正得到佛法受用，那不是参加一般的拜忏、诵经就够

了。要想真正在佛法修证功夫方面有所受用，那当然是有它的高度、有它的深度、有

它的广度，必须打下一个深厚的基础。所以，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正信的三宝弟子，光

凭表面的信仰当然不够的。要想得到解脱，没有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修证

用功，那怎么够啊？  

我个人从看《坛经》到今年，整整五十年了。这五十年才能够把法的脉络讲得清

晰，带大家修得有效果。大家之所以想一个七又接着一个七的打，叫做“食髓知味”，

得到一些受用、一些好处了，你才肯这样的一次又一次的打七。  

五十年来的参学，将近四十九年的出家历史，经

过三十六次的闭关，这就是长远心。凡走过必留痕

迹，佛法，你放心，叫作功不唐捐，你所花下去的心

血，不会白花的，因果如影随形。这种长远心太重要

了。成功总是留给耐烦的人。没有耐烦，做什么事情

都不会成功的。所以，与这个岁月千锤百炼累积下

来，几十年都不变，这也是南上师对我赞叹的地方。

在《一个学佛者的基本信念》里，南上师送给我一顶

高帽子，他说，“某人也是发了普贤行愿心的，行愿坚

固，坚固不退，几十年都是这样的不变！”  

大家最近如果有看到，我们十方禅堂落成的时

候，我跟设计师沈英标，还有胡炯副建筑师专程到香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439&idx=1&sn=aa412fb9a0f6d6403af440b91bde5cf2&chksm=e9a98990dede0086ac1892ee870eaaca073f73b3fb086e2a4fb7753964b094388c845d7c2bd6#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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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拜见南老师，我说：“老师，我们禅堂快要落成了，您是不是回来给我们鼓励鼓励

呀？”他说：“我就在这边跟你们讲讲话就好了。”所以，特别请摄影师留下这么宝贵

的影像资料，这也是南上师对我的鼓励。  

我们修行一定是自助而后人助，我们肯下功

夫，才会得到善知识的呵护、体恤。我跟南上师

的因缘那么深厚，经过四十多年，生前跟南老师

三十八个年头，南老师晓得我，我也晓得南老

师。所以大家一定要发长远心，这个功夫都是在

不知不觉，在你感觉很平常，在不知不觉中打下

了这个深厚的基础，点点滴滴所累积起来的，聚

沙可以成塔。  

所以，这次特别赞叹这些参加三周的、七周

的道友，听了他们两个晚上的小参报告，你们就

晓得，功不唐捐啊，功不唐捐！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3 月 26 日在

广东罗浮山华首寺下午第 3 支香的开示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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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一瓣千樹香  

原创 首愚長老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03 

 

自我反省  

修行好比陳年老酒，愈陳愈香，但是修行一段時間之後，卻也莫忘了要以三方面

來自我反省。  

一、色身上的：你的音聲是否比以前更宏亮、更沉著呢？色身方面是否少病痛了

呢？  

二、心境上的：情緒是否較前更能掌握、控制得住呢？遇事是否更能化解得開

呢？是否較前更能提得起、放得下呢？能慢慢的做到於事無心、於心無事嗎？   

三、世法上的：工作、事業、家庭及至同事之間是否更能融洽相處、改善得更詳

和呢？  

諸如此類，都是非常具體而現實的，至於悟道與否，就不是可以妄自承當得了。

「未悟言悟、未證言證」很容易招致魔障，所謂「魔由心造、妖由人興」，慢心一

起、狂傲自大、貢高我慢。所以學佛應愈學愈謙虛，否則只會助長你的邪知邪見，那

是與正法背道而馳的。  

小人長戚戚  

再就說到修身方面，論語有云：「小人長戚戚、君子坦蕩蕩」，這句話實際上也

是因果。何以說「小人長戚戚」呢？此間已經隱含許多待人處世的問題了，而其中最

大的癥結仍在於一個人居心的不真、不誠、不實、不正。平常，我們對事理總是看不

清楚。南師嘗語；「一般人經常在做三件事──自欺、欺人、被人欺。」由於心地不

真，往往會製造一些不智不實來彌補內心的空虛；同時，為了掩蓋自己本身的缺點，

在動作、言語上便難免會表露出種種文過飾非的現象。  

心香一瓣  

一個人真誠最重要。所以先不要問自己的能力如何，只要從「心」的本位做起，

對得良心，所謂「仰不愧天、俯不怍地」，那即使事情做錯了，也值得原諒。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440&idx=2&sn=6715527943c353c903c85aab5db9e759&chksm=e9a9899fdede00891683b09416c9c3a3ef8c17e9ddbc1dc717bcd7a29795d939a8da15c85e4e#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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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真誠，自然而然就會散發出一股很懇切的親和力來。以佛法的觀點而言，一

個人如何做到「真」呢？──要處處替別人設想。因為一個人最大的潛力往往來自於

大公無私的精神，這種「真」就是無為而為──只有心香一瓣，而不在於事情做得好

與不好，能夠時常懷著一顆謙和、誠敬的心處處請教他人，及至向他人學習，這樣自

然能感動別人，普薰法界。這是需要無我、無私的精神才得以成辦的。如果心中只有

一個「我」，時時刻刻想的便是「我」，須臾不離以「我」為中心，那麼你言辭的閃

爍、態度上的虛浮，必然在無意中顯現出來了。 

 

小孩與鳥  

有個天真無邪的小孩居住在海濱，終日與海鳥為伍，人與鳥已然打成片。因為小

孩純真沒有居心，彼此之間已渾然忘了不是同類的隔閡，也毫無分別心，所以他與鳥

兒相處得相當融洽而愉快。然而，有一天，大人們起了歹念，想利用小孩抓鳥，便慫

恿小孩說：「你成天與鳥兒在一起，能幫我抓幾隻嗎？」小孩不疑有他，第二天便動

了要抓牠們的念頭。就只這麼一個起心動念，鳥兒們看到小孩，竟然紛紛飛走了。難

道是這些鳥兒有神通嗎？不然，是小孩散發的不善心念──等於心波傳送受到了干

擾，導致異樣的磁場了，引起鳥兒們的惶恐不安了。 

  

成功的法則  

同樣的道理，一個人居心不良的時候，也會散發一種抗拒而不協調的心波，以致

無法與大眾和樂相處，打成一片。修行亦然，念頭一有問題，縱使你講話再柔聲細

語，態度再和藹親切，依舊無法長久掩人耳目，可見正心誠意之重要了。 

 更確切的說，一個人想在世間法上，事業上有所成就，真誠必不可缺，這是待

人處世的成功法則，古今皆然。故儒家大力提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實

際上亦即以「正心誠意」為主導，唯有正心誠意，走遍天下才能交到真心的朋友，這

是貫穿世間、出世間法的。（《準提法開示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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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圆通会命门 难行能行普贤行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03 

 

       大家不但在禅堂要会用功，在其它的地方也要一样。禅堂固然是修行办道的地

方，寮房是不是禅堂啊？是不是啊？如果说是，那你就懂得用功了，寮房也是禅堂。

《永嘉大师证道歌》提到的“行也禅坐也禅”，不但是坐也禅，卧也是禅啊！参什么？

参一字禅啊！“语默动静体安然”。  

晚上养息，当然不能够睡得像一头死猪一样的，那是昏睡，其实卧养中一样在用

功。我很多文稿的灵感都是在养息中获得的。在寮房养息中，不但是见地的参究开

发，也是功夫的成长，有时候也是行愿的一个反省的时刻。当然不要想太多了，想太

多了，你的心就乱了。乱了，那也是在告诉你，乱了也是缘起，乱了也是修道啊，苦

能入道，为什么我的心收不回来？为什么我睡不好？这不是很好的反省吗？哎，我的

功夫在禅堂用得上，怎么到睡觉就用不上了。  

今天大约是在凌晨 3 点到 5 点的养息中，我对这个七七真言，忽然间想到了第

二、三句，“眼意身根温命门，舌鼻耳根和命门”，这不就已经“都摄六根会命门”了

吗？怎么第五句又是一个“都摄六根会命门”？有种头上安头。啊，忽然间，当时当然

用功也用得很相应了，所以，把第五句的“都摄六根会命门”改成什么啊？大家想像不

到吧？——“五五圆通会命门”，真正把《楞严经》二十五圆通纳进来了，它是法尔如

是的道理。  

整个二十五圆通，从六根、六尘、六识到七大，整个佛学，整个八万四千法门都

在二十五圆通里头了，何止是“都摄六根会命门”啊？五五圆通，五五就是二十五，二

十五圆通会命门。啊，这个心胸一下子宽广了，我们准提法真的是海纳百川。“中密

三纲”“真言八要”统摄了一切法，统摄了世间法出世间法，统摄了中国文化儒释道，

统摄了禅宗的祖师禅和如来禅。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440&idx=1&sn=a7de9c7866d0ba5ce2b86432a7bfc74a&chksm=e9a9899fdede0089f4e56159b5a242b519b0470d2411fb673781fc31ebd74640afe41317e583#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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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养息之前，我先看了文稿，这一次把五十年的参学，36 次的闭关弘

法，大概用《中密修证禅关记》，把三十六次主要闭关的一些文稿、比较精华的文稿

基本上都纳入进来了，把“中密三纲”纳进来了，把“准提真言八法要”也纳进来了。  

校对文稿，校对到《我如何习修般舟三昧》一文，我在佛光山第二次闭关，其实

闭得非常好，可惜没有写日记，那个太丰富了。我一看，哎呀，怎么这么样的疏浅

啊？太简单了。我现在回想起我关中的状况，那是多彩多姿的。  

当时出关了，好几个同学劝我写，我都没有答应，他们结果把院长搬出来了，院

长一下命令，我就没有第二句话，我说好吧，我就勉为其难地写了，其实写得很不完

整。我那个命门的气脉涌发，那是一大突破……对这个命门的开发，我也是融合了禅

净律密哦！这篇文稿，是我们院长星云大师要我写的，有我跟院长的书信往来，他也

提供我太多方便，我要闭关之前那种心中的纠结，看到我们院长身边的弟子都跟他二

三十年了，也没有人敢说要闭关。佛光山是菩萨道场，忙得团团转，哪有时间让你闭

关啊？我算是第一个带头闭关的。我在佛光山带了一阵子的闭关风，我离开以后，这

个闭关风又关掉了。 

 那一次般舟关，唯一的就是护关的没有拿那个小刀进来，送来了一盘台湾的柳

丁，柳丁圆滚滚的、硬硬的，那个一定要用刀子。没有刀子，我一看到水果，柳丁也

是很甜的，补一点水分也好的，柳丁卡路里很丰富的，还有维他命 C 等等。结果一

剥，就把大拇指的指甲剥开来了，痛死了。这一痛，我就没有办法拉绳子休息了，我

的般舟关等于破掉了。那个时候已经做到一支香走 22 个钟头，拉着绳子休息两个钟

头，又继续走 22 个钟头，那是行般舟到最高的，感觉快要飞起来了，这个魔障来

了。 

 幸亏我们院长星云大师来了个信，说佛光山农历二月初一有个信徒大会，佛光

山的信徒很多，几万人，那一天很热闹，要我那一天出关，佛学院已经开学了，你也

该出关了。当时，院长星云大师亲自拿钥匙打开了我的关房门。门一开，我出去先礼

拜他，后把我引导到了大悲殿。从佛光山这个佛光精舍到那个大悲殿还有一段路，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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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两边人山人海，好像还在庙会，人可多了，把我惭愧得头抬不起来，头低低的，

我个性很内向。这是我们院长为一个学生开关，因为闭关是大事情啊，因为闭关不出

事情，他心中一块石头落下了，因为般舟关，在台湾也很少有人闭般舟关的。我闭般

舟关之前有去请教南老师了。  

在佛光山读了一年东方佛教学院高级部，第二年佛光山创办了佛光山丛林大学，

我三级跳地直接考进了佛光山丛林大学。我记得在中学的时候我领过奖学金，也被选

作模范生，到了佛学院，一样在佛学院也领到过奖学金，在佛学院也被选为模范生

的，可见我们修行一定要自助而后人助。我在佛光山沉默寡言，这在佛学院里头，学

业好，品行又好，同时我们师门在台湾佛教界有相当的口碑，所以院长很重视，最主

要的是一个人懂得用功，没有人我是非，表现很宁静、很安详，这是我们修行人的本

分啊！所以一年高级部，四年佛光山丛林大学，之后当了一年多的佛光山男众部的纠

察，利用寒假暑假闭关，也是福慧双修啊！  

离开佛光山之后，去亲近南老师。1979 年 1 月 3 号离开佛光山，跟日常法师到

了台北，成立大乘学舍，我是当家，也是领众修行用功的，所有事务性、法务性的都

是我在张罗。到了 1980 年，我们香港的影响力很大的洗尘法师，请南老师当导师，

在台北办了十方丛林书院，我负责总务主任就是当家，又兼训导副主任。十方丛林书

院办了两年多，经济中断了，院长身体出问题了，我们开始自力更生，十方丛林书院

奉南老师的命令改办为中国禅道学术研究班，日常法师是班主任，我是副主任。日常

法师回美国以后，南老师也离开台湾了，我又改办了峨眉书院，我自己担任院长，叶

曼当副院长。后来叶曼也到洛杉矶去了，大概峨嵋书院也办了两三年。峨眉道场建好

以后，我又办了十方禅林佛学研究部，到了 1990 年，就到厦门南普陀去闭关，我的

办学就算是告一段落了。  

从读佛学院到办佛学院，其实我是有经验的，甚至办杂志，办《知见》杂志，办

《十方》杂志。我在台北六年半，南上师个性又急，我也是经常被 K 得满头包。所

以我那个时候又黑又瘦，精神压力蛮大的，我是在那个环境中成长，等于见地修证行

愿都在进步，寒假暑假我带佛学院的学生专修准提法。又开山，又买地，又带各地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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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会，到了周末，我都要跑。周末，先到中央大学教了三班的杨家太极，到了中午，

吃饭就到街上素食自助餐厅，吃饱了后，又匆匆往中部赶。那时候我们有了自己的私

家车，在车上，有人开车，我就睡着了。到了台中的沙鹿道场，带完修法之后，道友

说：哎呀，师父你在教杨家太极，也教教我们杨家太极呀！我这个人不善于拒绝，又

教他们杨家太极，把我累得瘪瘪的，经常一上座就打瞌睡。吃过晚饭，又赶到丰原道

场去了。丰原道场共修完，大概晚上九点多，回到台北，都已经十一点多了。跑了几

年，身体实在受不了了，结果得了急性肝炎了。 

 1988 年，开山寮刚刚落成没有多久，应该是 5 月份，我们经过香港，后到大陆

参访。当时，坐广九铁路，第一站先到广州，挂单在光孝寺。光孝寺是当年的法性

寺，六祖剃度的地方。第二站就到了韶关市南华寺，都是坐半夜的火车。哎呦，火车

上拥挤得像沙丁鱼一样，要去洗手间，很难啊。 

 从大陆参访回来之后，我就到了香港

拜见南老师。一见面，南老师就说我，“你

怎么把身体搞成这个样子？送你八个字：

心月孤悬，气吞万象。”我当时即心领神

会，回去后，身体慢慢不药而愈；后来，

我又配上八个字，“光音交融，心光无

量”。这个四四真言，从此也成为准提法的

修持纲要。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3 月 27 日在

广东罗浮山华首寺早课的开示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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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关与护关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04 

  

这一堂来跟大家谈一谈闭关与护关。什么是闭关，什么是护关，大家要把这个观

念弄清楚。我在纽约参观过藏密两个闭关中心，一个是噶举派就是白教的闭关中心，

另一个是黄教还是红教，我忘记了。我去参观他们的闭关中心，他们有一个大门深锁

着，不会让人家参观的。这个闭关中心是三层楼的建筑，第一层是厨房斋堂，他们吃

饭在一起的，二楼是他们的关房，那个关房很小，可以做大礼拜，也可以一个人闭

关，非常小的一个地方，非常窄。三楼是他们共修的地方，大殿啊，上课啊，其实他

们这是共修式的闭关。有共修，当然有个别自己用功的时候。他们号称三年三个月零

三天，这等于是共修式的闭关，类似初级闭关中心。  

我到波士顿，善华明、胡惠玲道友带我们去参观 Goenka，所谓的 Goenka 就是内

观，南传的泰国佛教，叫做内观禅。最早应该是从泰国到台湾，后来大陆也有了，美

国也不少。他们买下一个农场，把它改造成闭关中心，里面的管理员好多都是从台湾

过去的。内观中心止语，管理得非常好。  

1989 年，南老师要我眼光不要停留在台湾，将来有机会也要为大陆佛教尽一点

心，所以我提出了“实行正道，庄严世界”，立四大宗旨、三大目标、九大实践中心。

九大实践中心就有一个闭关中心，我的理想中有初级的闭关中心、中级的闭关中心，

还有高级的闭关中心。高级闭关中心等于一个人修行已经上路，可以自己用功了。当

然闭关中心总是要有一个主要负责人，在做佛学上的教导开示，你闭关有问题，他可

以给你解答。  

我个人累计有 36 次闭关，后面这几次都是方便关了。这个护关有内护，有外

护。内护才是真正的佛学指导，护关的人比闭关的人程度要高，你才有资格护关啊。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447&idx=1&sn=ec506713efb3d080102ac64e52e8e452&chksm=e9a98998dede008e3dc8d6013bad5afc6900c2e02084d3b027a4afbf7c50bd3c168c65863703#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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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在这里，等于是我闭大关、你们闭小关而已啊，借这个护关的名义，大家一起用

功，你们护的我什么关啊？借这个护关的名义，大家一起共修，应该是这么说。 

 大陆应该是从五台山开始，善齐时请我在五台山闭了七个礼拜。去年是从慧观

书院开始有三周，再到台湾，然后到了南岳衡山，武夷山也有五周，最后回到台湾出

关，去年是这样的。今年我们开统师加进来了，我想可以借这个机会，给道友们也有

参加专修的机会，这是好事，值得提倡！  

我这么多次闭关，出关最隆重的就是第二次关，当时是佛光山的信徒大会，到底

有多少人，我不晓得，反正人密密麻麻，佛光山信徒大会非常庞大的，到底是几千

人、几万人，我都搞不清楚，那一次是最隆重的。再来应该是厦门南普陀，入关有个

封关仪式，我在佛光山也没有封关仪式的，进去门一锁就闭关了。各位看了《厦门南

普陀寺禅关记》，妙老帮我封关的，有封关法语。出关的时候，又有法师们来迎接出

关。迎接出关，其实不是迎接这个人，是迎接这个法，这个法很顺利的闭关完成了，

等于长辈来祝贺，这个出关法语也就是提醒你要更上一层楼。  

真正护关，南上师才是真正护我关的。应该是我第七次闭般舟三昧关，第七次是

在台北信义路三段二十一号的二楼，我们十方丛林书院办公室里头的佛堂禅堂。那一

次南上师送我入关，也是我们十方丛林书院的法师们唱香赞，南老师带我拈香，一礼

佛一拜下去，整个身体都空掉了，那才是真正的护关。有一次，我一件事情没有处理

好，哎呦，南老师进入到关房，劈头就骂，骂得很难听。哎，一骂，我不但不难过，

我整个人身心都空掉了，哎呀，南老师借这个骂也可以加持的！骂一骂，南老师就要

走了，他说：“外面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能够定多久就算多久吧！”这才是真正的

护关，他能指导你用功的。其他的都是外护，送饭菜、洗衣物，有什么事情帮忙处理

啊，不要让闲杂人等靠近，这叫外护。  

所以长辈来送晚辈入关封关，出关来接你出关，门一开，出来，先礼佛三拜，然

后妙湛长老就给我讲这个出关的法语。我的院长星云大师接我出关到大悲殿，哎呦，

人山人海，到了大悲殿，一拈香，我哭得稀里哗啦的，鼻涕很长，哭得，那不是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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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难过，悲心流露，我的院长星云大师让我讲话，我讲不出来，由我的院长代替

我说话，那个场面当然很感人，长辈爱护晚辈！佛门礼仪叫作“迎请出关”，这是没有

错的。 

 我大大小小闭了三十六次关，对于一些人想要闭关的，我现在当然可以指导。

所以从 2017 年五台山开始，我闭大关，你们闭小关，大家也闭得很欢喜，我觉得这

也是好事，有一点像老母鸡在带小鸡一样的。关中安排打七的地方，我一般就不带修

早晚课，禅林纯粹闭关。参加禅茶初级培训、中级培训，为了鼓励大家，我带大家做

早晚课。  

这一次回到台湾，在十方会馆平安寺，有华严讲座，是南华大学宗教研究所黄国

清所长来举办，我正好也有一堂课。我现在是被聘请为南华大学宗教研究所的教授，

我有聘书的，为了要符合这个聘书的要

求，所以我要上课。我平常到处打七弘

法，要不然闭关，又没有时间，就利用

这次的华严讲座，也是在平安寺，在十

方会馆。我们有好几次的佛学讲座在平

安寺，很理想。去年的企业班，他们很

欢喜，意犹未尽，所以才有众生元的三

天。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3 月 27 日

在广东罗浮山华首寺第 1 支香的开示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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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胜供养普贤行 上师相应般若应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05 

  

昨天仪轨讲到“水融于金刚地”，所谓的金刚地，金刚是来比喻金刚般若，这个

“地”代表境界，等于佛学名词叫“空相现前”，在四加行里头叫作“世第一”，世间最

高的境界，也等于《金刚经》中谈到的名相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翻

译成中国话叫作“无上”，没有比这更高的境界，三藐，正等，三菩提，正觉，这是

“无上正等正觉”，大家对法要这样的体会把握。等于我们金刚念诵念到念念本空的境

界，那也是水融于金刚地啊！很多人只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偶尔有的，你经常有，那

你就不是人了，“佛”怎么写啊？一个“人”，旁边一个“弗”，那叫“不”，不是人就是

佛。  

“地上涌出八叶巨莲”，就是八瓣莲花啦。你观想莲花有什么用啊，莲花不是你

用观想的，莲花只是象征的、比喻的，莲花是大乘佛教的一个表法，等于《法华经》

叫作《妙法莲华经》，用莲花比喻这个法的殊胜，出污泥而不染。大乘佛教的精神，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这个精神就是莲花的精神。  

如果没有“水融于金刚地”“空相现前”，哪来的莲花啊？莲花一定是要跟般若对

接的。“观想地上涌出八叶巨莲”，清净了就光明，“放射七彩光明”。光明代表神，一

个人修得好，两眼炯炯有神。我们看达摩大师，两只眼睛像电灯泡一样的。  

“观想莲蓬座中生起我身，顶上放光迎请本师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是法身

佛，法身无相，就是要跟无念、无相、无住对接了，那个才是真正的清净法身佛。   

六祖提出了“禅宗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在六祖的禅宗三纲里

头，无念是清净法身，无相是圆满报身，无住是千百亿化身。无相代表智慧成熟了，

不着一切相。准提真言中的“五五真言证三身”，这是“六祖印证祖师禅”的境界。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465&idx=1&sn=21695253b9d34f81296707cdf011157e&chksm=e9a989b6dede00a044c4b6ff786bb769217c5ee12952422211a0a394d0d5796efa5418bd8ec0#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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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念念命门”，你对命门的体会才会精准，有所执着、着相，都已经不是了，

所以“无念念命门”，这是“法身无念纳万德”。再来“无相相命门”，到了无相的境界，

你所体会的命门的位置才会精准，因为那是身心的交汇点，这是“报身无相现庄严”，

才能够成就圆满报身。“无住住命门”，无住正好可以住命门，无住生心嘛，这样的体

会，那才是“化身无住普贤行”。它整个中心就是六祖的名言“本来无一物”，我们对般

若的理解，一定要扫得干干净净，“离四句，绝百非”“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所以这

是“实际理地不着一尘”。“何处惹尘埃”啊？什么东西来染污你啊？没有东西染污你

啊，是你的着相，是你的见地不清楚，功夫不扎实，行愿都住在有所得失的心情上

面。“无住”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是最健康的，做什么事情都是最健康的，好坏

不着，好坏不住，所以什么东西染污你啊？没有东西染污你啊！这样你才能够入世的

啊！那是“万行门中不舍一法”，做该做的，无怨无悔，再怎么困难都要把它勇于承

担，勇往直前，这是观世音菩萨十四种无畏布施，大无畏的精神。然后你对清净法身

才会正确的理解，所以无念、无相、无住的啊！  

紧跟着“本师现丈六金身”，丈六金身这是千百亿化身，无量相好，那就是三十

二相、八十种好。这个相怎么来的啊？从行愿中来的。  

紧跟着“奉上世间种种殊胜供养”，世间上最殊胜供养是什么呀？莫过于普贤十

大愿，这是最殊胜的供养。要跟普贤十大愿相应，才是无上供养。一切供养中，法供

养为第一，如理如法，清净无碍，三轮体空，这样的当然是普贤行。  

紧跟着就是进入到“上师相应法”。跟上师相应，哪有那么简单啊？想上师之所

想，行上师之所行，你了解了吗？南老师好像蛮有把握地对我说：“将来你会很怀念

我的！”我哪个地方怀念南老师啊？那就是跟上师相应嘛，心心相应就怀念。啊！天

下无双！所以我经常说，我这一生要想遇到第二位南老师是不可能的，那是千古难得

一遇的大善知识啊！  

怎么怀念呐？那一次在上海安利三天传完法，赶快赶去太湖大学堂，那些老参

们问我：“哎呀，你这一次没有见到南老师，有什么感想啊？”我说：“我有什么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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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在我的心目中，我随时跟南老师在一起。”开眼闭眼，南老师那种学老太婆走路

啊，那种幽默啊…历历在目。尤其那种骂人的样子，哎呦，看得好怕啊，那印象太深

刻了，永远活在我的内心的世界中！  

能够活在我心目中的人，其实也不多。我的师父他老人家对我的严格，我也跟

我师父融在一起了；感念我的院长星云大师对我的慈悲，我也一样的！人的法缘，你

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这才是真正的上师相应法！整个精神融合在一起了，不可分

了，想都不用想，那随时在一起了。  

所谓的上师相应法，我经常说，其实是般若相应法，你跟般若相应，就是跟上

师相应了。跟上师相应是“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随时身口意都融合在一起了。  

一样是“观想传法上师现前”，跟供养佛一样，一样都是如法供养，供养好了，

本师、上师跟自己三身合一，了无分别。密教在相上把跟你最近的上师摆在第一个，

好比你们观想上师，第一个观想我，在我的头上又观想南老师，南老师上面观想文殊

菩萨，文殊菩萨上面观想本师释迦牟尼

佛。其实我们跟般若相应，跟无念、无

相、无住相应就是跟上师相应，哪里还要

东抓西抓的！那你还是在相上，你不是无

相，你是有相，不但是有相，而且着相着

得还很厉害，那你能跟大道相应才怪呢！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3 月 27 日在

广东罗浮山华首寺第 2 支香的开示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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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修学佛法就是在探讨宇宙人生的真理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06 

 

我们修学佛法，本身就是在探讨宇宙人生的真理。宇宙人生跟我们最实际的不

外乎此身此心，我们的身心才是宇宙的中心。宇宙人生的真理，人同此心，心同此

理，离开了我们的身心，谈其它的有意义？那都是身外之物。既然是宇宙人生的真

理，不管你的地位再崇高也还是此身此心啊，所面临的还是自己的身心。不管你是信

哪个宗教，人总是要面对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身心。宇宙人生最根本的原理，释迦牟

尼佛可以说是真正地把握到宇宙人生的真理了。从他的智慧看得完完全全，佛经的名

词叫作“如掌中看庵摩罗果”那么清晰。整个三藏十二部经，其实统摄了整个宇宙人生

的真理。  

《金刚经》告诉我们，“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无为法代表摩诃般

若波罗蜜多，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无为法，无为法统摄了一切有为法。   

我们要庆幸自己有这个福报、有这个智慧，接触正知正见的正法。禅宗命脉其

实就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中心。这个一旦没有人清楚了，等于啊，摩尼宝珠蒙了灰尘

了，这个时代的共业就会更麻烦。我们把释迦牟尼佛的这种无上正等正觉的摩诃般若

波罗蜜多的智慧，把它传承下去，南上师也是代表这个时代的圣贤们，也是为释迦牟

尼佛的正法在弘扬，等于是释迦牟尼佛的代言人一样的。所以当年南上师才感慨地

说：“禅宗命脉命如悬丝！”将断未断，他忧心忡忡的。我们要把禅宗的法脉，这已经

不是中密的问题，而是整个正法的一个命脉所在啊！南上师只是用这个“中密”来统摄

了禅净律密，来承袭禅宗的思想。  

其实身心是一体的，色法也是缘起法，心法也是缘起法，它们的法则有一定的

共通性。《心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空是不二的，你

了解了空法就了解了色法 ，了解了色法就了解了空法，身心是不二的。身体代表色

法，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心地代表心法，心法就是空法，身心它们是不二的。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473&idx=1&sn=654eb4def9ee10075162927b056a6c69&chksm=e9a989bedede00a8808dab4f11904d6875787596a4361a898f7c56e8d00ba6f651e852ca8005#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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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得最究竟的莫过于六祖印证了的祖师禅，祖师禅正是代表整个正法的中心。

“五五真言证三身”，这三身就是我们生命的中心，三身也是心之体、心之相、心之

用。心之体为清净法身，心之相为圆满报身，心之用为千百亿化身，一就是三，三就

是一，体、相、用其实是一体的，不可分的，是不二的，为分析方便分成体相用。 

 “无念念命门”，这完全是把身心融合在一起，不管是心之体、心之相、心之

用，这是不二的！换句话说，命门就是无念的、无相的，命门也是无住的。所以“法

身无念纳万德”，我们生命那太不可思议了，要万德才能够成就清净法身，要无相才

能够成就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要无住才能够成就普贤行啊！它的实质呢？实质是“本

来无一物”的，这一点大家要清楚。“本来无一物”，大家不要以为什么都没有啊，如

果你这样理解，那你对佛法误会可大了。“本来无一物”正好可以显万物啊！ 

 祖师禅是中心，在执行上则要接地气，要从如来禅，一步一脚印的从点点滴滴

开始做起，所以“七七真言满六度”，这是“中密修证如来禅”。祖师禅等于是归纳性

的，如来禅是演绎性的，一个把它缩到中心，一个把它放射出去，其实两股力量是不

二的，如来禅跟祖师禅也是不二的。这个正是正法命脉所在啊！ 

 世界三大文明古国中，流传至今真正在文化层面没有断掉的，只有中国文化。

我们何其有幸，出生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几千年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度！佛教正脉在印

度消失了，整个传到我们中国来了，整个佛教文化三藏十二部经，在我们中国保存得

最完整，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福报，我们要珍惜！我们本身也有传统的中国文化，有儒

家的、道家的。到了汉明帝十年，印度文化陆陆续续传到中国了，形成中国文化的三

大主流，丰富了我们中国文化，底蕴更加得深厚，更加得光辉灿烂。 

 佛教文化增加我们中国中华民族的福报，因为这是宇宙人生的根本真理！讲得

比我们固有的易经文化还要深厚、还要透彻。因为释迦牟尼佛已经变成古佛了，2500

多年以前，正法再度的来临，要等到当来下生弥勒尊佛，那要等多久啊？幸亏释迦牟

尼佛的教法还在啊，我们还是在熏习释迦牟尼佛的佛教文化！这是圣贤文化啊！佛菩

萨是一切圣贤中的圣贤，因为他的智慧是究竟的、是透彻的、是圆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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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门，这是中国古文化的智慧财产，正好跟佛教文化结合在一起了。命门这个

说法，偏向道家文化，如《黄帝内经》等，基本上都是道家人物开发出来的。我们也

可以把老子、庄子等当作是大菩萨的示现！孔老夫子那也是大菩萨的示现，只是他们

看得没有释迦牟尼佛那么透而已啊，也就是《金刚经》那一句话，“一切圣贤，皆以

无为法而有差别”，菩萨们都是贤哲，所以叫作古圣先贤。儒家、道家、佛家文化滋

养了我们中华民族。 

 我们熏习了这样深厚的文化，就要修证佛法，哪一个人修证到了，你就入了圣

贤之流了，你就可以“为往圣继慧学，为人间建净土”了！希望人才辈出，让这个正

法能够久住，让正法弘扬得时间更长、空间更广！每一个人都要好好修行用功，我们

继承一分就有一分的智慧福报，继承两分就有两分的智慧福报。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3 月 27 日在广东罗浮山华首寺下午第 1 支香的开示笔录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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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修習準提法  

原创 首愚長老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07 

 

修法信念  

我們在這裏參加共修，每個人的心得都不一樣，如何能夠將準提法修得好，必

然與對本法了解的程度深淺，和對佛法的體驗以及平常個人心行如何而有所不同。所

以說，準提法本身具有高深的內涵，包括了見地、修證和行願。如果在佛法這三方面

不夠深入，那麼對準提法的契入也就無法含融周遍，修行起來也就事倍功半了。尤其

修準提法，必須具備崇高的行願精神，行者一定要發菩提心，否則感應有限，因為準

提法本身屬於無上密法，如果心胸狹窄，僅僅是為了個人的私利而修，終究不能與諸

佛性海相應。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告訴我們，修準提法的條件是要先悟「毗盧法界」

（一真無障礙法界），然後還要依悟修滿普賢行願海，跟華嚴整個普賢行願的精神相

應，才算圓滿準提法的修證次第。而悟「毗盧法界」則必先見到空性，亦即般若的初

步成就。禪宗古德曾告訴我們：「悟後正好起修」。經論上亦常云：「根本智易開，

後得智難得」。過去南師也曾訓示：「悟道容易修道難，修道容易成道難，成道容易

行道難」，可見修行階梯的昇進一步比一步艱難，千萬不可得少為足。我們每一個人

都想開悟，只要切實依教奉行，遇到善知識，或自己的根器夠，看到般若金剛等諸

經，自己開發本明覺性，但是要進一步行道就不是那麼容易了。所謂「修道行道要難

行能行，難忍能忍」就是這個道理。若是證了阿羅漢果後，自覺「我生已盡，梵行已

立，所作皆辦，不受後有」，就向這個世界道聲「再見」，一下躲進深山裏去，或者

進入涅槃的清淨無為境界，這樣能算是圓滿了嗎？禪宗祖師呵斥這般人罵得很高明，

稱之為：「擔板漢」，意思是說他們好比肩上擔著一塊木板，視野僅有一邊，只見到

空的一面，看不到妙有的一面，若要證得法界重重無盡，理事圓融，事事無礙的究竟

境界，還必須要發起廣大道心，迴向無上菩提呢！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502&idx=2&sn=999cd0e3539d26bc9e7be9b95b737452&chksm=e9a989d1dede00c7bda7cf4793ac17852cfdb91317a2853c3be730e35eddbb25edf95ce1403e#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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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氣合一與金剛念誦法  

以上為有關修準提法應具備的基本信念。另外準提法中也有一種善巧有效的念

誦法門，以前南師曾一一傳授過，那就是「心氣合一金剛念誦法」，要想速消業障，

在生理心理上能更上一層樓，此種寶貴的方法，值得大家好好修習（編按：有關「心

氣合一金剛念誦法」請參閱十方月刊三卷八期「心聞洞十方，當然獲圓通」一文及老

古文化事業公司之「一個學佛者的基本信念」一書。）  

為什麼說金剛念誦會那麼殊勝呢！所謂「金剛」是代表堅固不壞的，它能摧毀

一切，等於一把犀利（澈見自性）的般若慧劍，能毫不猶豫斬斷自己貪、瞋、痴、

慢、疑等煩惱。金剛念誦在「相」上說，是「意念專一」「唇齒不動」，真念得好，

嘴唇和牙齒自然不動，看似沒在念，而實則純一雄渾的聲氣連屋頂都似乎要被震跨

了，此有助於心念的澄淨專一，利於觀想成就。從「體」上來看，那就是心月輪的觀

想匯於見地上的清明空靈，轉入實相無相的般若慧觀，直截透入自性本源，至此，這

種金剛念誦就完全不樣了。  

金剛念誦念得好，一點妄想都起不來，身心皆在一片空靈之中，但並不是說唇

齒不動就是真正的金剛念誦，那只不過是一種現象而已，否則為什麼每個人念的聲音

都不一樣，效果也不同呢？由此心氣合一、金剛念誦、配合觀想，再加上踏實的行

願，那麼就可以凡有所求，必有所應了。 

  

信心清淨  

再從「理」上說，準提法本身就是個心地法門，所謂「南無七俱胝佛母大準提

王菩薩」，「佛母」即「般若」，「般若」即「心地法門」，亦即「宇宙生命之本源

智慧」。我們為了要找到自己生命的根本，所以希望藉著學佛修行得以悟道、修道、

成道和行道。禪宗告訴我們「即心即佛」，〈觀無量壽經〉裏，亦講「是心作佛」，

只要大家在佛法上多聽、多看、多研究、多實證，必然能夠具備這種理智的信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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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功夫上的信仰是屬於經驗問題，譬如以心氣合一金剛念誦法來修準提法，覺得身心

有所轉化，心能轉物，世法人事上漸有進境，而更得心應手，因而對此種法門產生甚

深的信仰，而這種信仰還是依個人見地的深淺差別而有不同的效果。  

金剛經云：「信心清淨，即生實相」，事實上，信心清淨本身就是實相，實相

無相，能見地透澈，究竟了脫，才能信心清淨。清者毫無不明之處，淨者遠離染污。

若是對佛法一知半解，僅有一般宗教信仰之情，如此的信心，時進時退，遇有身心不

適或遭挫折磨難，即很容易對佛法產生懷疑，這是信心不清淨，也是見地上不透澈之

故。 

  

行願成就  

再者對佛法有「信」後，尚須有「願」，願心是從信心而起，信仰不夠深切，

願力也必然無法廣大。若修法之目的僅在求祈一己一家之世間一般福報，則是顯然地

信願不足。  

昔日梁武帝以他學佛所行問達摩祖師：「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

數，有何功德？」祖曰：「無」。武帝當下楞住了。原來以有所求之心建廟布施，助

人修道，僅能稱之為人天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是無常的福報，不是佛法

究竟功德。真正的功德應是明心見性，能與般若相應者。雖是福報大者，仍不離人天

有漏之因，最後只能「招得來生不如意，福報盡，還墮落」。這是說有福報而無智

慧，當生難免驕矜奢侈，道德頹敗，福報一旦享盡，往後的日子就不好過了，惟有福

報與智慧相應，成了功德，才能澈見無生法忍。  

無生法忍者，安住自性法體，不被一切生滅現象所惑。生命的現象，有生即有

滅，有生有滅即有苦，如此生滅輪迴不已。若能見到實相無相，生滅本妄，而起心動

念均迴歸至自性法體，則心性清明，和光同塵，對任何順境抑或逆境皆能了無礙

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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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告訴我們：「如是（世間）一切，無復相隨，惟此（普

賢十大）願王，不相捨離」，此乃因願與心性相應之故，而學佛欲至得無所得的大成

就，還須擁有此種無量無邊之大法界心。另外關於行一項，行者行為，乃我人實際行

履，包括身行、口行、意行三者，乃善惡二業之造因。願與行本為一體，若氣量狹

窄，如剛才講僅為個人健康、家庭平安、兒女成器等而有所祈求者，乃屬小行；或者

是只為求個人之解脫而修禪定，尋一僻靜之處閉關修持以為得道，係屬中行；大行

者，如大行普賢菩薩之十大行願，處處為利眾生而行；惟此大行，若無真正見地者是

無法做到的，同時也須見地明澈，方不致在所做所為上有所差失，損人損己。（《準

提法開示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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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相妙用归妙体 心能转物现庄严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07 

我们仪轨已经讲到了本尊法。按照仪轨，一开始先观想准提菩萨的妙相，其实

老参也不一定那么呆板。为了讲仪轨，我不得不那么讲。在我个人用功，不需要这样

的。但我不需要，并不代表其他新参不需要，因为每个人的入道因缘不同，深浅不

同。几十年我对准提菩萨的观想，直接从《坛经》的“本来无一物”契入，那才是真

正的佛母啊！从般若性空、般若慧观下手，那才是真正的佛母，我的用功是这样的用

功，可以说是禅宗式的准提法。但就密法来讲，还是要讲的。所以，我在法本的标题

叫作“妙相妙用归妙体”。  

我们观想准提佛母的相，这十八只手，每只手有它的功德、有它的妙用。首先

观想准提菩萨的妙相，在我们打坐的正前方有一个圆形的镜坛，对于一般的初学者是

需要这样的导引，等于我们跟准提佛母面对面，把准提佛母的造型看得一清二楚。我

们看着准提佛母，准提佛母也看着我们，要到了相看两不厌，最后准提佛母从眉间轮

光明中融入到我们的身体，准提佛母就是我，我就是准提佛母。然后，观想自己身如

透明琉璃体，到了身如透明琉璃体，其实已经回归到妙体了。  

我们对准提法门的观想，其实是很轻松的，把自己变成画家，画家笔下，我们

开始描绘准提菩萨，准提菩萨首先坐在莲花台上面，双盘，能够画出来；然后画头

部，面如满月桃花，戴五方佛帽…这样一一把她描绘清楚了。五方佛帽，又象征转五

毒为五方佛，这些要去研究。其实这个相的本身，代表我们对准提菩萨的敬仰，对佛

菩萨的恭敬。能够做到礼敬，这也是我们的善根。  

我们为什么信仰她？有什么道理啊？这从佛教的信仰提升到佛学的研究了。既

然这一顶毗卢帽象征转五毒为五方佛，这属于佛学的开发。如果我们将来有个准提学

院，为什么准提菩萨要戴五方佛帽？就开始写论文了。你写好论文，将来你就变成学

者了，你也可以讲得妙趣横生。不是讲给别人听，我们学佛是讲给自己听，先说服得

了自己，你信得过，别人才会信得过！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502&idx=1&sn=1285f8a13b27479752704ad27542df7b&chksm=e9a989d1dede00c766cfda33b60eae593b6de95b2b468e11891863e14e71ac97076c3aefe4ca#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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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原来这么立体啊，理论的本身牵涉到我们的起心动念，哦，原来息息相关

的！这个相不是偶然的，相也有它的缘起，各位，研究佛学是这么研究的！把道理弄

清楚了，将来有一天，你能够弘法利生，你在传法，你变成内行了，变成行家了，如

数家珍，一五一十，清清楚楚，了了分明。有心想要弘扬的，将来我们希望成立一个

中密学院，整个研究中国文化儒释道的纲领，尤其是回到我们身心来。这个变成非常

理性的，没有一丝一毫的迷信色彩。真正的般若是没有迷信色彩的。有迷信色彩的，

有神秘色彩的，代表你还一知半解。真正通了懂了，宇宙人生的真理那是法尔如是，

没有一丝一毫的勉强性、强迫性。所谓法尔如是，它本来就是这样，本来如是。  

转五毒为五方佛，这多实际啊，我们贪嗔痴慢疑的习气不转化，这个修行怎么

会进步啊？贪嗔痴慢疑的习气就是我们的业障，我们的心量就被绑住了，贪嗔痴慢

疑，要把它打开来，心量才能敞开来，敞开来才能够大公无私的。  

那些过程不再多说了，你们自己去看吧，我现在只是素描，把重点描一描就好

了，不需要讲得那么透彻了，也不用彩绘，让大家把这个纲领把握好。哦，从头部看

到了脸部，准提佛母面如满月，这是圆满相。哎呀，我们凡夫，在《大宝积经》的一

句名言，“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每一个人的脸都不一样的。有的人是一脸苦瓜脸，

什么样的业力呈现在什么样的人身上，这是贪嗔痴慢疑业力的展现。你的菩萨行够

了，你的禅定够了、见地通透了，心胸宽广了，所展现出来的相貌也不同，会转

的。  

其实我 3 月 2 号到深圳的时候，一脸倦容啊，好多人看到，哎呀，怎么了？经

过三个礼拜的闭关，好像人也变了，休息够了嘛，也用了功了嘛，恢复得差不多了，

精气神又恢复了，这个很正常的。去年我从一出关打七打到入关之前，已经打了三十

几个，年轻人都受不了，何况我这个古稀之年。在座的，超过我的年龄的，恐怕没有

几位吧？对吧。  

我们的面相，真正高明的相师，其实所谓相师也是缘起法，高明的一看到你的

面相，就看到你的前辈子了，甚至看到你的未来了，高明的相师是不用看八字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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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命的缘起，从这个缘起相推出，就可以看出你的三世因果了。当然了，外行人不

要随便看人家相，有时候会看走了眼咯。  

我经常说，袁了凡被那个铁板神算的孔先生算得够准了吧，这么准，严格来

讲，那个孔先生还是犯口过的，为什么？因为把袁了凡给算得灰心了：哎呀，我被孔

先生看得那么准，那我努力也是白努力了，再怎么努力也不过如此啊。所以，他心灰

意冷了。孔先生还是有口过的。如果袁了凡没有碰到云谷禅师，他这一生就完蛋了，

云谷禅师教他念准提咒，教他日行一善，所以整个命运都改了。  

所以各位，不要随便帮人家看相哦！很多的命运也是不能点破，点破了，他心

中就有阴影，一有阴影就有包袱。我们懂得佛法的，要点他，说某人啊，你要多放

生，你要印经，你要多做善事，哎，这是转化命运，不要把它点破，很多不能讲破。

道家的说法叫作“天机不可泄露”，其实有什么天机啊？讲破了，不好的，你没有这个

智慧去承受的，你一听，就变成你心里的阴影，这个阴影就会障碍你，绑手绑脚的。

所以这个叫做“天机不可泄露”，其实也没有什么天机。  

你能善观缘起、善了缘起，就给人家一条生路。哎呀，某人你哪一年赶快要多

做善事，导引他来化解的方法，不说破。我们佛门中不是有这么一则故事吗？说一个

老和尚看看自己的徒弟小沙弥，哎呀，怎么呈现夭寿相啊？生命快没有了。他也不说

破，他说，你好久没有回去了，你该回家看看你父母亲了……想不到这个小和尚小沙

弥回去又回来了，他很诧异，而且他的夭寿相没有了，这么样的稀奇啊？他问，你回

去，一路上有看到什么吗？其实是在套话。小沙弥说，有啊，路上遇到下大雨，河水

暴涨，我看到一窝蚂蚁，我不忍心，我就把蚂蚁窝给捞起来了。哎呦，救了成千上万

只的蚂蚁，这样就把他的夭寿相给化掉了。各位，不可思议吧？如果那个老和尚说，

某人你快死了，你回去死吧。他一定会说，哎呀，这个师父太不慈悲了，怎么能让我

回去死呢？能讲吗？不能讲，不讲反而没事了，他整个命运转了。我们很多事情都是

这样的，这叫天机不可泄露。  

袁了凡居士就被那个孔先生点破了，整个都应验了，整个人心灰意冷，所以在

云谷禅师那里一坐三天三夜没有起一个念头。云谷禅师想，这个人修什么法啊？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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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下座的时候问他，“你修什么法啊？”他说，“我什么法也没有学，我只是灰心了，

我被那个铁板神算孔先生算准了，再努力也是白努力啊。”“哦，原来还是个凡夫

啊。”所以袁了凡碰到贵人了，碰到大贵人了，他的生命从此改头换面了，把原来短

命的变长寿了，没有后代的变成有后代了，官位也提高了，世间法出世间法福报都有

了。袁了凡也学了一些心法啊，他有一些心法，对准提咒不只是念咒而已啊，他说要

修到“持而不持，不持而持”，那是般若智慧啊！  

所以我们的相是不定的，只要我们的福德智慧足够，相貌、命运都会不断地转

化。各位，爱漂亮少打口红，你信吗？也不用搽什么养颜面霜啊，你好好念准提咒，

准提咒就是准提面霜啊，可以让你内在美，身心松放，五脏六腑松放，越来越漂亮，

不过不叫漂亮，叫庄严。庄严就是贵气，因为有戒定慧。漂亮，很多的红颜薄命，因

为世俗的贪嗔痴慢疑，那当然要遭果报的啊！卖弄你的美色，那是糟糕的啊，那你的

命运是坎坷的！唯有准提神咒不可思议的，让我们的生命更加得庄严、更加得端庄、

更加得大气。  

准提佛母是多生累劫修行来的，所以面如满月桃花，为什么是桃花？不是桃花

色啊，桃花色就糟糕了，修了老半天还变成桃花色。不是桃花脸，桃花是粉红色，代

表气血通畅，这个功德够福德够，全身身心都松放，所以又庄严，肤色又好。我们看

佛菩萨，我们不会起邪念恶念，唯有对那些漂亮的才会起邪念，佛菩萨不会让你起不

好的念头，这就是庄严，这就是戒定真香，散发出那种戒德、定慧的功德。  

“微带笑容”，总是淡淡的，你看佛菩萨的微笑都是淡淡的，永远保持无忧也无

喜，那是最高的一个修养境界。我们凡夫笑得嘎嘎叫，满口牙齿都跑出来了，得意忘

形了。佛菩萨永远那么淡，喜怒不形于色，无忧也无喜，他的修养，他的智慧，已经

是很清雅、很高雅、很淡雅，这是形容准提佛母的庄严。  

“非男女相”，没有男女世俗的妖艳、妖媚，这些都统统化得干干净净，没有这

个包袱了。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3 月 27 日在广东罗浮山华首寺下午第 2 支香的开示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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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实相般若对接那是最彻底的消灾延寿和超度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08 

  

下午也录一堂弥陀圣

号，要回向给家人也好，要

延寿也好，要超度也好，都

可以的。其实大家也不要执

着，好像只有念弥陀圣号才

能超度，其实我们每一支香

持念准提神咒，既可以消灾

延寿，又可以回向给已经往

生的亲人，佛法无二无

别。  

整个超度的内涵，靠大众清净的音声，而真正超度的功力，当然还是有浅有深

的，跟实相般若对接那是最彻底的。真正超度也不一定要非要念得很长不可，一堂准

提神咒这样的金刚念诵下来，我们心中有所祈愿的、祈求的都可以回向，准提神咒不

可思议啊，大家要有这个正确的知见。  

超度一定非要念阿弥陀佛不可，不念阿弥陀佛就没有办法超度，哪有这个道理

啊？重点要念到无念现前。最大的力量，从有念到无念，无念的力量最强，从有相到

达无相，从有所住到应无所住，那个力量才大。一般普通人对佛教佛学不了解，其实

你持诵准提神咒已经在修行用功中了。念佛即是念咒，念咒即是念佛，二者是不二

的。当然了，佛法的弘扬，有时候也需要随顺世俗、恒顺众生的，有时候恒顺一下、

随顺一下叫作未尝不可。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3 月 28 日在广东罗浮山华首寺上午第 1 支香的开示笔录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507&idx=1&sn=7085b4b565305baf6ee7928883e305a4&chksm=e9a989dcdede00ca33a5c03317bcbd63808252d499c3efae3f62b282b87d9e4c61b8e9516d32#rd
javascript:void(0);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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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地通透了，可以把佛法讲得很平常很平实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09 

一切修行的法门，都没有离开《楞严经》二十五圆通。我们对佛法见地通透

了，其实可以把佛法讲得很平常、很平实，不会讲得那么神秘。我经常说，太多的神

秘色彩，那代表你的见地不通不透才需要借所谓的“圣人以神道设教”，神道不外乎用

一些比较神秘的色彩。  

在禅宗不会走这个路线，禅宗把你扫得干干净净的，不容你有一丝一毫的的神

秘色彩。神秘色彩那是藏密的特色，藏密叫密味浓浓，禅宗跟密宗的宗风不一样，当

然真正的密宗也是相机而教。但从正法的角度，神秘色彩不可以太多的去提倡，一些

真正有智慧的人不屑一顾，这个方法他不会用的，这个容易引起宗教情绪。  

从戒律学的观点，不管是小乘戒律、大乘戒律，尤其到了大乘菩萨戒，那会有

这种很坚强的宗教情操，这是好事。我记得，我从看《坛经》以后，我从来不用这些

似是而非的、神秘神奇的说法，我从来不用。我觉得那不是正确的佛教，正确的佛教

不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佛教跟一般所讲的“圣人以神道设教”，那就不是佛教了，那佛

教跟一般神教有什么两样啊？  

准提佛母的十八只手，其实很生活化。如果你般若通了，就讲得非常有味道

的。好比说右手有个“施无畏印”，这个施无畏印可以拍拍对方的肩膀，啊，你不用担

心的，不用怕，有我，有我，拍拍自己的胸脯，安慰他，这是施无畏印的道理，你这

讲得不是很平常吗？其实十八只手都是可以这样的去体会。总而言之，道理晓得了就

好观想。  

首先是底下的三昧印，大家要观想准提佛母，她的顺序是这样的。这个三昧印

不叫三昧印，多了一个“如”，如三昧印，因为不是单纯的三昧印，左手拿着梵箧《大

般若经》，代表智慧，右手拿着金宝，代表福德。智慧要通福德啊，所以我们法本仪

轨的顺序，左边的七只手，代表福德慈悲门，右边的七只手代表智慧，能够化解一

切，又是施无畏印，又是宝剑、斧头、金戈、降魔杵，这代表降魔、代表智慧。我经

常说，慈悲的语言是来包容一切，是爱语，种种鼓励，智慧的语言是来化解一切。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509&idx=1&sn=d0d33030caa2904316a5129f3fdc32b4&chksm=e9a989dadede00cc4a3677752a08d910a9977491961dd9ff3f2caee07b9245e4bf9b6ebd53c0#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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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瑜伽菩萨戒本，就是太虚大师非常提倡的，变成他一生的座右铭，上联“志在

整理僧伽制度”，他觉得清末民初佛教已经有点乱了，所以他要学习百丈禅师立清

规。他的修行呢？“行在瑜伽菩萨戒本”。《瑜伽菩萨戒本》南老师在台北有讲过。我

觉得《瑜伽菩萨戒本》非常的理性化，对开遮持犯讲得很详细。  

开叫方便，打开方便门，真正的菩萨戒其实很灵活的。遮，不可以就是不可

以，遮就是挡掉，没有什么理由好讲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那就是遮。当开不晓

得开，当遮不晓得遮，这叫犯戒。当开晓得开，当遮的时候晓得遮，这是持。你符合

菩萨戒的精神了，这个叫做“开遮持犯”，这样大家了解了吧？很清晰的啊！  

到了后面的五根本戒，如果一般没有智慧的，那会吓坏了。好比说杀戒，我们

行菩萨道的要不要上战场？那么当了兵，哪有不上战场的？拿着枪，对着敌人，该打

不打？那当然要打啊。它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杀一个人可以救几十人、几百人、甚至

几千人？你这个杀戒，有杀的罪过，但是你救了这么多人，也是有功德的，这个就是

《瑜伽菩萨戒本》的道理！有时候不能打妄语，不能两舌，也不能恶口，但是为什么

禅宗有德山棒啊？有临济喝啊？临济喝代表骂人啊，棒喝棒喝就是当头棒喝。甚至为

了要扭转这个人，要救这个人，可以动用两舌，动用妄语。其实大乘菩萨戒非常灵

活，那也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  

为什么有刀啊、剑啊？你说菩萨不是慈悲吗？怎么准提佛母又有剑、又有斧

头、又有矛、又有降魔杵啊？那不是充满了肃杀之气吗？菩萨也会打打杀杀的呀？那

你才误解了！准提佛母的威德，所以我们金刚念诵非常威猛的。密教里头，有大威德

金刚、愤怒金刚，那都是代表大乘菩萨特色的，说魔王要十地菩萨才有资格当魔王，

一般人还没有资格当魔王。  

这个大家要了解，原来真正大乘佛教那是不可思议的，也不是烂慈悲的，该拿

起霹雳手段是不会手软的，这些都代表智慧。西方的宗教，到了马丁路德，他有两句

名言，“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很多人只看到前面一句，忘记了“要完成最高道

德”，那就糟糕了，糟糕透了。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3 月 28 日在广东罗浮山华首寺上午第 3 支香的开示笔录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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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圆通会命门 生命科学难思议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10 

 

我们十方禅林的禅堂，应该叫作智慧型禅堂，既美观又实用，整个用的是落地

窗的大玻璃，四周围又可以防蚊虫，还可以通风。禅堂采取外方内圆的结构，内圆的

部分，有新鲜空气从地板下上来，脏的空气从天花板上抽走，这是一种烟囱式的空气

交换系统，风不会直接吹到人的身上，但又可保持空气的清新。万一有时候连风都没

有，我们又加了，地板下有送风的，天花板上面有抽风的。前年禅堂又加了空调，以

前是有空调的预留，但是没用上，后来发现这天气越来越热了，现在禅堂也加了冷

气，夏天也不觉得热了。  

现在我们十方禅堂，随时保持冬暖夏凉，往后这样的智慧型禅堂，是值得推广

的。希望我们武夷山将来的大禅堂也能够比照这样的一个设计。未来武夷山的大禅堂

地下两层，地下二层就是停车场，地下一层就是厨房斋堂。地上分成三层，一层就是

禅堂，二层是圆明讲堂，最高的那一层是怀师纪念堂。我当时请我们十方建设黄副总

设计是这样的，原来地下是三层，后来黄副总说太高了，地下两层就好，我说好。我

们一样可以采取烟囱的通气原理。这样的设计本身是智慧型的。  

实际上人的身体有进气孔，有排气孔，有进气，有排气，等于上面有食道可以

吃饭、可以喝水，下面也有能够排大小便的，这是人体的生命科学，全身的毛细孔都

会散气的。我们身体这个天地可不是上帝

造的啊，我们的生命非常微妙，我们的色

身来讲，叫作“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在的

科学家有办法造人吗？整个色身六根，加

上我们的意识，这是属于智慧的，六根六

尘六识加上七大，二十五圆通，这是我们

整个生命的生命科学，这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的生命充满了话头。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516&idx=1&sn=7e82a5ed824d6e1c5bda96bad97cf230&chksm=e9a989c3dede00d59d136a6de27afdeba91d77a80de951668cf6a66ec828aa492641ca506500#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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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体的结构非常复杂，也非常精妙，什么样的念头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气血

波动。精气神是一体的。神就是思想，就是念动，气是呼吸往来，就是气，心脏跳

动，呼吸往来，念头起伏，这就是精气神。我们仔细琢磨，中脉属于神，心经引领小

肠经、膀胱经、肾经，左脉属于精的部分，右脉属于气的部分。精气神是道家的说

法，我们佛家讲的是法报化三身。中间，

见地通透了，这属于清净法身；左脉属于

报身，精的部分是属于报身；气的部分属

于化身。这与整个中国文化对接得非常紧

密，佛陀的佛法贯通了法报化，本身已经

自成一个体系了，因为中国文化的因缘，

把儒家也纳进来了，道家也纳进来了，接

轨得天衣无缝。这也是中国人的智慧、中

国人的福报，能够吸收外来文化，把其它

文明古国的文化融合变成中国文化的智慧

财产。  

每一次外来文化的入侵，中国文化不但没有被同化，反而来同化它们。蒙古族

入侵后建立了元朝，我们的中国文化把蒙古族给吸收了。满族的入侵后，又把满族完

全同化了，变成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是每一次外来文化的

入侵，我们不但没有被同化，反过来把他们的养份变成我们的养份，这是中国文化的

大融合。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3 月 28 日在广东罗浮山华首寺下午第 1 支香的开示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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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门的开发呈现出海潮音式的金刚念诵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11 

 

这一次在金刚念诵方面为什么劲道十足？其实跟观命门有关系，这是跟以往不

同的地方，我们把命门的观想在理念上面、理论上面越来越成熟了。  

你真正把握到了命门实际的重要性，你观想命门，它已经把六根都融摄在命门

的明点中。我这一次为什么在七七真言里头，把原来的“都摄六根会命门”改成“五五

圆通会命门”？有很深道理的！这是我们开发成熟了，理论上会更清晰。  

因为一般过去的，不管是祖师禅、如来禅，都会比较偏向形而上的。所以六祖

讲得很清楚，“禅宗只论见性”，见性就是你的见地，“不论禅定解脱”，对上根利智的

是不在话下，对中下根基的人来讲，还是要有一些方便法。为什么太虚大师讲了两句

名言，把禅宗跟密宗的重点都点到了，“禅宗得大机”，得大机是般若慧观，般若慧

观是我们整个修行的一个根本，大机就是整个重心核心所在；“密宗得大用”，密宗

有很多善巧方便，对很多中下根基的众生来讲，这些方便恰是他的下手处，这也是藏

密为什么那么风行，有它的道理。  

所以我们现在除了重视祖师禅，也要发挥如来禅，如来禅是有次第、有步骤

的，如来禅是有方便的。问问你自己，你是上根利智吗？如果不是，这些有为法，有

用的啊！道家人物开发出来的《黄帝内经》，古代的这些中医的典籍啊，那都是精华

中的精华。这些古来真正高明的中医师，有的是已经进入到神医的阶段，这些神医有

神通的，所谓有神通就是说他们有禅定功夫，所看到的，理论方面比一般人还要清

晰。  

我们道家很多方法对中国人影响力还是很大的，道家人物这些阴阳学，有拨乱

反正作用啊。历朝历代的军师级基本上都是道家人物，这个我们不可否认。道家人物

对《易经》都很通透的，对武术他们很精通的，这是我们很多高僧大德们所不及的地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528&idx=1&sn=30337a83bd584df516feeaed61b589fb&chksm=e9a989f7dede00e1c81fdb713fe9773b9f62043f3a4cb2708926cfdb7ad13cc5b3d692683f9a#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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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人家道家人物有他们的特长啊，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的。所以南老师可贵，可贵

在他精通儒释道，道家他精通，儒家这些学术，他如数家珍，对佛家各宗各派他也很

内行，这样的大善知识，千百年来，难得一见啊，真是太难得了！  

我个人本来对中医是很陌生的，以前也是农家子弟出身的，如果没有遇到南上

师，我们当年十方丛林书院我虽然挂着总务主任兼训导副主任，很多重要的课我都亲

自参与了，我们有中医的课，西医的解剖学都有，我们也读了一点。南老师为了让我

们新时代的出家人也不能什么都不懂，所以请台湾易经协会理事长陈炳元给我们讲子

平跟紫微斗数，子平也是一种命理学，讲究四柱，年月日时，理论很深啊！包括有朋

友要教我紫微斗数，我一旦看了《坛经》以后，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了。   

我记得小时候十七八岁买了很多的《易经》的书，什么都看不懂，但是喜欢看

啊，非常有吸引力，对这个琴棋书画都感兴趣啊！哎呀，待在乡下，哪有机会啊？等

到有机会的时候，在南老师那边，有古琴大师来教古琴的，哇，多得很，要讲《易

经》有易经，要学命理有命理。但是一旦看了《坛经》，对这些已经不感兴趣了，心

里头，“这些是心外求法”嘛，这不是外道学吗？  

这个命门，如果不是自己闭般舟三昧关，自己亲自经验过的，都还不懂得珍惜

它，用也在用它，我的金刚念诵是来自于命门开发以后，南老师教的念诵是平音的，

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海潮式的呢？跟命门的开发有关系，但是我不懂得珍惜它。直到去

年在南岳衡山闭关，我确认了，哎呀，错不了，这是我自己经验过的，我怎么没有去

重视它啊？才开始重视这个命门，原来真是太可贵了！  

各位，你们一定要去参究一下，摸索一下，这也是需要的，你才会珍惜它，人

都是在自己的经验范围内，超过了自己的经验，有时候不太会相信。除了善根深厚的

人，好比说相信上师，上师讲的话他都相信了。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3 月 28 日在广东罗浮山华首寺晚课的开示笔录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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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清淨方為道  

原创 首愚長老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12 

 

殊勝法門有人說：「學佛要三大阿僧祇劫」，那一口氣不來，不就前功盡棄了

嗎？真是愈想愈害怕呀！所以佛為了因應眾生的根器而說了八萬四千法門，並特別介

紹了最殊勝的「淨土法門」。  

我們學佛，當然想成佛，但成佛證道畢竟是遙遙無期的事誰也沒有把握。因

此，佛告訴我們這個非常穩當的方法──稱念「南無阿彌陀佛」。念佛的內涵，深淺

的程度可說千差萬別。所以，有時佛要我們持誦佛的洪名；有時要我們直接觀想──

想像佛的功德、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其目的無非要我們達到空、無我、無相的

實相念佛。  

 

與悲智相應  

修行彌陀淨土，就要曉得阿彌陀佛的四十八個大願。四十八願也等於是阿彌陀

佛的功德所在，由於他的願力一一做到了，所以他成佛了。  

有人說願力發不起來，那如何學佛呢？想使自己的生命得到解脫，這也是願

力；希望自己的身體健康，也是願力；希望所有的眾生都離苦得樂，也是願力，沒有

什麼發不起來的，只不過是大願與小願的不同罷了！願力小，將來的果位也小，譬如

一個人朝思暮想皆求發財，有一天果然發財了，這僅是一點小小福報而已。所以說，

眾生的願力差距太大了，事實上，這是生命的目標，也可以說是一種志氣，但這種志

氣往往與世俗的業力相應，還談不上是「願力」。  

所謂「願力」，是自己的生命與智慧相應，與悲心相應，要把一切都迴向給眾

生，乃至希望眾生只要發願往生極樂世界的，都能達於所願。  

實際上，每一位佛菩薩的願力皆與大悲心相應，譬如說：「上報四重恩、下濟

三塗苦」「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其中「上報四重恩」「上求佛道」是與智慧相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530&idx=2&sn=1cef9fab6c20eb179fbc474e7cd95a89&chksm=e9a989f5dede00e37e626781f23f1e4e0adc60257092f05298671193b517cf84813a8e8f12a7#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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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而「下濟三塗苦」「下化眾生」則與悲心相應。願力可說是我們學佛人最重要的

入門，發的願是大、是小、是圓、是偏、是正、是真、是偽，與你將來的果報大有關

係，所謂「因地不真、果遭迂曲」就是這個道理。  

諸佛菩薩有願即貫徹始終，也唯有如此，正果才會顯現。若是願力不堅，逆境

一來就起退心，這不是一個學佛人的本分。 

  

無盡功德藏  

修行淨土法門的人，經常可以聽到一些高僧大德開示說：「一句阿彌陀佛已經

具備了萬德莊嚴」，雖然如此，卻也不等於即是如此。什麼道理呢？一句「阿彌陀

佛」無量壽、無量光！代表重重無盡的法藏──盡虛空、遍法界。這是阿彌陀佛的本

意，也是祂的實際境界。  

「阿彌陀佛」可以說是文字般若，你瞭解其內涵境界了，祂當然也是境界般

若，乃至達到「真實不虛」時，祂當然是實相般若了。所以一句「阿彌陀佛」已經含

藏了「無盡功德藏」。  

那麼，何以我們的「無盡功德」開發不出來呢？首先，我們應檢討自己的見地

是否有問題了？我們的知見既不是天人的知見、聲聞的知見，亦不是菩薩的知見，只

是凡夫的知見而已！所以儘管一句「阿彌陀佛」聖號，那怕你念得滾瓜爛熟，能否相

應，還是決定於你的見地、修為、境界是否與阿彌陀佛的心量畫上等號，抑或相近

了？相近一分，自然在你心境上顯現出一分的清淨。所以，你不妨自忖：「我的心

量、行願與阿彌陀佛的四十八願又相近幾分了呢？」 

  

善根因緣  

如此說來，和佛法的相應與否，乃至相應的程度幾何，又與「根器」有著息息

不可或分的關係了。佛法是薰陶來的，多生累劫薰陶久了，總有一天是我們的，而當

然也不是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的，一定要在「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

根」才得有此機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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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彌陀經〉上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可見一句「阿

彌陀佛」不是輕易的。以我個人二十多年來薰陶佛法的經驗，曉得八萬四千法門，同

歸方寸、同歸於心地法門。心地法門開了，十方法界當即現前，不是十方諸佛不靈，

而是我們自己本身不行，種種因緣條件不具足。  

所以我們要經常發願「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

佛道無上誓願成」，唯有如此，才得與阿彌陀佛真正相應。 

  

不二法門  

阿彌陀佛既是華嚴法藏世界，極樂世界，又是象徵學佛究竟圓滿的境界，則彼

極樂世界豈是我們凡夫所可想像得到的？在這部〈阿彌陀經〉裏，佛陀告訴我們的畢

竟有限，他老人家只是開個方便門而已，僅僅做了概略的描述罷了，有很多境界是

「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的。  

禪宗告訴我們：「向上一著，千聖不傳」。八萬四千法門不難也不易，難與易

完全是根器問題。佛法是平等，平等的不二法門，只要福德、智慧到了，就是簡單，

否則又太困難了，縱使簡單一句「阿彌陀佛」，除非你能念到身心清淨圓滿，隨時隨

處都在慈悲喜捨的境界中，不然就別想與祂相應了。像普賢菩薩十個大願，簡單嗎？

做到了，極樂世界即刻現前，因為那真正把阿彌陀佛的精神完全表露無遺了。   

見法即見佛  

〈心經〉云：「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

厄」，這是最高明的念佛方法。念什麼呢？念我們自己的法性、佛性，直截了當與佛

相應，這也可以說是「實相念佛」。這種念佛是最輕鬆、最不執著，身心一切都放下

了。其次，就是用觀想的，譬如想像西方三聖，觀個佛像或明點，這叫「觀想念

佛」。再其次，如果連觀想都不能如法，那就只好抓個名號，也就是「持名念佛」

了。  

功夫與智慧的深淺，代表你的業力，業力淺的人，念起來很輕鬆，甚至不需要

像我們這樣念得這麼忙，唸得把喉嚨都喊破了，可是佛依舊不現前，此乃與法不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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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緣故，故說：「見法即見佛」。事實上，整個極樂世界就在你的心念中，乃至整個

華嚴法界皆在你的心地上，就端看你如何去體會罷了！ 

  

觀空方便 

 我們以金剛唸誦唸佛，想「唸」得如法，一定得把身心都觀空掉。即使你並沒

有坐到真正的空，也要觀想它。因為一切的力量以空為最大。用這種精神、理念去唸

佛，氣就不會喘，自然覺得很自在、很解脫。俟練習久了，更可以達到唇齒不動，法

喜充滿。 

  

如法奉持  

諸供養中，以法供養為最，所謂法供養即與法相應、如法修持。〈金剛經〉在

這方面做了很多譬喻，例如說：「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尚不及「於此

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可見法供養之不可思議。  

不管我們日常生活中為個人或為大眾而忙碌，一切所做為，心裏皆不能摻雜些

許我見、我慢、我癡，否則一切供養都變質了。念頭一有不對，散發出來的態度、語

氣必然不同於尋常。有道是「面上無瞋真供養、口裏無瞋出妙香，心內無瞋是珍寶、

無垢無染是真常」。一個人身口意經常保持清淨，無住無著，即是最大的供養，也堪

稱為最精進的修行人了。 

  

誠於中、形於外  

語云：「瞋火燒劫功德林」縱使我們做了再大的功德，如果瞋恨心降伏不了，

蓮花瓣就被瞋火烤焦了，一瓣瓣也將零零落落掉光了。對治的方法即是柔和、忍辱、

慈悲、喜捨，而「忍辱波羅蜜」尤不可缺。 

 忍辱波羅蜜太重要了，一個人能夠真正做到忍辱波羅密，不需要講太多大道

理，自然而然誠於中、形於外。否則，豈不等於在造作、在偽裝？反而吸進了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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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怕你一天念了幾千幾萬遍的佛號、咒語，也是枉然的，那有如飯中摻雜了沙粒，吃

得連自己都皺眉頭了，讓別人看了豈不更難過？ 

  

老實修行 

 普賢十大願是我們修行上最根本、最實際的，他是在教我們如何老實修行、本

分修行。  

功夫好壞不值得驕傲，縱然你修得紅光滿面，一坐可以坐很久，也不值引以為

傲的，最可貴的是在於德行的涵養與實際的菩薩行。實際的菩薩行是要做到無怨、無

悔。能如此，則見地、修證、行願皆在其中矣！這是必須在日常生活、行住坐臥中經

常去歷練的，而且還要歷練到絲毫沒有火藥味才行。 

  

常樂、柔和、忍辱  

柔和與忍辱好比一體之兩面，有了柔和才能忍辱；能忍辱的人心性才能柔和。

所謂「菩薩清涼月，常遊畢竟空」，菩薩心如同十五的月亮那般明亮、柔和、溫潤，

不求空、自然空。可見大悲心有多麼重要！菩薩行有多麼殊勝！ 

 身口意如法如儀，沒有造作，非常誠實，處在任何境界中，都能做到「常樂柔

和忍辱法，安住慈悲喜捨中」才不愧是個道地的修行人。否則，儘管理論講得天花亂

墜，稍有一點風吹草動，就整個垮掉了，與修行又何干？佛道未成，反傷害了菩提

心，豈不白忙一場啦？ 

  

般若如火炬 

 用心愈到純熟的階段，色身上、理念上愈寧謐，愈清明，也單純。妄想紛飛代

表你的心非常複雜，經不起外境的一點挑逼，這本身也是一種「濁」──一種「命

濁」，當然也是「煩惱濁」。 



               《十方圆明心地涌》2019年合刊（中）

 223 

 想像力豐富本來是好的，只可惜我們往往把它想成不好的，想成不好了，煩惱

也就來了。〈華嚴經淨行品〉的道理是要你在順境、逆境時，皆能把它想成好的。大

智度論云：「般若如大火炬」，意思說般若如同大火炬一般，能把所有的煩惱都融化

掉。所以想要獲得內心的清淨，必先端正知見，從佛法的正念著手。  

  

入佛知見  

上智下愚的人都很容易入道，無奈一般凡夫說聰明也不聰明，說愚笨也不愚

笨，往往把外境的一切都想偏差了，沒有心量去包容、沒有智慧去融化。 

 有心量、有智慧的人必然經常浸潤於三寶的領域中。只因我們的起心動念不如

法，才落入凡夫的知見。學佛就要學佛的知見。〈法華經〉云「佛以一大事因緣開佛

知見、示佛知見」要讓一切眾生「悟佛知見、入佛知見」，不但要體會到，而且身心

要確實做到。 

  

加工運行 

 拜佛時，要記得懺悔、發願。懺悔、發願是一個學佛人最基本的課業。何以這

麼重要呢？ 

 我們生理上的種種病苦、心理上、情緒上的起伏不安，乃至人事環境上的種種

逆緣，都是我們的果報，而且是苦果，是自己所結惡緣產生出來的。而拜佛乃懺悔的

方式之一，拜佛時要觀想十方三世一切佛現前，換言之，要與法界觀相應。 

 有一首頂禮三寶的偈句，可以讓大家做為拜佛觀想的參考： 

  

禮佛： 

能禮所禮性空寂，感應道交難思議， 

我此道場如帝珠，諸佛如來影現中， 

我身影現如來前，頭面接足歸命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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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法： 

真空法性如虛空，常住法寶難思議， 

我身影現法寶前，一心如法歸命禮。 

  

禮僧： 

能禮所禮性空寂，感應道交難思議， 

我此道場如帝珠，十方菩薩影現中， 

我身影現菩薩前，頭面接足歸命禮。 

 有願必成  

拜佛如何觀想，完全看個人的智慧與心念，拜佛時發願也完全是你心裏想的，

等於你自己跟自己講話。事實上，當你心裏有所期望時，這期望即是迴向。所謂「有

願必成」，願力是不可思議的。  

當一個人孤單無助時，念佛、發願，力量就產生了。當你念頭一起來，等於轉

一圈又回來，也就是迴小向大、迴自向他、處處為大眾。能如此，則思想必然愈來愈

縝密、愈圓滿。  

凡夫的煩惱往往都在自我設圈套，而發願迴向，等於把心量慢慢打開來了。觀

想一切佛，自然就與法界相應，與空相應了。我們心裏的煩惱掃不掉，完全由於自我

的觀念在作祟，被自我的心結捆住了，所謂「八十八結使」，就是如此。故拜佛時懺

悔、發願，效果是很大的。  

以南師這樣一代大宗師，就在平常的時候，照樣要上香拜佛，他的佛堂很莊

嚴，上香拜佛、禮佛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課。我們的根器與南師可說相差十萬八千里，

所以更需要這加行法──拜佛、懺悔、發願了。（《準提法開示彙編》） 

 



               《十方圆明心地涌》2019年合刊（中）

 225 

越是大修行人，越是谦虚，越不敢得少为足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12 

 

我经常引用禅宗祖师的名言，“没有明心见性之前，如丧考妣，已经明心见性

了，还是如丧考妣”，好像死了父母亲那样的伤心。因为没有明心见性之前是盲修瞎

练，明心见性等于是一种解悟，对佛法的般若方面开窍了。开窍之后往后一看，还早

得很哪！所以越是大修行人，越是谦虚，就是这个道理。  

唯有半桶水响叮当，成熟了，就像稻子麦子成熟了，麦穗稻穗就往下垂，谦卑

了，有东西了。我们在乡下长大的，看到那个稻穗直通通的，刚开始抽穗时有一些淀

粉，这个时候也是虫害最厉害的时候，一旦

被咬了，这个稻子就结不了果实了，外面还

是看到有稻穗的模样，但里面是空心大老

爷，直挺挺的，等于稻子的秆被虫子咬断

了，营养输送不上来，不能结果实了。那么

健康的，它果实累累的时候，稻穗一定是往

下垂的。  

我们用这个来形容一个人，知识渊博

了，见闻广博了，反而谦虚了，就像稻穗那

样的，成熟了，他就谦卑起来了。很多人就

仗着他有一点东西，慢心就来了，那是很糟

糕的事情。啊！大道哪有那么简单的！这个

大道虽然是真空，但也是妙有，牵涉太广泛

了。你懂了一些道理，这个道理你有没有实验过啊？有没有验证过啊？所以达摩大师

讲的，理入之后还需要行入啊，就算你见到空性，根本智是开了，你的后得智、道种

智、一切种智都还没有成就的，还早得很呢，所以唯有后修普贤行愿海才能圆满！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530&idx=1&sn=f0fea600892d2686781be3d2dadbcc80&chksm=e9a989f5dede00e3a6cba42071031d43fbde7f05dd324b44d6b1aa87868a0930ceb551d3ac90#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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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上路的人，才晓得自己的不足。一旦修行有些基础了，才懂得因果，道理

上了解了一个很清晰的轮廓，清楚了，明白因果之后更敬畏因果。一个人敬畏因果才

会谦卑啊，什么都不怕那很危险的，天不怕地不怕，那很危险的。  

过去南上师对我一些鼓励，跟我讲了好几次，你可以写《我与南老师》了。在

我个人的心情，这是上师在考我，考我有没有这个定力啊！我们自己要心知肚明，还

不够，还不够，还不能动笔。就是你写了一些一知半解的感悟也好，上师帮你写个序

文，对你的知名度有帮助，对你的功夫有帮助吗？没有帮助的，所以叫做“师父引进

门，修行在个人”！  

这种七周、几周的专修，这是好的，这样值得带动，这种风气是对的。我们去

修了，才晓得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尝到法味了，才晓得，哦，不敢得少为足。

所以悟道以后正好修道，不是悟道以后一了百了，没有那么好。十地菩萨的阶位，有

初地、二地乃至十地，十地叫作法云地，第六地叫作现前地，第七地叫作远行地，第

八地叫作不动地，都有它的内涵，你上了一个台阶，有一个台阶的征兆，你的戒定慧

完成到什么程度，这是教理对成佛的五十三位阶，清清楚楚的。等于我们从幼儿教育

开始，幼稚园有大班、小班，上完了幼稚园，然后小学几年，初中几年，高中几年，

大学本科的，研究所又分成硕士班、博士班，这等于我们成佛的五十三位阶一样的，

尤其佛法都是验证的。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3 月 29 日在广东罗浮山华首寺早课的开示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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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 42 年的开发，形成“耳通命门”的佛法修证理论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13 

 

“命门”学说，其实是一门很深入的学问。中医那么好懂啊？不好懂的。大家要

想了解“命门”，善至成的那篇《命门学说与耳通命门之参究》可以参考，那是我吩

咐他写的，写得很全面、很到位，你才晓得命门有那么重要！重要是重要，也要经过

有人去实验过。  

我本来去年就想动笔整理“耳通命门”的理论，整理了一半，发现还不够，又搁

了一年。这次在罗浮山三个礼拜的关期，我大概在第一周的后面几天就开始整个重新

深入的构思，哦，一下子清晰了，序文也写好了，整个大纲也拟出来了。唯一欠的是

第三十六次的关期总结，罗浮山只是第一站，第二站回到十方禅林有五周，第三站到

了南岳衡山；接着第四站是北京房山石经的云居寺。这个寺院几十年前我就去过了，

那是 1990 年在厦门南普陀出关后，年底我奉南老师的命令，到北京跟中国佛教协会

商讨捐赠《房山石经》100 万元款项事宜，那时我就到了云居寺。最后一站回到武夷

山，武夷山原来是规划五周到七周，结果七挤八挤的，勉强凑合三个半礼拜的关期。

农历的六月十五号正式出关，再回到台北，出关的第一个七还是在新竹峨眉道场。  

所以，第 36 次关期的禅关记，那是从我自己的闭关日记中、身心变化中，对这

个法的体会开发，希望对“中密三纲”思维得更深入、更透彻，对“准提真言的八法

要”观察得更如实。  

在用功中随时在自我修正，又发现新问题了，理路就越来越清晰了，脉络越来

越清楚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经常说，我们不能停留在信仰的层面，我们相信

了佛教就要提升到佛学的研究，佛学研究到一定程度，要进入到佛法的实验室，信解

行证，最后修证到、印证到佛法了，真实不虚！那才能够流传，真实不虚才能够流

传，一知半解都还不行，一定要确认到千真万确、真实不虚。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539&idx=1&sn=7f6090db3aa3ee9af7d0b5c82936c3b5&chksm=e9a989fcdede00eab6f2c6e7d8f25b0a45c361d6cb647cdf1ce18eaf5ad4d5b63bca14924a4b#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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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五十年来，感觉上没有虚度光阴，《坛经》让我踏上生命的至高点，站

在这个至高点来看一切佛法、佛学的理论、信仰的基础。所以准提真言八法要，那都

是几十年传法的经验累积啊！这个“七七真言”是在罗浮山新出炉的，这次“五五真言”

比以前在慧观书院所讲的又更深入了。以前讲的也没有错，但是现在用“六祖印证祖

师禅”，那就更加深入了！“五五真言”是用中国禅宗祖师禅的内涵，完成了五五真言

（1.无念念命门——法身无念纳万德；2.无相相命门——报身无相现庄严；3.无住住

命门——化身无住普贤行；4.本来无一物——实际理地不着一尘；5.何处惹尘埃——

万行门中不舍一法）。“七七真言”（1.心月孤悬融命门——正知见；2.眼意身根温命

门——正因缘；3.舌鼻耳根和命门——正缘果；4.气吞万象涌命门——化业习；5.五

五圆通会命门——行悲愿；6.光音交融吞命门——实修证；7.心光无量圆命门——道

圆成），那是几十年修持准提法的经验，把南上师的口诀也纳进来了，把中医的五行

也纳进来了。为什么第二句用的是“眼根、意根、身根温命门”，第三句是“舌鼻耳根

和命门”，这些名词不能随便乱用的。接着，把南老师的第二句话“气吞万象”用到“气

吞万象涌命门”，这是“化业习”。第五句的原来是“都摄六根会命门”，因为前面第二

句跟第三句已经是六根了，不需要头上安头，整个佛法的修证就在二十五圆通，所以

“五五圆通行悲愿”，这个更宽广了。将来要去把这个佛学理论理清，为什么这样，为

什么那样，要清清楚楚，作为后面后代修行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参考。  

一个法的流传，这是要正知正见，不能够有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要千真万

确的，真实不虚！也许你眼前体会不到，但是你修了几年以后，哦，原来有道理的！

你做不到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也不错，啊，总算懂了，有道理，有道理。我听道友们

的小参，我说：“你用不上，你暂时把它撂在一边，你信不过，你就老实持咒。”因为

你还体会不到，的确，你要感同身受之后，哦，有道理有道理，你总算懂进去了。你

还意识不到，觉得没有这个必要，那是你的事情。用得上，那也是你有福报跟智慧，

用不上，那也是你的问题，没有什么好争论的。要争论，你先去精进、去实验、去体

会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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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命门”的开发，我 42 年前就已经体验到了，只是没有形成一个理论而已，现

在总算形成理论了，找到很多的根据了，从《黄帝内经》、从各方面汇总的。这是要

为后世的修行者负责任的，千万不能“一盲引众盲，相牵跳火坑”，那是罪过，不但没

有功德，那是罪过啊！你让很多人少走冤枉路，那才叫功德！有功德没功德，你都修

不出来，还让人家去修，还寄希望在别人的头上啊！你实验成功了，那是最好的范

例，最好的模范，因为你身临其境，因为你吃过苦头了！“欲知山下路，须问过来

人”啊！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3 月 29 日在广东罗浮山华首寺早课的开示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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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月赏月赏心月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14 

  

有一位道友的问题：“无所住而生的心才是真心吗？那空性呢？空性又是什么？

因为弟子有几次身体空掉的经历，但目前却仍是在烦恼中打转，所以知道身体上的空

不是空性的空，不是究竟，要如何才能证到空性？是不是仪轨上融入到虚空的一刹

那？”  

我们凡夫总是在理上，在佛经上说，凡夫好比是盲人摸象一样，摸到大象的

腿，哦，原来大象就像一根柱子一样的；摸到大象的尾巴，哦，原来大象像一条扫

把，扫把可以扫地，大象的尾巴也的确像个扫把；摸到大象的耳朵，哦，大象原来像

个簸箕，这叫“盲人摸象”。随着每个人的经验不同，认知不同，所以留下了不同的想

象力。  

我们凡夫当然是透过理解上的、想像中的、理论上的去理解空，其实空就是一

种圆满，你的福德不够、智慧不够，颠颠倒倒的，当然你想像不到了。等到你心量大

了，内心的承受力量强了，心胸宽广了，你才懂得什么叫做“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我们凡夫修行本来就是有次第的，既然体会不到，妄想一大堆，我们佛陀讲的，“心

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佛说一切法，为度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用一切

法”，的确是这样的。 

 因为妄想多了，所以初步只好用一些方便法，这些方便法在禅宗祖师来看，好

比一个爱哭的孩子，婴儿有事没事总是哭的，当母亲的怎么哄孩子啊？在地上捡了一

片树叶，在孩子前面逗一逗，小孩子看到树叶好玩，就笑起来了，有名的“黄叶止儿

啼”。如果这个还没有效果，拿起拳头“空拳诳小儿”，“你不乖打你哦！”吓得他不敢

哭了。这是有名的两句话，这是一种诱导法。 

 我们念准提咒也是“黄叶止儿啼”，观想月亮、明点，那也是方便法。我们念到

身心松放了，从有念到无念，哦，原来空就是这样的，这个时候才真正的体会到什么

是“无念”。无念的代号也叫作“空”，你到了没有妄想，哦，原来无念这么好啊，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544&idx=1&sn=6b20ed745ab767a25b64b06d72bbbc1c&chksm=e9a989e7dede00f17e94469049921237e0fa71eaf930e85cef9f1aa7f16ab5aa3e2dffa023f4#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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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自在啊！我们凡夫总是要通过一些方便法，观想“㘕”字，这个“㘕”字也是“黄叶

止儿啼，空拳诳小儿”，所以不能紧抓着不放。所有的法都是诱导法，引导我们进入

到松放空灵的解脱境界，初步从这个“㘕”字的文字相，要会写，想像观想“㘕”字放

白色光，这一观，观观观，一下子“㘕”字没有了，自己身体也空掉了，哦，这叫“无

相”，哦，无相原来也是“无念”。所以，念咒也好，观想也好，这是让我们方便安住

的，初步让内心有所安住的。成熟了，从有念到无念，从有相到无相；运用成熟了，

提起是它，放下也是它。哦，原来无住生心是这个道理！所以不管是黄叶也好，空拳

也好，这是让我们内心有所安住，成熟了才能够应无所住。到了你这个身心没有妄念

了，所有的相都融化掉了，这叫“空”。 

 我们念咒的过程、观想的过程，这个法是妙法，是接引我们的方法，这是个法

船。所有的法，是让我们身心松放，懂得应用这个法就变成妙法。你不认真，念都不

念，观想都不观想，那些咒语再好再妙，你不肯老实地去念它，它跟你了不相干，法

是法，你是你。我们是半生不熟，当然福德不够、智慧不够，为何我的妄想那么多？

人家一念就空掉，我怎么空不掉啊？这个不要羡慕人家，人家修得有效果，我也是人

啊，我也要透过精进努力去实现。有的道友原来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自从来华首寺参

加三个七、七个七后，哎呀，有效果啊！的确，密集专修让你功夫成片，感受那种宁

静安详，功不唐捐，让你“食髓知味”了。你要生起这样的信心，这个法都是要去实

验、去体验的。灵不灵？你不实验怎么晓得灵不灵？这些都是古圣先贤传下的妙法。 

 从般若的立场来看，“生死涅槃等空花”，那是要修行成熟了，对这些佛学名相

就了解了，但这不是口头禅，你要实际印证到，啊，原来是这样。你要了生死，如何

了生死啊？如何了生死，这个题目太大了。先了生灭心，你的念头生生灭灭的，哎

呀，念到没有念头了，哎呀，原来妄想也是虚妄的，说个涅槃，那个也是个境界啊。

等你体会到了,了解到佛讲的真实意境，你会发现原来它还是有次第、有步骤的。 

  

很多人都是口头禅，哎呀，某人你学佛干什么啊？听人家说什么了生死，你的

口头禅就来了，“啊，我学佛是为了生死！”那个叫什么？鹦鹉学语，你学着人家讲

话，你也不晓得如何是了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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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禅宗祖师告诉我们，如何了生死啊？听了，你不懂的，会吓死的，“有生即

杀生”。“有生即杀生”不是要你拿着刀去捅人啊，去杀害众生的，而是说你有妄想，

要把妄想给化掉，把你的生灭心给化掉，这叫“有生即杀生”。“未死先学死”，不净

观、白骨观不就是“未死先学死”吗？哎呀，我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我是什么状况

啊？哎呀，身体开始肿胀、淤青，这就是不净观、白骨观的过程，你要想像身体溃烂

是个什么状况。原来不净观、白骨观是来破除我们的身见的，那都是妙法，你懂得运

用，你跟这个法相应了都是妙法，才晓得，原来“有生即杀生，未死先学死”是这个

道理啊！ 

 千万不要鹦鹉学语，要把文字的内涵回到我们实际的身心来，得到转化了、受

用了。啊，原来是这个道理，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懂。不只是停留在鹦鹉学语，我们

听到隔壁的人念佛念得很虔诚，原来这个人脾气很暴躁的，咦，这个人脾气怎么变得

那么好了？看到别人的改变，你也羡慕啊，我也向他请教请教。开始有信心了，透过

别人的改变，反思我怎么脾气这么坏啊，人家以前那么暴躁都能够改得了，我也来学

习学习。这是宗教信仰的开始，寻求解脱，解脱烦恼，我怎么那么多烦恼。 

 看到人家拿香拜拜，也跟着别人一样拿着香去拜一拜。到寺院里去拜佛，开始

有信仰了。听别人讲佛学，怎么讲得那么好，我什么都不懂，赶快去买《金刚经说什

么》、《药师经的济世观》、《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哦，佛学由不懂也慢慢懂

了，这是从信仰的层面到佛学研究。 

 懂了一些道理，怎么习气改不了啊？哎呀，总要找一个方法改变改变自己吧，

就去寻求解脱的方法，然后进入佛法的实验室，一步一步地就深入了嘛，慢慢的登堂

入室了，这才是一个正信的三宝弟子。这些道理都是要自己去求，去寻师访道，我们

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个过程的。  

好，我们也继续来一个“黄叶止儿啼，空拳诳小儿”，诳诳自己，安慰安慰自己

吧，安慰自己空洞的、多愁善感的心灵，让佛母来安慰安慰你吧，让金刚念诵来打开

你的心，才晓得为什么“月亮能够代表我的心”啊？哈哈！ 

 1988 年 5 月，我把十方禅林开山寮建设完成了，一脸乌漆嘛黑的，后到广东朝

拜六祖惠能大师的金刚不坏身，过几天回来之后，到了香港，南老师见面后说：“你



               《十方圆明心地涌》2019年合刊（中）

 233 

怎么把身体搞成这样啊？”南老师也教人家欣赏月亮啊，不但欣赏月亮，还教调气的

方法，“心月孤悬，气吞万象”。各位，你学会了欣赏月亮吗？ 

 南老师提出了这两句话，其实我一听就听进去了，那个意境也都能够懂得，当

然这也是一个大光明法。所以，赏月赏月赏心月呀！某一年八月中秋，哎呀，糟糕，

今天怎么乌云密布啊，看不到月亮，你眼睛一定要看外面的月亮？你自己心中有月

亮，你怎么不懂得赏自己的心月啊？ 

 后来晓得，哦，头顶上观想“㘕”字也是月亮，当然是月亮。膻中穴的观想“内空

心中升起八瓣莲花，红色无根”，我当年在讲仪轨，哦，懂得了，原来这个“内空心中

升起八瓣莲花，红色无根”，跟整个生命、跟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心脏连接在一起

了，原来这讲的是佛陀四圣谛法里头的苦谛跟集谛，就把四圣谛的道理连接在一起

了。 

 “莲花上现一满月轮”，这是深度地欣赏月亮啊，不是一般凡夫的松花雪月，在

那边故做清高学诗人去赏月亮啊，在松风底下，在雪月底下。这一轮明月涵义原来那

么深，这一轮明月也象征了阿弥陀佛的无量寿无量光，我们的生命归宿也找到了，心

月孤悬这是般若慧观，“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哦，你能够这样的欣赏心月，

那月亮绝对代表你的心，你真正欣赏到了、懂得了，法喜充满！这个大道理懂得了，

心平气和，气吞万象，习气、业气就慢慢消了，慢慢了了。  

膻中穴的月亮还不够，哎呀，佛母慈悲！去年在南岳衡山让我发现，这个月亮

不需要放在膻中穴，还可以放在“命门”啊！更妙了，妙啊！不是妙不可“盐”，是妙

不可酱油！这是无上甚深妙密法，这跟身心，跟中国古法、道家古法，跟《黄帝内

经》连接上了。这是“道家生理养生观”呐！紧跟着，“儒家伦理入世观”也来了，把它

请出来了。我们要懂得欣赏自己的生命啊！从宗教的角度变成欣赏自己生命的角度，

了解自己生命。原来这正是南老师讲的“生命科学与禅修实践”！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3 月 29 日在广东罗浮山华首寺上午第 1 支香的开示笔录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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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提法的修持就是欣赏生命“清净光明、多姿多彩”的华严法界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15 

 

我们继续欣赏月亮，欣赏月亮的明亮和它的圆满相。  

我记得当年我在部队里看《坛经》没有多久，就利用晚上到营房后面，那里有

单杠、有双杠、还有跳箱，我一踏上去，手撑着那个箱就跳过去了，那个跳箱板是斜

斜的，正好可以打坐，我就是利用那个跳箱板的斜板，双腿一盘正好。当年那两条腿

像钢筋啊，盘个五分钟十分钟，痛得哇哇叫！一边盘腿，一边看着空中的一轮明月。

那个时候欣赏的是外面的月亮，我们现在修行要懂得欣赏自己的心月。  

这个心月，光靠想像，心还是安住不了的。我们准提妙法在心月轮上面加上字

轮，字轮一旋转代表“念清楚”，中间唵字代表“听清楚”，加上这一轮明月，合起来

就是“西方三圣”。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净土的西方三圣转入到法上的“西方三圣”，你

对法的体会就越来越立体了。“念清楚”代表右脉，红教大圆满的三脉七轮，中蓝左红

右白，“中蓝”代表月亮的神韵，这是心经引领小肠经、膀胱经、肾经。大势至菩萨念

佛圆通，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也就是一口气一口气地念，代表右脉。一口气一口气的

是鼻根，鼻根，《黄帝内经》告诉我们，肺脏开窍于鼻。我们一口气一口气地念，代

表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属于肺经引领的大肠经、胃经、脾经，脾胃是吸收、消化、

排泄系统。“中间的唵字”，象征着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耳根圆通那是左脉，整个一

个气脉、脉相的系统，这是大家要了解的。我们的念头一动，呼吸往来，心脏跳动，

也可以说是左脉心包经引领了三焦经、肝经、胆经，这是造血系统，也是化学系统，

也是气血的一个循环系统。  

在道家来讲，左脉代表精，右脉代表气，中脉代表神，精气神。在我们佛法，

中脉代表彻底圆满了的清净法身，左脉表征圆满报身，右脉代表千百亿化身。这样你

的佛学就更加深入到我们的起心动念、待人处事，统统融在一起了。  

我们怎么样进入到生命的圆满境界呢？大家继续欣赏月亮。“旁边的字轮收摄于

中间的唵字”，啊，原来这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初于闻中，入流亡所”，唵字收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611&idx=1&sn=d11ce0f15bbbc9a8e1914f3bd7833a8a&chksm=e9a98e24dede073204251b56f314ec7152e6f9c2c74376e655cd52e7bf8fafdf32894dc0078b#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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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入于月轮，入于月轮其实就是“亡所”的境界；这心月轮代表无量寿无量光，代表

真空，念清楚听清楚代表妙有。从念清楚之后，旁边的咒语声声入耳，把咒语的每一

个字念清楚，同时也是听清楚，声声入耳。“唵字收摄入于月轮”，这是耳根圆通的

“入流亡所”。这一轮明月慢慢缩小缩小，再缩小，再缩小，剩下黄豆那么大的明

点，直冲顶上，融入虚空中，虚空就是我，我就是虚空，亦无虚空之量可得，进入到

生命的圆满实相，实相无相的解脱境界。  

各位，欣赏我们生命中的心月，要这么欣赏、这么用功、这样体会的。要随时

随地都可以跟三藏十二部经对接得上的，整个佛法三藏十二部经都是在为我们生命做

注解，在为我们生命做叙述阐述，整个生命的缘起，缘起性空，性空缘起！整个三藏

十二部经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理所在！准提法那真的是无上甚深妙密法啊！我们把准提

法当作欣赏我们的生命，生命原来是这样的多彩多姿，生命原来是这么丰富的，佛学

道理也不是高不可攀，就在我们的起心动念中，就在我们的生活中！生活就是修行，

做人就是修行，不只是盘腿是修行，不只是诵经是修行，会做人，会做事，这是大修

行，懂得生活是大修行，何处不道场啊？  

这个地球上的所有学问都是为我们生命在做阐述啊！我们有般若智慧，哪怕是

潜水艇的原理也会用到我们的生命中，飞机在天上飞的也可以用在我们的生命中。大

家要晓得，地球上的所有的一切，一切唯心造，都是我们人类从我们的思想中开发出

来的。你认为好是它，不好也是它。我们懂得善用它，它就是好东西，不懂得善用

它，那是在造恶业啊，在造孽啊！  

刚才导引大家来欣赏月亮，南老师要我们观赏生命的心月轮，也就是“四四真

言”（1.心月孤悬——慧学之因；2.气吞万象——戒学之行；3.光音交融——定学之

境；4.心光无量——慧学之果）。  

四四真言融入到七七真言，七七真言又把五五真言纳进来了，把四四真言“心月

孤悬，气吞万象，光音交融，心光无量”整个融入到了七七真言。七七真言第一句“心

月孤悬融命门”，怎么融啊？如何融进去啊？第一句话等于延伸了“五五真言证三

身”，这是“六祖惠能大师印证祖师禅”。第一句“无念念命门”，这是“法身无念纳万

德”；第二句呢？“无相相命门”，这是“报身无相现庄严”；第三句“无住住命门”，这

是“化身无住普贤行”。把这三句话又整个融入到了“本来无一物”，这是把握到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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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核心的，我们真正在佛法的见地“实际理地不着一尘”，扫得干干净净，“离四句、

绝百非，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最后融入到实用中，“何处惹尘埃”，有什么人障碍

你啊？谁障碍你啊？“万行门中不舍一法”，处处都是道场，何处不道场？没有人染污

你啊！谁障碍你啊？没有人障碍你啊，是你障碍你自己啊！晓得这个道理，正好，宰

相日理万机，胸中好撑船，整个华严的真善美的境界就在“何处惹尘埃”，大做功

德！ 

 所以第一句引出了祖师禅，第二句、第三句引出了五脏六腑十二经络。第二句

“眼意身根温命门”，这是眼根、意根、身根温命门，点燃起我们生命的能量。第三句

呢？“舌鼻耳根和命门”，心平气和，化得干干净净。这些都跟五脏六腑十二经络、跟

六根息息相关，这是都摄六根。看得这么精准之后，哦，“气吞万象涌命门”，气吞万

象，这个咒语，包括心月，心月的光明，光跟咒语的音声，气吞万象，气融入到我们

全身的细胞，气机从命门涌出，从全身的毛细孔松放出来，所以“气吞万象涌命

门”，这是“化业习”，业是业气，习是习气。 

 第五句“五五圆通会命门”。“命门”这是新开发的身心的一大秘密宝藏，也是未

来大家要去开发的。在至高的理念上，那是五五真言，在落实方面则是七七真言，五

五真言是悟毗卢法界，七七真言是后修普贤行愿海。五五真言，是“六祖印证祖师

禅”；七七真言，我给它一个标题，这是“中密修证如来禅”，有次第、有步骤的展开

来，尽虚空、遍法界。 

 第六句“光音交融吞命门”，身上的舒服、不舒服，完全扫得干干净净，这是

“实修证”啊！最后进入到心光无量。  

第七句“心光无量圆命门”，心光无量正是无量寿无量光，极乐净土呈现出来

了。极乐净土在哪里呀？就在当下，“不移一步到西方，端坐西方在目前”。这是我

们生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呈现出真善美、清净光明、吉祥圆满的解脱境。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3 月 29 日在广东罗浮山华首寺上午第 2 支香的开示笔录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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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唯求菩提，不求其他”的决定心吗？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16 

 

这个早课也算是圆满香了。岁月无常，过得太快了。3 月 2 号晚上，从深圳到了

罗浮山，今天 30 号，整整 28 天。这 28 天，感觉上好像也为准提法的开发向前跨出

了一大步。这个罗浮山的因缘，看样子也是不同寻常的。  

这是我第 36 次的关期，应该是起了一个很好的兆头，希望能够把准提法开发得

尽善尽美，开发得更成熟，开发得更透彻。以前也没有想到用南老师口中讲的中密这

个名词，这一次好像也是机缘成熟了，在深圳的演讲就脱口而出了，讲出了“新中

密”，所以整个就跟着更改了，法本也改了，包括内容也更改了，这也是因缘所生

法，应该是很难得的，也算是把南老师所讲的“中密”落实了，我们也把它正名了。  

对于修行，每一个人自己心中要有个目标，要不断地自我去完成它，也不要得

少为足，要完成它，要超越它。当然了，你的见地决定你的总目标，你看都没有看

到，怎么到达啊？一旦这个见地透彻了，大方向大目标就在那里，念兹在兹，我们的

生命、我们的愿力不可思议，你心心念念在那里，那个事情就容易成。你如果是犹豫

不决，还在对这个法半信半疑、将信将疑，那就修得很辛苦了。一个人见地透了，就

信心十足。如果见地可有可无，那你不会有多大的成果的。一旦向自己下达了一个大

方向、大目标，那我们整个人都活在这种价值观念中，我们的人生就不同了。你的价

值观念就决定了你人生的方向。  

所以我这一次引用南上师的名言，“惟求菩提，不求其他”！各位，你们有这样

的决定心吗？六祖的名言，“惟求作佛，不求余物”，同一个原理，有成就的人，这

种信念是杠杠的。这个路都是靠人走出来的，再怎么艰难，只要你锲而不舍，信念坚

固，就能成功。所以一个人的意志力很重要！  

我们在经典中，往往把这些大菩萨称之为“童子”，文殊菩萨在很多经典称之为文

殊师利童子，药师佛左右两大士“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又称之为“日光童子、月光

童子”。什么是童子啊？童子，小孩子，没有那么多的心眼，没有那么多的心思，所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613&idx=1&sn=2a01670999bff7931f8d72483c22b583&chksm=e9a98e22dede0734a112c1c7294c99ad1ce928eb64be6ac6bfe3b413b60f7a84511a2e4b6350#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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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童子童子，通常说是有赤子之心。一个人入道，年纪小小的，五六岁、七八岁，这

叫“童贞入道”。我们说一个人很自然，又很天真有趣，称之为童心未泯。  

凡夫嘛，就是找不到生命的方向目标，看不到未来，所以暮气沉沉的。这些大修

行人已经把时间、空间化于无形了。在古印度的修行人，七八百岁的比比皆是，因为

他们内心永远是那样的赤子之心，所以把这些大菩萨称之为“童子”，这有很深的内

涵在里头。我们凡夫嘛，叫作未老先衰，那心志已经七老八老了。一个修行人，永远

像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那么样的干劲十足，生命充满了活力，朝气蓬勃。这个唯有明心

见性者，他的心情是活泼泼的……所以道家对这些修行有成就的，称之为真人。我们

凡夫经常都在自欺、欺人、被人欺的境界中，有太多的虚情假意，太会作假。自欺欺

人，当然因为你自欺、你欺人，所以才会被人欺。  

圆满香了，提醒大家，我们一个修行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唯有真诚才

能够感动天地鬼神。在佛经上，佛陀经常会劝我们要发菩提心。菩提心主要有三个内

涵，第一个是“深心”，代表生命的深度，智慧的深远，看得很通透，见地通透了，

这是深心，生命非常有内涵、有深度的。第二个是“广心”，心胸宽广，不会是小眼

睛小鼻子的，佛经叫作“心包太虚、量周沙界”。我们凡夫眼光如豆，看到只是眼前的

这一点蝇头小利。第三个是“直心”，直心是道场。我们凡夫的内心都非常扭曲的，九

弯十八拐的。“直心是道场”，就是一个人不作假，很坦率的，很率真的，就是刚才讲

的童子的内涵。  

我们凡夫的境界，内心世界是扭曲的，扭曲的所以会自欺、会欺人，才会被人

欺。可见，菩提心的这三个心，不管深心、广心、还是直心，他的行为叫作光明磊

落，大公无私的，像太阳、像月亮那样的大公无私。光明磊落才能做到深心、广心、

直心。  

好了，我们这一支香圆满了。圆满不是终了，圆满正是开始，下一个又要开始

了。我经常讲，我们一个人做事情要有始有终，要贯彻始终，那才能够无始无终，那

是最高的。有始有终、贯彻始终是生起次第，到了圆满次第是无始无终，每一点都是

起点，每一点也是终点。  

以上内容来自首愚长老 2019 年 3 月 30 日在广东罗浮山华首寺圆满香的开示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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驀直趣向菩提道  

原创 首愚長老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17 

 

法門無高下  

我們都知道，明朝的袁了凡居士，當他對人生充滿絕望之際，雲谷禪師只教他

持誦準提神咒、日行一善，就讓他整個命運都改變過來了。這個關鍵在那裡呢？有效

與否，靈驗與否？嚴格而言，以佛法的道理來說，可謂「一切唯心造」。耶穌講了兩

句話：「信我得永生，不信則下地獄」，乍聽之下，似乎非常霸道，這是文學上的說

明，但是如果我們去瞭解其真正含義，就會覺得也很平常了。耶穌講的是聖經的道

理，各位不要以為只有我們佛教可以明心見性，基督教就不能。倘若你認為如此，就

太低估西洋宗教了。佛門中有句話說：「法門無有高下，唯根器有利鈍。」六祖亦嘗

云：「正人用邪法，邪法也成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也成邪。」一個利根的人，從聖

經之中也能夠了生脫死。他們所謂「得永生」也就是不受生死輪迴之意。辦得到嗎？

當然可以。  

雖然佛教哲學非常高深，但是如果我們福德智慧不具足，一樣要受輪迴。習氣

重、智慧欠缺，看了「聖經」所說的道理，有幾人能做得到？所以嚴格說起來，只是

說法不同而已。故〈金剛經〉告訴我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根器有利鈍  

從凡夫到聖人，的確有其層次，從無為法見到空性，只是透徹與否的問題，但

「法」卻永遠在我們的心中。「聖經」教人要犧牲奉獻，不也一樣可以到達嗎？「信

我得永生，不信下地獄」，沒有見到真理，當然得受苦受難了，見到空性，就不用再

受痛苦輪迴了。「聖經」處處講真理，什麼真理呢？永恆不變，身心得到清淨、安

詳，這不就是解脫了嗎？不就是不受輪迴了嗎？所以我們不能執佛教哲學的名相來看

基督教、天主教。不要認為他們不究竟。不究竟的是我們的根器──鈍根──貪瞋痴慢

疑的染污性非常濃烈。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625&idx=2&sn=cab2111bf501df49a7b7893e1a145255&chksm=e9a98e56dede074006677e32f50a41b8198d99b551f2f2d4997ddd644814add48a7e4d78e974#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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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善根深厚的人一聽就懂了，不一定要很高深的道理，經典中記載，在無佛

的時代，那些獨覺佛只要看到花開花落就能悟道，這就是利根。而鈍根的人，則縱使

看了經典也無法瞭解，更甭談修得上路了。 

  

開擴心量  

我們每一個人從無始劫以來，都被重重疊疊的貪瞋痴慢疑種種習氣障礙住了，

語云：「業不重。不生娑婆」，重到什麼程度呢？經常在病苦中、鬧情緒中，心理不

平中，所以修行好比一人在與萬人打戰。這「萬人」便是象徵著我們的各種妄想、觀

念、習氣……也就是所謂的「業障」。當然，在債務尚未償清之前，身心是不得安寧

的，而「消業障」也就是要透過修行、打坐、做功德來開擴我們的胸懷、拓寬我們心

量。心量大一分，業障就消一分；大二分，就消二分，這是必然的道理。  

 我們凡夫總是與煩惱在做拉鋸戰，有時修一分，卻又退兩分。只因煩惱太重

了，力道使不出來，以致雖有進步，也非常薄弱，所以連自己都不知道在進步。縱使

在進步，也不斷有惡果（報）呈現出來，諸如心理上的情緒不安、生理上的種種病

痛、人事上的是非紛爭。這些都非常實際，你說它是空，它卻把你擾亂得六神無主。 

 因此，我們只好分期付款，每天還一點──隨緣消舊業，更不招新殃。一面藉著

修行來淨化身心；一面以做善事來償還宿債。平時，我們對自己色身的覺受最清楚，

當你覺得困擾時，也就是在警戒自己用功不夠，它正催促著你要加緊精進。  

 用功精進，不僅理念要清晰，事修亦要兼顧。理念清楚，可以讓你修得心安理

得，儘管尚未解脫，但只要信心十足，就不致一邊修、一邊懷疑、一邊矛盾了；而事

修的功力若是不長進，則業障就不容易化解。 

  

誠信專一  

修行路上，我們有緣接觸到準提法，但是大家想在這個大法的修持上得到效

果，大致上，仍需要依照下列七個層次按步就班的去實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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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誠敬：首先要具備絕對的信心，並且要以非常敬業的精神，全力以赴，全

神投入的去修。其實，不論做學問或修行，道理皆同。不到一種狂熱的地步很難成

功。像前述袁了凡居士，在雲谷禪師那兒一坐三天三夜不動一個念頭。因為他對人生

已經灰心至極了，覺得唯有靜坐才是精神的付託，所以才能把全部身心都投入於靜坐

中。 

 那麼，要如何才能把身心完全投進去呢？這當然要對「法」認識得很清楚。故

「誠敬」可說包括了菩薩六度的前四項──全神投入是（法）布施波羅蜜；過程中能

忍受熬腿、寂寞是忍辱波羅蜜；對法有一種擇善固執的精神，讓自己的日常生活有個

軌道，對準提神咒經常念茲在茲，沒有其他的妄想，便是持戒波羅蜜；能這樣用功不

懈怠，就是精進波羅蜜。到這程度才能展現第二個層次： 

 二、專一：等於慢慢的與六度波羅蜜之中的禪定波羅蜜相應了。所以能否專

一，就要看我們誠敬的程度是否足夠？是否具備絕對的信心？對法是否有在精進行

持？投入多少心神？若是一曝十寒，而想得到身心的改善──像袁了凡那樣的立竿見

影──那是了不可得的。變化氣質專一的結果，當然氣就歸元了，身心歸元了，這

時，就會達到第三層次。  

三、金剛念誦低沉：一般凡夫都是心浮氣躁，所以很難達到身心變化的效果。

如果我們能專一，念誦很低沉，則色身自會起變化，呈現第四層次： 

 四、暖相：全身軟綿綿的。在準提法裡叫「火大觀」。暖相沒起來，身心轉化

不過來，氣質也無法變化。暖相出現，自然不想下座。接著產生第五層次：  

 五、輕安：身體不再那麼麤重，輕飄飄的，很舒服。 

 六、空靈：慢慢的，忘我無我的境界現前。 

 七、喜悅：空靈之後，身心自然有一種解脫、喜樂之感。 

 功夫非常實際，所以金剛念誦可說是準提法的一大寶，也是個妙法。方法如果

能用得上，妙用自在其中。故縱使對觀想上有些困難，只要我們很誠敬的持誦準提神

咒，配合發大願，沒有不感應的。願力愈大，得到的受用也愈大，因為願力是一股原

動力，它能推動我們精進。所以宜把它當作救命神丹一樣鍥而不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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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理念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告訴我們：「準提咒好比一帖成藥，業已經過醫生把

藥方開好，煎好了，只要肯吃，雖然不懂藥引或醫理，依然可以讓你的身體康復。」

故縱使對準提法的教理不是很通達，也不知其所以然，但只要你有信心，肯虔誠持誦

咒語，一樣可以獲得大受用。 

 〈華嚴經〉云：「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可見「誠敬」二字之重

要。這方面大家不妨多參看〈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一書。它從顯教心要──〈阿含

經〉裡就教理方面一步步探討到禪宗、華嚴宗。甚至把顯教之中最精華與密教之中最

扼要的部份兜攏起來成為準提法的儀軌修證次第，堪稱可貴至極。所以只要你真正踏

實的去用功，向「理」上去開發，俟實地瞭解顯教與密教之後，再回過來看準提法，

就會更加珍惜這個殊勝的法門了。 

 至於要如何把準提法應用到自己的生活上來呢？就我們現實層面而言，小自你

個人的身體、家庭、事業，乃至周遭的環境，都要與準提法打成一片：一邊修法、一

邊發願，下意識有一份心願，就是迴向的道理。心裡有這麼一個願望，再持誦準提神

咒，就是一股力量。換言之，以更集中的心力，加上不斷開發新的理想，有朝一日，

你的願望與理想自當匯聚一處，所謂「水到渠成」，感應道交，必定可期。 

 

一門深入  

其次，我們再來談談有關準提法的四個法：  

一、降伏法：降伏我們的煩惱與習氣。貪瞋痴慢疑是我們最大的敵人。我們最

大的冤家就是自己，不是別人。佛法講一切唯心造，所以首先要懂得如何來降伏自己

的身心。  

二、息災法：降伏了身心，才能消災免難。現實的身體病苦、事業不順、家庭

不和……各種逆境，即是人生現實的障礙。只要很虔誠去修法，發大願，希望菩薩加

持我，使我一切順遂，修準提法得以按步就班的成長，乃至道業得以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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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增益法：世、出世間法皆能如願以償，等於「普門品」說的求什麼得什

麼。當然，現實的所願都還是小感應，真正大感應是成就菩提、得大解脫，也就是與

法相應。換言之，要以整個身心來驗證佛法。 

 四、敬愛法：亦稱懷服法。請一切聖賢加護，天龍八部歡喜，具足說法辯才、

言音清雅，讓聞者喜悅，一切人敬愛、知友親近，冤家和順。一個人能受人尊重，自

有其威德、智慧；肯奉獻、肯犧牲，才會得到別人的尊重。能夠處世無掛礙，就是個

大解脫。 

  

精進行持 

 大眾中的專修容易提起正念，也容易精進。密集的專修比較容易把整個準提法

門的見地、功夫、行願都整合串聯起來，所以想要印證佛法，唯有多精進，把握專修

的機會。佛陀六年苦行、今生成佛也是示現大精進，故希望大家好自為之，不要怕困

難，發願一生、二生、乃至多生累劫都要與此法門相應。同時，對準提法的整個見地

都要完全把握到，從這個法去融攝八萬四千法門。 

 今天大家有這福報和智慧來接受這個大法，就要善加珍惜，好好用功。希望在

座每位將來都成為宏揚準提法門的法將，度一個是一個，度兩個是兩個，度愈多，代

表自己的智慧和福德愈大。很多人苦苦惱惱，連自己都度不了，表示福德智慧太欠缺

了。能接引人來學佛、修準提法，功德很大。 

  何以我們接引不了人呢？自己信心不足、發心不夠，利他之心也缺乏。相對

的，功德不夠，就談不上受用了。一個人發了心，心從那裡來？從正念中來，從同體

大悲來。真正體會到佛法，大悲心自然就流露出來了，這是一定的道理。有人說願力

發不出來，即是見地不夠，沒有見到自己的本性、無法瞭解真正的同體大悲。俟見到

自己的清淨自性時，自然的，大悲心就生出來了。所以小乘所見的空性，依般若而

言，還是不圓滿，只能做個自了漢。我們來幫忙別人，就是大悲心，就是智慧。一個

人冷漠無情，連自己都度不了。何以會冷漠呢？心中沒有法喜呀！得不到佛法的滋

潤、心中孤單寞落，患得患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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灑掃心垢  

希望大家能藉著修持準提法來轉化自己的習氣──諸如色身的病態，以及亂七八

糟的思想──或說業氣，灑掃得一乾二淨。準提神咒好比一把掃帚，我們持誦它，等

於在掃蕩心中貪瞋痴慢疑等等的垢穢，終有一天，可以把它灑掃得清清明明，讓此身

心得大自在、大解脫。準提法門又稱大佛母、大般若，也就是大解脫。要得大解脫，

就要有大因緣，發大心。換言之，要發大心，才有大因緣，譬如有錢不一定能做大

事；有心才能立大業，所以我們學佛先要有這份心。這份心就是願力，念茲在茲於修

法、念咒、發願上，種下正因才會感召善緣，獲得正果。 

  

如願以償  

從世間法上的許願，到出世解脫的祈

願，當然，以佛法的究竟義而言，最大的感

應莫過於解脫──身心得到法喜充滿，修到

空相現前，與整個準提法門相應。世間法

上，希望家庭圓滿，事業成功，這些都是小

願。真正的菩提大願──得解脫、證菩提──

這在準提法是可以肯定的，所以大家要有信

心，而信心也就建立在你的誠心與精進上

了。  

祝福大家有願必成。並希望各位以袁了

凡居士為榜樣，當做自己修行路上的殷鑑。

只要懂得修法的次第步驟，很踏實的去用

功，不好高騖遠，早晚依儀軌各修一堂，平

時行住坐臥經常以準提神咒一門深入，則沒

有不得到感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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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南地北不辞劳，普愿心灯传神州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17 

  

前几天河北石家庄天台寺

法会一圆满，因为武夷山有事

情，我们就回了一趟武夷山。

回去两天，处理完事情，今天

早上坐七点多的高铁到福州，

福州的班机应该是十一点五十

几分的，结果将近两点多才起

飞。来到北山寺山脚下，已经

是八点多了！匆匆地用过晚

餐，赶快赶到大门口，正好你

们准提咒刚刚念完，赶紧进来做施食。明天早课再开示吧，大家都是远道而来，我就

不多说了，我们晚课就到此，大家慢慢松腿下座。  

2018 年 11 月 19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起香开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625&idx=1&sn=dda324bcf86383974073db2cc1552b9f&chksm=e9a98e56dede07405c1a22b0651542e6992a65bfdc9357f130ce6e0ef4328dbb8c15d08e2076#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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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音不二入法界身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18 

 

昨晚主办方说，这次新参有五六十人，大概占四分之一多吧。有准提咒咒语都不

会念的请举手？我看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哦！还这么多啊！准提咒不会念

的，你们自己要想办法，找老参恶补一下，最起码这个咒语，把它念熟背熟了才好用

功。既然有新参，我稍微带一下好了。  

准提法门的第一个加行法，身密右手结金刚印，把大拇指放在无名指的第一节握

拳头，直接放在右脚的膝盖上面，左手可以放掌，放在膝盖上面，或者放在打坐正常

的三昧印的地方也可以。口密持念净法界咒。仪轨投影上去了吗？新参不会背的，看

视频，两个字的，很简单，“唵㘕唵㘕”念七遍，七遍后面加个“梭哈”，总共念三次，

三七二十一遍。  

中间修法持诵净法界咒、护身咒。  

金刚拳印提起来五处印吽，头额、左肩、右肩、心窝、喉咙，金刚拳印散于头顶

上，进入到准提法门的第三个加行法，身密双手结莲花手印，口密持诵六字大明咒

“唵嘛呢叭咪吽”一百零八遍。  

中间修法持诵六字大明咒、准提神咒、一字大轮咒。  

把灯光打开，这个光线没办法改善啊？一开就那么亮，一关就那么暗，我们禅堂

打坐的地方，光线不能太亮也不能太暗。  

昆明这个地方，已经是海拔两千多米了，是一个高原的地方。在座的道友，大部

分都是住在低海拔的，到了昆明这个两千多米的地方，很多人都有高原反应，好比头

疼啊，好比胃肠不舒服啊，这些都要注意一点啊！  

我今年六月份以后，经常提醒大家“耳通命门”，尽量把这个气，念咒也好，观想

也好，都要观想在命门这个地方。新参不晓得命门在哪里，可以一手摸着前面的肚脐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655&idx=1&sn=40a4a3f914cd430ce398b5409833d42c&chksm=e9a98e48dede075e79580a4b3d6e09417bacb1c68bf37427e64dfd988899d1059ac6c8ab4fb0#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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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一手摸着背后的背脊骨，跟肚脐眼正对过来的那个地方叫命门。开界师把白骨人

的架子投影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到白骨人了吗？白骨人上面亮点的那个地方正

是命门之所在。  

命门的明点，正是南上师讲的心月孤悬，那个明点就像一轮明月一样，“心月孤

悬，气吞万象”，整个咒语的音声从命门的明点涌现出来。紧跟着就是“光音交融”，

光就是音，音就是光，这是修持准提法很重要的地方！大家这几天不妨试验试验，对

大家身心有绝对的帮助！尤其是有高原反应的，你观想命门这个地方的光明点，明点

的光就是音，音就是光，咒语的音声从光明点中涌现出来，这是光跟音完全交融在一

起了，所以叫“光音交融”。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消除身心的种种障碍，身体的酸胀麻

痛，内心的贪嗔痴慢疑，慢慢消，慢慢融

化，融化到有一天，哦！整个人浑然忘

我，进入到“心光无量”的解脱境界，那就

恭喜你了，整个准提法的圆满次第就显现

出来了。  

当你头疼，当你胃不舒服，赶快观想

这个地方，身体种种不适，观想命门的明

点，加上你老实持咒，达到光音交融的境

界，就有消息了，身心上的种种病苦、种

种障碍，慢慢慢慢就化掉了。  

好了，今天早课就做到这里。这个禅

堂风很大，大家有帽子的就戴帽子，尽量

不要受到风寒。  

2018 年 11 月 20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早课开示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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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学佛，如何学佛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19 

 

我给这次云南昆明玉溪的这个七起个主题，七个字：“准提妙法治百病”。我们

修学佛法，在《释迦传》里头提到，佛法的一个根本缘起就在本师释迦牟尼佛，所以

大家一定要整体宏观的了解：我们为什么学佛？如何学佛？学佛学佛，就是跟随释迦

牟尼佛学习解脱的方法。  

释迦牟尼佛是贤劫千佛的第四位成就的，他出生的环境已经跟常人不同，这是

释迦牟尼佛多生累劫广修六度万行来的，所以这一生示现八相成道。出生的时候好像

神话一样，一出生就跟一般常人不一样。按照《释迦传》的描述，他刚出生就会走路

了，走了七步，然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是释迦牟

尼佛多生累劫广修六度万行来的，他的福德功德已经圆满了，所以修得三十二相八十

种好。 

 释迦牟尼佛一出生，已经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了，所以他的父亲净饭王很欢喜

这个孩子的到来，特别请印度当时最有名相学家阿私陀仙人给他看相。一看，阿私陀

仙人哭了，净饭王问他：“你怎么了？”他说：“啊！我感叹自己福报不够，这么样的

一代圣人，我没有办法亲近了，年纪这么大了。”他说：“这个孩子不得了，如果不出

家，是这个世界的转轮圣王，统治这个世界的一代大金轮圣王。如果出了家，一定可

以成为天上人间的大导师、人类的大导师、出离苦海的大导师！” 

 听到净饭王耳朵里头，一则喜一则忧，喜的是这个孩子来历够好，忧的是万一

有一天长大了，他跑去出家了，我的王位谁来接啊？所以从小净饭王给他人世间最好

的教育，文治武功样样精通，印度的五吠陀哲学，统统精通。特别为他建得有春宫、

夏宫、秋宫，因为印度没有冬天，一年到头过的是最舒服的日子，让他不会感受到人

世间的痛苦烦恼。 

 等到悉达多太子从幼儿慢慢变成孩童的时候，有一次跟着他父王去做春耕。古

代印度也是一个农业大国，不要说印度了，当时世界各大文明古国都是以农业为主。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657&idx=1&sn=d0bb29e84e9787a72406c5e745b542fe&chksm=e9a98e76dede07607463153bee07453b57126397e83293a2d73a68e70d70971098a9bf82ed0c#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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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等于农人要下田耕地，国王亲自来举行一个仪式，就是象征一国的国君在农业时

代重视农耕。农耕了，把土地从深层的翻到表层来，难免会有很多的小虫子就露出

来，从地里头露出来了，那些鸟啊，就来吃这些虫子了。哎呀！看到悉达多太子眼里

头，起了恻隐之心，不忍心，同样是生命，为什么要被吃呢？他第一次看到了人世间

的悲苦。鸟儿吃虫，在他看来，这是残忍的。这是释迦牟尼佛多生累劫广修六度万行

行菩萨道，培养了很深厚的慈悲心，所以看到春耕这个画面，他内心里头是悲悯的。

这时他幼小的心灵已经唤醒了八识田中的慈悲种子。 

 等到悉达多太子从少年慢慢要步入到青年了，他所到的地方，国王就派一些人

去扫街，所到的地方都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这些生病的老人啊，这些丧事啊，都

不让悉达多太子看到，要让悉达多太子永远是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释迦传》的记

载，天人示现，天人有神通啊，在悉达多太子游四城门的时候，示现了“生、老、

病、死”。 

 首先看到的，哎呀！第一个城门有婴儿的哭叫声，在平常是看不到的，这当然

是天人示现。悉达多太子就问旁边的侍者车匿：“哎呀，我一生出来也是这样过来的

吗？”他说：“对啊，人啊，一定会经过这个过程。”第二个城门，看到的是一个驼背

的老人躺在地上，悉达多太子看到婴儿，心里头已经很纳闷了，再看到老人，他说：

“我将来会不会老？”车匿说：“这是一定的啊！生命啊，从婴儿到幼童，到少年，到

青年、壮年、中年、老年，这是一定的啊！人啊，哪个能免？”哎呀，这个一听，释

迦牟尼佛修行的无常观就涌现出来了。 

 第三个城门看到的是躺在地上呻吟的病人，“啊，这是怎么了？这是干嘛

啊？”“有人生病了。”如果按照逻辑，应该是生病老死。人啊，并不是老人才生病的

啊，孩子出生的时候也会生病，幼童也会生病，少年、青年、中年、老年都会生病的

啊！在佛学上这就是所谓的分段生死，还有所谓的变异生死，这些都是佛学名相。  

 我们人的思想刹那刹那的，是“生住异灭”的。念头生起来了，当下这一念，它

好像是停留下来了，其实它并没有停留，所以这个阶段叫住。起的念头，在我们内心

涌现出来的当下的念头，诶！当下就变去了，已经变成过去了，异就是变。我们的念

头刹那刹那在变，停留不住，它接着又跑掉了。灭，就是跑掉了，前念已经跑掉了，



首愚长老开示集                                                      

 250 

后念又生起来了。所以禅宗祖师要我们观照自己的念头，前面的念头已经灭掉了，后

面的念头还没有起来，看当下还没有起来的这一念，要我们参究这个。 

 我们的正报，我们的内心世界是“生住异灭”，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成住坏空”。

好比我们住的房子，哦！建起来了，形成一个房子，用了多少年，慢慢老化了。现在

的钢筋水泥，几十年就会拆掉又重建。以前矮的楼房，哦！现在为了要建高楼大厦，

又把老的房子给拆了。建了也不到几十年，房子又被拆了，这是成住坏的阶段。慢慢

看的难看了，材质也会氧化的，刚盖的时候，看起来还好看，久了，它会坏掉的，会

被拆掉的，拆掉就空了。  

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地球的形成要经过多少年才会形成啊！又要经过多少

万年，它才会毁坏啊！成住坏空。久了，你看这个人在地球上东挖西挖的，挖煤炭

啊，挖矿物啊，挖金矿啊，挖铁矿啊，把地球整个地下水道都破坏掉了。很多挖煤的

地方，大概地下挖了几百丈下去，很深啊！那个地下水道就破坏掉了，所以会沙漠化

啊！所以来讲，地球现在冬天更冷了，夏天更热了，这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贪

婪，所以冰山慢慢在融化了。云南的玉龙雪山，现在结冰已经少了。这个地球开始在

暖化了，很多的冰山开始在融化。融化之后，水位会上升，地球的陆地会越来越减

少，这是成住坏空。  

人呢？有生老病死、生住异灭，所以悉达多太子在最后一个城门看到死，就问

车匿：“我有一天会不会这样？”车匿说：“一定的啊！”哎呀，这下悉达多太子按耐

不住了，就要想出家，要寻求解脱生老病死。当然他父亲不答应，但是无可奈何，被

这个孩子逼的无奈之下，只好跟太子谈条件了，“你真的想出家吗？我当然挡不住你

了，但是先谈好，你答应了，我就让你出家。你最起码结婚生子，有个孩子可以来继

承我的王位，那你可以出家。”所以年轻的悉达多太子跟耶输陀罗结婚了，生了一个

儿子罗睺罗。  

也结婚也生子了，该承诺的承诺了，再向他父亲净饭王提出来要出家的决心。

这个父亲顾不了那么多，还是不允许。好，不允许，跟父亲讲的条件我做到了，再不

让我出家，明的走不了，来个暗的，只好三更半夜带着侍者车匿逾城跑去出家了。这

是很多《释迦传》里的一个画面，悉达多太子骑着白马，奔出了王城，跑去出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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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家是为了解脱生老病死，我们学佛就是跟释迦牟尼佛学习如何来解脱生老病

死。  

佛陀走过的路，我们佛教界有一句话“追随释迦牟尼佛的脚步”，学佛学佛，学

习佛陀整个修行的过程，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修行的好榜样。他多生累劫广修六度万

行，感召生在帝王家，帝王家也代表是富贵之家，代表是权力之家。这就是说他成佛

的可贵，一国的太子，本来是要当国王的，转来修行，度一个皇帝等于度了一个国

家。释迦牟尼佛本来是接王位的，他没有接王位，跑去出家了，他修道成功以后就名

扬天下。  

所以，各位，一个大修行人、大菩萨不会贪着名闻利养，他对名闻利养看的好

像是粪土一样。这就是说大修行人的起点很高，不被世间的荣华富贵所迷惑、所困

惑。有名的沩山禅师，在禅宗《指月录》里头的记载说，沩山禅师当了三世国王，差

一点迷失了自己。所以，释迦牟尼佛是大修行人再来，只要看到外面客观环境的无常

苦空，马上就把过去修行的种子引发出来了。哪像我们现代人，还要东劝西劝的。说

的好听点，哎呀！学佛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啊！还半信半疑，还将信将疑的，这是我们

根器不够。  

出家后的悉达多太子，经过五年多参学、六年苦行，前后加起来十二年，印度

所有大外道的功夫能够到达的境界，释迦牟尼佛都一一修证到了、印证到了，最后晓

得四个字，“知非即舍”。他晓得，不究竟。亲近到最后，没有人是他想要亲近的对象

了，已经没有了。在印度当时这些大外道的功夫，最高的境界就是四禅八定，四禅八

定共外道。以释迦佛多生累劫修行的经验，在他八识田中涌现出来的，他认为，这不

是大道，不是他要的。在没有任何人可问的情况下，只好自己来求证。他晓得苦行非

道，舍弃了苦行，接受了牧羊女的羊乳供养，最后在金刚菩提树下夜睹明星大彻大

悟。  

2018 年 11 月 20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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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提妙法如何治百病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20 

  

佛陀这一生的成道因缘，是游历四城门后看到了生老病死，因此他发愿要解脱

生老病死。我们准提妙法也是跟随佛陀的脚步。准提妙法是释迦牟尼佛金口所宣，讲

了四部《准提陀罗尼经》。准提妙法当然是来治我们凡夫种种的生死大病，种种的生

老病死。我们凡夫四大不调、百病丛生，各式各样的病都有。  

准提法门用什么方法来治百病啊？三个步骤：修气、修脉、修明点。准提法脉

有三个加行咒语和一个本尊咒。净法界咒、护身咒、六字大明咒，这是加行的咒语，

到了本尊咒是准提神咒。在《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里，道㲀大师特别提到，准提神

咒是佛菩萨开的治疗我们生死大病的一贴妙方。我们不懂佛学道理，没有关系的。等

于说一个人生病了，你不懂得医学医理、药物方面的医理，没有关系的，只要听医生

的话，好好的吃药服药，便可以药到病除。  

准提神咒是一贴准提神药，可以治百病，只要我们肯老实持咒。准提神咒等于

修气，咒语一念，这个气通了，全身的气脉通畅了，所以修气。脉是怎么修的啊？修

气是老实持咒，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修

脉？修脉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听清楚。我

们只要把握“念清楚、听清楚”，念清楚是修

气，听清楚是修脉。观世音菩萨是以耳根圆通

为主的，耳根如何通百脉啊？耳根要回到它的

本位，耳根的本位在哪里啊？在肾脏。《黄帝

内经》讲“肾脏开窍于耳”，我们用耳根来返

听，就是要返回到肾脏的本位，肾脏的核心、

中心就是命门。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661&idx=1&sn=0a2aa0cb912911ede60eee4c3ccc5bfa&chksm=e9a98e72dede0764a18ba51740e12837303254e9a3ae3f567ca069d665f4bee283d1a1c2660b#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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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门在两肾、两肾之间、肾间动气都是命门。命门、命门，就是我们的生命之

门。我们念清楚同时也即是听清楚，耳根返听融入到命门之中，这正是龙归大海，耳

根的所听回到能听的命门。命门统摄了眼耳鼻舌身意，从性火到相火，命门属于肾水

里头的温火，这是水火相济的核心、中心。  

大家要把握修气、修脉、修明点，什么是明点？命门的明点也是般若慧观。所

有观想没有离开明点，不管是印度梵文的观想 LA 字啊、唵字啊、九个字啊，它们都

是明点的化身，甚至佛菩萨的影像，都是明点的化身，都是般若慧观的化身。所以，

整个观想回到般若慧观，般若慧观更简洁的话就是明点，小一点的叫明点，大一点的

叫心月，这个月亮就是我们心中的月亮。心月，这比喻菩萨清凉月，清凉月就是菩萨

的智慧与慈悲。菩萨清凉月，月亮是光明的，但是月亮又是清凉的，清凉代表的是慈

悲心，给众生清凉安乐、给众生光明、给众生智慧，所以这一轮明月是能智又能悲，

悲智双运。  

我们把修气、修脉、修明点融在一起了，融在命门的明点，这是修气、修脉、

修明点的总核心，聚焦在这个地方，这也是法报化三身的总关键。所以，准提妙法可

以治百病，从这个地方下手。大家不要小看

念咒啊，你真正念的很虔诚，念的很专注，

念清楚，听清楚，修气又修脉，配合耳通命

门。耳通命门是修脉，同时它也是修明点

啊，修气、修脉、修明点。大家要好好体

会，好好把握。  

2018 年 11 月 20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

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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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三密相應的修持方法  

原创 首愚長老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21 

通常在修密教方面，有所謂「三密相應」，「三密」到底相不相應？而三種裡

面又相應幾種呢？是否身口意都能相應在一起呢？如果無法相應，又是怎麼樣的一種

狀況呢？現在簡單的用幾種類型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在佛經裡面，經常提到「信行人」和「法行人」。所謂「信行人」，就是指信

心足夠，信後能夠很誠懇奉行的人，若有出家或在家大德告訴他一種方法，他就把那

個方法實實在在的去修行。另外一種人則是儘管有人告訴他方法，他還是得想盡辦法

去瞭解，等瞭解後還要一面修，一面仍然將信將疑，這種人通常是比較偏向理解面

的。  

當然，信行人與法行人各有其可貴之處。能對一個法深信不疑，也要靠其本身

具有深厚的善根，因為我們凡夫，五個根本煩惱心所──「貪、瞋、痴、慢、疑」之

中「疑」心特別強，對於自己所持之法門具有的效果、方法是否正確，均會心存懷

疑。就以修淨土法門來說，縱使對於佛法一點都不懂，但是卻能死心塌地、深信不疑

的去持誦，則其效果也是不容忽視的，以「止觀法門」而言，這是偏向於「止」的方

面。這種人對「觀」方面的佛法道理可能並不瞭解，僅僅靠著一心稱念「南無阿彌陀

佛」、「南無觀世音菩薩」或者專精於持誦一個咒語，繼續不斷的唸誦修持，這種修

持精神可說是很可愛，也很可貴的。過去南師經常在講經時開示：「修行最好非具上

智，即要下愚」，所謂「上智」係指智慧很高，能夠通達一切，甚至通透各個法門；

「下愚」者，大字不識一個，卻能一心持誦，一信信到底。禪宗祖師曾經提到修行方

法說：「驀直而去」，一直下去，大家不要以為是一直走下去囉！是要用聽聞正法而

起信，能深信不疑，才是「驀直而去」的修持精神。所以各位不要擔心自己對準提法

瞭解得不夠，或是佛法基礎不太好，事實上，只要你「信心足夠」就可以了。 

 現在的人普遍都已具備相當水準的教育基礎，所以我們修持，不要光靠只唸幾

句「阿彌陀佛」來搪塞自己。應該一面唸佛，一面研究佛學，對佛法深信不疑，研究

時深入研究，專修時放下教理。要知道懂得佛法的道理，才能起「慧觀」，對方法上

有所選擇。最怕的是所謂「半吊子」，也就是那些對佛法的瞭解似懂非懂，半信半疑

的人，這些人往往被自己弄得對許多境界三心兩意，也就是所謂的「所知障」，而通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666&idx=2&sn=073644b36c8ea12fd679657db6ba2cce&chksm=e9a98e7ddede076ba618709b39321db2579e16c67d83762e4a216dd14b2439a5ab3ecd79d0f5#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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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一般人都是落在這種層次裡面的。所以說，除了唸誦修持，還需要深入研究教理，

多聞、多聽、多看，如此對自己的修持才會有所助益。如果發覺自己將懂非懂，似瞭

解卻又無法透徹，這只是一個必經的過程，在你無法肯定之前，我們不妨學學「下

愚」的精神，老老實實的唸誦，那準不會錯的！雖然這是偏向「止」的方面，可是卻

有它的價值和功效。  

在日常生活中，不僅是各位在家居士，即使生為現在的出家人，要能專修，都

是不太容易的事。我們只能一面工作，一面修行，這時候就要靠「思維修」了，所謂

「思維修」就是與「觀想」相應，而觀想的層次也有很多，譬如觀想頂上有個梵文

「」字，或觀想「準提菩薩」或其他什麼的，隨著個人佛學造詣深淺而有不同，其中

最透徹，也是最直接了當的就是「實相觀」，問題是能達到此「實相般若」的人畢竟

太少了，一般人大多是使用間接的方法，即觀想「影像」，也就是所謂「繫心一

緣」，把心定在一個境界上，影像拋掉了，再把它撿回來，如此反覆的做這種功夫，

歷練久了，影像自然慢慢清晰，所謂「生處轉熟，熟處轉生」。「生處」即指一般初

學佛法的人，起初對佛法覺得很生疏──像對準提法儀軌中的觀想過程很生疏；而對

妄想、貪、瞋、痴、慢、疑各種習性很熟悉。經過持續的修行後，慢慢薰陶，久而久

之，生處就會轉變成熟了，原來的貪、瞋、痴、慢、疑習性很強烈的，也由於自己的

福德智慧善根上的薰陶而使熟處逐漸轉生了，所以說：「修行無他法，僅在生處轉

熟，熟處轉生而已」，換句話說，就是要多熏習。 

 我們日常生活起居，大部份都是在動中，至於止靜方面，則只有靠每天抽出幾

十分鐘的時間盤腿打坐，撇開一切外緣做短暫的專修了。所以平常的「靜修」就完全

要靠自己的觀照功夫，也就是所謂「辦事定」。一切行住坐臥，起心動念隨時隨地迴

光反照，如此才能確定做到真正修密行的功夫。佛法大乘入世精神即以此種精神來開

發的。換言之，假定一個人心想專修，又要辦事，其心情一定覺得很矛盾又難過，如

何使這些矛盾、難過協調統一，就要靠念念分明，時時覺照的功夫了，我們現在共

修，有些人可以口密唸咒、內心深信不疑；而有些人會覺得唸咒很麻煩，只需要觀想

就好了，雖然這也是一種法門，但是效果及力量的大小就得看個人的智慧了。試問又

有幾人智慧足夠呢？因此，惟有身口意三密相應在一起，使身心雙調，雙管齊下，才

是最好最圓滿的修持方法。 

   

https://www.juyimv.cn/


首愚长老开示集                                                      

 256 

本空就是我们心地的本元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21 

 

我们一念咒，精神就集中了，念咒当然是我们的意根在念啊。耳朵呢，在听。

鼻子呢？一口气一口气的在配合念诵。舌头在弹动，身体在感受，身体慢慢热起来

了，身体上的种种酸胀麻痛慢慢少了，意根的贪嗔痴慢疑越来越轻微了，从粗重到轻

微，老实持咒有这么重要！老实持咒，一口气一口气的念，这是修气，也在修脉，同

时也在修明点。  

好，我们开始老实持咒，一口气一口气的念。老参也不要说一定要快，我现在

火箭炮不轻易拿出来，因为大家的功力还不够，很多新参就在后面拼命追、拼命赶，

气喘如牛。怜悯新参，只好用慢板、中板，偶尔有点快板，火箭炮不轻易拿出来

了。  

色身上气的现象，不要太着这种相，心乱气就乱，心定气就宁。所以，你不要

问你身上的气脉窜来窜去，那是你在意了、你着相了、你不够老实。如果咒语的每一

个字都念的很清楚，你还在乎这个气动不动吗？心是根本，气是表象，这个等于《楞

严经》讲的客尘烦恼，气的现象就是客尘烦恼。因为主人无能，你自己的心没有把握

好，在乎身体的气啊、动啊，因为你的心不在道上、不在法上。所以，我一再提醒大

家，修持准提法要把握念清楚、听清楚。你真正念清楚、听清楚，念念分明，你还在

乎气动不动啊？气也是幻化的，心是主人啊！你主人把你的心管理好，依法修行，如

法修行，就是不管舒服不舒服。舒服的时候就是很松放、很欢喜，不舒服的时候这个

地方痛那个地方痛，痛也是过程。有时候将通未通的时候，当然是很痛不舒服了。

痛，你是管不了的，你只好着重在自己的心，你自己的心要把握好。  

我们念咒，这个气从命门的光明里涌现出来，所以叫气涌命门。念到真正所谓

的光音交融，气就乖了，心也安了。气乱蹦乱跳的，就是你的心散乱了。所以，气沉

命门就是气安命门，安在命门就安住你的心了。可见，修气、修脉、修明点，它是首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666&idx=1&sn=ea16f6665098d8f875a4f3ff35660649&chksm=e9a98e7ddede076beb2f26a94bdcd71797ff2b6de8a9aea8ca038a6d38693272ec1d5f9ea8da#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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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相连的。当我们念咒时，一口气一口气的念，咒语是谁在念啊？是你的心在念啊，

心在驾驭，把咒语的每一个字念清楚，气也跟着咒语走，咒语就变成一股力量，光跟

音就是一股能量，能够疏通我们的五脏六腑、十二经络。将通未通时，才有气的感

觉，一旦通了，还会有气在乱蹦乱跳吗？所以，唯有心地了了分明，你的气才会“归

元”，才不会乱窜。  

什么是“元”呢？念念本空，本空就是我们心地的本元。教理的圣言量，正是神

秀大师提到的，神秀大师完全是按照教理来讲的，看经书来的，他的思维模式就是从

经典中的模式来的，比喻的，所以说“身如菩提树，心是明镜台”，这是比喻，并不等

于实相，比喻就是比喻，并不如实。明镜台会受客观环境的影响，那也是比喻，所以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这是渐修的。一般人就在渐修的过程忙的团团转，没有

从心地的根本下手。  

六祖一看神秀大师的见地有问题，比喻就是比喻，所以“菩提本无树”，菩提树

比喻我们的觉性啊，菩提树有觉性吗？所以叫“菩提本无树”啊，那只是比喻啊，比

喻并不等于实相。“明镜亦非台”，真正的

菩提大道，看到的是“本来无一物”，你还

管气在动吗？那是你的心散乱啊！“本来

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谁来染污你啊？

气怎么干扰你啊？是你自己的心乱，心乱

来干扰你，不是气来干扰你啊！这叫错用

心，开口便错，没有真正依教奉行。你肯

老实吗？肯老实，管他气动不动啊！  

2018 年 11 月 20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

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首愚长老开示集                                                      

 258 

为道为法而来，不是为床座而来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22 

大家都是为道为法而来，如果是为床座而来，你就有烦恼了。慧可大师求法求

得多辛苦啊，跪在雪中三天三夜，最后为了表明他的诚心，砍掉了一条手臂，他悟道

的代价，够辛苦啊！释迦牟尼佛，以释迦牟尼佛的福德智慧，五年参学、六年苦行，

日食一粟一麦，瘦的皮包骨头。为法为道，你没有付出，你想要收获，是不可能的！

所以《维摩诘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是为法而来，不是为床座而来的。 

 大家打七打得不够了。哎呀！当年我在大陆打第二个七是在西安的海莲寺，睡

的是什么？大西北不是有很多很多的窑洞啊，那已经好久没有人住了，我们好几个去

参加的，被那个跳蚤咬的一个包一个包的。那个时候好像七天没有洗过澡，因为没有

澡堂。我作为主法和尚，我怎么洗澡的啊？每一天到洗澡的时候，拿三四个热水瓶给

我，我是用干洗的，擦一擦就是了！那个厕所是没有门的，欢迎参观的，那个厕所是

茅坑，底下还有蛆虫……哎呀，你们没有这个经验。 

 我记得有一次来到云南大觉寺，那一次的条件也不是很好，也是茅坑，上厕所

要捂着鼻子。哦，这个经验太多了！在河北石家庄，十一年前了，哎呀，那个条件真

艰难，又下雨，湿哒哒的。开悟师，请你讲讲极乐寺的那个环境，给大家做个参考。

我们这一次已经好太多了，主办方用心良苦！ 

 修行，历经千辛万苦啊！有道心可以克服一切。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的，这些生

活上的我觉得都还好，所以苦能入道，真是苦能入道。我现在想起来，小时候在农村

长大，很辛苦的，但也是很温馨，到现在我还是非常怀念小时候那种农家乐的场景。

我在农村干活干得很辛苦，现在很多身体上的毛病，都是十几岁落下的，我的肩膀可

以挑一百多斤，专门挑右肩，所以你看我的肩膀向右边倾斜的，挑重担来的，挑到这

边还有一个大窟窿，拱起来的。在我来讲，这些都不算什么。  

大家好好想一想，佛陀五年参学、六年苦行，一个王子出身的、娇生惯养的，

能够受那么大的苦，那就是为法、为道、为求真理的精神。 

 2018 年 11 月 20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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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提法门修行的宝贵真言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23 

 

我在四十多年前，亲近南老师，南老师经常说：“哎呀，你们听我讲佛学、谈佛

法，听起来很轻松，这可是我多生累劫的代价来的啊！”南老师的著作有七十多部，

我亲近南老师，在他生前有三十八年，圆寂之后也有六年了，总共四十四年了。在我

个人的见地眼光中，南老师所传的准提法门，是他这一生精华中的精华。他尽管也有

藏密的传承，红教、白教、花教，花教是萨迦派的，他都是金刚阿阇梨，但对藏密他

是讲而不传。在传法那么多年里头，他真正传的是唐密准提法，南上师亲自得到文殊

菩萨传授给他，他把唐密准提法改成中密准提法，可以说是中国的密法，本土化的一

个密法，南上师称它为“无上甚深妙密法”。  

我从 1978 年接触准提法，到今年整整四十年了，专修准提法的关期有 25 次。

前面 9 次是般舟三昧关，第 10 次是上半段修般舟，后半段专修准提法，从 11 次到

35 次的关期，这 25 次的关期是专修准提法。所以这个法门，在我个人来讲是无比的

珍惜，把准提法精简化了，精简到有六字真言，有八字真言，有十二字真言，还有十

六字真言。哪六字真言啊？“念清楚，听清楚”。八字真言呢？“念念分明，念念本

空”。这都很重要，六字真言跟八字真言可以融合在一起。念清楚、听清楚，到了念

念分明算是生起次第的完成。各位想受用吗？一定要把握念清楚、听清楚。能够到了

念念分明，你心就安了，身心就宁静下来了。我经常说，念清楚、听清楚这是实用；

到了念念分明，这是受用；到了念念本空，这是妙用无穷。念念本空就是准提法的圆

满次第，大家把它深深烙印在自己的八识田中，你就不需要东抓西抓了！  

十二字真言，在见地上是“深入观想”，在功夫方面是“老实持咒”，在行愿方面

是“广修行愿”，这是十二字真言。十六字真言，南老师的八个字，加上我的八个字。

“心月孤悬，气吞万象”，这是南上师给我的，在用功上面，我又加上“光音交融，心

光无量”，这是十六字真言，大家要牢牢记住了啊！  

2018 年 11 月 20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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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正統梵唄】六字大明咒  

原创 首愚長老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24 

 

觀世音，梵名 Avalokiteśvara，音譯阿縛盧枳低濕伐羅。以慈悲救濟眾生為本

願之菩薩。又作光世音菩薩、觀自在菩薩、觀世自在菩薩、觀世音自在菩薩、現音

聲菩薩、闚音菩薩。略稱觀音菩薩。別稱救世菩薩、蓮華手菩薩、圓通大士。另一

梵名為 Āryāvalokiteśvara，音譯阿唎耶跋盧枳羝鑠筏囉，為聖觀世音之義。與大

勢至菩薩同為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之脅侍，世稱西方三聖。凡遇難眾生誦念其名

號，菩薩即時觀其音聲前往拯救，故稱觀世音菩薩。又因其於理事無礙之境，觀達

自在，故稱觀自在菩薩。  

法華經卷七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詳說此菩薩於娑婆世界利益眾生之事，謂受苦眾生

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令得解脫；若有所求，亦皆令得；又能示現佛

身、比丘身、優婆塞身、天身、夜叉身等，以攝化眾生。  

關於觀世音菩薩之住處，據新華嚴經卷六十八載，此菩薩住南海補陀落山。故其

住處即在此娑婆世界。而在大阿彌陀經卷上、無量壽經卷下、觀世音受記經中，以此

菩薩為阿彌陀佛之脅侍，常住西方極樂世界輔施教化，即以西方淨土為此菩薩之本住

處。密教亦以此菩薩為阿彌陀佛之脅侍，並謂此菩薩與阿彌陀佛原為因果之異，尋其

本覺即為無量壽佛，但由本誓故示現大悲菩薩形。密教復安立此菩薩於胎藏界曼荼

羅、中臺八葉院、觀音院、遍知院、釋迦院、文殊院、虛空藏院、蘇悉地院等諸院

中，其形像、持物等各異。然一切功德莊嚴王經、清淨觀世音普賢陀羅尼經等，則以

觀世音為釋迦之脅侍。  

關於觀世音菩薩之形像，因其應化無方，故相狀亦頗多，而以二臂之正觀音為

其本形，餘者皆其示現神變自在之力用，有一首、三首、五首，乃至千首、萬首、

八萬四千爍迦囉首；有二臂、四臂，乃至萬臂、八萬四千母陀羅臂；有二目、三

目，乃至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化相有千手千眼、十一面、准提、如意輪、不空羂

索、青頸、香王、阿麼[齒*來]等，亦皆有個別之儀軌。又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舉

出四面大悲觀音、除八難僊觀音、播拏目佉觀音、大梵身相觀音、根本蓮華頂觀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690&idx=2&sn=1bdb61444a99827022c9f7fd267a4a75&chksm=e9a98e95dede0783907e47680190f89f34cdfa67226ba4f9b7d87d1ad9ba3255e64df86bc47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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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廣大明王央俱捨觀音等。此外，摩訶止觀卷二上舉有六觀音，諸尊真言句義抄

揭示十五觀音，又有二十五觀音、三十三觀音等；其中，部分非基於經軌而來，而

係至後世混合中國及日本之民俗信仰所產生。   

觀世音之信仰始自印度、西域，後傳至中國內地、西藏、南海、日本等地，故

有關觀世音之記載甚多。西藏信仰觀世音尤盛，代代之達賴喇嘛皆稱為其化身，且

其真言（六字大明咒）至今尚廣傳於該地。自西晉竺法護之正法華經譯出後，中國

內地亦大興觀世音之信仰，有關著作亦頗多。自北魏以後，造觀世音像之風益盛，

今大同、龍門、駝山等地存有遺品甚多。隋唐以後，隨著密教之傳入，諸種觀世音

像亦被造立，如敦煌千佛洞之菩薩像，觀世音像即居大半。又以元魏孫敬德之高王

觀音經為始，觀世音菩薩救苦經、觀世音十大願經、觀世音三昧經等諸經亦陸續出

現。相傳其顯靈說法之道場在我國浙江普陀山。據稱其生日為陰曆二月十九日，出

家日為九月十九日，成道日為六月十九日。〔舊華嚴經卷五十一、般若波羅蜜多心

經、大佛頂首楞嚴經卷六、大寶積經卷八十二、卷一○○、悲華經卷三、人日經卷

一具緣品、千光眼觀自在菩薩祕密法經、金剛恐怖集會方廣軌儀觀自在菩薩三世最

勝心明王經、陀羅尼集經卷五、大智度論卷二十六、卷三十、卷三十四、瑜伽師地

論卷七、法華經文句卷十下、法華義記卷八、注維摩詰經卷一、般若心經幽贊卷

上、大日經疏卷五、三部祕釋、大唐西域記卷三、玄應音義卷五、法苑珠林卷十

七〕 p6953  

觀音菩薩之六字真言。又稱六字大明咒。六字為「唵嘛呢叭咪吽」（oj mani 

padme huj），大乘莊嚴寶王經盛讚此六字真言有不可思議功德，西藏人最信此真

言，男女無不念誦之。梵語 vidyā-sadaksarī。原為喇嘛教徒所稱唱之觀世音菩薩之心

咒，後廣為一般佛教徒所誦持。即指「唵嘛呢叭咪吽」（oj mani padme hūj）六字真

言，乃表示「歸依蓮華上之摩尼珠」之義。此真言為阿彌陀佛讚歎觀世音菩薩（蓮華

手菩薩）之語，為一切福德智慧及諸行之根本。西藏密宗寶典 ManiKambum 中說六

字大明咒之由來，謂依此六字能閉六道生死之門，意即唵字閉諸天，嘛字閉修羅，呢

字閉人間，叭字閉畜生，咪字閉餓鬼，吽字閉地獄。此外，大乘莊嚴寶王經中亦詳解

此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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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通命门是准提法心要的机枢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24 

  

这六字真言、八字真言、十二字真言、十六字真言都很重要，你把这些都融会

贯通以后会受用无穷。尤其我最近把这十六字真言更加的精简、更加的精准了，大家

好好体会哦！这是耳通命门口诀中的口诀！白骨架上面那个命门的明点，这个明点其

实也就是心月孤悬。  

什么是心月啊？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这是实相般若。孤悬就是不二，没有对

立、没有矛盾，远离了对立、矛盾，那是孤悬。孤悬就是没有内外的对立，内外不

二、大小不二、上下不二。所以，心月孤悬也是气吞万象。你越松放越空灵，你全身

的细胞经络都化得干干净净，才能气吞万

象，消融万象。内心的习气贪嗔痴慢疑化得

干干净净，身上的业气酸胀麻痛化得干干净

净，这叫气吞万象。  

气，我们的习气，还有业气，统统消融

掉了，那是上根利智的人才能做到的。我们

中下根器的要把握，真正功夫的下手处在

“光音交融”。命门的明点，也是我们的自性

光明，念咒语没有离开音声，所以光就是

音，音就是光，光音不二，完全融合在一起了。你只要见地体会到、把握到了，你的

身心就越来越接近了，往光音交融的境界去融合了，这是无上口诀啊，这是十六字真

言可贵的地方，十六字真言跟耳通命门融在一起了。  

2018 年 11 月 20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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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通命门当然千真万确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25 

  

成都的会长善贤喜：大家好，我学习准提法 5 年了，我想谈一点自己的体会。

学佛一共是 8 年的时间，从接触准提法到能够一直坚持下来，中间有很多的感慨。我

学佛初期就发了愿，学习准提法有两个最大的精神支柱：一个就是自己的愿力，一个

就是相信师父上人，相信师父上人的清净心。能够走下去，主要是这两点在支撑

我。  

学法最重要还是在闻思修，在没有学准提法之前，我这个人既不看书也不看

报，什么都不会。自从学了法以后，每天所有的精力基本上都投入到这里面了。准提

法这几个关键词，念清楚，听清楚，念念分明，念念本空，尤其是听清楚和念清楚，

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怎么把“念清楚、听清楚”开发出来。在念咒的过程

中，用耳根来听，五年来不停地持咒，每天打很多座，主要是开口念出来。在念清

楚、听清楚的过程中，慢慢就能够体会到自己的起心动念和散乱心。  

这种清楚，这种明白，慢慢就在日常的生活中去参它，有时候有很多散乱的念

头不停的涌现出来，开始是持咒对治，这种乱想就少一些。后来我就反问自己：“如

果我不持咒呢？这种清楚，这种明白还在吗？”然后慢慢开始学会了观察自己内在的

起心动念。比如说，跟家人的关系，开始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比如很难处理的婆媳关

系，就开始检查自己，发现自己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延伸在生活里，把这种观察用

在家庭生活里面，包括孩子、老公这些，随时保持这种很清楚的状态。  

不清楚的时候怎么办呢？就念咒，就念准提咒，念的时候杂念还会起来，就这

样反反复复的观照，在这个过程中，一边做这种内在的观照，一边金刚念诵就有些体

会了。我就发现自己的习性，丢得越多，改的越多，这种念诵就很畅快。后来我就体

会这种金刚念诵，金刚无形无相，金刚就是我们的自性，《大般涅槃经》有“云何得

长寿，金刚不坏身”，后来我就慢慢体会到，我们念诵跟清净的自性越相应，念诵过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704&idx=1&sn=8b1ece5552e4d18bf05758dc9ec18cdc&chksm=e9a98e87dede07918d2296949dbebf201dbf5bf9ef6c602ac0ee3e1a301e07f67f9329e30292#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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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阻碍、尤其气息跟不上觉得很累、对红尘的贪着、嗔恨心等，就会越来越少，

念诵就越来越畅快。  

在几年前的时候，我经常声音哑了，念不出声，有时候很难抵抗那种不想念的

感觉。这几年就慢慢少了，我可以从早念到晚，也可以念的很轻松，就是因为这种观

照。随着观照的加深，慢慢就体会到念念分明，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和准提法，这两个

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我们在生活中提不起来的时候，就要把咒语提起来。这种念念分

明，每天都做这种观照的功夫，就会觉察到，实际上当下就只有这一念而已，慢慢就

可以守住这一念。在日常生活中，就没有那么多妄想，它自己就不出来了。  

后来我又学了一些唯识，我就来参唯识和准提法的关系，我觉察到师父上人在

准提法中讲的“念念分明到最后进入念念本空”，就和我们当下这一念是一样的。因为

在当下这一念里面是没有我的存在，这时候第六识是没有分别的。这种咒语念到一定

时候，就会把我们阿赖耶识里面那些染污的东西慢慢掏出来、掏出来，然后慢慢变成

净识，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法越修越相应，真的是越修越欢喜。  

最近我也体会到了光音交融的这种感觉，随着持咒的加深，从头到尾也不会有

一个妄念，没有妄念的话你就会完全融入音声的法性之流中，只有一个明亮的东西在

这里念念念，就这个样子。所以有时候也可以体会到光音交融的感觉，这种明亮一阵

一阵的，然后大白，就好像很大很大的太阳的晴天，脑袋里都没有一片云彩那种感

觉。所以我觉得这个法真的非常非常的珍贵，非常非常的好。  

关于观命门的明点，我也有一点体会。我这几年不停的修准提法，做这种观照

的功夫，胸口就堵得不得了，就是有气在这个地方，堵得我都怀疑我都快要死掉了。

但是想一想，南老师不是经常说吗，要不然你就弄死我，要不然我就不管它。他们上

半年发了那篇师父的开示，关于观命门的，我看到这个文章，一回家就马上上座，然

后就把意念调到命门这个地方，哎！一座下来，我一下就松放了，一下就下去了，这

个气，一下就没有在这堵着了，两三年了，一直都是这样堵着，我都怀疑我快要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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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也找不到师父去问，也找不到人问这个问题，只知道这是修法过程中的反应，

我不去管它就行了。这次一坐就下去了，真的很好！  

还有一个经验分享给大家，就是双盘跏趺坐。我记得第一次在峨眉山大佛禅院

听师父的开示说了，痛其实是我们修道中最小的困难，我听到这句话就牢牢的记住

了。这是因为我的腰有一个好多年的伤，但是我每一座都坚持双盘，到今天我都还很

痛，但是那个效果确实不一般，就会觉得炁会一直一直下去，一直到腿的这个地方，

很不一般的这种感受。就是说，我们修道不要怕苦，还是要坚持。 

 另外一个是关于念诵，尤其是新参，如果要在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我建议还

是要把方法搞对。我在共修会的时候，经常听到大家念咒的咒音，有的喘着粗气在

念，就这么短呼吸、短呼吸的念，这样念会很累的。其实师父已经开示的很清楚了，

一定要一口气一口气的念，念完了闭上嘴用鼻子吸气，等气充满了再出声念，要很有

耐心的把这个过程练会，包括很多老参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我们不在金刚念诵上去好好参究，起码我们的身心不会受益。不会受益你就会退转，

这是很重要的事。 

 没有过这一关的师兄，尤其是新参师兄，我建议一定要经常到共修会去参加共

修，找那些过了关的老参，把这一关给过

了。过了这一关以后，你就会在念诵中获

得法喜，就不容易退转，就会产生定慧的

作用，你以前看不懂的书，慢慢能够看懂

了。你只要有一年的时间专心持咒的话，

一定有些东西你能够看的懂，这样智慧就

慢慢出来了。总的来说，准提咒唱诵还是

由定生慧的过程。 

 前不久我还试验了一个成功的案

例。我把还没有来接法的师兄集中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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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在他们还没有参加法会之前，就来培训学习呼吸，甚至做腹式呼吸，训练长呼吸

的状态，然后把咒语加上去，这样他们获得了法喜的话，就不容易退转，我觉得这是

一个很好的办法。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这么带新参。有很多老参为什么没有持续下去

呢？就是没有获得喜悦的感觉，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这很重要，所以一定要把呼吸和

念诵的关过了。这是我的体会，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师父上人：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我们的大侠善贤喜讲的含金量非常高，

我觉得她一路走来，扎扎实实的。修法要像她这样的精神，踏踏实实的，非常难得，

虽然修法只有五年，但是这五年她的身心变化很大，所以她还算是利根的。  

我实验了这么久，才在今年湖南南岳衡

山闭关中有所突破，一到了三更半夜，我观

得越深越细的时候，我发现心脏跳得快，气

血翻腾。诶，我说，从来没有的，不对呀，

这不对呀！一拉到命门就化掉，一拉到命门

就化掉！各位，我讲耳通命门，其实 42 年

前已经有很深刻的印象，我在第二次般舟关

行般舟的时候，命门松开来了，我在好几次

打七都有讲了，所以耳通命门当然千真万

确！大家好好的体会。今天是第一天，后面

还有五天，大家好好用功！  

2018 年 11 月 20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

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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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所歸能證圓通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26 

 

修持耳根法門，大部份的人都會有耳鳴的現象，但只要你懂得其中的道理，即知

道那是身心變化的過程。所謂「耳通氣海」，故耳鳴也就是打坐坐到氣機（脈）將發

動的前兆。這個現象有如夏天的蟬鳴。這時候，喉嚨也會隱隱作痛。  

一般人比較苦惱的是不知道何以會如此？要是你光是打坐，既不唸咒、亦不知道

如何觀想，難免會覺得心煩氣躁。所以萬一道友們碰到這些疑慮，金剛唸誦更要精進

行持，一步步的「返聞聞自性」──返聽自己的心聲。不久，這種情況自然就會化

掉，而且功夫進步得更快。 

  

思想的依止  

有些人是苦惱「心中無主」。如果你有修準提法，這個問題就不困難。通常當我

們煩惱時，總會唸「觀音菩薩」聖號，請菩薩來做我們的依怙，祈求菩薩加被。現在

大家修持了準提法門，懂得心月輪觀，一方面固可從準提佛母的悲願而獲得加持，另

一方面也可由心月輪觀使你學佛的理念更加清晰。所以在修法的過程中，對於自己身

心上的變化要仔細去體會。  

各位宜把見地、行願、功夫各方面的有關經藏多加參閱、探討，作為思想的依

止，免得盲修瞎練、誤入岐途。佛菩薩修行的經驗也已了了清楚的告訴我們了，那可

以使我們少走許多冤枉路，不需要再從挫敗中去歷練，而這也正是我們研習教理的主

要目的。  

洞然明白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大道並不困難，怕的是我們的

心念喜歡起分別，唯有把心中一切執著都掃掉，不論喜愛或憎惡，完全拋開，才能真

正了然於心。故修行必須把自己的個性調得很柔和，才容易上路。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709&idx=2&sn=02ceebf0b2fc95e41f7cb1f3d89638f2&chksm=e9a98e82dede0794fdf705d4b09109df58defe0b7b04fb10804b19430e2e17beafbd5d13d253#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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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賢十大願」講到「恆順眾生」，就是要我們隨喜功德，多讚歎他人的長處，

包容他人的缺失，以「利他」為處事的原則。此外，要經常懺悔業障，懺悔我們何以

有這麼多妄想執著？何以大道不現前？何以心裏面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如此

強烈？何以修法得不到好處？時時刻刻警惕自己：切莫掉入強烈的我執、法執中，乃

至自己的主觀意識中。待人處世恭敬謙虛，才是最大的修行，常常存有一顆喜悅的赤

子之心，別人看了也會被你感染，難道這不也是一種功德嗎？ 

  

培養功德  

當然，能如是行持，則修法唱誦出來的音聲，自然充滿喜悅的和音，色身才會轉

化。否則心有千千結，整天暮氣沉沉的，情緒開朗不起來，唱誦的音聲，又如何能順

暢呢？  

持誦咒語能與法界相應，才真是一個不可思議解脫，那需要掃除心中多少的執著

呀！同時那也是我們的功德呈現──平常待人接物無所掛礙，內心充滿陽剛之氣使然

的。  

一個人講話有威力，令人喜歡聽，功德有多大呀！他本身付出的心力要比別人多

好幾倍，才能令人心服口服的，故說音聲從功德中來。所以金剛念誦想念得好，除了

理念要清楚外，功德亦須培養。 

 換言之，無論梵唄、海潮音，抑或金剛念誦，想要成就，基本上要有兩個條

件：一是與空相應，二是要發大悲心。具備了非常空靈的心境，再加上大慈大悲「利

他」的心，則念誦出來的音聲豈有不莊嚴動人的？可見平素的修養與功夫的錘鍊是應

該並駕齊驅的。 

  

光明灌頂  

懺悔可分為「理懺」和「事懺」兩種。前者是從智慧懺悔，這是上根利智的人才

做得到的，也就是直接由「法」下手，通達自性本空；後者則指向有道之士懺悔，藉

由有道之士的開導而掃除心中的陰霾。因為做錯事，通常自己的心裏都會很難過、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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懊喪，內心深處總有揮之不去的痕跡，這條無形的枷鎖往往會令人不得釋懷，而助長

了罪業的形成。「事懺」就是要懂得發露懺悔，請求善知識的加持，或在大眾面前誠

心悔過。除此之外，亦可以禮佛、朝山的方式去懺悔，拜到光明現前，那也算是得

戒。 

各位修法沒有灌頂，那怎麼辦呢？倘若你能修到光明現前，光明即是灌頂。我們

唱誦咒語，隨著梵唄融入音聲海中，音聲本身就是光明，即所謂「光音交融」。各位

宜多加體會。  

光明本來就在我們的自性中，只因我們的心太粗糙了，煩惱習氣又特別重，不曉

得起心動念也是光明。動個念頭、有個影像，那影像很清晰。何以會清晰呢？那就是

光明的顯現。只因我們貪瞋痴的力量太強烈了，蓋覆了自性的光明，所以始終認不

得。 

  

生命的樞杻  

當你興奮時、驚恐時、緊張時，就要懂得去觀照。因為讓你心臟碰碰跳的地方，

也正是我們報身轉化的關鍵處；那是一個人生命初步形成心脈輪的總樞杻，關係著我

們的三脈七輪。找到那一點，就要把它放鬆，不要刻意去執著它，這也就是「內空心

中」的要領。其實，每個人都有這一方面的體驗，只是從沒仔細去加以觀察罷了。 

  

超越明暗  

說到光與音的問題，我們眼睛看的，受了太陽光的照射，感到很明亮，閉起眼

睛，就覺得一片漆黑。〈楞嚴經〉云：「開眼見明，閉眼見暗」，但是我們所見的現

象與能見的心並不在這明暗上，而是超越了明暗的，我們應回到此處去體會，而非只

是去看那虛浮在表面的明與暗。音聲的道理亦然，我講話，你們聽到了，我不講話，

你們聽到的是外面的鳥叫。所聽的境界不同，也隨著無常在變化。可是能聽的卻沒有

因為這些生生滅滅而失去功能。能見的心與能聽的心難道是兩個嗎？當然不是，它是

光與音的交融處，能聽與所聽，能見與所見同是那個「心王」。依照物理學的原理而

言，光也是氣。譬如金屬的製品，亮度較強，非金屬物，亮度較弱，其實就是氣的強



首愚长老开示集                                                      

 270 

弱所引發的問題。聲音、外境只是現象，這些被我們所聽、所見的都非常有限，可是

當我們回到那能聽、能見的心時，它卻是無量無邊的。因為它已然泯除了現象和對

立。譬如當我們專心看書時，前面有人走過，你卻無所見；距離遠一點，超過你聽力

的範圍時，你亦無所聞。然而，只要你找到自己的心，見到自己的本性，這個見與聞

的「能」卻是無遠弗屆的。 

  

不生不滅  

所謂「明心見性」，是既要見到本體，又要見到局部。「性」，乃心生，「心

生」是緣起，有因緣才會動念。心似大海，念頭如波浪。波浪起伏不定，永遠在生滅

中翻滾不已；但就其「體」而言，它卻是不生不滅、不增不減的。 

 我們凡夫總是迷糊在表相的生滅中，看到花，執著花，看到什麼，就執著什

麼，完全迷失了本性。而觀想心月輪，則等於在觀察心念，把迷失已久的心念慢慢收

攝回來，將那顆容易緊張的、興奮的、低沉的、驚恐的心緒融化於無形，以至「攝所

歸能」──歸至於自己自性本體──心的源頭上。所以經常唸咒觀想，就是要將一切雜

亂無章的念頭迴歸到膻中穴的那一點來，使它平和、柔順、沉著，不再因外境的動靜

而隨波逐流。 

  

攝心調氣  

佛經裏說到生命的流轉是「生因識有」。那麼，如何才能將這些妄想流轉化掉

呢？──「滅從色除」。色身的妄想，我們奈何不得，打起坐來，熬腿的酸痛、念頭

的起伏，我們都降服不了。所以「準提法門」提示我們要從修不淨觀、白骨觀來做最

根本的觀想。如果透過不淨觀和白骨觀的修持，再回轉來做準提法的觀想，則在攝心

調氣上，必然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這是對生命最直截了當的觀想。希望大家能

多加薰習。 

  

三業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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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法的過程中，如何做到身口意三業供養呢？當我們全身投入、全神貫注時，

任何地方有不舒服都不要去理會，要很誠懇的將整個色身供養準提佛母，口業很虔敬

的誦咒，意業也很專注的做觀想，這才是真正的法供養、無畏供養。能持續如此，自

然可以達到忘我的境界，進一步與空相應。「意密」應該密到什麼程度呢？──要到

達其他的念頭都插不進來，只是一心一意的虔誠供養。在打坐當中，身體上或有某地

方疼痛，或覺得渾身乏力；口密唸誦時，或覺得自己唱誦不如法；乃至意密觀想有時

感到心浮氣躁，這些都是難免的。但不論如何，虔誠是最重要的，一面唸咒，一面要

想像音聲隨著自己的心力到達無量無邊，遍一切處、供養十方三世一切佛，以及法界

一切眾生。各位倘能如是用心，效果必然非同凡響。 

  

一切現成  

打坐修法，基本上要把握幾個要點。首先，要把整個身心放鬆。〈楞嚴經〉「五

陰解脫」說到的第一個就是色陰，色陰又叫「堅固妄想」，那是指我們平常總是緊繃

著神經，心境上容易因外界的變化而起伏不定，碰到不順遂的事也常常克制不住而大

發脾氣。林林總總的習氣都是過分執著使然，所以要做到「鬆放」，就得經常薰習、

經常迴觀返照。  

一個人精神能夠放鬆，生理上才能輕鬆，身心是互為因果的。先不談解脫與否，

身心安詳舒泰，就可說已經達到初步的效果了。所以準提法的唸咒、觀想，看起來好

像在抓一個東西。而實際上，它是給我們一個疏導、一個軌道，因為我們平常散亂心

太重了，只好先以它來做為對治的藥方。身心鬆放後，就要慢慢去體會觀想的境界和

內容，把理論與實際生活融會貫通。  

打坐用功與你所聽聞到的佛法──理事配合得宜、串聯成片，則身心自然與佛法

相互交融為一。俟你由實際用功的經驗，切身領會到時，才會真正了然：「哦！原來

一切現成！法爾如是呢！」 

  

生圓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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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月輪觀不僅是準提法的根本，嚴格而言，也可說是整個佛法的根本。它有一定

的層次，由淺到深、有具體、有粗略、有本體、有現象。對一個初學者而言，只好從

現象到本體來體會。因為要一下去領略「空」是辦不到的。這一方面，準提法儀軌提

供了我們一系列非常明確而井然的指標。 

 心月輪代表真空妙有，是真空，也是妙有。所以起初觀想，抓個明點和梵文，

也只不過是個過程而已，最終目標還是要回到圓滿次第──達到空靈的境界。故說準

提法的整個儀軌是圓形的，首尾銜接，生起次第與圓滿次第生圓不二。你瞭解透徹

了，生起次第當下就是圓滿次第，圓滿次第加以妙用，也是生起次第。  

  

樂、明、無念 

 何以要觀想準提佛母「身如透明琉璃體」呢？能把身體觀成透明琉璃體，五臟

六腑不就全觀空了嗎？剩下一具透明的皮囊，就是要我們不要執著五臟六腑，乃至五

臟六腑的感覺。而「琉璃體」也可以說是觀空的前方便，與觀想光明或白骨放光，道

理是相同的。 

 其次，講到「內空心中」，它並沒有告訴你空在那個部位。「昇起八瓣蓮

花」，我們的心臟也是八瓣，這是其中奧妙之所在。「紅色無根，蓮花上現一滿月

輪，月輪上有字輪；觀想字輪右旋繞轉」，此中道理亦是奧密無窮，又與氣脈互有關

連，同時也在訓練我們心念的凝聚力量。 

 有人喜歡一坐下來，什麼都不想，這樣久了，會產生無記，而且這是昏昧，與

「空」不同。「空」是清明的。以密宗的道理而言，有所謂「樂、明、無念」，那是

快樂的、清明的、無念的。有這個內涵就對了，否則效果就要大打折扣。  

 通常，苦與樂是對立的，而「極樂」則已跳開了苦樂。在四禪八定當中，初禪

──離生喜樂；二禪──定生喜樂；三禪──離喜妙樂。禪定功夫愈高，愈遠離歡喜的

覺受，因為歡喜心還是散亂的，與妄想相應。但「極樂」的境界則已經無我相、無人

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了，一切執著全然放下，觀念上也融通了，所以是妙有的境

界。僅僅守個「空」並不圓滿，儒家尚且云：「一事不知，儒者之恥」，何況是我們

大乘佛法講「華嚴法界觀」那麼圓滿的整體境界呢？（《準提法開示彙編》）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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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心明什么心 见性见什么性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26 

 

我们今天开始为新参讲准提法的脉络。新参自己看法本，我没有按照法本来

讲，但是次第都会有，也就是讲纲要性的，不是依文解字的讲解。  

整个准提法的脉络，在辽代小五台金河寺沙门道㲀大师所写的《显密圆通成佛

心要集》，他把准提法精简浓缩到两句话，整个准提法按照这两句话开展来。第一句

话就是“先悟毗卢法界”，第二句话“后修普贤行愿海”，准提法基本上按照这个脉络展

开来的。  

先悟毗卢法界，这是见空性。整个准提法也就是佛陀在说法，把他大彻大悟的

经验毫无保留的告诉我们。见空性，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是先修外德，当然外德

也是可以应内功，这就是达摩大师的两句话。梁武帝见达摩大师的时候，就问：“我

盖了几百座寺院，度了那么多的出家人，有没有功德？”达摩大师毫不留情的说，当

然真正的大修行人不会讲假话，他说：“你这个没有功德，你这个只是福德，这是人

天有漏之因。”真正的功德，见性是功，明心是德，明心见性才是功德。外修以德，

外修你种种的德行涵养，那才是外德。佛陀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是先修外德，培养六

度万行，辗转增上。他所参学的当时印度大外道所到达的功夫，以释迦佛多生累劫修

行的经验晓得这个不究竟，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智慧。普通一般人，哦！修到四禅八

定，那就得意洋洋了。佛陀既然是要彻底地解脱生老病死，以他过去世修行的经验，

自己的智慧返照，晓得这个不是。所以四禅八定是共外道的，佛陀晓得还有事情未

了，最后佛陀夜睹明星大彻大悟。 

 夜睹明星，在密教就把它引用过来了，其实所谓的修明点，那明点不就是一颗

星星吗？明点跟星星有什么两样？用明点来作为般若慧观的下手处，这明点散开来是

尽虚空遍法界的，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佛陀在天将亮未亮的时候，猛然一抬头，

看到星空中的一颗明亮的星星，大彻大悟，所以这颗星星就是悟道的媒介。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709&idx=1&sn=12b4922dec878c41a25b445a744e16ca&chksm=e9a98e82dede079422c888f7774b33cd7733c57eeec4bd715c164ebbcc6c966dcc43ace4e738#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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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准提法的修行，就用这颗星星作为整个法脉甚深缘起的一个起端。所有的

观想，不管是观印度梵文字、唵字，或者观佛菩萨的影像，其实都是明点的化身，都

是明点的延伸，引用的是佛陀夜睹明星的这一幕，所以夜睹明星转过来就变成修明

点。修明点就是观明点，观明点就是般若慧观，这一点大家要清楚！  

我们经常听到邓丽君唱的那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这倒是把佛学引用上

了。“身如琉璃，内含宝月”，这是《楞严经》的名言，身如琉璃，内含宝月，宝月小

一点不就是明点吗？大一点不就是月亮吗？大家可以这样的去想像它。不管星星也

好，月亮也好，都代表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地。既然代表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在哪里

啊？《金刚经》把我们的心分成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金刚经》的名言“过去

心不可得”，过去心已经过去了，如梦幻泡影，做了一场大梦一样。我们几乎每一个

人都是晚上闭着眼睛在做黑夜梦，白天瞪着眼睛在做白日梦。晚上的黑夜梦容易醒，

白天的白日梦不容易醒，哪个不当真呐？人从婴儿呱呱坠地，到一口气不来，都是在

演同样的故事一样！ 

 小的时候被父母亲抚养，慢慢学习。少年到了青年，开始结婚、生子、创业。

到了中年、到了老年，孙子也长大了，当爷爷奶奶了，已经垂垂老矣，走上晚年了。

人的一生都在演这个戏，演这个白日梦，演到一口气不来，这分段生死就告一段落

了。我们人的一生，青年人充满了理想，充满了愿景，所以青年人都活在未来中、活

在未来的希望中。老年都活在记忆回忆中，当然它所现出来的都是他过去的一些经

验，人生各式各样的悲欢离合、名闻利养、酸甜苦辣，人生本味不外乎酸甜苦辣。 

 《金刚经》告诉我们，过去心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就是做梦一场，过去心不可

得。未来心，尤其老年人就有资格了，他走过了几十年，所以知道未来心也是不可得

的。说个现在，现在心也是不可得的。我们的修行，从看到三心不可得，见到的是诸

法空相。一个人一旦真正见到了三心不可得，他的菩提心油然而生，开始寻找人生的

真谛，寻找宇宙人生的真理。所以，先悟毗卢法界是必要的、是重要的、是根本的。

唯有先悟毗卢法界才会产生真正的道心，那种力量就很强很大了，不会是可有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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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没有见空性之前，那你的整个人生是模模糊糊的，充满贪嗔痴慢疑的种种想

法。一个人真正悟空性了，他的人生观就不一样了，他对人生的追求方向目标不同

了，已经晓得《金刚经》最后的一首偈子：“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

电，应作如是观”。他随时在这样的观照中，会提起自己的道心，不用别人提醒他，

这个觉性、自觉有这么重要！ 

 明白三心不可得，明心最主要是能够见性。要见性，所谓的方法就来了。后修

普贤行愿海就是要来见性、来了性。那我们见的什么性啊？见的是“诸法因缘生，诸

法因缘灭”，经典里佛陀的弟子们经常诵持这四句话，“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

佛大沙门”，释迦牟尼佛是大修行人，“常作如是说”，我佛大沙门先知先觉，经常做

这样的开示。 

 真正见到“缘起性空、性空缘起”，那就好办了，那就不会贪着。真正见到缘起

性空，正好可以破除我们心中的种种贪恋执着。我们所贪恋的，贪的最厉害的是贪自

己，佛学的名词叫我执，以自我为中心，整个贪嗔痴慢疑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贪我

慢我疑，贪嗔痴慢疑，围绕着以自我为中心，对这个法很执着。见“依他起性”，可以

破我们的我执、法执，我执、法执这是“遍计所执性”，这是根深蒂固的。破了“遍计

所执性”，才能够修证到、印证到“圆成实性”，圆满成就也可以说是成就三身、三身

成就。 

 以上是讲准提法本之前的序幕一样，把这个序幕打开，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准

提法脉到底有什么样的内涵。老参听我讲过这么多次，你真正了解了吗？没有的，没

有那么容易了解的，了解也是一知半解的。你真彻底了解了，自己就懂得上路了，懂

得用功了，不用人催了，不但可以自觉也可以觉他，老参就可以带新参。哪怕你修了

十年、二十年，你没有懂过来，那你还是老参中的新参。根器好的，一听，就懂过来

了，那是新参中的老参，老参新参没有绝对的。有人开玩笑，什么是老参？老是参，

老是参不透是名老参，那是变成老皮参了。参透了，新参就是老参。参不透，老参就

是新参，就这么简单。  

2018 年 11 月 21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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谛听谛听，从闻思修入三摩地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27 

 

 早课时，我把禅宗的纲领“明心见性”跟准提法门的修持“先悟毗卢法界，后修

普贤行愿海”，跟各位重点的分析了。佛陀经常提到的“谛听谛听”，也就是每一部经

典一开头就提到的“如是我闻”，“如是”是阿难尊者很如实地把佛陀所讲的叙述出来，

阿难尊者是多闻第一，听过的法在他的八识田中不会忘记的，所以结集经典的时候，

都是由阿难尊者口中诵出的，然后由五百罗汉来证明佛陀的确是这么说的。  

早课我把“明心明什么心，见性见什么性”的重点分析了，大家要能够做到“谛听

谛听”，那是要有些佛学基础的。要不然从右耳朵进去，又从左耳朵跑出去了，中间

没有转几圈。闻，从闻思修入三摩地，从听闻开始，要闻所修慧，到思所修慧，那还

是要思考。等于我经常讲的，经典中提到的，我们亲近参访善知识的四句话：“近善

知识，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近善知识是为了听闻正法，这是闻；如理

思维，这是思；法随法行，这是修。听了以后，再自己能够很如理的思维，产生一股

正知正见的力量，来修正自己身口意三业的行为，这才是修行很重要的。   

正是《楞严经》提到的“从闻思修，入三摩地”。《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耳根圆

通讲的，“彼佛观音如来教我，从闻思修入三

摩地，初于闻中，入流亡所……闻所闻尽，

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经文里

有。《楞严经》的经文，意境高超，文理高

雅舒畅。这样自己对佛学、对佛法、对佛教

信仰的基础才会越来越深厚，根基打的越来

越牢固、越巩固啊！  

2018 年 11 月 21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

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719&idx=1&sn=63a7e3c8407ff9d2ed00c961a7aa2a90&chksm=e9a98e88dede079e785359194f718c32ec1385c635bccf7ded821be7567d661daf0fcf1573a7#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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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提法是禅净律密的总融合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28 

 

 准提法的三个加行法，加上本尊法，整个脉络都是以三密相应贯穿。意密观

想，我说这是般若慧观。般若慧观主要以明点为中心，就是佛陀夜睹明星大彻大悟这

一幕。准提法一开始用这个 LA 字代替明点，第一个加行法跟第二个加行法，都是观

想头顶上 LA 字放白色光，光明遍照身心乃至遍法界，这是要我们把握法的制高点。

法的制高点，就是从文字般若、境界般若进入到实相般若。观想 LA 字要把握的就是

先悟毗卢法界。观想那是要顿悟，口密念咒有点渐修。因为我们的习气太深了，业气

太重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老实持咒跟广修行愿，这是后修普贤行愿海。深

入观想是要顿悟，老实念咒是渐修，把顿悟跟渐修两股力量拧在一起。  

意密观想也可以说是见地，口密念咒也可以说是行愿。我们只要老实念咒，身心

松放，态度就会好一点，讲话语气就会温和一点，在人事上面你就会比较祥和。  

身密结手印，这跟我们五脏六腑的气脉有关系的，这手印对应了我们的五脏六

腑。般若慧观是因，老实持咒是缘，身密结手印这是来帮助我们转化色身，也是因缘

果。老实持咒是承先启后，上面承接的是般若慧观，我们只要肯老实持咒，这是修

气，配合身密结手印，这是修脉，最后修明点跟你意密观想又融合在一起。  

我们的观想从文字般若、境界般若进入实相般若。文字般若的初步是在头顶上

两寸高的地方，观想有个梵文 LA 字，先把这个文字相观想出来，这是文字般若。只

要我们把这个 LA 字观想出来，它就有统摄我们身口意的效果，这是修止又修观。从

LA 字进一步观想 LA 字放白色光，这是境界般若，整个身心在一片光明中，从有相

光进入到无相光，光明遍照身心乃至遍法界就到了无尽法界、无相法界、实相无相的

法界，浑然忘我。我们观想是从有相最后进入到无相，念咒从有念最后念到无念现

前，大家一定要把握的很清晰。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721&idx=1&sn=fe33ab10df8f178283ab3dbc8f4fb460&chksm=e9a98eb6dede07a06570098d0bd14504ab95eb1a010df491df5b565e88c59ef9d419175534f1#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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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准提法从净土三要下手，老实持咒也就是老实念佛，“信愿行”，念得很专

注，念得很虔诚。你们小参报告转了一大圈，嗨！其实很多人没有把握法的重点。法

的重点在哪里啊？老实念咒啊！心安不安啊！你只要肯老实持咒，没有不心安的，念

清楚、听清楚，到了念念分明你心还不安吗？有没有上路，听你的报告，东扯西拉

的，了不相干。可见你还在云里雾里，还在空中漂浮啊！要接地气啊！要能安得了自

己的心最要紧啊！老老实实地念清楚、听清楚，念念分明，到念念本空。光第一个加

行法，它本身就有生起次第，有圆满次第，准提法真的是不可思议。你们没有真正从

基本功下手，讲了半天，东扯西拉的，了不相干，就是不够老实！  

所以，大家要了解，我们准提法门完全把小乘、大乘、金刚密乘融合在一起了，

把禅净律密融合在一起了。最基本的老实持咒，不但是净土三要，同时也是整个西方

三圣的精神纲领所在。念清楚等于西方三圣的大势至菩萨来接引，听清楚就是西方三

圣的观世音菩萨来接引，从念清楚、听清楚进入到念念分明，功夫纯熟了，最后进入

到念念本空，这是阿弥陀佛来接引，这是法上的西方三圣。其实，法上的西方三圣才

是精准的。法上的西方三圣只有一个标准，大势至菩萨的标准就是念清楚，观世音菩

萨的标准就是听清楚，阿弥陀佛的标准就是念念本空。画家笔下的西方三圣，十个人

画的十个都不一样，所以没有标准。准提法在法上的西方三圣那是无比的精准啊！  

从净土三要融入到密教的三密相应，准提法本来就是密法，最高的与禅宗的三纲

相应，禅宗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从最基本的到最高的，一路上保驾

护航护法的，那就是菩萨的“三聚净戒”。菩萨三聚净戒当然是普贤行愿。三聚净戒第

一个是摄律仪戒，诚于中、形于外，整个人身口意，律仪非常庄严，如理如法。摄善

法戒，一切都跟善法相应。饶益有情戒，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众生的。这样我们就晓

得，原来准提法门有浅有深，可浅可深，包罗万象。以南上师的智慧，为这个时代筛

选了这个法门，那不是偶然的。  

2018 年 11 月 21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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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门的明点是身心的交集点交汇点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29 

 

为什么法本上面让我们观想“在头顶上两寸高的地方有个梵文 LA 字”？两寸高的

地方，这个也代表超越了身心、融合了身心。这 LA 字的观想本身也是心月孤悬。心

月孤悬，昨天跟各位讲过了，这是内外不二、大小不二、上下不二。般若慧观，即此

用离此用，是在头顶上也不在头顶上，我们要找到真正的身心的交集点、交汇点。这

也是我经过 49 年的参学，42 年前闭般舟关，命门得到特殊的转化，用它但又不珍惜

它，并没有很专注的在命门上面，等于我自己糟蹋了 42 年，把这么好的法宝，我自

己糟蹋了，今年总算捡回来了，把这个学理也弄清楚了。  

学理就是见地，见地理趣。学嘛，学问也好，学术也好，整个脉络就是学理，学

问的学，理论的理，佛学名词叫见地理趣。从形而上到形而下，从身跟心，从色跟

空，色空不二，身心不二，经过 49 年的参学，我把它定调在命门的明点，命门的明

点就是心月孤悬，也是气吞万象，也是光音交融，最后进入到心光无量，把这十六字

真言完全统合在一起了。把 LA 字跟命门的明点也融合在一起了，LA 字本身就是明

点的延伸，它的根本中心就是明点。明点也是心月孤悬，也是气吞万象，我们整个咒

语的音声从这个地方涌现出来。光是自性光，音是咒语的音声，咒语的音声从自性的

光明中展现出来，所以光就是音，音就是光，把光跟音交融在一起，你就会有消息

了。  

哦！我讲了那么多，我发现很多人都没有听进去啊，这么宝贵的经验！昨天在喝

茶，我一边讲，他还是在各说各话，我就上火了，呵斥：“你这样的听法，怎么会进

步啊？我讲我的，你听你的，你说你的，你这样的修法会进步，那真的是奇了怪

了！”当然形而上的不容易，般若慧观的确不容易，我当然也了解你们的困难点啊！

我是经过 49 年的参学，当然慢慢熟悉了嘛，驾轻路就熟了嘛，你们还很生疏。 

 2018 年 11 月 21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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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月孤悬跟命门明点融在一起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6-30 

好，大家意密观想 LA 字，你要观想在头顶上也可以，你要直接观想在命门中也

可以，命门的明点就是 LA 字，那就直奔主题，那完全把南上师的口诀跟我的两句口

诀融在一起，这是十六字真言所在啊：“心月孤悬，气吞万象，光音交融，心光无

量”。你如此观，如此念，又观又念，观中有念，念中有观，观心月孤悬跟命门的明

点融在一起了，这正是《心经》所讲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你

感觉到身心的松放，身心的空灵，身心不断在成长中，不断在转化中，感受到“照见

五蕴皆空”也不是太远，当然也不是太近，不远也不近啊。等你的福德智慧成熟了，

就融在一起了。福德智慧还颠三倒四的，那就还很遥远了。原来这是“色不异空，空

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整部《心经》的精神你也把

握到了。  

好，大家意密观想 LA 字放白色光，能够跟命门的光明点融在一起放光，那更

好，身密右手结金刚拳印，口密持诵净法界咒“唵㘕”，三七二十一遍。  

（中间修法念诵净法界咒）  

以上是准提法门的第一个加行法。我们参学佛法，为什么亲近参访善知识那么重

要？这个法门由南上师所开创，所谓开创就是重新整理过的。当年南上师也是讲个纲

要大概，细节经过我四十多年的闭关专修，内修外弘，归纳那么多的心要口诀，所以

有六字真言、八字真言、十二字真言、十六字真言。这是我从看《坛经》到今年，整

整 49 年以来的参学，历经千辛万苦，走了不少冤枉路总结出来的。  

亲近善知识，听闻了善知识开示的法要，就要如理思维、法随法行。法随法行，

就是要依教奉行，这种天大的便宜还不懂得占？你还要自己去摸索吗？可不简单啊！

你只要真正依教奉行。我们大侠善贤喜，她没有参加，她只是看到开示的记录，她马

上用，马上实验，把她的胸闷一下子就化解了，这是依教奉行，得到这么样的转化，

佛母马上送给她大礼物。有的参加好几个七，还是戆头戆脑，我行我素。哎呀，蟋蟀

不食損五谷啊！所以在密法中，上师相应法的重要啊！  

2018 年 11 月 21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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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識成智  

原创 首愚長老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01 

 

〈六祖壇經〉裡有一句關于唯識學上的話說：「我們修行上有所謂『六七因中

轉、五八果上圓』」，意思是說前五識的眼耳鼻舌身是業報之身，這第五識與第八識

要到「果上圓」的果位才能究竟圓滿；而第六意識及第七末那識則要在因中轉。  

一般人第六意識分別妄想太多，第七識我執太強，所謂「因地而倒，因地而

起」，執迷不離心，倒與立不離地，想要轉化心垢，唯有從第六識、第七識著手，所

以解鈴還需繫鈴人，還是要在因地上從起心動念下功夫。而第五識和第八阿賴耶識是

非到成道以後不得圓滿的，因此一般人想要修到身無病苦並非易事。譬如「初禪」之

「離生喜樂」不到相當之程度幾乎是無法辦到的。第八阿賴耶識也是同樣的道理，故

而在唯識學上把前五識和第八阿賴耶識歸納在一起。  

前五識能轉化過來即為「成所作智」，亦即成就自利利他之智，何以叫成所作

智呢？前五識一經轉化，五根便得以相互為用。一般人眼睛僅能看、耳朵僅能聽、鼻

子僅能聞、舌頭僅能嚐味道、身體僅能對外境感觸，可以說五識僅能作單方面的應

用，一根無法作多用；但是對一個有禪定功夫或報身圓滿的人，五根是可以相互為用

的，在早期的「知見雜誌」裡曾報導過中國大陸某些有特異功能的人物，將其眼睛矇

起來，用手心看即可知道黑板上寫些甚麼。此即相當於以「身根」來看外界的東西，

也就是一根可代他根作用的功夫。  

第六識轉化過來即成為無分別的「妙觀察智」。一般人第六意識可以說亂七八

糟，妄想一大堆，而且想東就無法想西。而所謂「妙觀察智」即是妙觀察諸法實相，

說法斷疑之智，已經達到「一心多用」的境界，不但一心可以多用，同時觀察入微，

把第六意識之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  

第七識轉化過來叫「平等性智」。第七識最大的毛病是我執我貪特別強，造成

第六識的根本，即第六識所依之根，所以一切都執著為我所有，一切都以「自我」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738&idx=2&sn=4165ec6163051483330ebf4aef3d6ef0&chksm=e9a98ea5dede07b3721da1afd15c127699030c911a4b9cd499605d8c072a0b2c179faf0989b2#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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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才有那麼複雜的分別心，第七識轉成「平等性智」之後，對一切好人、壞人都

能一視同仁、平等尊重，乃至一切眾生都等無差別，既不對佛菩薩特別敬重，亦不對

一切眾生視如草芥，易言之，彼恭敬之心已臻至於普遍化，但也並非將對佛菩薩恭敬

之心怠慢下來，而是把敬重佛菩薩之心普遍對待諸眾生，故此「平等性智」可說是

「斷我見、我慢而達無我平等之意」，於一切眾生起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之智。蓋一

切煩惱無非皆起自不平等之心，若能念存平等，心胸自然寬闊豁達，足以包容萬象。

第七識能達此境界，即能提供給第六識達到「妙觀察智」，則盡眼所見皆為真善美。

所以說六、七識要因上轉，即在因地上轉化，否則果上絕不可能圓滿，色身、心靈也

就無法平靜了。換言之，心身不能平靜，都是第六、第七識在作怪。  

六、七識在因地上能夠轉化，正報（即色身）緊跟著便會逐漸圓滿，第八識的

根本也就會隨著第七識漸次達到「大圓鏡智」了，所謂「大圓鏡智」即指緣境無邊，

遍照法界之事理，故又名「一切種智」，係如來萬德之總本。這時候所看到的不僅是

眼前的時空，而且擴及整個宇宙，乃至無量三千大千世界皆融合而為一。所以第八阿

賴耶識一轉過來，即能達乎「萬年一念，一念萬年」，一念之間可觀察到萬年，而萬

年之久亦繫於一念之間，時空上已然無所罣

礙。我們凡夫對過去、現在分明了然，前後

無法平等，在時間上前後的觀念是互相對立

矛盾的，而「大圓鏡智」則等於把時空一起

拉齊，顯現法界萬象究竟平等。天台宗智者

大師在入定時曾說：「靈山會上宛如目

前」，恰似時光倒流，這些現象只要一證到

「大圓鏡智」便是順理成章的事了。今天就

「轉八識成四智」向各位簡介到這裡。

（《準提法開示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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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密身就是持诵到念念本空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01 

 

好，再继续进行准提法门的第二个加行法。意密还是观想 LA 字融入到命门的光

明点中，是心月孤悬，也是气吞万象。身密右手结金刚拳印，口密持诵护身真言护身

咒“唵嚙臨”，三七二十一遍。每七遍后面加个“娑诃”。  

命门的自性光跟护身真言护身咒融在一起，命门的光就是护身咒，护身咒就是

自性光明，达到光音交融，念得身心很松放，很空灵，念的气吞万象，一片祥和，身

心在一片松放、空灵的境界中，那就对了，证明你的插头插对了！你的气脉还在开运

动大会一样的，热闹无比，错用心，散乱心。还沾沾自喜，哎呦，我气脉动了，动个

什么啊？正是散乱心，心浮气躁！你还得意洋洋，哎呦，气脉动了，真是大妄想！ 

  

（中间修法持诵护身咒。）  

金刚拳印提起来五处印吽，头、左肩、右肩、心窝、喉咙，金刚拳印散于头顶

上，此身即转成金刚密身。所谓金刚密身

就是持诵到念念本空，那才是真正的金刚

密身，念到无念、无相、无住现前，那当

然是金刚密身了。我们一样是把护身真言

念清楚、听清楚，念念分明到念念本空，

身心不断的转化，能够跟命门完全融在一

起，懂得应用、实用、受用，最后能够妙

用无穷。  

2018 年 11 月 21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

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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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简朴亲真，大道就在当下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02 

 

我们修第一个加行法跟第二个加行法，等于你每天在自我洒净，也在自我护

身。修持准提法门，早晚课可以加上三个加行法，晚课还加个施食，其它时间，行住

坐卧就可以一句准提神咒持到底，把那么复杂的佛法，在准提法修持之下，变成简单

化了。我们另外的四字真言叫“简朴亲真”，我们把准提法精简了，精简到了三个加

行法跟本尊法，都完全融入到命门的光明点了。  

净法界咒可以拿来洒净，不管婚丧喜事，去看病人，还是为亲朋好友助念，都

可以用得上。尤其去看病人，这是难免的啊，到医院，你右手掐金刚拳印，意密观想

LA 字跟命门融在一起，你持念净法界咒护身咒，不但保护了自己，还保护了病人，

保护了在场的亲朋好友，不可思议的！在喜事的场合，在丧事的场合，都可以用得

上。为亡者助念，直接把 LA 字观想在亡者的头顶上，LA 字的光明把他接引到净

土。这是我们学佛修法的实用、受用，也可以妙用，拿来接引人。不但可以为亲朋好

友持咒修法，持咒回向，有病的亲友能够让他早日康复，已经往生的或者将要往生

的，回向他们往生净土。这是我们修持净法界咒护身咒的实用、受用、妙用来利

他。  

准提法门，这是一个大般若的修行法

门。随着我们的正念，你回向到哪里就转化

到哪里。准提法把所有的法化繁为简，这样

的老实持咒。老实持咒就是至简，修法不要

把它搞得太复杂。老实持咒这是简，也是

朴，简朴。持念到绵绵密密，跟咒语完完全

全融在一起，跟命门的光明融在一起了，你

会念得很贴切，整个咒语都是从命门的光明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759&idx=1&sn=3f8d1ddaacbca8e758da18c5f20d164e&chksm=e9a98ed0dede07c654e2b1023e9252ea1d95a960e29bd230a21b48e56c2185d5d1ed927f7ef6#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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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展现出来，跟自己的身心对接，跟整个生活对接了，跟工作对接了，跟整个人事物

对接了。  

随着你的身心松放，态度也诚恳了，讲话语气很温和了，内心起来的念头都是

要利益大众的，法用在人事物上面展现出亲切亲和，跟自己身心融合在一起了，修得

很亲了。不再准提咒是准提咒，你是你，变得好像冤家一样。哎呀，怎么越念妄想越

大，你念得不够亲啊，你跟准提咒是变成冤家了，不是亲家。你念得很熟悉的时候，

很深入的时候，哦！准提咒念到好比是我们的呼吸，好比我们的血液循环，完全融合

在一起了，不可分了，念到浑然忘我、真实不虚的境界，实相般若的境界呈现了，那

不是“简朴亲真”吗？念到《心经》讲的，“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大神就是

不可思议；“是大明咒”，大明就是大光明，自性光明的境界；“是无上咒”，没有比

这更高的；“是无等等咒”，究竟平等的，完全跟整个身心、生活、人事融合在一起

了。原来整个大道就在当下，就在眼前，大道片刻不离我们啊！你这样的修法才有力

量。  

千万不要变成什么样的，小和尚念

经，有口无心。“南无飒多喃”，哎呀，糟

糕，家里的瓦斯没有关；“南无飒多喃”，哎

呀，他欠了我好多钱；“南无飒多喃”，他打

我一下，他骂我，气的气嘟嘟的。哎呀！

那些冤家都来找你了，乱七八糟的！ 

 2018 年 11 月 21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

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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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制高点，它是无念的、是无相的、是无住的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03 

  

我们这一堂进入到准提法门的第三个加行法，首先是意密观想，观想四臂观音

在自己的头顶上。四臂观音也是从我们的心地涌现出来的，能观的是自己的心，所观

的就是四臂观音的影像。进一步观想四臂观音放白色光，光明遍照自己身心，最后这

光明浑入到命门，跟命门的明点融合在一起。然后身密双手结莲花手印，莲花手印就

是我们一般合掌的地方，把这个大拇指跟小指头相抵，其他的拱起来，就像一朵含苞

待放的莲花一样，称之为莲花手印。口密持诵四臂观音的心咒六字大明咒“唵 嘛 呢 

叭 咪 吽”，咒语的音声从命门的光明点涌现出来。命门的光明点就是我们自性光明的

流露，光就是音，音就是光。整个六字大明咒的音声从命门的光明点的光明中涌现出

来，光就是音，音就是光，光音交融在一起。 

  

（中间修法持诵六字大明咒。） 

  

持满一百零八遍的六字大明咒之后，“观想身心浑入虚空中，虚空就是我，我就

是虚空，亦无虚空之量可得”，这个境界正是“心光无量”，命门的光明点跟心月孤悬

完全融合在一起。所有的咒语都是从心月的自性光明中流露出来，形成一股力量，转

化我们内心的习气、色身上的业气，这个叫做气吞万象。在老实持诵咒语的音声中，

这个音声会不断的融化我们的习气、业气，所以叫做气吞万象。气吞万象的过程，光

跟音一定产生交融。所观想的心月孤悬，这是道道地地的人人本具、个个不无的自性

光明。  

2018 年 11 月 21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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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光明是毕竟空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04 

 

 紧跟着进入到第二回合，依空起修。所谓依空起修正是先悟毗卢法界，先悟毗

卢法界是依空起修。空中十方起大风轮，空是毕竟空，我们的自性光明是毕竟空。十

方起大风轮，这个风轮从十方涌现出来。十方，十方无方，十方就是毕竟空。毕竟空

落入到形而下，哦！有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加上上方下方，合起来叫十

方。  

其实我们站在任何一个空间，任何空间就是一个点，每一个点都是含裹十方，

每一个点都具备了十方，所以叫含裹十方。空中十方起大风轮，我们念咒语的音声从

毕竟空中涌现出来，这个境界叫十方起大风轮，这是金刚念诵的体跟相。体是毕竟空

的，相是咒语的音声，一口气一口气的念，正是起大风轮，空中含摄了四大，融化了

四大，融化了五蕴，融化了六根。所以心地越空灵，你对般若慧观掌握得越清晰，其

实正是我们色身四大最松放、最空灵的境界。  

松放到什么程度啊？《楞严经》告诉我们，四大到了最高的境界，地大，《楞

严经》不叫地大，叫性色，其实性色就是性地啊，不用地而是用色，色代表了一切物

质，代表了一切现象。我们的根本地大，它是真空的，它是跟空相应的，所以叫做

“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清净本然，周遍法界”。什么是性色真空啊？金刚地就是性色

真空。第二个，“性水真空，性空真水”，进入到水光三昧的境界，跟空相应的，“清

净本然，周遍法界”。第三个呢？“性火真空，性空真火，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这

是火光三昧。第四个呢？是风大，“性风真空，性空真风，清净本然，周遍法界”，

到了心息相依了，这是安般法门到达最高的。心息相依了，也可以说是风光三昧，风

也是光，风是什么光呢？风其实就是气，就是音，它当然也是光，跟光融在一起了。

所以金刚念诵是道道地地的《心经》所讲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

空”，能够“度一切苦厄”。见地功夫到这样成熟了，自然进入到“色不异空，空不异

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是我们修证佛法很重要的。  

2018 年 11 月 21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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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善知識  

原创 首愚長老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05 

 

這次我到美國去，主要還是去親近南老師，今晚我就以「親近善知識」為題，

來跟大家談談：  

親近善知識，嚴格而言，自己本身要具備些條件。記得十六、七年以前，我在

屏東受三壇大戒之時，德高望重的道安法師曾經對我們說：「你們想親近參訪善知

識，又怎麼去知道誰是善知識呢？這就要別具另一隻眼──慧眼了」，在〈華嚴經〉

裏提到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他參訪善知識的對象包羅萬象，各種角色都有，不論在

家、出家舉凡各行各業有特殊成就的皆在其參訪之列，甚至連妓女都不放過。我們學

佛求學問也應該有如此的氣魄，想要博學多聞，就必須要不恥下問，不因為對方的缺

陷而否定了他的長處。  

唐朝有位刺使李翺，聽說藥山禪師是個有道之士，特地放下自己的官架子，很

謙虛的到寺廟去請法，看到藥山禪師正眼都不瞧他一下，氣極敗壞的說：「見面不如

聞名，今日一見，不過爾爾」，藥山禪師

笑道：「子何貴耳賤目？」李翺一聽，當

下就收斂起傲慢之心，打拱作禮說：「我

來向師父問道」師不語，僅以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半響才告訴他：「雲在青天水

在瓶」。由此公案我們知道參訪善知識，

不能只看外表的現象，應該清楚他的

「道」之所在，而自己也必須具足相當的

條件，要有挨罵的本事，並且能領悟其中

的寓意，不要僅僅期望對方的稱讚嘉許。

從前南師在台北時，經常於茶餘飯後開示了許多大道理，有時一句笑語或諷刺的話，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767&idx=2&sn=067da247a68f69b21a80e5d98878e6fd&chksm=e9a98ed8dede07ceb036fa6f5067785d5a985db232cd87e2fbff31d409f74cf9d91c789774a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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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妙諭無窮。又如過去很多禪師在親近善知識時，都是長期間侍候在其身傍達一、

二十年之久，經年累月觀察其行住坐臥，待人處事，以便做為自己修法習道的準則

的。  

我們這時代善知識已經越來越少了，要是無法以「慧眼」去觀察，只從形象外

表去判定，將會錯過許多親近的機會。佛法本是個智慧的宗教，我們必須自己先去瞭

解其中的道理，而後才去觀察對方的行為是否真正慈悲。  

唐朝黃檗禪師說：「大唐國裏無禪

師，不道無禪，只是無師」，弟子們聽了

十分詫異問道：「大唐國裏禪師遍佈，何

以說無禪師呢？」（「諸方尊宿，盡聚眾

開化，何以卻道無禪師？」）事實上，黃

檗禪師指的是真正具足手法能教育人的禪

師，他說：「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

於師，方堪授受。」可見親近善知識非但

不能以有色的眼光去參訪，而且本身必須

先具備相當的程度。過去南師也曾經說

過：「我們參訪善知識要先關後開」，意思是說先閉上嘴巴，用耳朵去聽，把人家的

長處仔細聽清楚了之後，再開口請教，所謂「學問」就應該如此「有學有問」，才合

乎參訪的精神，才能真正學到東西。（《準提法開示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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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念诵松化四大五蕴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05 

 

在法本里头提到“风融于火”，风为什么融于火啊？我们咒语音声一念，身体暖

相出现了，这个境界叫风融于火。暖相在我们修证佛法来讲，很重要！我们之所以四

大不调、百病丛生，情绪不对、气候不对、饮食不对形成了堵塞，最根本的原因是我

们的情绪，心浮气躁，气是乱的。心不平气不和，所以火水未济，形成五脏六腑的堵

塞，形成了五行相逆，相逆就是相克，互相障碍。这一克，就堵住了，心情郁闷了，

心一郁闷，整个色身就跟着堵塞了，这是一定的道理，因为五行相克嘛！  

从我们的情绪来观察，一个人一发脾气，哦，气得全身颤抖，暴跳如雷，这典

型的是火克金。火就是我们念头不对，起嗔恨心了，火烧功德林，所以火克金。金就

是我们的呼吸啊，气得呼呼直喘，这是典型的火克金。一发脾气，金克木，肝胆就不

对了，我们身体上这个排毒的系统肝胆出问题了，那很麻烦的。排不了的毒就变成毒

素的堵塞，所以色身有燥火，燥火严重了变成肌瘤、变成囊肿，严重一点的，种种的

肿瘤之后，种种的癌细胞出现了，因为我们排毒系统出问题了，金克木。肝胆不对，

反过头来，木克土，脾胃不对了。所以一个人发大脾气以后，东西吃不下，勉强吃下

去，很快就排掉了，有这么严重。从心情的堵，到色身上五脏六腑的堵。脾胃有问题

了，土克水，紧跟着肾功能也出问题了，出现水克火，恶性循环，身上是寒凉的、瘀

堵的，或是燥热的，四大不调，百病丛生，各式各样的病产生了。  

现在以我们最根本的般若智慧“心月孤悬”，让四大进入到四大本空、五蕴非

我，色受想行识，照见五蕴皆空，六识六根六尘紧跟着松放了。这些都是要善观缘

起，整个“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缘起法，看的清清楚楚，来破除我们的我

执、法执，破除遍计所执性，让身心放松、让心量打开。所以，金刚念诵从我们心地

因地最根本的松开来，空中，金刚念诵就是用最空灵的般若慧观在持诵准提神咒。这

一念，身体热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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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一热，“火融于水”，堵塞的地方开始松开，所以金刚念诵念到大汗淋漓。各

位，其实流汗也就是排毒啊，排什么毒啊？把我们身上的寒湿之气，寒的、湿的、燥

的、堵塞的排出来了。这一排出来，堵塞的地方就松开来了，对外排汗，对内滋润了

五脏六腑，疏通了五脏六腑，疏通了十二经络，气血开始正常循环了。平常情绪不

对、气候不对、饮食不对，所以堵塞了。到了金刚念诵，老实持咒，这一念，整个身

体松开来了，气血随着风融于火、火融于水，整个身心松开来了，气血输送到末梢神

经了，原来堵塞的，酸啊、胀啊、麻啊、痛啊，到这个时候一一的化解掉了。金刚念

诵有那么重要，老实持咒有那么重要！  

2018 年 11 月 21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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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正法正教的责任感使命感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06 

 

所以你们接受传法了，修了法了，还不懂得珍惜，那真是对不起佛菩萨，对不

起传法人的辛苦了，辜负传法人的辛苦了！难道我不会懂得享受啊？我的命有那么苦

啊？需要那么苦啊？哎呀，这是为了正法正教，有一份责任感、使命感！没有慧根

的，善根不够的，入宝山空手而归啊！虽然参加七天，好像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减

少什么，那就糟糕了，空手而归啊！要满载而归，要法喜充满！真正懂进去了，懂进

去，你才会珍惜啊！你没有懂进去，你不会珍惜啊！马马虎虎的！  

到了“火融于水”的时候，就从暖相进入到顶相。这顶就是我们的气血，我们经络

通了以后，气血能够输送到末梢神经了。这个顶不是指头顶啊，而是指四肢百骸、末

梢神经，气血都能够输送到平常不容易输送到的地方，色身业气酸胀麻痛，迎刃而

解，这是真正的消业障啊！金刚念诵念到全身发热，念到全身冒大汗，当然是排毒

啊！这一松开来，啊！从来没有这样的舒服！  

有的时候不但全身毛细孔都冒汗，两个眼睛也在冒汗，流出了法喜的眼泪、忏

悔的眼泪、感恩的眼泪、消除业障的眼泪，这才是真正的甘露灌顶啊！你到哪里找甘

露灌顶啊？把你全身的寒凉之气、湿气都排出来了，刚强坚硬的个性变得柔软了，所

以流出了忏悔的眼泪、感恩的眼泪、法喜的眼泪，那不是甘露灌顶是什么啊？你还要

找什么甘露灌顶啊？你以为一坐身体热起来那么容易啊？不容易的！跟法没有相应的

人，坐得冷冰冰的，酸胀麻痛，哎呦，痛啊，在那搬家呀（注：指打坐时，有的人两

条腿换来换去），痛得哇哇叫，跟法不相应。相应了，哦，身体热起来了！啊，大汗

淋漓，这一下子，整个身心松开来了。当你大哭一场之后，整个身心松开来了，心地

变柔软柔和了，就是忏悔业障！酸胀麻痛减轻了，坐得住了，那不是消业障是什么

啊？  

2018 年 11 月 21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777&idx=1&sn=cca160a38f1a3e8792a544c073e0e7e8&chksm=e9a98ecedede07d8fd86fd77ecb98a46e67b167d1628b0b97d36f4f48cc31c582d674bd4d7b1#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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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智慧灌顶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07 

所以从暖相、顶相到忍相，可以安忍了。不用勉强的，哦！又看手表，怎么时

间还没有到？哎呀，怎么还没有敲罄啊？怎么还没有喊下座啊？这个时候，你不想下

座了。哎呀，最好不要停，继续念，再念，再念。哎呀，师父不要停啊，磬不要停

啊，遇到相应就是这样的。遇到不相应，怎么不赶快刹板啊？南辕北辙啊！所以跟法

相应很重要！你们的心得，你们的进步，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哎呀，看到你们的报告，呀呀呜呜的，听得，哎呀……付出那么大的代价，结

果得来的却是这样！还在那里嫌东嫌西的！你是为法来还是为床座而来啊？你们辛

苦，难道我就不辛苦啊？我今年过年就 73 岁了，已经到了古稀之年，我还是在卖命

啊！所以大家要珍惜，要一切为法！慧可大师为了求法，送了一条手臂啊！云门文偃

禅师为了求法，瘸了一条腿，走路是一拐一拐的。  

所以，各位要把自己变成法器呀！这个法器，什么叫法器啊？法器，我们佛门

中用钵盂来形容，这个碗里头是很干净的。如果里头有一些脏的，甚至一些馊水啊，

一些很脏的东西，再好的东西倒进去都变成染污的了，所以要洗刷得很干净，才堪称

为法器。这个碗啊、钵盂啊，还不能有裂痕、有破洞，有裂痕，水一装进去就漏掉，

装进去就漏掉，漏掉代表我们有漏之身，代表我们的贪嗔痴慢疑，自我染污了，法承

受不住的，因为你不是那个材料，不是那个法器。你要把自己变成那个法器吗？要懂

得弥补自己的漏洞，要把自己的心地扫得干干净净，才能堪受大法！否则，再好的法

到你身上，一点作用都没有，那真是蟋蟀食损五谷啊，糟蹋人家东西了！  

从暖相、顶相到忍相，可以安忍了，甚至进入到无生法忍。更高的，“水融于金

刚地”，念到浑然忘我了，整个身心都空掉，山河大地都空掉了，那是智慧灌顶啊，

那才是真正的智慧灌顶啊！不是拿一本《金刚经》在你头上一按，哎呦，这是智慧灌

顶！拿个蜂蜜在你嘴巴一放，哦，这是甘露灌顶！这是青蛙跳井“噗通，噗通”，不

通，不通！我这个罄，敲得非常有节奏感，导引你提起正念，这是铃杵灌顶，让你不

要走神，不要跑调，那也是灌顶，你还以为什么灌顶啊？一定要神秘兮兮的？我传的

准提法是禅宗式的准提法，我不搞这些神秘色彩！  

好了，时间到了，这一堂很重要噢！你有没有听进去啊？千万不要右耳进去，

左耳出去，什么都没有，不知不觉，最起码转几圈，从闻思修入三摩地。  

2018 年 11 月 21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779&idx=1&sn=0fd62bff312305991e5fa9d42216d0c9&chksm=e9a98eccdede07da2c86fc398bb08ad1bce64b04685beb9ffa5c108dc22bedb9de2f035ec7e0#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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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淨國土淨  

原创 首愚長老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08 

 

業緣有別  

隨著個人的業緣與見地，每個人念佛的境界幾乎都不一樣。同樣一句「阿彌陀

佛」，十個人念的境界皆不相同。並非阿彌陀佛有十個樣子，而是我們的業力千差萬

別。經教告訴我們：「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譬如如來講一個「佛」

字，聽到每個人的耳朵裏去，在心裏轉了個圈，感受如何就因人而異了，這就是業緣

有別的緣故。 

  

妄心與明心  

在座各位，相信有人念佛念得歡歡喜喜的，也有人念得自己覺得一切都具足圓

滿，當然也有人會覺得不知道自己在念什麼？似乎愈念妄想愈多了。所謂「妄心念

佛，佛在西天，明心念佛，佛在心中」就是這個道理，各位不妨自問：「我是妄心念

佛呢？還是明心念佛？」有人念佛只是抓住一句佛號，有人念佛卻能懂得起觀，也有

人念佛可以和華嚴法界相應。難怪淨土法門分成「九品往生」，因九品的境界相差太

大了。 

  

信願行  

淨土法門強調「信願行」，而信願行又強調絕對的「信」，然後要有「菩薩願」

和「菩薩行」。平常，我們念「阿彌陀佛」，信在何處？願力又如何呢？對淨土法門

的行持又怎樣啦？我們懂得佛在心中，見法即見佛，見什麼法呢？──見「心地」，

了心即見佛。  

淨土法門特別強調信心，由「有信」而「發願」往生極樂世界。何以身心無法與

念佛打成一片呢？信心即是最大的關鍵了，妄想一來，其他念頭一起，全盤皆非了，

如此當然覺得很迷茫，這時就要靠真正的見地了。見地嘛！說簡單也簡單，說困難也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794&idx=2&sn=cfedbecc918a16db22131cd8e8af118c&chksm=e9a98efddede07eb94dd3066d29b46eee154423817e95213c152f7d598151eff66c9c115cec4#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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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難，若是那麼簡單，人人距離菩提大道就很近了。那麼容易相信，你就不會迷糊

了。你能念到不論順境、逆境來時，信心都不退，就差不多了；而且不但不退，還能

與法相應，身心隨時在禪悅當中。很多研究中觀、唯識等理論方面的學者，他們完全

以思惟修直截了當從自己的心念下手，而我們修淨土法門則強調信心──深信有個極

樂世界。 

  

光明即般若  

我們的願力何以發不出來呢？因為我們的智慧不夠。同時，願力也代表一個人的

心量，阿彌陀佛發了四十八個大願，每一個願幾乎都是普賢行願，他本身就是一種法

界觀。  

「阿彌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無等倫……紺目澄清四大海……」這個讚佛偈正是

我們見地、修證、行願的準則。面對一個在苦難中的人，我們如何迴向給他呢？你在

打坐中，觀想以光明、清淨照耀在他身上，這便是行願。又如幫人助念，就要觀想自

身清淨無瑕穢，在一片光明中，光明本身就可接引亡者了。一個人臨終時，往往六神

無主，幫他念佛、念咒，可以引導他提起正念，讓他心不顛倒，意不慌亂。光明代表

智慧，即是般若。能觀想自己身心在一片光明中，照耀無量、無邊世界，就可以達到

〈金剛經〉講的「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了，這是一切佛法的根本

核心所在，不論禪宗、淨土、密宗……都是同一根源的。 

   

三無漏學  

戒、定、慧三學統稱為「三無漏學」，這是我們從世間法上，從凡夫的因地上走

向修證、解脫途徑所不可少的條件。世間法的種種都是有漏的，要無漏一定得與般若

相應。許多佛法上的法門都著重於「定學」方面，就我們現在的持名念佛而言，也是

與定學相應的。念佛可使內心得到一種安詳、寧謐的感覺，至於能否解脫，能否與法

相應，就要靠智慧了。要是信心不夠，念了老半天，到底念什麼呀？念得都生煩惱

了，豈不就失去方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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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標榜直接從心地上去體會，當然即與中觀相應，等於〈金剛經〉講的「三心

不可得」，故說「禪宗是接引上上根機者」。然則，理歸理，「事」項做到了嗎？這

可大費周章了。否則，有些佛教學者怎麼只落得個「玩弄知識」的稱呼呢？因為沒有

與修證功夫相應哪！也就是信心還是有問題。如果理論上可以滿足我們的需求，則林

林總總的修證方法就不再需要了。所以說，佛法講求的就是一個見地與一個修證。要

真正得到受用，基本上還是要從日常生活中的「戒學」方面下手。  

「戒學」也可以說是屬於行願部份的，亦即我們平常日用中的為人處事，也就是

與現實掛勾，在自己的修行方面真正往下紮根。很多研究佛學理論的人就是與現實脫

節了。故行願自有其可貴之處，做了，在你的行願過程中，很多大道理能呈現出來

了，在你行世間法的過程中也呈現出來了。佛法畢竟是個實踐的宗教，可以拿來驗證

在自己的身心上面，乃至日常生活之中，故嚴格言之，三無漏學是不可偏廢的。 

  

直下承當  

所謂「阿彌陀佛」就是我們的自性光明，可以直下承當。一方面念佛號，一方面

自己的身心在一片光明中。易言之，見地在「理」裏，在「定」裏，乃至「行願」也

在其中。一邊念，一邊迴向，何須再念個迴向文呢？當下直截了當即與「空、無我、

無相」相應了。則所有聽到我們念佛的人，不論有形、無形，皆能得到好處。念誦得

好，非僅個人會得到法喜，別人聽了自然也能得到法喜。否則自己念得都生煩惱了，

又如何寄望別人得到法喜？「一切唯心造」呀！可見信心與願力有多麼重要！  

  

自性彌陀  

念佛念得生歡喜心，必然覺得順口而帶動你的氣息也跟著順暢，甚至當下呈現忘

我的境界。這時候，你的信心就百倍了。念佛即該從此處下手。這是「唯心淨土、自

性彌陀」的道理。當下就是阿彌陀佛，當下即是極樂世界，乃至十方佛土、三界皆任

你寄居。若是這個道理認不得，卻是一天到晚想著往生極樂世界，豈不是徒增痛苦

嗎？因為你與佛正相差了十萬八千里、愈離愈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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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順世緣  

佛陀針對眾生的根器講了八萬四千法門，然而，我們學佛以後卻自己分別了禪

宗、律宗、密宗、淨土宗、華嚴宗、天台宗、唯識宗、三論宗……，我們都畫地為牢

了。事實上，八萬四千法門都是念佛法門。各位相信嗎？相信，你就成功了，否則，

學佛就學得太辛苦了。你能以這種見地去念佛、去修持，就能「左右逢源」。我們在

日常生活之中，行住坐臥信手拈來，都要能夠了無罣礙，能夠「隨順世緣無罣礙」。

念佛能念到這種境界，則禪、淨、律、密皆在其中矣！八萬四千法門也皆涵蓋在內

了，那裏還有什麼宗派之分呢？ 

   

普賢境界  

我們在任何時、地學佛，若是還分別世間法與出世間法，就是還在二分法中了，

那是不圓滿的。所以說，學佛修法就要以普賢菩薩的十大願為典範，依教奉行，才能

究竟圓滿。 

 何謂「普賢」呢？「普賢」又叫「普現」，普現在一切境界中。各位應以這種

見地去念佛，而不是非要念一句「阿彌陀佛」才叫念佛。縱使你在與人談話，內心還

能清清明明那也是在念佛，這便是廣義的念佛。普賢的境界，也就「隨順世緣無罣

礙」的道理了。各位能有這樣的認識，則何處不是道場呢？ 

  

不增不減  

凡夫經常都在二分法中，非善即惡，非是即非，抓得很緊。六祖問惠明禪師說：

「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各位不妨也自己問問：

「不思善、不思惡時，我的本來面目到底又如何呢？」若是無法把是非善惡融化掉，

不就處處都在矛盾中了嗎？ 

 各位聽到我在咳嗽嗎？你若把它當咳嗽了，那麼你也聽進去一聲咳嗽了。一聲

咳嗽原是不增不減的，也是不垢不淨的。有垢有淨是你自己心裏去接受的，要是你不

去接受，它就是不垢不淨了，同時它也是不增不減、不生不滅的，垢淨、增減、生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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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在你的一念心。懂得這麼用心，則連吃飯都不是打閒岔了：嘴巴在吃飯，那

「能」想的知道在吃飯，可是那個「能」並沒有在吃呀！你吃飽了，那個能知道飽的

也從來無所謂飽與不飽呀！ 

  

如珠走盤 

 我們念阿彌陀佛，那個「能」念的並沒有去分別你到底念了幾千幾萬遍了，

「他」並沒有增加，也沒有減少。以這種心情、這種見地、這種智慧去念佛，才堪稱

「如珠走盤、處處皆圓」。念的是他，不念的也是他；提起是他，放下也是他。到了

這個境界就是「實相念佛」了。 

  

依法不依人  

一切法門，佛陀都強調那是最高、最殊勝的。當佛陀講彌勒淨土時，他老人家就

說：「彌勒淨土最殊勝」；講東方淨土時，他又說：「東方淨土最好」，其目的無非

是在加強眾生的信心。好比桌上擺了各種各樣的菜餚，佛陀告訴我們「每一道菜都有

其不同的特色」，但是凡夫都太執著了，都認為自己抓住的東西才是最高、最好的。

所以他老人家只好苦口婆心的一再告誡我們要「依法不依人」「依了義不依不了義」

「依於智，不依識，依於義，不依語。」 

  

法爾如是 

 佛經有很多是「不了義」教，也有很多是「華嚴境界」。像〈阿彌陀經〉等淨

土三經都是華嚴境界，那並不是我們一般凡夫所能想像的。嚴格言之，淨土法門深不

可測，一點都輕忽不得的。所謂「甚深緣起、緣起甚深」，一般隨便批評淨土宗的

人，那是謗佛、謗法、謗僧，乃至修淨土的人批評其他宗教亦然。因為本來法法都是

平等的呀！〈金剛經〉云：「一切法皆是佛法」，又說「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只

是眾生太執著了。 



               《十方圆明心地涌》2019年合刊（中）

 301 

 試想，佛陀講了四十九年的法，卻說他一個字也沒講，難道他在打妄語嗎？不

是的，他是在幫我們「掃相」，希望我們不要執著呀！佛國境界境界〈阿彌陀經〉上

有一段說：「其土眾生，常以清旦，各以衣裓，盛眾妙華，供養他方十萬億佛，即以

食時，還到本國，飯食經行」。並沒有告訴我們要執著在極樂世界，而是要到十方國

土去隨喜讚歎的。  

根據〈無量壽佛經〉的記載，阿彌陀佛發了四十八個大願來莊嚴極樂世界，所有

佛土、諸佛的殊勝都集中在這極樂世界之中。其中描寫的七寶，我曾請教一位藝術家

說：「以藝術家的眼光來看，阿彌陀佛世界裏的境界能把它創造出來嗎？」他說：

「這七寶應該是不困難的」。然而，依我的看法，佛陀講的境界無非是要讓我們娑婆

世界的眾生容易去理解。講得太高了，我們無法想像，但是，我相信西方極樂世界絕

對比描述的更加莊嚴，而且莊嚴得讓人無法想像。 

  

倒駕慈航 

 佛經上說：「我所說法，如爪上土，我未說法，如地上土」。既然西方極樂世

界的國土那麼莊嚴，難道東方藥師琉璃光的國土就不莊嚴了嗎？難道阿彌陀佛的境界

高。藥師佛的境界低嗎？當然不是，佛佛道同，不是誰的願力大、誰的願力小。要知

道，願力不廣大，不可能成佛，何況成佛也不表示就告一段落的。普賢行願告訴我

們，要「盡未來際」。成佛不是享受，而是要隨時隨地來倒駕慈航的，像觀世音菩薩

就是過去正法明如來。〈楞伽經〉告訴我們：「無有佛涅槃，無有涅槃佛」佛菩薩沒

有不慈悲、不憐怋眾生的。所以我們每一個人只要成佛了，就都能像阿彌陀佛那樣成

就那麼莊嚴的國土。 

  

莊嚴此心  

賢劫千佛之中釋迦牟尼佛是第四位，第五位是彌勒佛，而兩位就距離好幾萬億年

了，甚至是無法計量的，可見成佛不是那麼簡單。學佛的那麼多，成就的又有幾人

呢？當然，各位也不用洩氣，我們看〈法華經〉，佛陀為五百弟子授記，人人都可成

佛，只是時間久遠的差距罷了。既然眾生都有佛性，出家可以成佛，在家當然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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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佛。如果出家可以成佛，在家不能成佛，佛法就不平等了。成佛是了心，圓滿這個

心、莊嚴這個心。所以說，佛法是智慧之學，不是要你抓得緊緊的，抓住一個佛號，

只是要給初步學佛或心性比較脆弱的人一個方便而已。 

  

 迴向淨土  

佛陀在淨土經典裏告訴我們：「千經萬論皆指向極樂世界」，只要懂得這個道

理，時時迴向極樂世界就沒錯了。當然，你也可以迴向彌勒淨土。像近代的高僧大德

──太虛大師、虛雲老和尚，就是發願往生兜率天，親近當來下生彌勒尊佛的。歷代

禪宗大師也有很多都發願生生世世住在這娑婆世界度眾生的，這樣也沒錯呀！反而成

就得更快呢！別以為到極樂世界才快成佛。只要你見地正確，在苦難中成佛更快的。

像佛陀與彌勒菩薩兩位原是師兄弟，一個是修苦行，一個是修安樂行，結果釋迦牟尼

佛提早成佛了。到極樂世界只是留學而已，終究還是要回到娑婆世界來的，只不過是

時間的久暫不同罷了。總而言之，一切在行願，我們強調修行，就要絕對有信心，若

是以學理的觀點來探討，必然有很多可談。然而佛法講「實際」二字，如果認真探討

起來，邪知邪見就跟著來了，而到底誰是邪知邪見又很難講了，除非你親自證到，否

則就只好依聖言量來判斷了。 

  

毕竟成佛  

在此祝福各位蓮友見地能夠很透徹；

在修證方面也能夠有個階梯；行願方面像

普賢菩薩一樣，廣大如虛空。各位不要氣

餒，不要著急，過去無量劫，我們都在輪

迴中，只要有個心願，經常迴向，念茲在

茲，成佛總是遲早的事。（《準提法開示

彙編》）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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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愿无尽心莲开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08 

 

在 1985 年，也就是南上师离开台湾没多久，我记得是每一周的星期天晚上，在

台北准提共修会，我带修一堂，讲开示一堂。当时有一位新参，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

毕业的，她的文笔非常好，她来跟我商量，她说：“师父啊！您讲的这个佛学非常广

泛，也非常有启发性，我能不能帮你做记录啊？”我说：“好啊，你肯发这个心，当然

最好不过了。”这一个礼拜讲的一个钟头的开示，记录出来了，下一个礼拜要上座之

前，她已经交差了，就是这样的因缘，《十方》杂志每一期都刊登我讲的开示。这位

居士叫做郭艳华，法名叫做慈华。  

《十方》杂志刊登多了，应各方面的请求：“师父啊？能否把它印刷成单行本

啊？”就由这个郭居士负责编辑。所以各位所看过的《这般琉璃月》《将心向明月》

《莲开泥也香》等，大概有好几本，都是她记录的。在刚才我们休息的时候，从台北

传来信息，这位居士因为肺积水已经走了，她对我们准提法贡献很大！  

另外，长春的一位老居士，修法很虔诚，俗姓叫王恩福，法名叫善净幻，刚才

开统师传来消息说也走了。善净幻老居士跟她的同修是我们长春共修会的顶梁柱，两

老夫妻都镇守在共修会，很认真很精进的在修法。  

我们这一堂要为台北的慈华居士跟长春的善净幻居士，以金刚念诵的方式持诵

弥陀圣号，回向他们所做的功德、福德告一个段落，要进入到生命新的里程，祝愿他

们往生极乐净土。  

我们金刚念诵持诵弥陀圣号的程序很简单，直接从“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

陀佛”开始，一开始合掌，然后转为六字圣号“南无阿弥陀佛”，从六字圣号再转入到

四字圣号“阿弥陀佛”的时候，就可以放掌了。刹板之后是回向偈话：“愿生西方净土

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我们开始。在座的道友也可以回向自己的亲朋好友，身体不健康的回向他

们早日康复，已经往生的亲朋好友，也可以回向他们能够往生净土，莲品增上。  

2018 年 11 月 21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794&idx=1&sn=abc1c5ef256af6bea95d3c45f2fde2e7&chksm=e9a98efddede07eb41716d626edc26407925f6d2b9114d7a5d4dda3fd05369dd49880a733ca5#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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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毗卢法界看到三心不可得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11 

在禅宗祖师的名言，“不见本性，修法无益”。本性也就是所谓的佛性。要见佛性

的背后就是明三心，也就是所谓的悟毗卢法界。悟毗卢法界，就可以真正看到三心不

可得。一个明白三心不可得的人，在佛法的见地上基本上不会太离谱了。明白三心不

可得，就是对自己拥有的一切不会太自满，也不会骄傲，万一没有也不会气馁，也不

会自卑。一个人拥有一切，有时候会高亢，这个心志很高昂，傲慢心就来了。明白过

去心不可得，自己晓得这些是幻化的，一切归于平常，能够这样的不亢不卑。这个亢

就是一种贡高我慢，卑就是一种卑劣慢，这些有亢有卑都是不健康的心态。唯有不亢

不卑，这个人内心世界就有些道理了，有一些真实的智慧了。所以，既没有什么好傲

慢的，也用不着自卑，才能够不亢不卑，才能够心平气和，修行才能够很平实，才容

易抓到重点，抓到中心，所以叫做“有道没有道，开口便知道”，作不了假的，骗不

了人的。  

一个人不会攀缘过去，自然就可以少想像未来。想像未来也还是妄想心，还是

无明，因为你所见的非真实，所以心是飘的，飘浮的。现在心是妄想心，东抓西抓

的，一下子攀缘过去，一下子想像未来，一下子对自己眼前当下的，要么过分傲慢，

要么就是自卑，在佛学名词叫心猿意马。就好比一只猴子，猴子代表是第六意识，有

五个窗口，眼耳鼻舌身，东张西望，六根不得安宁。  

明白三心不可得之后，等于自己的内心更加的清明清楚了，能够把自己的念头

管理的比较清楚了，可以做到少攀缘过去，少去想象未来了，当下心把握在法上了。

老实持咒已经收摄了三心，把心给收回来了，安住在当下，当下念清楚、听清楚，这

样就可以少颠倒了。  

在我们凡夫内心世界里头，永远在这三心的跳跃中。心猿就是不定，像猴子那

样的东抓抓、西抓抓；意马，哦，这念头动的很快，好像马在奔驰一样的。所以，一

个人安住在法上，那太珍贵了！五年十年二十年都不变，那恭喜你，你会有消息的。

哦！修了一段时间，不见踪影了，又到处去抓了。  

2018 年 11 月 22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831&idx=1&sn=dc2c544dbddc0ebb7599a98f44c20b50&chksm=e9a98f18dede060e3d261f5b139ebe6ab8e7ca62f4a4635ed5ca7b81aabe244bb87450be3cc6#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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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提妙法治百病 但肯用功定灵验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13 

  

修持准提法门，涵盖四法，只要你如法修行，如法用功，首先就是能够消除种

种的灾难，所以第一个叫息灾法。灾难当然包括了身体的病苦也是灾难，心理上的贪

嗔痴慢疑也是灾难，都会让自己生烦恼的。所谓灾难就是让自己受苦受难，人事上的

不协调也是灾难。所谓的息灾法当然可以化除种种的灾难，所以准提妙法治百病，这

也不是讲大话。先不要说灵不灵，先问你自己，你在法上，你下了多少工夫。没有下

功夫又想得到成果，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个增益法，无论世间法出世间法，求事业顺利，求道业顺利，增益增益，

增加我们现实种种利益。只要你信心够，老实的持诵下去，对你这一生，对你的家

庭、对你的身体、对你的事业、对你的道业，当然都有帮助，这是可以肯定的。  

第三个敬爱法，就是你在家庭一团和气，上下互相尊重。在一个团体中，你是

当领导的，得到属下的服从、敬爱。当人属下的，得到领导主管的提拔，就是说我们

修得更加的聪明伶俐了，有智慧了，肯负责，肯承担，心地又柔和，你变成人才了。

人才所到的地方都是被人家争取的，把自己变成有用之才了。敬爱法把自己返璞归真

了，做人脚踏实地了，你所到的地方一定受人家器重的，所到的地方受人家的重视，

你敬别人，别人也敬你，一片祥和之气。  

第四个降服法，可以降伏我们心中的仇恨、怨恨、埋怨，心中种种不满，这些

都可以把它化除，只要我们肯老实持咒，这些病态心理慢慢慢慢都化得干干净净。  

所以，准提妙法治百病，这个不是讲大话啊！  

2018 年 11 月 22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841&idx=1&sn=5aadda6232a17ea1d4f1cd5c78fb562c&chksm=e9a98f0edede0618ad93af647156bd6782d133892596da9c04b89937935588801463e6a2a146#rd
javascript:void(0);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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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念诵度寒关 转化四大现四加行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14 

  

今天是 11 月 22 号，节气正好是小

雪，今天温度比昨天大概降了好多度，

又是雾气蒙蒙的，所以第一堂我就懒得

讲话了，用金刚念诵来取暖了啊！念到

暖相现前，人整个身心就舒服起来了。  

我记得在多少年前？我第一次在佛

牙塔，应该是 1992 年。1992 年，多少年

前哪？26 年前，哎呀，时间过得好快啊！那是我第一次在北京佛牙塔闭关。我记得

闭关一周之后就是小雪，北京西山八大处的佛牙塔下了一场雪，雪景是很漂亮的。晚

上看到飘雪，哎呀！雪景好漂亮啊！想要打开关房的门，想去看一下雪景，哎呀！门

被锁了！两重门都被护关的锁了，出不去了。哦！锁了一重门，第一重是我的关房。 

 哇！那个冷到，我的关房没有暖气的设备，只是开了一台小小的、有几个叶片

的、电插的取暖的，不管事的，不顶事！哦，拜佛也冷，绕佛也冷，打坐也冷，唯一

不冷的就是躺在被窝里头才不冷。哎呀，闭关嘛，总不能一直躺在被窝里头，最后还

是靠金刚念诵一念，身体热起来了！我说，好！这个关期有救了，要不然太冷就被逼

出关房了，承受不住了！哦，北京的那个山上之冷，算是领教过了！  

我们法本昨天讲到了“水融于金刚地”，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用功修行，见地跟功

夫是辗转增上的。功夫不会是天上掉下来的，你的见地有多通透，你的修行用的专不

专，马马虎虎的用功是上不了路的。我们修学佛法，见地功夫要真参实学，要真修才

能够实证。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877&idx=1&sn=fa313af7987be7839d294581c229255f&chksm=e9a98f2adede063cf78df12679a80fb4824f83008b65205f2f57ce252ed69245efa85c591266#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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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本这一段讲的四加行的功夫，“暖相、顶相、忍相、世第一”。用功修行暖相一

定要起来，这个是标杆。暖相一出现，色身才能转化。暖相不出现，那你功夫还早的

很，没有一个信息。当暖相出现的时候，就开始会有信息了。这个时候会有感受到气

脉的蠕动，那些都是色身将通未通，完全通了，它就不蠕动了，那都是修行用功的沿

途风光。不要把气动当做什么宝贝，一定要从正念下手，从我们的见地、因地下

手。  

经络完全通了以后，整个人忍相现前，就不会躁动了。你还在那边看气脉在动

啊，那还早得很，那是散乱心，你用功用的还不是很正确。有的人被这个感觉拉跑

了，被这个气脉这种窜动带跑了，那只是个相，色身转化的相，那也是暖相所带起来

的这种气机的现象。一旦顶相出现了，气血输送到末梢神经了，就没有气机的这种窜

动了，这个时候整个身心宁静下来了。你如果感觉上气机还在窜动，那跟定还无缘，

因为你还在着相的过程，你的心还在飘的，因为心飘，所以气跟着飘。心一宁静，气

就跟着宁静，那就坐的很安详，连下座都不想下座。当你感觉到气有在动的时候，你

也会有烦躁的时候，你坐不住的，因为那是散乱心。  

到了忍相出现的时候，叫做“不是息心除妄想，只缘无事可思量”，整个身心宁

静了，不太想多说话了，也懒得动了，整个人享受那种宁静的定境现象。到这个时候

当然要乘胜追击，这个从我们准提法的修行来看，已经到了念念分明的阶段了，非常

宁静，进一步就是念念本空，水融于金刚地，整个身心忘我无我的境界出现了。   

如果一个人一旦到了“世第一”的时候，你才不会留恋世间的，就晓得世间都是

幻化的，你的眼界眼光见地已经提高了，世间上的这些荣华富贵、名闻利养已经吸引

不了你了。这个时候，内心就甘于淡泊了，心量也大了，所以能够舍了，能舍才能够

走上菩提大道。释迦牟尼佛能够舍弃王位，舍弃荣华富贵，走上修道的这个菩提大

道，所以他才能够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018 年 11 月 22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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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祖的箭術  

原创 首愚長老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15 

 

普賢菩薩的行願非常感人：「虛空有盡，我願無窮」。修準提法要以最虔誠、恭

敬、清淨的身口意來供養佛母。而專持準提神咒，也正是作這種供養的表現之一。  

在修法時，大家也等於一方在修習普賢行願。怎麼說呢？修法時以最虔誠恭敬的

心來觀想誦咒，這身口意當下毫不保留的完全交給佛母，這不就在「禮敬諸佛」、

「稱讚如來」、「廣修供養」嗎？自己覺得慚愧，我的本事就只這麼多，唸得不好，

觀想也不清，但我還是一本初衷用功來學習。修法時坐不住，對佛母說自己慚愧啊，

我會以最大的努力繼續唸誦觀想，這不是「懺悔業障」嗎？看到別人坐得好、唸誦得

好，自己可以隨喜羡慕讚嘆，沒有嫉妒，這不就「隨喜功德」？看到善的、好的要學

習，覺得自己很笨，沒有智慧，請佛開開我的智慧，給我啟發吧，這也等於是「請轉

法輪」、「請佛住世」。自己妄想這麼多，勤作觀照，讓自己隨時隨地都在正念中，

不怕煩惱魔來干擾。這樣在修法過程中念念都在反省，念念都在體會佛法，這是「常

隨佛學」。而一旦只要能這麼一心向佛，那你這個人很好與人相處了，凡事沒有什麼

過不去的，若是個性剛強，一時轉不過來，自己應發慚愧心、柔軟心，誓不退失，這

是「恆順眾生」。由之修行念念回向眾生，念念迴向菩提，開心服務大眾、奉獻大

眾，那你自己的心量會越來越寬廣，從此就這樣一步一步走入普賢行願的大海中

了。  

你念念不著，念念無相，無念、無著，妄念便自然掃得乾乾淨淨的。用這樣的心

意去修法、去觀想、去誦咒、去修習普賢菩薩十大行願，那你生命的內涵就非常豐富

而莊嚴。修學佛法乃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若無真心、懇切心，那便是矇混念經、含

糊作樣，自欺誤己沒人賠。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878&idx=2&sn=ad4d23010da345f3809b664d8123a7d4&chksm=e9a98f29dede063f97b96637ab1ef57846ef669552bab25e3c6b52b09d7e952912667a5adb5b#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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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城道場的建立是靠 Alice 發心及大家的共襄盛舉，大家要多來共修，把道修得

更好，這是最好的供養。一切供養中法供養為最，大家修法與法相應，對身心、人生

都有幫助，這是我們最大的心願。  

佛法是佛陀的教法，它是完整的，有三藏十二部，各宗各派從其中撮取某些經典

做為依據。喜歡華嚴的成立華嚴宗，喜歡法華的是為天台宗，而研究唯識的有了法相

宗等等，但佛教是不偏不倚的，應以佛陀的精神及根本的正知正見為準，不說那宗那

派即是即非。 

大家咒語不管唸得好不好，不要放太多的加工料，要原汁原味、不生不滅即是！

若是妄想紛飛又如何從生滅中進入不生不滅呢？這就是我們要修學的關鍵。凡夫有很

多習氣，雜念加太多，節外生枝很危險。修學要化繁為簡、要單純。繁雜變染污，簡

約就純淨、樸實。《維摩詰經》說：「直心是道場。」真正心的道場是清淨單純的，

把一切花俏的拿掉就莊嚴，能莊嚴就清淨，一清淨那當然就是最勝的光明了。   

《壇經》中六祖悟後，五祖忍大師送他離開，到了江邊，本來五祖要搖櫓，六祖

回師說：「迷時師度，悟時自度。」在迷時要靠師父，悟後要自肯自當。六祖離開黃

梅後，五祖好多天不上堂、不說法，徒眾問師父您的衣缽呢？他答說：「已南矣！能

者得之。」後來一大堆人追趕六祖，其中惠明禪師武將出身，跑得比別人快，終於趕

上六祖。六祖將衣缽留在石上，自己藏身草中。惠明欲取衣缽，却拿不動，便說：

「行者行者，我為法來，非為衣缽而來。」於是六祖就現身，給惠明說法：「不思

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就這一下子，惠明禪師就悟道

了，這就是禪法的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簡潔明白，扼要有力，不讓你人在枝節末葉

上弄得灰頭土臉。但這也要看個人根器因緣，那些人非常憨厚、樸實的，雖然一時迷

失，一遇到善知識，有福了！  

修習準提法，神咒只有二十一個字，不像大悲咒很長，持這神咒就像拿個篩子，

把我們的習氣、妄想都篩去。又如一隻掃把，不斷幫我們清理意識的垃圾，從生生滅

滅轉化到不生不滅中去，從幻化無常變成很平穩平常，從有我到了無我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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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學佛法，做人處事，見地要化為功夫，功夫要化為見地，這便是禪。世間現

象是千差萬別，但到了佛法的實相境界，實相無相，一切掃得乾乾淨淨的。所以古德

說：「一念不生全體現」，那些亂七八糟的都溶化掉了，最終最始的只是簡單，只是

清淨，只是空。  

六祖在獵人隊中一十六年，獵人要他看守陷阱，他卻常對獵物網開一面。像這樣

殺生的場合，卻變成六祖修行的道場，他的關房。他閉了法界大關，以天地為關。也

因之不僅修証的功夫有所成長，同時也度了這些獵戶及野獸。大菩薩對一切眾生當然

是同體大悲，六祖的做法難道獵戶一直不曉得嗎？當然曉得。曉得而能讓六祖這樣

做，實在不簡單，因為這是他們的生計，六祖平日一定是隨機善引，潛移默化他們

吧！  

《高僧傳》中沒有記載，日後他的弟子中有沒有當年獵人隊中的人。六祖能隨緣

度化，設身處地，如果我們在那種環境，自己又是個修行人會是什麼心情，要怎樣去

面對？這些都值得我們反省及學習。  

在複雜多變的環境中心還能如如不動，這是要靠智慧及功夫。六祖即使避難於獵

人隊中，據《壇經》中記載，獵人們有時還放火燒山，大眾不免有時處於險境，命如

懸絲，就像蜘蛛網在大風中不知何時會被吹斷。  

六祖座下有二位弟子，一位是青原行思，一位是南嶽懷讓。馬祖道一是懷讓的弟

子，有一天有人打獵追鹿經過馬祖庵前，馬祖故意向前擋住他。獵人問馬祖說：「您

有沒有看到一頭鹿跑過？」馬祖便問：「你是做什麼的？」「我是打獵的。」馬祖又

問：「你懂得射箭嗎？」那獵人答：「當然懂得！」「那你一箭能射幾個？」「一箭

射一個。」馬祖聽了卻回說：「那你不懂射箭。」獵人覺得很奇怪便問：「那和尚，

您也懂射箭嗎？您一箭又能射幾個呢？」馬祖答：「我一箭射中一群！」這時這獵人

一聽大嘆：「彼此都是生命，何必射牠一群？」馬祖就此便下了一棒，對獵人說：

「既然如此，那你為何不射自己呢？」對話到了這裏那獵人忽地就悟道了。他就是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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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常以搭弓箭來接引後學而出名的石鞏禪師。此又是一段與六祖，也可與我們修道相

應的狩獵故事的因緣。  

各位！我們持誦準提咒，每一個字你射中多少煩惱呀？你射中多少妄想呀？你射

掉了自己嗎？你的準提咒要是一個字能射中心中那一群就差不多了。馬祖道一禪師一

箭射中了石鞏禪師的心地，一箭射中了生命的本來，當獵人的石鞏當下悟道。我們的

準提咒有沒有字字聲聲射中自己心地的本來呀？  

咒語不是唸來好聽的，要字字句句射入自己心中，要進入實相無相境界中，這才

是唸咒正途。曾經提醒過大家，準提咒的咒心「嗡．折隸．主隸．準提．娑哈」，嗡

字是靶心，嗡代表實相無相的境界，所有音聲沒有離開嗡音，嗡字無量無邊，你若真

正射中了嗡，那你可好了，你一箭射中

了一群嘛！嗡字的影像，嗡字的音聲，

大化一切，當體即是無相法界。無相法

界另外一個名詞稱之為無相光或無量

光，這是嗡字的原相。大家唸咒時，若

能將嗡字的影像和音聲融在一起，便能

使你的身心深深化入無相法界中，聲聲

入流，聲聲亡所，清淨解脫。  

請大家不要在這世上過著貪嗔痴那

麼嚴重的打獵生活了。  

首愚长老 2004 年 2 月 28 日洛杉磯準提七會開示／馬元美記錄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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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无念无相无住才是真正的莲花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15 

  

一个人见地境界提高了，风骨就硬了，自然有出世的思想、出世的那种情操

了。“世第一”，世间上最高的最珍贵的，当然莫过于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才

能够超越这世间的荣华富贵、种种的七情六欲，才能够超越世间的五欲，所以“地上

涌出八叶巨莲”。这一朵莲花象征的是大乘佛教的精神，大乘佛教、大乘菩萨道“以出

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就很耐烦了，才能够做到菩萨行愿，菩萨道的“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忍人所不能忍”，所以观世音菩萨才有十四种无畏布施，大无畏的精神。  

大家跟般若大道、跟摩诃般若波罗蜜多一旦相应了，当然心胸就宽广了，佛菩

萨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所以我们学佛的回向偈，“愿消三障诸烦恼”，这是我们最

需要的，“愿得智慧真明了，世世常行菩萨道”。这一朵莲花可不是一般的荷花池里头

的莲花，那只是比喻，佛教的这一朵莲花表征的是福德圆满、智慧圆满。  

比喻终是比喻，所以净土宗又称之为莲宗，啊！那只是比喻呀！各位不要被这

个比喻骗去了，那只是福德智慧的象征，世间的莲花哪能比啊？莲花就是莲花吧，顶

多，哎呦，种莲花有莲藕可以吃，有莲子可以褪火，莲花还可以插花。我不晓得云南

的鲜花饼是不是用莲花做的？玫瑰花啊，玫瑰更香哦！但是莲花也可以做茶，叫莲花

茶，顶多就是这样了，了不起就跟食品相应，跟你的清净心不搭界的。比喻就是比

喻，千万不要被这个比喻骗去了。《华严经》怎么讲的啊？“犹如莲华不著水”，那还

是比喻。  

紧跟着观想自己，“地上涌出八叶巨莲，放射七彩光明”，清净了就光明，光明

了就清净。这一朵莲花的精神，就是我们菩萨道应有的，在什么环境中都能够随遇而

安。环境好的地方不能贪着，环境差的地方不能嫌弃，这都是在考验你的定力。一个

修行人最高的境界叫随遇而安，无喜也无忧。好的环境，不要太高兴，那也不过是一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878&idx=1&sn=6793c51ccaa4a1ef541adaf68330816f&chksm=e9a98f29dede063f1a385b8d28a783070424b1b61c51bcdd0bf9fbe4568c6acb3770e1b07fa9#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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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幻化的相。不好的环境，你也不要脸上苦哈哈的样子。我们学习莲花的精神，莲花

出污泥而不染，在五浊恶世中，心中永远是那样的清净欢喜、无怨无悔，一个人修行

才能够上路。  

我们准提法为什么有第四个降伏法啊？我们凡夫抱怨连连，抱怨埋怨，抱怨再

深刻一点就变成仇恨了。修行一定要降伏我们心中的抱怨埋怨，甚至仇恨，没有仇

恨，心中没有隔夜之仇，这才是修行人。好坏不着，这是六祖接引第一个弟子惠明禅

师，“不思善，不思恶”，善恶不着，超越善恶。不是光靠盘腿哟，环境也考验你，人

事也考验你，看八风有没有吹动你的心啊？哎呀，文章写的很好，理论讲的很好，听

他讲道理，好像开悟了，境界现前就垮掉了，所以叫做“闻理似悟，遇事则迷”。听

他讲道理好像开悟了，“闻理似悟”，“遇事则迷”，境界现前，逆境现前，就露出马脚

了，狐狸尾巴露出来了！所以佛法不是用吹的，佛法是要靠行，普贤行愿要做出来才

算数，讲道理大家都会讲。  

所以大家要学习莲花的精神，莲花的精神就是菩萨道的精神，难行能行，难忍

能忍，忍人所不能忍。学习到了，随时感觉自己坐在莲花台上，这些都是莲花的精

神。莲花的精神，内心是无念的、无相的、无住的，那才是真正的莲花，那是出污泥

而不染。你才有念头，你已经动念了，你

已经有烦恼了，才执着一个欢喜的、好

的、不好的，你已经着相了，你已经在烦

恼中，你已经有所染着了，你已经住在善

跟恶的境界中了，唯有应无所住才能无

相，唯有无相才能够无念，它一环扣一环

的。  

2018 年 11 月 22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

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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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之间含摄了心的法报化、体相用、因缘果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16 

“顶上放光，迎请本师毗卢遮那佛”，随时在清净光明的境界中。法身佛代表清

净，清静无染就是清净法身佛。我经常说，禅宗三纲里头，无念就是清净法身佛的境

界，无相才是圆满报身。圆满报身不是有三十二相吗？八十种随形好吗？到了无相，

那个才能够进入到圆满报身，无相无不相啊！因为超越了，你所展现出来的那种相貌

很自然，自然就庄严。从我们的清净中展现出来的圆满报身，它是无相的，有相就不

庄严了。  

无住是千百亿化身，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那才能够应无所

住啊！那才能够进入到千百亿化身哪！所以顶上放光，迎请本师毗卢遮那佛，毗卢遮

那佛是无相的，法身是无相的。怎么迎请到啊？以心印心，跟清净法身佛的境界，跟

清净法身佛同一个鼻孔出气，你就迎请到了。  

本师现丈六金身，所以从莲花，从光明，从丈六金身，莲花代表圆满报身，光

明代表清净法身，丈六金身代表千百亿化身，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法报化三身辗转

增上。最后落实在化身境界，丈六金身，无量相好。无量相好又代表圆满报身。这就

归到了我们的心之体是清净法身，心之相是圆满报身，心之用是千百亿化身，三身在

一念之间，一心含摄了三身，并不是说我们有三个身体。了解这佛学道理就知道了，

哦！原来法报化三身是这么讲的，回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含摄了法报化、体相用、

因缘果。  

无量相好，观想种种殊胜供养，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中，这才是菩萨行，才是法

报化三身的根本所在。生活中，你的起心动念含摄了人事，起心动念又影响到了你的

身体，舒服不舒服啊，健康不健康啊，那不是法报化三身吗？观想奉上世间种种殊胜

供养，种种殊胜供养那就是后修普贤行愿海啊，用普贤十大愿来做总代表，所以普贤

行也代表法报化三身啊！  

2018 年 11 月 22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880&idx=1&sn=4fbfa255ab8281e43b4e9a19f3e271ed&chksm=e9a98f57dede0641d1f4443754250c0bc79f86759a492362d0d84ba6cc9928bc8dc25baa7df5#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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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的極樂世界  

原创 首愚長老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17 

 

月初月未圓 須向十五行  

今天來談《六祖壇經》及顯密圓通法門。顯密圓通法門融合了顯教及密教，以準

提法來呈現，其中有一修習主軸「先悟毘盧法界，後修普賢行願海」。《六祖壇經》

所談的正是先悟毘盧法界，所以慧能大師說「禪宗是接引上上根器」，又說禪宗「只

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  

今天早上來時，波士頓的道友，問我一個問題，芝加哥及香港的道友，也有相同

的問題：《金剛經》中提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

來」，我們唸咒唸佛號、觀想等沒有離開聲色呀！這不是矛盾嗎？關於這個問題，我

們就需要回到剛剛提到的六祖慧能大師的這二句名言：「禪宗是接引上上根器」、禪

宗「只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來看。  

南老師曾說一千多年來，有幾位慧能大師？也只不過一位而已。中國禪宗有所謂

如來禪和祖師禪之分，如來禪也可以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直指人心沒有錯，但見性

是否就成了佛？禪門有位祖師講過：「未見性之前如喪考妣，見性以後如喪考妣。」

為什麼？未見性時是盲修瞎練，見性後看到生命的大方向、大目標，但卻不圓滿，就

像初一和十五的月亮，一個有缺，一個完全。儘管禪宗講的是圓頓大法，對上根利智

者是圓頓，一聽就大徹大悟，而小根小器的用圓頓大法，圓頓大法亦成了小根小器。

我常引用《壇經》的名言「正人用邪法，邪法也成正」，「邪人用正法，正法也成

邪」來比擬法門與根器利鈍的問題。《壇經》、《金剛經》大家都可講，但若把經意

扭曲了，那縱使是一毫之差，也會搞到後來成千里之偏斜。我們要瞭解《六祖壇經》

是般若中的般若，是金剛寶石，六祖所講是圓頓大法，只是我們看經聞法，往往聽後

讀後有悟道的感覺，然却「聞理似悟，遇事則迷」，聽道理有省，但境界一現前就垮

了，就如南老師常說的那樣「想得到，做不來，看得破，忍不過」。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895&idx=2&sn=bd5630f8a24622c448039f4e0cd354f0&chksm=e9a98f58dede064e32e2411c73cc578baefcb1ac5e4de2a0d27ecd414a4f7ab4580bf0c614d1#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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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心願海開 見性好成佛  

《壇經》以銳利、簡捷、直接了當的方式建立我們正確的佛法見地，即便如此，

並沒有離開顯密圓通準提法的內涵「後修普賢行願海」，這也可說明為什麼見性的人

還是如喪考妣了。唉呀！明心見性了並不見得就全了了呀！自己的煩惱、習氣一大

堆，仍有待脫胎換骨，有待轉化提昇。怎麼做？「後修普賢行願海」，還是修禪定解

脫，還是修把心量打開，還是要修功德。並不是明心見性後，以前不會的英文，一下

都會了，有這道理嗎？英文該學還是要學，世間法以前不會的還是要學，只不過腦筋

比較靈光，很容易抓到重點，把聽到的道理整合的很好。這就如鏡子擦得乾乾淨淨，

物來則應，可把每一樣東西照得明明白白。煩惱習氣重，有若鏡子灰塵厚，看不清

楚，再高再妙的法聽得霧煞煞，一頭霧水，不能領會，總是昏昏悶悶的。明心見性的

人正是理障已開，整個佛法的綱要已經契會，抓到了。  

在座各位，不管修習那一宗派，只要能改善身心，趨向正道，這都很好。要把佛

法落實在自己的生命中，對生命沒有懷疑了，那怕下口氣不來，也沒有慌張，這就是

先悟毘盧法界的好處。心地明了之後，了無掛礙，儘管他沒有完全解脫，儘管他還會

病兮兮的，但大方向却掌握著了，這是《壇經》很殊勝能利益大家的地方。《壇經》

把《金剛經》發揮得淋漓盡致，它總共十品，內容實在太豐富，現在講也只能講重

點，講跟我們起心動念，生活有關，用得上的才有用。  

  

善念不足善 無念叫至善  

在《壇經》第四品定慧品中，六祖提到禪「以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

本」。這就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提出來畫龍點睛之處；在修行次第上，先悟毘盧法界是

祖師禪，後修普賢行願海是如來禪。後者修普賢行願海是有階梯的，一步一步進，其

目的在讓我們的所悟與修行朝向圓滿無瑕。所以真要修行需把前後兩者融合在一起，

力量才大。怎樣融合呢？這就要特別注意慧能大師的這三句話：「無念為宗，無相為

體，無住為本」了。  



               《十方圆明心地涌》2019年合刊（中）

 317 

無念容易嗎？很不容易。道理似乎懂了，却做不到，平日妄想紛飛，雜念一大

堆，那能無念呀？可是雜念有那麼罪惡嗎？如果有，那我們每個人都該生大慚愧呀！

但是反過來，念頭是念頭，若是能好好利用念頭而無所住，它就是生命很好的力量，

修學佛法也就不難了。可見佛法是有階梯，如來禪是正確的，而祖師禪也沒有錯，我

們自己得融會貫通，不要拿著雞毛當令箭，不要用祖師禪的口氣來否定一切，那就是

謗佛、謗法、謗僧了。反之，也不能拿如來禪來否定祖師禪，畢竟一切要空、無

相。  

關於六祖的這三句話，我配以三個次第來說，從念而言，那是：善念、正念、無

念。黃教的《菩提道次第廣論》中有所謂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這是一

種次第的分類。五乘者，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三乘者，聲聞、緣覺、菩薩；

至於大乘不共法，講的就是菩薩乘。  

人乘講五戒，天乘憑十善，五戒十善培養我們的善念，聲聞、緣覺，甚至包括菩

薩乘則提昇到培養正念，而禪「以無念為宗」，也要大家從先有善念，不斷培養善

念，再提昇到正念，正念純熟了，才能到達無念。《金剛經》雖然說「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這是指無念而言。但音聲、影像在修行次

第上卻可用來培養我們的正念。在正念中已包含了善念，正念是善念的提昇，不因善

而偏執。念佛、念咒、觀想是在正念中，雖未到達無念，但正朝此目標前進。念佛、

念咒、觀想可讓一般人由有跡可尋的實際的方法來漸趨於一切無所著的無念。  

  

觀想應般若 念佛持咒同  

如理如法的觀想是不容易，因為觀想是般若，叫觀想般若，念佛、念咒也都可以

與般若相應。當我們一下無法立即與般若相應，想空空不了，說無念又做不到，那又

怎麼辦？需要個方便法。以觀想而言，觀不起來，沒關係，先從一句咒語或一句佛號

下手，它們有如一支掃把，清除我們的習氣垃圾，這是天台宗的五停心觀中的「多障

眾生念佛觀」，不要小看它。如果用個具體的、有跡可尋的方法都做不到，那麼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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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無相、無我就更不用講了。修行用功要很實際、很貼切，眼前能把握的先下

手，不可以講大話，講大話對身心修行毫無助益。  

觀想不起來，先從老實持咒下手。老實持咒是顯密圓通入門，顯教也需持誦楞嚴

咒、大悲咒、十小咒等等的方法，修淨土也沒有離開這個路子，問題在於有無一門深

入。念咒、觀想不過是拐杖，我們凡夫走路都跌跌撞撞的，有了拐杖走起來會順利

些。而即使明心見性了自己能走，有支拐杖也很好，也是增上緣。  

按照《顯密圓通成佛心要》的事理，真正懂咒語，要八地以上，甚至十地菩薩才

行。咒語有很深的道理，你念到某個時候，咒語也好、佛號也好，一睡覺就來報到

了，要不要拿掉呀？人家還求之不得呢！念到這樣的功夫還要拿掉？也許你說：「禪

宗說空，無我，而我怎麼這麼多念頭呀？」但這是正念，正念來找不是很好嗎？就繼

續念，念到把我們身心的垃圾清理得差不多了，便好與般若相應，這是水到渠成，自

然念到念而不念，咒語也提不起來，什麼念頭也提不起來。  

但這時可別顛倒呀，說：唉呀！怎麼念頭都跑到那裡去了？那可是大顛倒！無念

正是般若正念，念而不念，提不起來才是真正所要的。這時節所有的法門、佛號、咒

語、觀想都融化掉了，這才談得上無念。現在我們每個人都在努力提起正念，無念境

界是已經在法上成熟的人，才有辦法達到的。《壇經》中對「無念」二字發揮得很

多，日後有機會再給大家提出來探討，問題是用得上用不上。 

  

萬德才莊嚴 總為一句佛  

至於對於無念一項，六祖最為人熟知的解說是「無者無妄想，念者念真如」。這

兩句我們又可於六祖接引到惠明禪師時所指示的「不思善、不思惡」上去會取。六祖

說某人哪，你好壞一切都掃得乾乾淨淨的，「恁與麼時，那個是（您）明上座本來面

目？」同樣的，這一步你懂了，那就離妄無念而見真如了！但道理懂了以後，還是按

部就班，該唸佛唸咒還是唸佛唸咒，該廣修行願還是廣修行願。修淨土的常說「一句

聖號，萬德莊嚴」，我說你錯了，必須萬德才能莊嚴一句佛號，必得累積許多福德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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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才能把這句佛號唸得好。沒有德行，即便一句佛號也唸得顛顛倒倒的。當然知道

唸佛已經不錯了，但不要只是小和尚唸經，有口無心，這是凡夫的寫照。  

禪宗以「無念為宗」，心中只有善念沒有惡念，已經很難得。但善念能否就是正

念呢？不一定，也許是、也許不是。有時說好聽是種善因，結果卻帶來更多問題，雖

然出發點是好的，做出來却彼此痛苦，可見這

善，不是純善，沒有正知正見為導，也就是不

合於正念。你以為是好的，却傷害了對方，可

見善還不等於正。如果善念是完全正確，有善

念就可以，那人乘、天乘就夠了，為什麼還會

有聲聞、緣覺、菩薩乘呢？可見那不圓滿。雖

不圓滿，但五戒、十善是修道的基礎，所以一

定是要從善念提昇到正念，再從正念提昇到無

念。 

  

諸相皆明了 方証一相無  

再來談以「無相為體」。眼見是色相，耳聞是聲相，色、聲、香、味、觸都是

相，如何達到無相？在三無漏學中，相屬戒學，無念為宗的念屬慧學。要到達無相，

也可將其分為三個次第，明相、了相、無相。先要明相，明白是非善惡。對戒相清清

楚楚，知道其來龍去脈，以及一切是非邪正。有人問我「您在佛學院讀唯識，怎麼沒

有按唯識來修？」我說有啊！唯識擅長分析種種的事和理，等於幫我們明辨是非、善

惡、邪正。佛法是多元化的，明白事與理，讓我們事無礙、理無礙，進而理事無礙、

事事無礙，這不是很好嗎？所以明相與唯識的分析相通，當然重要，但還不夠。修行

還在於了相，了得圓滿，把種種惡相轉為善的。 

 修行人所受的五戒、十善、菩薩戒均在了相，一方面當然用它來明相，一方面

也用它來了相。例如以佈施對治自己的慳貪，肯佈施的人不會小氣，這是修菩薩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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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第一課。還有，忍辱對治自己的嗔相，持戒對治自己的恚相，精進對治自己的懈

怠相，禪定對治的是散亂相，般若則對治那愚痴相。這乃一邊要明、一邊要了。不但

明白，也切實做到行到，依這樣一直到純熟了，才能無相，心中坦蕩蕩，了無牽掛，

功德圓滿。做人處事達到這樣，不但在家戒提昇到出家戒，甚至提昇到金剛乘戒，你

都合格。所以廣修行願，是要我們從做到明相而了相，進而達到無相。這是一個很大

的功課，戒學是個很龐大的體系，大家一聽到戒學，頭都大了，其實只要發願要好好

從做人做事開始，自然可入可出，這是我們的福德門。 

  

有住助安定 無住更解脫  

再來是「無住為本」，有所安住，心就

安定，這偏向定學，而整部《金剛經》講的

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濃縮後是「無

住生心」，再濃縮為「無住」。如何得到無

住，還是有次第的，由初住、細住，才能達

到無住。 

 一位上根利智者，或懂得道理者，唸佛

會妨礙你嗎？不但沒有妨礙，尚且幫助你，

讓你安住。對初機者而言，有個拐杖可為攝心、調心的依侍，若人隨時隨地懂得這樣

一門深入，用一個簡單的方法，如修淨土的念佛號或修密的唸咒語，在你了解運用它

的事理後，運用得純熟，便初步可以讓心安定了，此謂之初住。初住已經不容易，五

停心觀中有「散亂眾生數息觀」，但也不一定限定數息，一句佛號，咒語唸得純熟，

一樣可以得初住。然後隨著自己的功德福德智慧的增長，慢慢轉入細住；微細的內心

時時都可以照顧得很好，非常安詳。你懂得修法的次第後，該怎麼做，就怎麼做，不

好高鶩遠，不會為分辨這個法門、那個法門徒生多餘的討價還價心理，這樣把定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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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才能由初住而細住。一切法以得心應手為要，等到能細住，細到極點，自然就細

到無所住的無住了。 

  

三無法眼正 立地見彌陀  

所以說若論往生，要往生到那裡？修到無念、無相、無住就是歸宿。無相、無

住、無念三者融通，一心清淨圓滿，即是十萬億程外的西方極樂國。你若眼前該明、

該了的都做不到，還妄想未來的往生，那成嗎？先把腳下照顧好，把起心動念照顧

好，真照顧好了，不移一步到西天。整個佛法是顯密圓通的，不管任何法門，都以般

若為中心，佛法是般若之學，一切法門都要匯歸到般若，這是我們的安心處，真正皈

依處。 

 「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這三句話把《六祖壇經》和顯密圓通法

門融合在一起，有矛盾嗎？沒有，有矛盾是自己不通，一知半解，通了以後，任修一

個法門都了無掛礙，跟《金剛經》、《六祖壇經》處處相應。  

我們修學佛法不要一知半解，唸佛可以往生極樂世界，那我們唸準提咒可以往生

到那裡？想想看，你說唸佛要不要修到無念呀？修到無相呀？要不要無住呀？都要

的！你不到無相、無念、無住的境界真正的極樂世界不現前。六祖的三句話貫穿所有

的法門，八萬四千法門都是以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而不僅只是禪宗的。

有人說千經萬論同歸極樂，極樂代表解脫境界，什麼是解脫？無念、無相、無住的了

無掛礙是解脫，所以極樂世界代表大福德，大智慧的圓滿。我們可以斬釘截鐵地說，

真正極樂世界是超越苦和樂，若有苦樂那還不圓滿，還在苦和樂的對比中。那什麼是

超越了苦和樂呢？當然還是無念、無相、無住了，它們才是真正極樂世界的內涵。  

你要到那裡找阿彌陀佛啊？  

首愚法師 2004 年 11 月 25 日洛杉磯準提七開示之一／馬元美記錄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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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净心就是十方三世一切佛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17 

 

道友的问题 1：在书中看到“分别是识，无分别是智，依识染，依智净，染有生

死，净无诸佛”。依上所言，分别心属妄，为何所有正性宗教皆劝人为善，善恶不也

是分别心吗？如无善恶分别，因果及六道轮回还能否成立？善恶、因果、六道可否作

舟船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师父上人：“依识染”，依我们的妄想分别，依识是染污的。“依智净”，依我们的

般若智慧所以得到清净。“染有生死，净无诸

佛”，清净就是佛，还要到哪里去找佛啊？清净

就是佛。清净无诸佛，清净就是十方三世一切

佛，不要被文字相骗去了，这位道友！清净心

就是佛啊，清净心就是十方三世一切佛，所以

清净就能无诸佛，你被文字相绑去了。 

 “依上所言，分别心属妄”，分别心就是妄

想。“为何所有正性”，不是“正性”，你写错

了，他写成性别的性，是“正信”啊，你写错

了。你那个是明心见性的“性”，不是这个“信”

啊！我们佛教称之为“正信的宗教”。  

“宗教皆劝人为善，善恶不也是分别心吗？

如无分别，因果及六道轮回还能否成立？”你这

就是转牛角尖，真正的智慧，龙树菩萨在《大

智度论》里头讲的很详细，“善分别一切诸法

相”，了了分明，“于第一义谛而不动”，那才是智慧啊！善恶都搞不清楚，你是糊涂

了。了别善恶，那也是智慧啊！分别中有不分别的，所以叫善分别，用的是善分别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895&idx=1&sn=895adc9c1b78c9d2745f9ffb11160671&chksm=e9a98f58dede064e8b3be8f2988d11cedaef13f7c2f0ce3cee88218fc9279e3698a8d5fe7b61#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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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不落善恶对立的矛盾中。善分别就是内心是清净的，于第一义而不动，那才是智

慧嘛。在圣者的眼光里头，世间的善恶因果，当然是有的啊，怎么没有啊？  

这位道友说，“善恶、因果、六道可否作舟船论？”善恶、因果是来分别我们的

这个事跟理，有前因有后果。“六道可否作舟船论？”谁跟你讲的六道作舟船论啊？六

道就是因果嘛，它是法尔如是的道理啊，所以你这个堕在一知半解中。她又引用了

《金刚经》最后一句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虽

然是这样，因果历然，真正的般若正见了了分明。  

道友的问题 2：去年请教师父上人《心经》“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和“是故空中无色”，两处之色既然色空一如，为何又有“空中无色”？如今

弟子再仔细思量，当时执着眼前器物世界色相为实有。色空一如本自是一，并非色空

之相而成二，如阴阳本是一体，阴消阳长，阳长阴消，并非阴消失生个阳出来，反之

亦然。有是空，空还是空，妙有因性空，有空之相非对立，分别相不过眼翳而已。 

 师父上人：这不是“实有”是“幻有”，是幻化的，你用“实有”本身已经错误了，

连名词都用错了，佛教用的是“幻有”。“幻有”也并不是没有啊，只是无常的，只是会

变化而已哟。如果是实有，就改变不了了，那就变成是定论了。佛法不承认有宿命

论，佛法告诉我们，我们自己的命运自己可以改造。  

“色空一如，本自是一，并非色空之相而成二”。凡夫执着色，所以才有妄有

啊。我们凡夫的内心世界是二分法，都是矛盾的，都是对立的，在圣者的解脱境界是

不二的。不二所以是解脱的，二分法所以是矛盾的，是对立的，是烦恼的。 

 色空一如，那是圣者的境界，不是你的，不是凡夫的境界啊。凡夫，色是色，

空是空啊，他还达不到空啊，执着一切色相，哪有色空一如啊？吹牛的！凡夫，色是

色，空是空啊！色空一如讲的是解脱者的境界，圣者看的是不二的，凡夫看的是二，

二分法啊。 

 “并非色空之相而成二”。成二不成二，那是你颠倒执着所以成二啊，你不颠倒

不执着不就是“不二”吗？不就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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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阴阳本是一体的”，那不是你的境界啊，阴阳本是一体的，那是圣者的境界

啊！所以要搞清楚啊！  

“如阴阳本是一体，阴消阳长，阳长阴消，并非阴消失生个阳出来，反之亦

然”。在凡夫的境界中，应该渐修渐了，所以才会有《坛经》上面，神秀大师的偈句

跟惠能大师的偈句迥然不同。什么阴消阳长，阳长阴消，那都是我们凡夫二分法的现

象，在圣者，它是不二的，没有什么生不生的问题啊。  

“有是空，空还是空，妙有因性空，有空之相非对立，分别相不过眼翳而已”，

有是空，那也是圣者的境界啊！凡夫，有是有，空是空，空跟有是二的。凡夫见二，

圣者见的是不二。  

总而言之，这位道友，你《金刚经》

多念几遍吧！你这个佛学基础是半吊子

的，在半信半疑、将信将疑、一知半解的

境界中，佛法不是的。尤其《坛经》讲了

很多不二的道理，多看几遍南老师的《金

刚经说什么》，再看看《六祖坛经》，也

许对你有所启发。好了，我就解答到这里

吧。  

2018 年 11 月 22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

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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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密准提法的殊胜传承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18 

 

我们法本第三个加行法的“法报化三身辗转增上”，已经讲了了。后面的化身境

界，我们修行能不能上路，后面的观想种种殊胜供养，这是菩萨行，菩萨行也代表了

福德门。我们福德具足了，可以说是扫掉了很多的障碍。福德不够，这叫做修行的资

粮不够，总是有太多的牵挂、太多的阻碍。我们要入本尊法之前，这个地方特别提出

了“见地、修证、行愿”，见地的圆满成就的是清净法身，修证的圆满成就的是圆满报

身，行愿的圆满成就的是千百亿化身。  

再来当然就是“上师相应法”。我们在座很多人来修这个法，都是先看南上师的

书。有看南上师的书，对南上师当然是有某种程度的景仰，对他的智慧，他所有的著

作，不管是儒家、道家、佛家，充满了大智慧，所以从看南老师的书找到了准提法

门。受南上师的书给我们的启发，我们很多人因为相信南老师，当然也就是相信了准

提法，也就是相信了上师，这是一个很好的缘起。这就是跟南上师的法缘，有了这个

殊胜的法缘，在修法方面就比较不会退转。  

准提法门是南上师一生智慧精华的结晶，所以我经常说，南上师七八十部的著

作里头，能够流传千古的，可能就是他再整顿过的准提法门。这也是南老师他所讲

的：“我死后，有三千年的香火运。”在南上师所传的法门中，要成为大众化普及化

的，也只有这个法门，其它很多都是理论性的。光看南上师的书，你想修行用功，很

难的。  

我相信在座的，你看南师的书，要自己摸索用功能够上路的很难，起起伏伏，

上不了路，因为这里头有太多的，我们修行有太多的，不只是理论，实际上也是个经

验谈。在我个人来讲，参学 49 年，闭了三十五次关，等于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

准提法门的开发，总是希望大家少走一些冤枉路。所以，希望大家能好好的依靠这个

殊胜妙法，对自己的身心有一个真正的转化。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897&idx=1&sn=e75f2ad7918d4f6af367a0dadd645bcd&chksm=e9a98f46dede0650dd7167904b05bf0e787ffdacd815dd548d71c5ed60f8d01bfd0f42bde030#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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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师相应法，我们一样的观想传法上师在自己的头上，一样的如法供养。在

座的，亲自见到南老师的，恐怕也没有几个人，晓得准提法也是通过参加我的七，参

加各地的共修会、共修点。按照密教的方法，我算是传准提法跟你们比较直接的。在

我的头顶上观想南上师，这是观想上师的一个方便法，南上师上面也可以说是文殊菩

萨，我们这个法脉，文殊菩萨上面当然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了，这是属于南老师讲的

所谓“中密”，中国的密法。  

如果唐密，那就不同了。唐密最原始的当然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再来可能就要

观想到了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对准提法门的种种赞美，再来当然就是开元三大士了。

唐密在唐武宗毁佛之后，基本上就产生断层了。后来中兴准提法脉的，应该是辽代小

五台金河寺沙门道㲀大师，他把整个唐密的准提法又接上去了。辽代之后好像也没有

出现什么人才，那就是到了明朝的云谷禅师、憨山大师等，但是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

法脉，断断续续的。  

我们准提法当然跟唐密还是有它的渊源，但是我们所接触的是南上师这个系

统，南上师又是在四川乐山嘉定五通桥的多宝寺，这是南上师自己口述的，得到文殊

菩萨现身来传授。所以，我们中密应该也是很直接的从释迦牟尼佛到文殊菩萨，文殊

菩萨到南上师，这样的传承，也是很庄严的，很珍贵的！当然有唐密的配合，所有准

提法的资料都是来自于开元三大士，每位都翻译了一部《准提陀罗尼经》，加上地婆

诃罗，总共四部。经典就是法脉的水源头，这个我们也不能否认。只是在传承上面，

大家了解这个大概就行了。  

南上师把准提法纲要性的传了。因为南老师传的法门太多了，他晚年对安般法

门的弘扬不遗余力。当然安般法门要形成一个法脉，倒是不容易。佛陀时代都是个别

个别的教授，自古以来安般法门没有形成一个法脉。我们准提法门可以形成一个法

脉、一个法门在弘扬，又有藏密三密相应的纲领，又有唐密的传承，又有南上师直接

从文殊菩萨的传承。所以，我们准提法门应该是很庞大的，非常庞大的！  

2018 年 11 月 22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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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佛法門中的禪意  

原创 首愚長老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19 

 

我們這堂持念彌陀聖號，以金剛念誦的方式，這與念準提咒可以說是無二無別

的。我們能修的心，所修的法有八萬四千法門，只是法相不一樣而已，能念的心可沒

有兩個吧？所以，佛法當然是一心圓融的，不能一心圓融那還叫佛法？準提法跟念佛

法門有所不同，是法相不一樣，也就是文字之表徵有別而已。  

「南無阿彌陀佛」有六個字，「阿彌陀佛」則四個字，而準提神咒計二十八個

字，當然二十八個字可以比較有旋律，抑揚頓挫，念起來變化不會那麼單調。重點是

我們這個準提法的儀軌次第很清楚，簡明地含蓋了整個佛法理事的網領，一儀軌便具

足圓滿的佛法內涵。一般弘揚淨土，強調的是西方極樂世界，其實也離不開佛法根本

的心地法門。一切唯心造，這才是我們正法所在。  

淨土法門中的西方三聖說是相，還不如說它是個境界，或說它是個修行的法

門、修行的成果。本來嘛，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所示之法，其實就是念性觀，要在

「淨念相繼，都攝六根」，也就是行者念佛時須念念分明，念的清楚，聽的清楚。所

以在這念的過程中，百丈禪師及很多古德的說法都可以用的上。  

百丈禪師告訴我們：「即此用，離此用」，那淨念相繼，念念本空，不就是

「即此用，離此用」嗎？又，為什麼耳根圓通聽而不加了知？這也正是「即此用，離

此用」的道理，完全跟般若的手法相應。根器利的，用之進步得快；業障深重的行

之，轉化得慢，這是一定的道理，但都很有用。修了靈不靈，靈的程度如何那與我們

的三世因果有關。有的人一聽就進去了，「各有前因莫羨人」。  

以淨土宗的念佛法門而言，每一句彌陀聖號念得清清楚楚的，單單念還不夠，

還要配以觀音法門。念佛法門主要以大勢至菩薩和觀音菩薩代表。這兩位菩薩名字所

表的念和聽之法要同時相容並行，同時並用。念阿彌陀這樣，念準提咒就不這樣嗎？

沒有兩樣，不二法門。一樣是念得清楚，聽得清楚，念到相應的時候，入流亡所就到

了，阿彌陀佛無量壽無量光的境界就現前了，這才是真正的西方三聖的內涵。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947&idx=2&sn=6f446dd6dfa490c7628b44fb35713a3a&chksm=e9a98f94dede0682a3456426bd29d86d78b092520487b16ee633efbb83b2f1537cea0320734c#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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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憑畫像，十張畫像畫出來的西方三聖都不一樣，哪個標準？都非標準。跟心

地相應才標準，這才是如理如法的西方三聖。所以你怎麼觀想？你觀想西方三聖做什

麼？你與其觀想他的像，還不如用他的法，跟他的法相應，你就刹那之間與其精神融

在一起了。西方三聖就是我們清淨心的現量境界嘛！就是打坐看到又怎麼樣？看到，

好聽叫瑞相，不好聽叫幻相。禪宗祖師遇到要打棒子，斥為幻相，幻相還靠的住啊？

而你念阿彌陀佛要念到什麼時候啊？當然要念到「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那

恭喜你，就到了。  

「照見五蘊皆空」簡單不簡單？不簡單。身心都在轉化呀！這沒有大福德、大

智慧做不到的。我們偶爾瞎貓碰到死老鼠，有的。念佛，念念念，忽然身體空掉了，

這偶爾會。打坐沒有經驗的，這時便哎呀，糟糕，我怎麼找不到自己了？很多人一這

樣都嚇，嚇回來了。這就是智慧不夠，見地不夠。智慧夠由此一拍即合，整個身心跟

空相完全融合在一起。跟空相融合，這是無上的感應，無上的灌頂！你還要怎麼灌

頂？你不懂道理就是迷信，你想灌個什麼頂啊？在座大概很多人都參加過灌頂了吧？

灌的怎麼樣啊？大概也是不增不減，是吧？有沒有感受啊？如果有感受，就是你那份

虔誠的心了，如果你一邊灌頂、一邊懷疑，不會有感受的。所以最大的感應來自你的

虔敬心！虔敬心一起，加上對上師的相信，內因外緣，內因就是我們這份心意，外緣

是善知識的一些鈴啊、杵啊、甘露啊，當作佛法莊嚴的表法，一下你感覺清涼無比

了。  

念彌陀聖號以「阿」字為中心，大家念阿彌陀佛，圍繞一個「阿」字。「阿」

代表無量無邊，「彌陀」則為光跟壽，「阿彌陀」就是無量壽無量光，無量壽無量光

的境界就是我們清淨的本來，我們每個人的本來面目，「人人本具，各個不無」。無

量壽無量光不是阿彌陀佛的專利品，「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在聖，他開發完成

了；在凡，他苦苦惱惱的，找不到自己本有的。  

我們一開始從西方極樂世界大慈大悲阿彌陀佛起念，然後念六字，六字念到一

個時候轉為四字，最後念：「願生西方淨土中，九品蓮花為父母，花開見佛悟無生，

不退菩薩為伴侶」四句回向文，大家一心入無量光壽的境界中。  

(首愚和尚 2009 年元月山東煙台準提七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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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如一日内修外弘开发准提法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19 

  

在我个人参学 49 年，影响我最深的当然是禅宗，禅宗是我个人整个修行的根

本，是一个中心、核心所在，其次应该是净土的念佛法门。我现在弘扬准提法，也都

没有离开整个净土西方三圣的架构思想。再其次，当然是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尤其

药师佛十二大愿，我在准提法的弘扬中，也经常引用到。再来可能也就是《维摩诘

经》中的众香国香积如来。  

在修行法门影响很深刻的，莫过于般舟三昧。我在般舟三昧关下了很深的功

夫，在安般法门也下了不少功夫。在南上师所传的《禅祕要法经》的《禅观正脉》，

也就是不净观、白骨观这个系统，也经常在我弘法传法中引用到。在南上师所讲授的

藏密的经典中，经常引用到的，那就是红教宁玛巴的大圆满。大圆满，南老师曾经讲

过两次，所以我们准提法门在法本上面，圆满次第里头最后的，南老师引用到红教大

圆满，“于乐明无念定中愈久住愈好”，这是南老师在法本圆满次第中的一个原话。行

般舟让我观察到了三脉七轮，也就是红教

的三脉七轮，它又跟《黄帝内经》有关

系，这就是广参学的好处。最后收网收到

整个准提法，不但是自己自修，也是外

弘。  

在经典中影响我最深的当然是《坛

经》、《金刚经》、《心经》、《楞严

经》、《法华经》、《华严经》。《楞严

经》最深刻的莫过于二十五圆通，所以我

对二十五圆通情有独钟，在北京的三次闭

关中，最后完成了那一本《菩萨罗汉证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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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关期中，影响最大的当然就是第二次般舟关，对我的色身是天翻地覆

的一种转化，命门的开发也就是在第二次的般舟关。还有就是我在佛光山闭第三次到

第五次般舟关，跟南上师的书信往来，才有《般舟禅关日记》的出版，这是般舟关对

我的身心、对我的法缘、对我对佛法的一个认知。在闭般舟三昧关里头，看到了整个

三脉七轮对色身的转化。  

再来就是厦门南普陀这个关期，对我是一个关键性的转化影响，也是弘扬准提

法的一个起端。北京西山八大处佛牙塔的三次闭关，也是印象很深刻的。到今年南岳

衡山，也算是对法的一个新发现新开发，其实

也不是新发现，本来 42 年前第二次般舟关已经

开发出来了，只是没有意识到它（编者注：它

指命门）的重要性，它对色身转化的关键性。

今年南岳衡山闭关对我也算是关键性，在修证

准提法的见地上面又是新的里程碑。  

我们明天上午正式进入到本尊法。一个法

的开发，都要经过几代人，甚至几十年、几百

年才能完成！好，我们继续修法。  

2018 年 11 月 22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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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提法的般若慧观含摄升华了白骨观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20 

  

释空性法师：我来自河南鹤壁，法号空性。  

师父上人：哦，空性！那好啊！法师进入到空性中你就解脱了啊！  

释空性法师：此空性非彼空性！  

师父上人：哈哈，这么客气啊！  

释空性法师：我是名新参，2017 年 8 月份在北京才接触准提法，一接触之后感

觉身心有很大提高，认定了这个南太老师所讲的“无上甚深妙密法”，也感受到了我们

师父上人是一位真真正正的明师，不是闻名的名，是明白的明，是真正有修持的人。

我连打了几个七，回去之后开始组织当地身边的人共修。我跟大家说，我们师父上人

是真正的善知识，必须得见，来参加法会。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当地来参加法会并

且皈依师父上人的接近三十人。  

师父上人：好啊！功德无量，功德无量！  

释空性法师：我是地地道道的南粉，是因为看南师的书才了解佛法。一开始也

是盲修瞎练，也修不出什么来。自己摸索安般法门，在此经历了很长时间，大概有十

几年。  

师父上人：自己摸索很辛苦的！  

释空性法师：对，好像师父上人今天下午讲的就是我一样。在此期间有好几次

观白骨，因为南师一再强调观白骨的重要，我有一段时间积累起信心来就观，观也观

不成，整天抱着自己的左脚大脚趾头在那啃。  

师父上人：啃自己的大脚趾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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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空性法师：对，啃也啃不出来，没办法，提起来放下，提起来放下，有好多

次，这是我的经历。后来接触了准提法，然后我就开始观 LA 字，模模糊糊的稍微有

点印象。今年夏天在湖南益阳广法寺，师父上人提出了观命门，无论是字轮也好、

LA 字也好、佛像也好，都是在命门的位置，并且还给出了那幅白骨图。也一直在

观，但是并不得力，很费劲。  

三周前在南京宝华山隆昌寺准提七的第二天，在房间休息，躺下之后试探着又

观命门，突然在半睡半醒之间，感觉自己是一个皮袋，有个东西突然从上面“啪嗒”就

落下来了，就好像我们丢一个杂物到垃圾桶里一样，好像都有声音，“啪嗒”就到我体

内了。我一惊，一睁眼，回过神来，又一观体内，原来就是一个白骨，中间的明点也

在。我突然惊喜万分，我没法表达自己的喜悦。  

师父上人：以前有心观白骨，有心栽花花不发，现在无心插柳就柳成荫了！  

释空性法师：我过去十年都没有观成，到了才念准提咒一年，参加了十几个法

会，然后连白骨带明点让我一块得到了，

在我的内心，再多的溢美之词也无法表达

我对师父上人、对准提佛母的感恩。这就

是我最近的一点点小心得吧，敝帚自珍，

汇报给师父上人和各位道友。  

师父上人：小心得，大进步，不容易

哦，很好！  

2018 年 11 月 22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

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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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到山平時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21 

 

真修行人起心動念只看自己的內心，沒有外界，不去跟人家比較。學佛不要出現

狂人樣，那越行跟佛法會越來越遠。真正的佛法學禪通了，入法界了，到任一個地方

你都散發出清清淨淨的心香；身業，沒有一點傲慢；口業，不會出言不遜。這樣到處

才行得通，跟一切眾生界和萬法不乖逆，自己生命和道融在一起。  

通禪宗的或真正對禪宗有了解的，那人只有謙虛。禪宗祖師怎麼講的？沒有明心

見性前，如喪考妣。找不到自己本來的心，那悲悲慘慘的。那悟道了呢？還是如喪考

妣。為什麼？就因為他看清楚了，後面還有一大段的路要走啊！怎麼傲慢得起來？他

自我透視，自己有些什麼毛病，自己有些什麼缺陷，並且萬行猶待去行，要走完佛道

這條路，還早的很。所以他更謙虛了，怎敢放肆呢？如果修行人只是在文字上、嘴巴

上較量高低，那就錯了，大錯特錯，跟大道已經不相應。  

人狂是因人不老實，人不老實，見地就會偏差。真正你心地清淨了，誠於中，人

會很安祥；形於外，待人都很親切，說話沒有一絲一毫的咄咄逼人，除了一些在教育

法上的方便需要。所以說，禪宗祖師既要具備殺人劍，也要活人刀。什麼叫殺人劍？

要把眾生、弟子們的習氣打掉，這是殺人劍；然後還要把人家的慧命救得過來，使之

開顯活潑光明的自性。  

但畢竟而言，總是一個無盡清淨的慈悲心在那裏， 槃寂靜，如何嗅得一點狂氣

驕味呢？  

對佛法你的見地越透，則為人心性更加的淳厚，處世行事更加的平實。有真見地

的人，他不會講大話的。講大話，自鳴禪悟蓋世，這問題大了。  

有時候在法上給大家鼓勵，鼓勵過頭了，好比標榜說一句彌陀聖號能夠橫超三

界，這種說法已經超過釋迦牟尼佛所講的教法。我們佛陀所講的法都是非常如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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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要分清楚，佛陀在諸經中是怎麼講的。至少佛陀在《阿彌陀經》提出了兩個往生

淨土的門檻，第一門檻，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福德功德不夠，我們有

太多的放不下，這放不下本身就把你牽絆住了；那麼福德功德夠了，心胸坦蕩，了無

牽掛，也就是他的智慧因緣很深厚了。第二個門檻，就是持彌陀聖號若一日、若二日

乃至七日一心不亂。我們修淨土的哪幾個人做到了一心不亂？如果福德因緣不夠，做

不到一心不亂，哪來的橫超三界？鼓勵是好事，建立信心很重要，但言過其實，或強

調過頭，本意是為提攜大家成就，後來的人卻忽略了與之相關的重要義理，那就成了

弊端。甚至有提到萬修萬人去的，如果跟釋迦牟尼佛講的，《彌陀經》中說的比，那

你相信誰？你相信祖師講的，還是佛陀講的？每一種法都是萬修萬人去的，如果有按

照佛所教的法去修的話。  

有說禪宗是難行道，那是你沒有智慧才難行。我們修行解脫要不要智慧？沒有智

慧，怎麼解脫？沒有智慧就是一句聖號也好，一句咒語也好，也是念的顛顛倒倒的。

對現階段的自己和環境很清楚，我們只要一門深入，老老實實修一個法門，那對我們

的身心、家庭、事業、工作當然都有幫助，這個可以肯定的。至於解脫不解脫，那你

還是要按照佛陀所講的去修學，沒有什麼難易的問題。藉禪坐或念佛持咒讓我們身心

舒緩下來，這都可以做得到的。但我們修學佛法是盡未來際，只要少顛倒，少迷糊，

已經不錯了，能不能解脫，看著吧！與三世因果有關，與你的見地有關，與你的功

夫、行願有關。  

所以修學佛法，就是要腳

踏實地，行到心地平。大家既

然談佛法，就要講到位，講只

講場面，盡講些好聽的，讓人

以為佛法就只這麼一套模子，

豈不可惜！  

(首愚和尚 2009 年元月山東煙台準提七開示）   

https://www.juyimv.cn/


               《十方圆明心地涌》2019年合刊（中）

 335 

命门心月本自在 梵音海里花自开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21 

  

善圣航道友：这次是我第二次来云南，第一次是在 2016 年的鸡足山皈依了师

父，到现在正好两年的时间。两年的修法感悟很多，今天我的小参是关于耳通命门的

修法汇报。我的汇报内容分为三个部分：1.耳通命门修法实验；2.安住本心的体悟；

3.色空不二的感悟。  

首先分享第一点，耳通命门的修法实验。自从上次 6 月份湖南法会，师父第一次

开示了耳通命门以后，我一回来就开始实验，每天上座我就把心月轮观想在命门这个

地方，然后身心松放，音炁合一，身心合一，心炁合一，念清楚听清楚。大概过了 1

个多月，随着音声海的出现，身体命门处涌出一股强大的气流，向全身放射，逐步充

满全身的每一个细胞、血管和神经，整个人像氢气球一样被打足了气。充满气体的

我，身体变得通透轻盈，五脏六腑和肌肉都不存在了，全是炁，身体的重量也变轻

了，自己像一片羽毛一样飘在空中，舒服、轻松、自在。即使在下座后观照，身体也

如同琉璃体一样。我家同修说，他将心月轮放在命门时，心月轮老是越观越跑。我自

己的体会是，心月轮在一上座时就放在命门处，不用时时刻刻去关注它。  

师父上人：没有错，对的！  

善圣航道友：当把它放在命门的那一刻起，它就一直在那里，不增不减。就好

像水龙头放水一样，龙头一打开，水会自动流出来，你看与不看它，它都会自动流

水，这是我分享的第一点。  

师父上人：好！你讲的很好！有这样的见地就很如实很如法了，继续讲！  

善圣航：感恩师父！第二点，安住本心的体悟。随着耳通命门修法的深入，到

了 10 月份，我又有了新的发现。上座后，突然从腿部到腰部，烧起了熊熊的烈火，

将双腿烧的通红，上身也被一股热浪蒸的火热，用个比喻，就好像孙悟空进了炼丹

炉，每次烧完，通体舒泰。火烧了几天，从腿部大火中，生起一股强烈的炁柱，直冲

头顶，炁柱将耳膜撑开，发出吱吱的声音，炁流的轰鸣声更是清晰可听，就像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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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吽”、“吽”，这样的声音。头部炁浪冲完，又开始冲击胸口。第一次冲击胸口时，感

觉胸口快胀的爆炸。第二天冲击胸口，尽然变成了撕裂一样的痛，如同得了心绞痛一

样。  

师父上人：很多人会被吓坏的，不敢修了，你的胆子还不小啊！不错！  

善圣航道友：谢谢师父！开始因为疼痛，心里还有一丝恐惧，后来干脆不管

它！随它去吧！看它能把我怎样！只管念咒，松放、再松放！虽然火烧的疼痛并没有

停止，但我的心安住了，不慌乱了，我就这样静静的看着它。一节课结束后，胸口的

疼痛消失了，课后竟然感到无比的舒服，像做了汗蒸一样。  

等到了这次法会，师父当头棒喝，气脉也是幻化，是将通未通时的过程，通了

之后自然不痛。这次法会的共修过程中，依然冲炁，依然疼痛，但我的心算是真正安

住了。我知道，这只是沿途的风光，不管身心出现任何的状况，不抓不住不着，无畏

无惧，不顾一切的将自己的身体、身心交给佛法去实验，定会法喜充满！这是我的第

二点分享。  

第三，色空不二的感悟。10 月份坐在炼丹炉中时，我家同修将我的情况向老参

师兄请教，老参师兄提出疑问，既然在空境中，如何能感受到双腿？我在那个清净的

境界中，突然体会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也是我，色身也是我，空境中依然

灵灵明明，不光我身体的觉受，而且外面的一切，依然了了分明。即使是下座时，我

也随时使自己进入那个境界中，一边说话做事，内心依然清净祥和，而且神思泉涌。

在此想请教师父，这个体悟是否正确啊？  

师父上人：可以，可以！  

善圣航道友：谢谢师父！以上是我耳通命门的一些修法体会。最后我想说，在

修行的路上，保持一颗平常心，守住一颗清净心，坚定不移，老实持咒，必将静待花

开！  

师父上人：好！好！这叫后生可畏呀！很难得啊！有些人观想，胸口一痛就不

敢观了，胆子那么小，胆小鬼怎么能够得到正法啊！哈哈！修行是要有大无畏的精

神，不怕苦，要能够刻苦耐劳！  

2018 年 11 月 22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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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內關外原此心  

原创 首愚長老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22 

 

問：師父最用心於關房的籌建，有關關房的興建種種構想，在硬體建設方面，能

否請方便開示？ 

師：關房是對一個真正修行上路的人而設，他需要更加地專注，免去各種干擾，

像這樣的人才需要關房，有的人靜不下來，那關不住的。 

  

問：在什麼條件情況下可以閉關或必須閉關？ 

師：最起碼你一個人靜靜的，可以幾天都不講話，自己的情緒都能夠穩得住的人

才有資格。你自己在房間裡頭幾天不出來，你都不會覺得寂寞，不會覺得無聊，念念

在法上，這種人才稱得上閉關的。 

  

問：閉關的生活方式與活動，主體項目在哪些？ 

師：一般而言，閉關主要當然是拜佛、經行。拜佛是閉關很重要的一個功課之

一；經行，就是坐久了，你也需要起來活動活動；或者是看看經書，這方面也很重

要。生活當然愈簡單愈好，閉關就不要會客，你會客還閉什麼關？而且如果你有接電

話那也是種干擾，你不妨對外說；「我多久內出國去了。」手機關掉，自己就當自己

真的出國遠離一切。你要想想萬一有一天一口氣不來的時候，這電話對你有意義嗎？

這個就是修行要經常提起的十念法門最後一個叫做「念死」，如果一口氣不來了，這

世間人事物跟你了不相干，要有這樣的覺醒和決心閉關，你沒有決心，那閉不了關。

禪宗祖師的名言：「打得念頭死，許汝法身活」，世俗的妄念、妄想要放得下，真正

的菩提大道的這些精神內涵，才能夠一步一步地突顯出來。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957&idx=2&sn=e6a7bc8c148bd64c1abeba0a766bcfaf&chksm=e9a98f9adede068cde526e3e8a97c4079f7e9190719714ac91931c07e9b383e686692f53ffcf#rd
javascript:void(0);


首愚长老开示集                                                      

 338 

問：閉關是否會受到某些考驗或一定層次的關卡？ 

師：所謂考驗就是你的煩惱習氣來了時的問題，還有什麼考驗。你兩條腿能不能

盤得住喔？心能不能安得下來囉？這不是考驗嗎？ 

  

問：是否有一定的幫助在學習佛法與修道的道路上自我提升？ 

師：沒有自我提升幹嘛閉關！道理非常簡單，當然是有好處，沒有好處，那些人

閉關都是傻瓜呀！閉關用功如果你沒有法喜，你也閉不下去，覺得內心悶得很慌，非

常無聊，那你又如何閉啊？一定要有法喜、法樂，身心轉化，感覺上有一種無事一身

輕的解放，這個不是做給別人看的。  

我們修行最難的是面對自己，你不要以為面對別人很難，面對自己更難。自己前

念、後念都有矛盾的，都會自我鬥爭的，所以叫心兵交戰，那就是煩惱習氣，這些化

不掉，你的戒定慧怎麼會成長？怎麼會進步？所以菩提道次第這些是有的，從人道提

升為天道，從天道提升為聲聞道、緣覺道，在最後提升到菩薩道。人道沒有圓滿，進

入不了天道，天道就是跟福報相應的。  

但是佛經裡頭有一句話：「崇高必墮落」，福報享得差不多，你就要下來了。好

比你五星級酒店住慣了，再來住三星級賓館你就受不了了。我們修行的受用在隨遇而

安，環境好、環境壞都了無牽掛，能夠隨順世緣無掛礙，這是一種解脫境。只能夠好

不能夠壞，那你墮落了。怎麼墮落？到了不如意的環境你就煩惱了，那不是墮落嗎？

所以菩薩道八個字：「難行能行，難忍能忍」，這是一種無畏布施，再怎麼艱難環

境，我都能夠挺得過去，這是一種定力，也是一種智慧。還有，什麼叫遊戲人間？好

環境，你吃喝玩樂玩得很高興，然後你到了惡劣環境，你怎麼遊戲啊？到了惡劣環境

裡頭，你還一樣無牽無掛，那你可以遊戲人間了。遊戲人間那麼好說的啊？「應無所

住而生其心」那麼好講的啊？惡劣的環境裡頭，你還是那樣地瀟灑，一切如夢幻泡

影，好的這樣，不好還是這樣，那你距離大道就不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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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內心有所住，住就是執著，就有所煩惱；好壞不住不著，高級享受，可以享

受；沒得吃、沒得穿，穿得一身破破爛爛的，一樣安然舒泰。這就好比孔子口中的顏

回，「居陋巷，人不堪其苦，回也不改其樂」一般，顏回這種修養已經進入到修道的

境界了。  

再說，比如我們這裏這種天氣還算熱？你到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熱死你

了。你看看印度古來的修行人在苦行林裡頭，隨緣找一棵樹在樹下打坐。樹下，涼是

稍微涼一點，不過整個環境的溫度那是很高的，再怎麼涼也還是熱，熱的情況下相對

的蚊蟲多，各位，你想想那是什麼樣的修行環境？但印度那麼多的瑜伽士禪定力都很

深，這沒有大無畏的精神，靜不了。你稍微點風吹草動就受不了，你還修個什麼道？

人情冷暖你就過不了關了，那你心眼太小，你還修個什麼道？所以太嬌生慣養的，修

什麼，最多只能夠修天道，天道是重享福的，比較講究高品質的生活，那當然舒服。

但一個狀況的來臨，好比說美國的金融風暴一來，有的從家產幾千億、幾百億的美

金，一下子變窮光蛋了，那日子怎麼過？由奢入儉難，由儉入奢易。  

閉關是我們修行、修學定力的一種提升，這當然很重要，因為現在的工商業社會

大家都很忙。在家裡電話一大堆，客人一大堆，你閉得了關？閉不了關。所以這樣的

閉關中心當然需要的，是一種給心靈度假的地方，你給自己放個假，一個月、兩個

月、三個月、半年、一年、兩年、三年，那多好、多重要啊！在藏密則有號稱為三年

三個月零三天的閉關。  

我參觀過紐約的幾個白教的閉關中心，我說那有什麼困難的，他們飯在一樓一起

吃，關房在二樓，大殿在三樓，早晚課在一起，上課在一起，上完課，回到自己的關

房，每一個人一個小房間，這樣的方式閉關，那有什麼困難，這個叫集體式的閉關，

嚴格講起來那還不叫正式的閉關，只能叫方便關。但這對一般人來講，夠了。最起碼

他一次能夠三年三個月零三天安份守己地在那裏，這不容易。  

先不要陳義太高，這是一個非常生活化、集體化的閉關，中級閉關就是這樣的境

界。所以我們十方禪林的中級閉關中心就是男眾一個閉關中心，女眾一個閉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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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分開來；初級是在一起，等於好比我們現在的禪堂就是初級閉關中心，一個禮

拜、兩個禮拜打七密集專修；到了中級，男眾女眾分開來了；到了高級閉關，一個人

一個關房，更講究的等於一個人一個小別墅一樣，有庭院，有小花園。不要談閉關，

那樣生活也蠻好的。但是 說好玩，幾天好玩，如果沒有道，幾天後你也閉不下去

的。  

所以真正的高級閉關，面對自己，自己要能夠獨立的用功，很多的問題基本上自

己可以解決，護關的只是提供你的三餐，或者有人幫你搞衛生，把你髒的衣物拿去

洗，讓你心無旁騖。這是一種關房的管理。還有，為什麼規定你定時要寫報告？因為

還需要有人能夠指點你，這樣才算是理想的一個閉關中心。負責指導閉關的要有真正

經驗的過來人才行的，有這樣條件的人其實也不算多，所以搞閉關中心那是菩薩精

神，蠟燭的表現，點燃自己照亮別人。大家想想，真正談菩薩道那麼簡單的嗎？所以

大家在修行上面，要好好的「時除己過」，等於佛陀所講的「諸惡莫作，眾善奉

行」。  

所謂「時除己過」，隨時隨地的有毛病問題，要趕快化掉。這是我們修行最起碼

的，這樣的整個並進，我們身心才能夠轉化，我們的錯誤不肯改，改不了，那你只有

墮落；另外你不肯行善，你提升不了，所以諸惡莫作，免墮落，眾善奉行，不斷地淨

化提升，這是必然的；諸惡莫作，是消極的善。眾善奉行，是積極的善。消極做到諸

惡莫作，積極做到眾善奉行，心可以安住下來，命運才能夠改變得了。現在這個時代

真正搞專修用功的，真正在道上、在法上的不多了。但這卻是現時代對佛法最需要的

地方，大家來一起發心去創造這樣的修行環境，一起好好用功，那才是真的自利利

他。  

(首愚和尚談十方禪林與佛道修行 98 年 9 月間於峨眉準提會期中的答問與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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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提佛母的观想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22 

 

法本仪轨已经讲到了本尊法。本尊法前面观想准提佛母的部分，每一个七都

讲，新参自己去看资料吧，这方面的资料已经很多了。其实我们一般人也不太用的

上，有个大概轮廓就行了。  

本尊法，首先观想在我们正前方有一座镜坛，“镜坛中显现准提佛母，结双跏趺

坐，头戴五佛冠，面如满月桃花色，微带笑容，非男女相，左右十八只手”，大概有

这样的一个印象就行了。法本上都有准提佛母的形象，有空可以看《显密圆通成佛心

要集》，里头十八只手都有解释，要不然查一下公众号“十方圆明心地涌”，这方面讲

的太多了。  

首先是准提佛母跟自己面对面的，这样容易观想。底下两只手结三昧定印，中

间的两只手结准提手印。蓝色的准提佛母，那是明朝人所画的，这一幅明朝人所画的

准提佛母像，现在还储藏在台湾故宫博物馆。他所画的是说法手印，我们现在所结的

是修法手印。底下两只，中间两只，是四只手了，再来左右各七，二七一十四，加起

来十八只手。左边的代表福德门，右边的代表智慧门。这些刀啊、剑啊、斧头啊、矛

啊、杵啊，代表降伏烦恼，大家大概晓得这么个用意就行了。  

观想好了，准提佛母从我们两眉之间的光中浑入我身。眉间这个光明点，每一

个佛菩萨都有的，所以赞扬阿弥陀佛有一个偈颂：“阿弥陀佛身金色，白毫宛转五须

弥”，两眉之间相当于眉间轮的地方有一个白毫，宛转五须弥，“泔目澄清四大海，四

十八愿度众生”，这是赞扬阿弥陀佛的偈颂。  

观想准提佛母从眉间光明中，我们用两个肉眼来看准提菩萨像，看准提菩萨从

我们两眉之间的眉间轮光明中浑入我身，刹那顷，把自己观想成准提佛母，准提佛母

就是我，我就是准提佛母，准提佛母跟自己无二无别。也可以观想准提佛母放白色

光，进一步把准提佛母融入到命门的光明点，这就对接的上了。  

2018 年 11 月 22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957&idx=1&sn=3e2804d395850991192f7427b2a44a64&chksm=e9a98f9adede068c422e113b4cd75e91a69cce0906ddd8ca3800a2abf4a749c3c0a4f8586d49#rd
javascript:void(0);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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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念即观即光即心即佛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23 

 

关于观想，观想本来就是无中生有，其实轻轻一提、轻轻一带就到了。我们想

命门那个地方，你想哪个地方，想的本身就是光。大家要了解，我们的心也是光，念

也是光，你以为什么是光啊？一定要像电灯泡那么亮吗？不是的，所以轻轻一提、轻

轻一带就到了。命门命门其实就是我们身心的一个交汇点，这个点就在那里。你经常

去想它，它也在那里，不去想它也在那里。  

我们所谓的观想，般若慧观才是真正的观想。观想不是外来的，我们人人本

具、个个不无。如果是外来的，那当然距离你太遥远，所以你看不着、摸不清。既然

是本有的，只要看清楚，明白它了解它，噢，原来本自具足。如何具足啊？我们观想

明点，明点就是光。光明在哪里啊？心就是光，光就是心。离开你的心，你到哪里找

光啊？佛学名词叫自性光明，什么是自性？竖心旁加上一个生，心生起来，起心动念

了，所以自性光明你也可以把它说成自心光明。我们的心就是光明，你还要到哪里去

找光明啊？自性光明就是自心光明，我们自己的心就是光明所在啊！那不是本有的

吗？你还要到哪里寻寻觅觅啊？找都不用找，当下就是，本自具足！  

《金刚经》讲的，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

得。我们念佛念咒，用的是现在心，当下了了分明。我们念头的“念”字，中国文字是

怎么写的？今心，今心就是现在的心，现在的心就是念头，所以起心就是动念，动念

就是起心。起的什么心啊？现在心。  

我们老实持咒就是管理好当下的心，心心念念在道上、在法上。咒语的每个字

都是心，也都是光，所以心光无量，你只要不着相，放松放空，它是无量无边的，它

是“一念万年，万年一念”，所以叫无量寿。无量寿，寿就是时间，时间就是念头，

念头也是光明，所以我们的念头“一念万年，万年一念”，所以叫做“十世古今，始终

不离于当念；无边刹境，自他不隔于毫端”，就是我们的心念。所以法本告诉我们，

念准提咒，念到哪个字，哪个字放光，咒语的每个字就是我们的念头啊！我们的念头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975&idx=3&sn=b52d817abcd4511c85543e0f425bf708&chksm=e9a98f88dede069ed97fba82cf389b139dd96a7e7279740e31ac651c0722f8d0c9661646527c#rd
javascript:void(0);


               《十方圆明心地涌》2019年合刊（中）

 343 

就是光明，还到哪里找光啊？所以老实持咒就是最好的现在心，明明了了，清清白

白，这是一个大光明境，这是清明在躬。  

安住好现在心，就不会去攀缘过去，也不会去想象未来，把过去心、未来心拉

到现在心，当下就看破，念念是无念、无相、无住的，心生欢喜，啊！找到自己了，

找到生命的归宿了。生命的归宿就是无量寿无量光，念念本空就是无量寿，念念本空

也是无量光，你还到哪里找无量寿无量光啊？即心即佛，是心作佛，心就是佛，你还

要到哪里找佛啊？随其心净国土净，心净当下就是极乐净土，你还到哪里找极乐净土

啊？所以叫念念本空。念念分明，把当下的心，念得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念清楚听

清楚。念清楚听清楚就是念念分明，念念分明，心就安住了。  

今天这一席话，很重要！早课之前，本来要讲这些的，因为扩音器的问题，声

音太小，怕后面的道友听不到，所以先做早课。等扩音器好了，我再跟大家仔细分

析，讲清楚，说明白！   

真正的观想，不观自观，本自具足，观个什么啊？明白自己的心，所以叫明

心。看清自己，心就是佛，离心无别佛，你还要到哪里找佛啊？人同此心，心同此

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同此心，所以可以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同一鼻孔出气呀！因为

心就是佛。明白了自己的心，就见到了自性佛。明白了自己的心，就看到了生命的缘

起。所有的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

门，常作如是说”，见了依他起性，破了遍计所执性，证得圆成实性，就在一念之中

见三性。见到的是依他起性，破的是遍计所执性，成就的是圆成实性。   

各位，命门那么难观吗？你想到它，它就是光明，念头就是光明，你还怎么观

啊？我以前当兵，我们的连长很粗鲁，经常骂人，小兵很笨，叫“笨蛋加三级”。你注

意它的时候，它就是光明，所以心就是光，光就是心，心光无量，无量无边，大而无

外，小而无内！佛陀夜睹明星，看到了星星，所谓星星也就是光明点啊！所以，佛陀

看到的不是那颗星星，看到的是自性光明，所以他非常感慨地说：“奇哉！奇哉！大

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著而不能证得！”自己把自己给淹没了，自己

的无明把自己给盖覆住了。 

2018 年 11 月 23 日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早课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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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提法的心中心与四圣谛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23 

 

然后“观想自己身如透明琉璃体，内空心中生起八瓣莲花，红色无根”。八瓣莲

花红色无根，其实跟我们的心脏有关系，所以膻中穴的观想叫做善观缘起，什么缘起

啊？业感缘起。业感缘起，就是释迦牟尼佛在金刚菩提树下夜睹明星大彻大悟之后，

首先想到的是陪他六年苦行的五比丘。因为佛陀舍弃了苦行，这五比丘误会释迦牟尼

佛退了道心，不值得他们护持了，这五个人不约而同就离开了释迦牟尼佛，到鹿野苑

继续他们的苦行。  

释迦牟尼佛悟道大彻大悟之后，首先还是想到父亲净饭王派来保护他的这五位

大臣，还是关心他们，要度的当然是这五位大臣。好比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你们准提

法修的有感应了，有受用了，一定是先从你的亲人、好朋友开始，介绍给他们，一种

分享共享的心情。佛陀也不例外啊，他想到的首先是这五位陪他六年苦行的五比丘，

就慢慢来到了鹿野苑。这五比丘也看到释迦牟尼佛远远的走过来了，心想，哎呀！这

个人，我们不要理会他了，已经退了道心，不值得我们再去护持了，既然不护持他，

也就不用跟他打招呼了。  

哪里晓得佛陀一接近他们，这五比丘不约而同地跪下来了，因为被佛陀的那种

庄严、安详、慈祥的仪态所慑服了。一个人证道成道之后，散发出来那种慈悲喜舍，

那种现量的威仪，自然有摄受人的一种威德、一种光明，让你身心有松放空灵的感

觉，所以不约而同地跪下来，顶礼了佛陀。佛陀为他们在鹿野苑初转四圣谛法轮度五

比丘。  

准提法到了心中心这个地方，也没有离开四圣谛，也是佛陀说法的根本法轮。

四圣谛是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不管小乘大乘，这个架构错不了！我们修行，大家

为什么要来修行啊？哎呀，感觉人生太苦了！能够信佛学佛，在《金刚经》讲的，这

种善根，“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我们都已经跟无量诸佛种善根来的。所

以今生才要想信佛学佛，甚至进一步要修证佛法，这种善根不是偶然的。人世间的痛

苦烦恼，这种痛苦烦恼是感到了世间的无常，佛经的说法，叫做苦能入道。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975&idx=1&sn=39484c5549ba9ec34b3686feb4101b9e&chksm=e9a98f88dede069efeda3e3e402becafc4187ce8edc758fdc720d851c3b720802a65ed189deb#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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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修学佛法，中午喝茶的时候，上海那位年轻的道友，她问修准提法是为

了什么呀？我说你搞不清楚还来修法啊？你为什么想要来修准提法？就前面这位道

友，那是因为修持准提法对自己有好处啊！没有好处你来干什么啊？人都是活在价值

观念中！初步为什么？想要离苦得乐，这是最基本的。所以，佛陀在鹿野苑初转四圣

谛法轮，讲的就是苦集灭道。  

我们现在种种的痛苦烦恼，这是我们的苦果。有的感受到身体的病苦，有的感

受到生活的逼迫，有的感受到感情的挫折，有的受到家庭不圆满的痛苦烦恼，有的是

工作不顺利的烦恼。总而言之，这些不管是内心的烦恼，内心的烦恼就是六识，见地

不清楚，还是人事上的烦恼，六尘，亦或身体上的痛苦，六根，佛经叫十八界，这十

八界是从四大五蕴展开来的。  

我们有痛苦有烦恼，那就是苦果，就一定有苦因，所以叫做集谛。原来所有的

痛苦烦恼都不是外来的，都是我们内心的习气，由习气延伸到业气。一个人经常内心

纠结，心不平气不和，心不平，这是内心的习气；气不和，色身感受到酸胀麻痛，酸

胀麻痛就是业气，贪嗔痴慢疑就是习气。我们修法当然要离苦得乐了，这是最基本

的。  

怎么解脱这个痛苦烦恼啊？我们观察自己的念头，念动气动，气动呼吸往来，

有时候感觉到呼吸不顺畅。甚至我们一发脾气，那个呼吸就很急促，气得发抖，暴跳

如雷。前几天讲的，这是典型的火克金。火是心火，心不平气不和，嗔恨心就起来

了。嗔恨心一起来，所以气得发抖，气得暴跳如雷。嗔恨心，内心的习气来了，影响

到我们的业气，所以感受到身体很浊重很难过，产生了五行相克，这是业感缘起！  

如何解脱这种心不平气不和？如何让自己心平气和？气和，五行就相生了，身

体就松放了，就舒服了。我们修行如何保持心平气和啊？那就从念头下手。所以，我

们老实持咒，念清楚听清楚，让自己心平，心平气就和，气和，种种病就慢慢化解

了。心不平，气不和，哎呀！五脏六腑相逆，十二经络堵塞，人啊很不舒服，当然百

病丛生了。善观缘起是要这么观察。所以念头一动，气动，心脏跳得很快。起了善

念，哦！心平气和，心脏就很平和。  

2018 年 11 月 22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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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頂滋味憑空嚐  

原创 首愚長老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24 

 

我最近這次在南老師那邊有很多地方蠻調皮的，以前太多當面不敢跟老人家辯，

像個默順的乖乖孩。南老師威德太大，而我一向笨於口才。但當年我看《壇經》相應

的那一剎那，就已接受了無上的金剛灌頂了，這我曾經很大膽的跟他講。那之後在台

灣，晚上課畢，南老師經常要我到他的辦公室那邊講話。  

那時候，十方又辦書院，又辦雜誌，我負責訓導、負責總務，每一天從早忙到晚

上，而南老師幾乎每個禮拜的一三五晚上都在講課，到晚上我基本上已經很累了，他

在講課我往往會打點瞌睡。等到下課後，他會打電話叫說，某人，你下來吧。我們書

院在上面十樓、十一樓、十二樓、頂樓，南老師辦公的地方在九樓，他的書房在八

樓。每次我下來跟南師講話，也等於都在聽他講，常常聽著聽著，我整個人就渾然忘

我了，所以南老師成就很高啊！  

在香港有好幾次，在飯桌上，我也是聽他講著、講著，這種感覺就來了，呵呵。

我曉得不能說自己一味的看《壇經》就已經好像什麼都了了，我總是感受到他老人家

隨意言談間的灌頂加持，從台灣、香港到上海，到現在的太湖大學堂，在飯桌上、在

平常談話裡頭，我們南上師的無相灌頂，弟子點滴在心頭，不敢忘懷。 

 那麼我這次拜見南老師提出很多觀點，南老師沒有批駁，老人家沒有批駁，這

意味深長了。真正的佛法，禪宗的印證，各位有看過禪典或《壇經》吧？永嘉大師非

常有自信心，他根本不想去見六祖，自己信心強的不得了，他跟六祖的一個弟子玄策

法師說，你幫我印證就好了。玄策法師說，我不夠份量，還是陪你去一趟就是了。在

《壇經》裡頭出現的人物，智慧最高超的莫過永嘉大師。永嘉大師跟六祖的對話，一

來一往，感覺上我們六祖還處於下風，不過，這是六祖豁然大度接引來學的風範。他

們倆人這段接觸像個活劇本一樣的，靈活的對話，顯露了真正的般若，以心印心。先

是永嘉大師一到六祖那邊沒有馬上磕頭，繞了六祖三圈，拿起杖子一頓，六祖就對他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977&idx=2&sn=f37c7266e05a556b17ad0d708c3efdb2&chksm=e9a98fb6dede06a0b78cb9b2279d892a133b884712807b2cb423c62941cdce43622aaf4c7d7e#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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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起棒子了，說大比丘有三千威儀，你這是生大我慢，但永嘉大師接招，將之化的乾

乾淨淨的，這是《壇經》裡頭我認為是最經典的部分。 

 高手過招，有那麼高明的師父，也要有相當高明的弟子，沒有高明的弟子，要

打也打不出來。像神秀大師親近五祖，資歷最久，資格最老，一千多人的首座和尚，

怎麼打也打不出來，悟不了道就是悟不了道。這勉強不來的，卻也是那麼公平的一件

事。有的人人品好、修養好、學問好，就是悟不了道。結果，得衣鉢的是一個樵夫，

一個字也不認得的樵夫。佛法是那樣的平等，尤其禪宗是那樣的平民化。 

 在淨土方面，我很大膽的說，佛法的究竟義哪裡只是說念一句阿彌陀佛就是念

佛法門或淨土法門呢！其實八萬四千法門也都是念佛法門，八萬四千法門也都是淨土

法門。我們準提法裡頭，心月輪也可以表徵阿彌陀佛，心月輪中現字輪，字字光明燦

爛，與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的「淨念相繼，都攝六根」正是同樣的事理。而字輪中間

這「嗡」字，「嗡」的聲音，包括咒語，你念得聲聲入耳，這是不可思議的耳根圓通

之法。耳通氣海，跟我們五臟六腑相連，你返聞念誦之聲，聲氣會遍滿全身，功夫到

了，可使行者入「金剛王三昧」，在《楞嚴經》裡提到的，又稱為「耳門圓照三

昧」。我們動個念頭都與我們的氣血通暢不通暢相應，因為我們的全身氣脈都跟我們

的心耳有關係的。 

 再說，大家修行都很好奇又期待的「灌頂」這名詞也不是密教的專利品，其實

《楞嚴經》裡頭就有了。《楞嚴經》在二十五位圓通菩薩向佛報告完之後，釋迦佛頭

頂放光，十方諸佛便發光來灌釋迦牟尼佛的頂，而釋迦牟尼佛的寶光也灌十方諸佛的

頂。「灌頂」真正的內涵，其實就是大成就者「心心相印」的一種表現。那麼，如果

是見地、功德不夠，那灌都灌不進去，不相應之故。所以「心心相印」這四個字用的

太好了，也可以叫光光相照，智慧光芒互相融通，一切毫無阻礙。真正在佛法有成就

的，已經不需要用語言，所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當然密教有密教它特色的手

法，這個我們不能否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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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教的學者最起碼往往表現出來比我們顯教的學者還虔誠，這也是其教化成功的

地方。密教的規矩更嚴厲，上師前面，弟子不敢高抬身首。 

 這些年來，灌頂法會我參加過好幾次了。第一次，應該是我讀佛學院的時候，

我們有個緬甸來的華僑，同班同學，年紀輕，聰明伶俐，非常得到講究戒律的懺公老

法師的賞識。寒假他要到台北新店甘珠精舍受灌。當年在台北有位很有名的甘珠活

佛，往生之後燒出來的心臟不爛。這位同學說他要來給甘珠活佛灌頂，不曉得路怎麼

走，因為正好那精舍離我出家的小廟很近，我說好吧我帶你去。那既然是灌頂，去了

我總不能旁觀，他勸我也灌一灌。我說哎呀灌什麼呀，什麼也不懂，要灌就灌。那次

我灌的糊里糊塗的，什麼感受也沒有，一張白紙，這是第一次被灌頂。  

 後來有緣還經歷了多次的灌頂，我也一樣不入狀況，那時候對密教真的不懂，

即便如此，後來也接受過南老師好幾次的準提法灌頂。以上所接受的灌頂，最有感覺

的是什麼？你舌頭伸出來，人家蜂蜜往舌頭上一滴，哎呦，好甜，還不是就這種感

覺，其它沒有。然而我真正被灌頂的感覺，是跟南老師談話有的，往往我在聽他講話

的剎那間，整個身心就空掉了，那可受用不小啊！這也要上師有這威力，弟子有這福

份，才能灌得

來。所以大家好

好修法，修到相

應，尤其準提法

修到相應時，全

身熱起來了，念

到渾然忘我了，

等於準提菩薩在

幫你灌頂，你還

要找什麼人幫

呢？ 

 (首愚和尚 2009 年元月山東煙台準提七開示）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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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门明点即满月 炁涌命门通百脉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24 

  

“观想莲花上现一满月轮”，我们把这一满月轮直接融入到命门中，命门的光明

点就是满月轮。真正要念咒，不能观想在膻中穴。我们已经累积了很多的障碍，冰冻

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多人天生的心脏已经有问题了，你又观想在心脏，那心啊，更加

的纠结。尤其观想在膻中穴，咒语的音声从这里出来，你不得要领的时候，心脏绞痛

得很厉害。要舒缓我们已经存在的很多病根，就不能观想在膻中穴，一定把它引到命

门这个地方。  

心月轮中现字轮，心月轮是灭谛，字轮是道谛，道谛就是方法。我们如何让自

己心平气和啊？准提法开出了药方，老实念咒，念到哪个字哪个字放光，字轮周而复

始。中间的唵字代表听清楚，听清楚也不能放在膻中穴的中间，因为心脏它毕竟属火

啊。为什么耳根也不能放在膻中穴啊？耳根一定要放在命门，把耳根拉回到它的本

位。     

我们看到很多观世音菩萨的画像，为什么都在海边啊、水边啊？大家晓得是什

么原因吗？耳根啊！耳根哪里来的啊？《黄帝内经》讲，“肾脏开窍于耳”，肾水都在

海边。我们能听的，听音声的也不能集中在头部，久了，你的头会胀，耳朵会痛，牙

龈会出血，眼睛会干涩，那是火水未济呀！火一定要放在底下，水在上面。我们如果

放在心脏，心脏属火，耳根是水，水放在底下；如果火在上面，火是往上的，水是往

下的，《易经》的道理，这是火水未济啊！唯有把水摆在上面，火摆在底下，水火既

济，这道理是物理的原理啊！大家要记住，佛学佛法是智慧的啊！  

耳通命门一定要把这个耳根回到它的本位，要龙归大海。如果观在膻中穴，这

个龙就不能回到它的本位。同时命门是肾脏的温火啊，是一个很温和的火，点燃起

来，心月孤悬跟命门的明点融在一起，很深的道理呀，各位！心月孤悬、气吞万象就

在命门。命门是心月孤悬，也是气吞万象。命门的光跟心月的光融在一起，那就是自

性光明，那是我们的心光，心就是光，光就是心。光也是音声啊，整个咒语的音声从

命门里涌现出来，炁涌命门！命门之炁通百脉，下可以到我们的涌泉穴，上到了百会

穴，四肢百骸。《黄帝内经》的比喻，命门的火就像炉灶的火，脾胃就像锅炉，锅炉

装了很多水，肾水。一烧，哦！沸腾起来，气血就流畅全身了，这道理很深啊！这是

善了缘起啊！  

2018 年 11 月 22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0977&idx=1&sn=16e1e9a56fb543285273fe61e8d4602c&chksm=e9a98fb6dede06a099d83fb11fbb6d517178f8ea4dbe9486e3708409ccb45831caa7d383f3e1#rd
javascript:void(0);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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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想命门转报身 先关后开诚参学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25 

  

前半段心脉轮膻中穴这个地方可以善观缘起，善了缘起一定是在命门！观想在

命门，这是报身转化的总关键！所有的观想没有离开光，光就是我们的心，心光，咒

语没有离开音声。所以，光就是音，音就是光，光音交融，从命门中涌现出来，从我

们自性光明中涌现出来的咒语，那力道，整个气血输送到全身的末梢神经。这一念，

身体热起来了，四加行逐步逐步地呈现出来，这是转化报身很重要的。  

各位，这个道理是不容易听到的哦！我是参学 49 年毫不保留的供养大家，你听

不进去那是你的事情，讲不讲是我的事情。讲了，你还听不懂，那是你的业障！戆头

戆脑的，我一边讲这个，他一边讲他自己的道理，哎呀！不够谦虚啊！谦受益、满招

损哪！玩他自己的那一套，那你何必来参加打七啊？过去南上师讲参学的道理，要先

关后开！把自己的嘴巴先闭起来，你不要哇啦哇啦的就开始跟你所亲近的善知识辩论

起来，那你真是笨蛋加三级。要谦卑，谦

受益。啊！先听，很用心的听，然后去实

验，实验到有效果叫开，这是先关后开，

参学道理是很重要的！你急于表达你内心

的想法，那你何必来参学！说你自己那一

套，你还会进步？你永远守着你芝麻绿豆

大的一点小心得，听不进去，那就完蛋

了！  

2018 年 11 月 22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

溪北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1014&idx=1&sn=785aef4121efc88861a983f29c91c875&chksm=e9a98fd1dede06c795a85ac36ec522cc381a27f481f295d78ee9d293cd80a1a90655203e2d62#rd
javascript:void(0);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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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空一爐禪淨密  

原创 首愚長老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26 

 

佛教的戒學是修行生活的規範，要學的。要學的話最好找一些比較講究戒律的道

場，那還可以學到一些東西，不講究戒律的道場，你學什麼？當然每個法師有他不同

的優點，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善財童子要五十三參，每個善知識的特長不一樣。   

轉到佛學來講，佛學浩如煙海。佛學是佛陀講的三藏十二部經、佛陀的思想。整

個生命的來龍去脈，為什麼這樣，為什麼那樣，佛陀在經典中講的清清楚楚。我們能

不研究嗎？我們只是研究不了。有心的人他就想辦法，再忙都要每天看一點，累積多

了那就可觀了。三皈依裡頭：「自皈依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佛學

是智慧之學。我們看了幾本經，看了幾本論了？又真正理解了多少？在佛學上，我們

還是窮小子，貧窮的很，對佛學的理解很有限。 

懂得三藏十二部經，可以進一步提升到佛法的修証。佛法是實驗性的，把定跟慧

開發，禪定跟智慧要從佛學所得到的知識論拿到自己身心上好好証明它們的效應一

番。  

我們準提法門是三級跳，直接跳進佛法。前面的佛教、佛學基本上暫時省下，這

是針對我們現代人太忙了。但是整個佛法主要的內涵卻仍巧妙地融化在這一套修法的

儀軌裏，你一來修，等於將佛學的理論與佛法的實驗和修行的生活治於一爐，可比作

《天台五停心觀》裡頭所提示的「多障眾生念佛觀」一般。念佛觀是直接跳進佛法，

用一個簡單的彌陀聖號來轉化行者自己的身心，把自己的身心當作實驗室，對我們苦

惱眾生來講，可以說是一副清涼劑，對症下藥。然而依準提法的生起、圓滿二次第的

念誦與觀想進程，龐大的佛學體系的內義之要訣卻同時兼顧在其中，又不僅僅只是念

佛而已。  

當然就來學此法的來講，不能說他這樣就統包了，你沒這個本事。以禪宗而言，

你開悟了，明心見性，那可以。看每部經典清清楚楚，那就是開智慧了。那個能有幾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1035&idx=2&sn=38a1686f060c83a98287d6144c3f5615&chksm=e9a98fccdede06daf45ccecf8fa4429cf2451591d8a85be8674d0aecfd92f981dae11284e9cd#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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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呢？所以有機會有法師們來講經說法，要聽一聽，先不要說法師講的好不好，這個

不能夠批判。我們最起碼看佛陀他親自講的經典總沒有錯吧！而你聽經有助於對佛陀

所講的道理更加深刻去思辨。當然能夠講經的不多，也不容易，現在圈子上辦法會的

畢竟比較多！  

準提法是規格完整的三級跳法。但大家自己修法的基礎還是脆弱的。佛教的戒律

不懂，談佛學又看沒有幾本經，這是現代人一般親近佛法的狀況。如果有高僧大德來

講經說法，那不是促進你讀經嗎？不是很好嗎？要把握喔！把握參學機會，學習、學

習善財童子五十三參。  

準提法門，這是一門深入的很好的修行法門。這一生只要不退轉，老老實實地持

誦準提神咒，那感應道交自然非淺，當然能夠懂得配合觀想，懂得一些教理，那你的

道眼視角更廣了。單單一個老實持咒就讓你受用不盡呢！老實持咒，低一點的、一般

性的可以跟淨土法門相應，走的是淨土的信願行的路線；我相信它，我只要發願，只

要好好老實念咒，一定可以得大受用。而如果你對禪宗的般若方面有理解，老實持咒

可又不同了，力道更強，那你可以會得念念本空，如靈龜掃跡，隨走隨掃。所以單單

這個老實念咒，可以用淨土的信願行去修，可以用禪宗的無念、無相、無住去會。  

 我們往往有時候一知半解，自己認為有道，那很麻煩了。五毒之一的慢心起來

我們就完蛋了，瞧不起所有人，會很顛倒的，修起來很辛苦的。慢心後面緊跟著嗔恨

心，脾氣特別大，開口就批判人，那是嚴重障礙自己。我們修行，最主要是心中無事

啊！等於禪宗六祖的弟子永嘉大師的《證道歌》裡提到的「君不見，絕學無為閒道

人」，心中無事，乾乾淨淨，沒有一點雜質，沒有一點貪嗔痴慢疑，那才是有道之士

吧！你開口便論人家是非，那你的道在哪裡呀？你的道是是非道啊！那很糟糕的。  

 《瑜伽菩薩戒》的第一條就戒「自贊毀他」。所以我們準提弟子，每個人學法

都要先學謙虛，謙虛才跟大道相應的。《易經》講「謙受益，滿招損」，你謙虛了，

自己一無所有地空，那大道就在你身上了。你一旦有點覺得你高的時候，你已經大大

胡塗了。修準提法當然不在話下，我們自己經過一段時間的修煉，會感到身心奇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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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但是奉勸各位，千萬不能有一絲一毫貢高我慢的心，你才有一絲一毫，那完蛋

了。 

 大家修行要解脫包袱，貪心的包袱、嗔心的包袱、愚痴的包袱、慢心的包袱、

疑心的包袱，都統統放下。放下，才能夠跟清淨心相應，才能夠平安自在。有道沒有

道，開口便知道，騙不了人的。所以大家千萬要「誠於中，形於外」，待人接物讓人

都能心無掛礙。  

我個人修習佛法是以禪宗入手，所以我傳的準提法是禪宗式的準提法。而且，具

體的總也是與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配合的準提法。我接觸禪宗跟接觸觀世音菩薩耳根

圓通法門幾乎是同時的。當年親近南老師所修習的法門太多了，東抓西抓的，但是我

有一個中心，就是禪。前陣子南老師來打我棒子，他說你是學禪的，怎麼在傳密法？

我心裡不好講，密法不是你傳給我的嗎？但是，我這個人心知師意，卻不會跟師長頂

嘴。  

修行中最中心、最核心的是什麼？實相般若。進入到解脫最高境界，你信得過

嗎？那就看你智慧夠不夠了。你可以把淨土、密教、禪融在一起，更加的不可思議，

能不看你。自己不行，並不代表別人不行；我們做不到，並不代表別人做不到。把淨

土，密教，禪融在一起，可以說這是華嚴境界、華嚴法界，對法的體會，更加圓融圓

滿。你的佛學見地到這個程度，那就不得了了，講出的話，沒有不融會貫通的，跟任

何宗派、任何修習法門都不會抵觸的。  

你修一個法門，毀謗一個法門，代表你不通，一知半解。通的人不敢毀謗，叫作

不輕未學。一定要修煉到常不輕菩薩的常不輕，不輕視任何人，你的心量啊，你的智

慧啊，你的修養啊，那已經到了登峰造極了。才有一點人我是非，你已經自我污染

了。所以，道敐大師所編的《顯密圓通成佛心要》，他把天台四教義與華嚴五教，把

整個教理、小始終頓圓的次第歸納銜接得很完整，把顯教心要、密教心要有次第合而

為一。所以我們準提法門是海納百川的，海就在最底處，本來空空的這就是謙虛之

道。（首愚和尚 2009 年元月山東煙台準提七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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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化苦谛跟集谛的最高智慧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27 

 

我们上午第二堂的法本讲解，讲到准提法的心中心。前半段是生灭门，也就是

佛陀四圣谛法的苦谛跟集谛，苦谛跟集谛就是凡夫的惑业苦。惑就是迷惑困惑。惑，

是因为无明，没有智慧，起了种种颠倒梦想，所以知见偏差了，观念偏差了，整个行

为也就跟着偏差了。因为无明所以造业，因为造业而受苦，这在佛学上叫惑业苦。整

个心脉轮，从念动、气动、心脏跳动，产生了业感缘起，这是生命的善观缘起。  

后半段是善了缘起。要想达到涅槃寂静的解脱境界，四圣谛里头叫灭谛，灭谛

就是清净圆满的意思。准提法门 “内空心中升起八瓣莲花，红色无根”，表征了业感

缘起，表征了我们凡夫生生灭灭的念头，业感缘起正是心不平气不和。凡夫的境界随

时都在贪嗔痴慢疑的业感缘起中。因为颠倒无明，所以心不平气不和，所以色身五脏

六腑是相克的，五行是相克的。相克来自于我们的心不平，我们的颠倒妄想，这种起

心动念跟恶因恶缘相应，所以遭受到恶果。恶果是一种相克的结果，因为心不平，心

火很旺，心火是燥热的，是一种烦躁的火。  

因为心的无明，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从性火

到相火，一路烧到底。逆气的结果，所以火克金，因为嗔恨心造成了呼吸的粗重，呼

吸的急促，典型的火克金。然后金克木，也伤了肝胆，扰乱了我们生命的化学工厂。

化解毒素的肝胆出问题了，这毒素就瘀积了、淤堵了，然后木克土，脾胃也不对了。

经常发脾气的人，不但肝不好，脾胃都不好，脾气大了的果报啊。木克土，土克水，

脾胃一不对，也影响了肾功能，肾水就不调。肾水不调，水克火，恶性循环。五行相

克其实是同时伤害了五脏六腑，气是乱的。要想改善这个，改善苦谛跟集谛，要智

慧！最高的智慧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  

 “莲花上现一满月轮”，这个满月轮表征的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大智慧才能够

到彼岸，这一轮明月也象征了菩萨的智慧，叫做“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毕竟

空是清净的，是圆满的，是常乐我净的解脱境界。如何能够到达这样的解脱境界啊？

要方法，方法是道谛，道谛是方法，准提法门用的是老实持咒，月轮上现字轮。  

2018 年 11 月 22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1037&idx=1&sn=80f9e0682e50101806dfe3b1f1158e0c&chksm=e9a98fcadede06dcaa6612d8deabd5cb4c698ffa5a284051e44afef6ec805ca01d437e2fe5a9#rd
javascript:void(0);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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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门的明点是能听也是所听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28 

  

道友的问题 1：修持耳根圆通，先要心沉到命门处，命门念诵咒语，咒语之音传

入耳，耳自然闻之，是这样修吗？  

师父上人：既然启动耳根了，耳根当然了了分明。总而言之，命门跟耳根本来

融在一起的，也不需要分成命门跟耳朵。能听的心已经入住命门，当然所听的一切外

相，也是融入命门中。也不需要分别，哦！这是念清楚，那是听清楚。命门的明点融

入到心月孤悬，心月孤悬也是气吞万象。所谓气吞万象就是气涌命门，气涌命门就是

我们念咒的音声都是从命门里面涌现出来的。所以，也用不着那么辛苦，哦！这是命

门，这是念清楚，这是耳朵听清楚，其实念清楚的当下也是听清楚。至于耳根，它自

然是息息相通的，不需要太着意在耳根。等于命门的光明点也是念清楚，也是听清

楚，也是念念分明，你干嘛把它剁成这个版块、那个版块啊？不需要那么麻烦。  

命门的明点是净念相继，也是都摄六根。既然都摄六根，耳根不也就是在这里

吗？所以，这个命门的明点是能听，也是所听，能所双亡，能念所念性空寂，能观所

观性空寂，完全融合在一起，打成一片，

还用分什么彼此啊！你这样才会融会贯通

在一起，千万不要切成一个小块一个小

块，那是散乱心，那是分别心。 

  

道友的问题 2：因为版本的不一样，

《金刚经》里的发愿文，有的是“皈依十方

佛”，有的是“皈命十方佛”，从意义上来

讲，有什么区别吗？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1039&idx=1&sn=25792638cabf6028833cf34f5a4bb17b&chksm=e9a98fc8dede06de0dbcd21f174ea3add9f5e00d1b127d8ec9b1a5af3672e014d8808937d656#rd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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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上人：皈依就是皈命，皈命就是皈依，你还在那起分别啊？皈依，整个身

心都皈依十方佛了。哎呀！佛菩萨，我把整个身心性命通通都交给你了，不就是这样

吗？只是用词不同。皈依不就是将我们整个身心都皈向了十方佛吗？  

十方佛是什么啊？皈依十方佛就是我们

的心啊！整个身心都是佛呀，你到哪里找佛

啊？你怎么皈命啊？你的身心整个都是佛！

你还要分别，千万不要在这些文字上面转！

哎呀，这些都是在螺蛳壳里头做道场、钻牛

角尖，干嘛这么辛苦啊！你把握即心即佛、

是心作佛、心就是佛。皈依自性佛，就是皈

依我们整个清净本来的。  

你好好去看《坛经》，六祖讲的皈依，

“皈依自性佛，皈依自性法，皈依自性僧”，

这里头你去体会吧！《永嘉大师证道歌》有

名的话，“但得本，莫愁末”，“寻枝摘叶我不

能”。在文字里面找这些枝枝节节，你在跟自

己过不去啊！  

2018 年 11 月 22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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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月孤悬融命门转化色身的四大五蕴六根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29 

 

 前半段的“内空心中升起八瓣莲花，红色无根”，这是一个观察我们生命的生灭

心的业感缘起，到了后半段是要怎么善了缘起。这一轮明月要融入到命门的明点中。

命门的明点就是心月，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月孤悬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

是不二的。业感缘起，凡夫的颠倒都是二分法，都是矛盾对立的思维。到了圣者的解

脱境界是不二的，性相不二，色空不二，身心不二，内外不二，大小不二，一切融入

不二的解脱境界中。  

心月轮跟命门的明点完全融合在一起，这是站在生命的制高点，站在身心的总

关键处。命门命门就是生命之门，是身心的交集点所在，也是色空不二的所在。要善

了缘起，要把自己变成观自在菩萨的化身一样，这个地方完全是《心经》的一个般若

慧观的解脱境界。这种境界正是《心经》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把

命门的明点跟心月轮的心月孤悬融在一起，这正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

皆空”。从色蕴的坚固妄想开始，慢慢融化了我们色身的四大五蕴六根，种种的结

使。  

色蕴在我们色身来讲，在《楞严经》，这叫坚固妄想。我们凡夫的身见很重，哪

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啊，把身体看得宝贝得不得了，佛学上这叫身见坚固。身见，非

常的深，深不可破，根深蒂固，所以我们的色身叫坚固妄想。有了身体，老子讲，

“吾有大患，为吾有身”。有了这个身体就是我们的大患，每天为它吃，为它怕冷怕

热，怕它受饥受寒受冻，它太累了要睡觉，饿了要吃饭，冷了要穿衣服，热了要穿凉

一点的，整个生活为这个身体在忙。这个身体荷尔蒙一作怪，开始要有感情生活，那

忙上加忙，就要去学一些求生的技能，为了要养家糊口，要为五斗米折腰，忙得团团

转，所以这五蕴也形成了五浊恶世。这个五蕴，你去对照一下五浊恶世，一对就对上

了。我们时间上的关系，没有办法很详细的讲。  

有了这个身体，冷热啊，苦受乐受啊，从色蕴到受蕴。受蕴是虚明妄想，苦受也

是幻化，乐受也是幻化。因为苦受是苦苦，毕竟是苦，苦海无边。那你说，苦受是苦

苦，我们人啊经常还有很多乐受啊。哎呀!乐受靠不住的啊，无常的。你说这个菜好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NzkwODIxNg==&mid=2247491041&idx=1&sn=0a104c678af37b5510aa36901cedc4de&chksm=e9a98ff6dede06e0d0d5c7041a539a2496ff9b80d7950b428a7aa5f55bb3d15e14d6e38ef04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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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你多吃一点就肚子发胀，胀就不舒服，苦就来了，乐极生悲，这叫坏苦，所以乐

受是坏苦。那有时候很多都是莫名其妙的，无所谓苦也无所谓乐，那叫行苦，莫名其

妙的，呆呆的，傻傻的，愣愣的，那叫行苦。人呢，不在苦受就在乐受中，要不然就

在不苦不乐受中。世间的这些苦，不外乎这三苦，好一点的叫乐受，毕竟是无常，所

以叫做苦海无边，唯有回头是岸，能够早日觉醒。大梦谁先醒？谁先醒谁就先解

脱。  

色受想。想，种种的妄想、执着。想阴是融通妄想。什么叫融通妄想啊？我们有

很多疑心，把很多不相干的会想在一起，叫融通妄想。我们的妄想境界中有太多的融

通妄想。  

紧跟着第四个，行阴，幽隐妄想。我们的呼吸，我们的血液循环，那是行阴境界

啊！像幽灵一样的，隐在那边，看不到的。看不到，你不能说没有啊，叫幽隐妄

想。  

最后一个识阴境界，叫颠倒妄想，凡夫都在颠倒妄想中，不颠倒的不叫凡夫。我

们很多的知见都是颠倒的，我们很多的想法都是颠倒的。  

道理交代了以后，剩下的就是每一个人怎么样去用功了，怎么样去实验、去实践

佛法了。由信到解，分析是为了让你理解，理解以后你要行，要进入到佛法的实验

室，最后印证到，哦，原来这样！啊！是这样的，如是如是。等于准提法的圆满次第

到后来，“如来如来，如是如是”，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就看每一个人自己的

造化了！  

午间的喝茶，很多的自我介绍，哎呀！一谈到法就偏掉，一谈到法就偏掉！我讲

我的，你们听你们的，叫我行我素，依然故我。哎呀！我只好摇头了，太不谦虚了！

南老师所传的这个无上甚深妙密法，你不懂得珍惜，太可惜了！  

念清楚，念到哪个字，哪个字放光，所以念就是光啊，心就是光，你到哪里找

光啊？准提咒每个字就是我们的念头，念头就是光啊！字轮在旁边，中间的“唵”字听

清楚，这是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耳根圆通跟命门融合在一起，所以叫耳通命门，

完全融合在一起。大势至菩萨的念佛圆通，念清楚是净念相继，可以都摄六根。听清

楚，初于闻中入流可以亡所，亡所是照见五蕴皆空，这是善了缘起啊！  

2018 年 11 月 22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https://www.juyim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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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念是清净法身，无相是圆满报身，无住是千百亿化身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30 

 

 昨天晚上的小参，有的道友还在讨论，念阿弥陀佛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念准提

咒往生到哪里？哎呀，我前面四天讲的都白讲了，难道程度有那么差吗？我讲了，我

们准提法门真正是法上的西方三圣。你们还在寮房在讨论啊，连一个老参都没有去给

他们开导。我讲的明明白白，老实持咒，念清楚就是大势至菩萨来接引，听清楚就是

观世音菩萨来接引，念念本空就是阿弥陀佛来接引。  

圆满次第不就是极乐净土吗？你到哪里找极乐净土啊？圆满次第就已经融入到

无量寿无量光的境界，那你说持诵准提咒往生到哪里啊？真正极乐世界的境界又是什

么？有没有搞清楚啊？念阿弥陀佛，念得颠颠倒倒的，西方三圣能接得上啊？《阿弥

陀经》里面讲的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是第一个门槛；第

二个门槛，“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到了嘛！  

极乐世界是广义的净土观念啊！大家不要错以为只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翻

成中国话叫无量寿无量光，最起码要念到念佛三昧现前。念佛三昧，两句话，“念而

无念，无念而念”。念到无念现前，无念而念，无念才是正念啊！念到无念，无念就

是无量寿啊！你到哪里去找无量寿啊？什么是无量光啊？念到实相无相现前，整个身

心空掉了，山河大地空掉了，那个不是无量光吗？你还到哪里去找无量光啊？无量寿

无量光，并不是只有念阿弥陀佛才可以到达，修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为了进入到无量寿

无量光的境界。  

禅宗、密宗、净土，所有宗派不就是为了达到“无念”现前嘛？所以我经常说，

六祖的那三句话，“禅宗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其实还不只是禅宗，

整个佛法都是要以“无念”为宗啊！最高的解脱境界、佛果境界，当然是以“无念为

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这本身就是法报化三身啊！无念是清净法身，无相是圆

满报身，无住是千百亿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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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提法跟净土法门有两样吗？没有，只是名相不同。“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

“阿弥陀佛”四个字。修持准提法，哦！净法界咒两个字，护身咒三个字，六字大明咒

六个字，准提神咒加上文殊菩萨一字大轮咒，二十八个字。先不谈往生不往生，先谈

安心吧！你心安了没有啊？你身心受用了没有啊？如何实用受用啊？你念清楚了就没

有妄想了。听清楚了，色身更加地松放空灵。所以念清楚是修气，听清楚是修脉，念

念本空是修明点。明点融入到念念本空，懂得了明点本身就是念念本空，还要到哪里

去找念念本空啊？念清楚听清楚，你真正到了念念分明，内心的宁静安详就呈现了。

念念本空，般若智慧就现前了。所以念清楚是戒，听清楚是定，念念本空是慧，戒定

慧，要这样去体会佛法，从最简单的下手，不要把它想的太复杂。  

讨论这些问题，可见你对佛学还是呀呀呜呜的。我几乎每个七都讲啊！如果老

参还不懂，可见你听话听到哪里去了啊？大概只能这么讲，懂就懂，不懂就不懂，我

的本事也就这么多啊！  

我们修行最起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个是法，当然一定要是正法。这个法代表

的是智慧资粮，有了正知正见，修行才能上路。第二个是财，财也就是福德资粮。福

德资粮不够，修行修得很辛苦。智慧资粮不够，修得颠颠倒倒的。第三个侣，侣就是

好的同参道友，同行善知识。修行是要有好的法侣，可以互相切磋。这个侣来讲，我

们准提法门，各地的共修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修行团体，它可以接引新参，也可以让老

参有个用功的好地方。最后就是一个地，法财侣地，地就是环境，环境很重要，修法

的环境要具备相当的条件。我虽然是修空法的，你们到过十方禅林的台北道场也好、

峨眉道场也好，我的环境打理的清清爽爽，打七要有打七的这个条件。因为我也不忍

心让大家受太多的辛苦，修道真是不容易啊！  

2018 年 11 月 23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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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是统摄一切法的心地法门  

原创 十方观音 十方圆明心地涌 2019-07-31 

  

道友的问题 1：金刚念诵一口气念完，用鼻根吸气，除了老实念咒之外，还有什

么方便法让这儿快速的通气？  

师父上人：你干嘛要快速通气啊？念到气差不多了，嘴巴闭起来，让鼻子吸，

气吸满了，就好了。这猛吸不好呀！越轻松越自在越好，我们吸气的过程，一样是在

默念嘛，你急什么啊？ 

  

道友的问题 2：可不可以说准提咒是楞严咒的高度概括？  

师父上人：谁叫你跟楞严咒比什么啊？哈哈！用不着这样比啊！是法平等，无

有高下。法门无有高下，根器有利钝啊！是你的根器的问题，不是咒语的问题。 

  

道友的问题 3：《永嘉大师证道歌》中的“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

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请师父上人开示。  

师父上人：这些都是永嘉大师证道以后，一个明心见性者在他的境界中，信手

拈来都是佛法。在我们一般人，看看就是了。明心见性者当然可以圆通一切性了，所

以叫做一通百通。一法遍含一切法，这个法当然指的是心地法，指的是摩诃般若波罗

蜜多。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是统摄一切法的，简称为心地法门，所以这“一法”当然讲

的是心地法。  

一月普现一切水，这个月亮当然也是个比喻，所以叫做心月，南老师比喻为心

月孤悬，好比虚空中的月亮，一个月亮在一切水中可以现出来，这是一月普现一切水

的道理。有位祖师也特别提到“千江有水千江月”，有水的地方就有月亮，但是这个虚

空中的月亮只有一个，所以叫做“一月普现一切水”。其实这四句话等于一句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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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一切水月，

那么多水中的月亮，当然只有一个月亮，所以叫做“一切水月一月摄”，就是虚空中的

那个月亮啊！  

这些在证道者那里，当然是表现他的心境啊！在我们一般人来讲，接不了地

气，尤其苦恼众生，看到这个只能够望洋兴叹！苦恼众生，多障众生念佛观，你最好

教他念一句弥陀圣号，教他念一句咒语，对他来讲，更贴心，更能接得了地气。一个

人啊，饿得半死，这时候你不能跟他谈美食，《永嘉证道歌》已经是非常高档的美

食，对几天没有吃饭的，不能给他吃太好，最好是一碗粥。我们断食之后的复食，粥

水最好，一碗米汤最适合，复食是慢慢慢慢的，从液体慢慢到半液体。断食重要，复

食更重要，复食不得要领，适得其反啊！  

严格讲起来，最契机的，《坛经》很契

机，《金刚经》很契机，《证道歌》让你读

得很过瘾，因为文字也漂亮，文辞又优美，

念起来又很顺畅，重点是对自己用功要用得

上才有用的。  

2018 年 11 月 23 日首愚长老在云南玉溪北山

寺准提法会的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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