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妙境长老的唯识观

李　勇①

佛法以修证为本，唯识学也是如此。但汉传佛教的唯识学在流行过程中日

趋经院化，极端者落入名相之学，远离了佛法的实践精神。当代东北籍高僧妙

境长老 （１９３０—２００３年）晚年于美国创办法云佛 （禅）学院，弘扬 《瑜伽师地

论》的道次第，以 《摄大乘论》及 《瑜伽师地论·真实义品》为依据，提倡唯

识观的修证。讲解 《瑜伽师地论》（本地分）及 《摄大乘论》。对唯识观的修行

条件、方法、次第及要点等实修问题做了详尽的论述。

一　修唯识观的条件

《摄大乘论》对修唯识观的条件有详细的论述，妙境长老在 《摄大乘论讲

记》中做了详细论述，并针对汉传佛教现状，特别强调以下几点。

（一）禅定

学习唯识法门，就要修唯识观，但修唯识观不能用散乱心来修，要在禅定

里面作唯识观。② “若是没有奢摩他，用散乱心去观察名、义、自性、差别都是

内心的分别，不是真实的，你心里面也很难肯定，不容易明白。若是有奢摩他

的帮助，就容易肯定是这样子。”③ 从 《释迦牟尼佛传》上可以看到，佛陀得无

上菩提，不是用散乱心成就的，是在色界第四禅修缘起观而得无上菩提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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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摄论》强调要定中修观：“菩萨于定位，观影唯是心。”长老依据经论，强

调要在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等色界四禅里修唯识观，至少要在初禅的未到

地定里面才可以修。因为得禅定以后，修唯识观容易得圣道，也可以说有了禅

定得圣道不是难事。如以散乱心来思惟一切法是唯心所现，这个智慧的力量不

能够得无生法忍。而得了禅定以后，心的力量强，修唯识观，就能够得圣道。

当然得圣道、见第一义谛是智慧，不是禅定，但要有禅定的帮助智慧才能成就。

当然得了禅定之后，还要修智慧，对唯识法门来说，就是修唯识观。但汉传佛

教长期以来很少提倡修禅定，所以长老特别强调此点，并以 《瑜伽师地论·声

闻地》及天台止观作为修禅定的参考材料。

（二）闻思

唯识观的修习是在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之后的修所成慧阶段。前提是对唯

识的道理已有深入理解，通达了诸法唯心所现的深义。这需要长期思惟、阅读

《摄大乘论》《成唯识论》 《辨中边论》 《瑜伽师地论》等唯识论典，才会认

可：“一切法是唯心所现！”若是这一关没有过去，便不会认同唯心所现的道

理，修唯识观就会有困难。《如何修唯识观》《摄论》谈到修唯识观的一个重

要条件是 “已得一向决定胜解”。长老这样解释：通过 “大乘多闻熏习相续”，

又能遇见无量无边的佛，对于佛法的学习达到了 “已得一向决定胜解”的程

度。“一向”指信愿坚定了，不会左右摇摆不定，就是一个向，向于无上菩

提，里面也有发无上菩提心的意思。“决定”是不犹豫，对大乘佛法的信解达

到了坚定的程度。无论遇见什么样的恶知识，什么样的思想，不能动摇对大乘

佛法的信心。所以叫作 “胜解”，是有力量的信解。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修唯识观不能成就。

（三）圣道意愿

长老也特别强调，修唯识观要有得圣道的意愿，而且应该全心、全力、把

全部的力量都放在这里，要专心做这件事，那才可以成就。所谓 “圣道”，就是

般若的智慧现前，“圣道意愿”，就是内心里面很诚恳地希望能成就圣道。如果

对于圣道不是太明了，没有想要得圣道，对于圣道没有信心，就是没有圣道的

意愿。长老强调，汉传佛教想得圣道的佛教徒不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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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虚空观———唯识观的前方便

长老认为正式修唯识观前可用一个方便的方法①，这个方法也可用于修性空

观。唯识观是通过唯识无义来证入空性，但空性很难思惟。初开始观一切法空

（遍计执的一切法毕竟空）有点困难，观不到空。可以用一个方法———观外面的

虚空相，把空相取在心里。睁开眼睛看这空相，然后闭上眼睛，再睁开眼睛看，

经过多少次的训练，把空相取在心里面。取虚空相时，要把周围的相貌也取下

来，如要取广场的空相，如周围有山，山的相貌也要取下来，显出中间的空，

这样有助于取空相———以有显示无，令空的相貌更明显地显现在心里，一定要

做到这个程度，如果空相取得不够分明，会影响修观。取虚空相后，到禅堂坐

禅，心里观想身体还是在外边这空的境界里住。经过一个时期，一观想，虚空

相就能现前，也就是观察得比较自在一点了。然后，观察色———这个身体的色

是因缘有，因缘有就是自性空，自性空里色不可得，这个色不可得的境界犹如

虚空，而正观察自己在虚空那里，犹如虚空，和那个空就契合了。这时候，这

个空就有点不同了，原来只是思惟虚空的空，现在观察一切缘起法是自性空，

自性空里一切法不可得，这是理性的空。理性的空，以外面的虚空作譬喻，使

初习者容易契合，原先观空观不上来的困难就解决了。色可以这样观，受想行

识也是这样观。受也是因缘有，因缘有是自性空，自性空里受不可得；想、行、

识———识也是因缘有，因缘有就是自性空，自性空里识不可得。

长老认为这是 《法华经》的方法，不是他个人的意见。 《法华经·序品》：

“观诸法性，无有二相，犹如虚空。”佛用虚空作譬喻开示我们。因为若直接

“照见五蕴皆空”，“色不可得，受想行识不可得”，可能不容易观想，所以先用

此做方便。因为我们的第六识执着自己的身体是有，很难观察它是空的，若用

这个前方便就能通过这一关，容易观察身体是空。若熟练了———身体坐在禅堂

里，也同样能照见五蕴皆空，那时候就自在得多了。

当然虚空相的空与第一义谛的空不同，如在禅堂静坐时，先观想自己真实

在广场，然后观察广场里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受想行识，什么也没有。这是

以虚空为相，等到观想有一点力量时，再观察眼耳鼻舌身意、色受想行识因缘

有，因缘有就是自性空，自性空里面色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不可得，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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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空。初开始的观想是以虚空为相，后来观察眼耳鼻舌身意是毕竟空，这就不

再是虚空的空，而是指眼耳鼻舌身意不可得的空、向于第一义谛的毕竟空了。

三　唯识观的次第

长老认为要专修唯识观，应该集中学习 《摄大乘论》《瑜伽师地论》《真实

义品》，通达唯识观的道理，然后只拿出半小时或一个小时来读修止观所需要的

经论，其他时间就是经行、静坐，静坐、经行———修止观。这样用功三年，得

无生法忍是有希望的。①

修唯识观的大要是：观遍计所执自性是没有体性、毕竟空寂的；依他起如

梦中境、水中月，是假有而不真实的。圆成实既不是空，也不是假，而是离一

切相的———说是空也可以。凡夫在依他起上生起执着，就是遍计执、便流转生

死；若在依他起上，观遍计执毕竟空，就悟入圆成实，得涅?了。在讲解 《摄

大乘论》，谈到唯识性的证入时，长老也分三个次第。第一个阶段破遍计执，就

是一切境界是空的，心是有的，有心无境。第二个阶段，悟入唯识性、悟入相

见二性、悟入种种性这样分别。第三，悟入圆成实性。当然修止观时，也可以

三个阶段一下子连续观察，也可以相似地灭除唯识之想，当然此时并没有证入

圆成实性。

但唯识的论典，如 《摄大乘论》《瑜珈师地论·真实义品》往往把遍计执、

依他起、圆成实连在一起讲解，这样在修止观的时候，有些困难。譬如在理论

上说：依他起是如幻有的，若执着为真实就是遍计执。但又不能离开依他起另

外成立遍计执，这样在修止观时就不那么容易。因为依他起是有，离开依他起

是没有遍计执的，若完全观空了，就违背依他起的有；若观有，那就可能随顺

遍计执了。针对这个困难，长老强调要把遍计执和依他起分开：观察色受想行

识、眼耳鼻舌身意、山河大地，这些遍计执都是毕竟空的，无有少法可得；然

后，再观察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山河大地如幻有，就是依他起。这

样子彼此互相不妨碍，就可以观上来了。所以长老认为修唯识观可以分两次：

第一次观察遍计执的一切法都是自性空，依他起是如幻有，一空、一有；然后

再专一地观察依他起的一切法是自性空、是缘起有。当然如果这样修习一段时

期，对唯识理论与止观非常熟悉了，就可以把遍计执与依他起合而为一，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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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宗 “即空、即假”；若把圆成实也放在里面，就是 “即空、即假、即中”。

能够观察遍计执是自性空，依他起也是自性空，就见到圆成实性，便得圣道了。

但初开始可能有困难，所以主张分开———先空、次假、后中。① 如一开始就即空

即假即中，在 “即空即假”的时候，观假容易，但可能把空破坏了，所以这个

地方可以有一个缓冲的地带，先空次假，不要 “即空即假”。当然，理论是即空

即假即中的，但一般人根性钝、业障重，不容易成功，先观一切法空，这样容

易成功。②

在唯识观的三个阶段中，第一个阶段最为困难。如 《摄论》说 “菩萨于定

位，观影唯是心”，“审观唯自想，如是住内心，知所取非有”，就是观 “所取”

不可得 （遍计执毕竟空），这个时候要特别努力。到第二阶段观 “能取”不可

得，只是一句，表示比较容易一点。③ 到第三个阶段就已经入圣道了，即见道

位。入圣位之后当然也要修唯识观，但大多数学人都处于资粮位、加行位阶段，

所以长老没有过多说明见道之后的唯识观。

四　从四寻思到四如实遍智———修唯
识观的方法

唯识观的具体修行方法是 《摄论》《瑜伽师地论》的 “四寻思”“四如实遍

智”。长老认为修唯识观大概地分 “四寻思”和 “四种如实遍智”两个阶段。

初开始的观察思惟叫 “四寻思”，对唯识无义的道理，观察思惟，但还没能够得

到决定，叫作 “四寻思”。等到没有疑问了，内心里面肯定了，这个时候叫做

“如实遍智”。四寻思相当于暖、顶阶段，四如实遍智相当于忍、世第一以上的

阶段。基本的修行方法如 《摄论》所说，以 “似法似义有见意言”的如理作意

来说明 “四寻思”和 “四遍智”：“名、义、自性、差别”都是不可得的，没有

真实性，离开了我们内心的分别，一切法都是不可得的，这样的思惟观察，就

是唯识观。

所谓 “四寻思”，就是四种思惟观察、推求。即名寻思、事 （义）寻思、自

性假立寻思、差别假立寻思。“名”是能诠显道理的，“义”是所诠显的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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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是能诠的，“义”是所诠的。每一法都有名，每一个名里面都会表示种种

的义，依据这个名去思惟，依据这个义去思惟，思惟都是内心的分别，离开了

内心没有名义可得，这叫名寻思、义寻思。“自性假立寻思”，就是每一法的自

体都不是真实的，都是唯心所变的，本身是假有，不真实的。“差别假立寻思”，

在一切法的自体上有种种的差别义，这些差别也都是内心的分别，也都是假有、

不真实的。这样去思惟就叫自性假立寻思、差别假立寻思，合起来叫做四种

寻思。

“名寻思”，“即于似文似义意言”，就是将所学习的法义显现在心里面，显

现在心里面的文义和所学习的文义是相似的，所以叫做 “似文似义意言”。“意

言”是第六意识的分别。 “推求文名唯是意言”，第六意识思惟这个 “文名”，

只是第六意识的分别，离开内心的分别，没有名字可说。 “真如法性、佛、涅

?、菩提”，也都是内心的分别。但是心里思惟菩提，并不表示证得菩提。如同

渴了要喝水，内心分别、嘴里说水的时候，并不能解渴。所以名可以表示但不

就是那个义，只是内心的分别而已，所以说 “推求文名唯是意言”。凡夫的习惯

就认为这个名字都是真实的，名寻思就是要破除这种执着。

“义寻思”是进一步去观察 “依此文名”的义也是内心的分别、 “唯是意

言”。离开了我们内心的分别，那个义也是没有的。义若有真实的体性，我们内

心分别不分别，都是有的。但事实上，离开了我们内心的分别，那个义是不可

得的。 《瑜伽师地论》称 “事寻思”， “事”也就是 “名”所显示的 “事”

“相”，现在 “于事唯见事”，就不看见有 “名”，只是 “事”而已。在因缘所生

的色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眼识乃至意识，这十八界的一

切事，唯看见它的 “事”，不看见 “名”，所以 “于事唯见事”，是名叫做 “事

寻思”。因为一旦于 “事”起 “名”想便落入执着。

再进一步推求名的自性、差别是假立的，推求义的自性、差别也是假立

的，就是能诠名的自性差别、所诠义的自性差别也都是内心分别而安立的，本

身没有真实性，也都是虚妄的、不真实的。即 “自性假立寻思”，“差别假立

寻思”。

“自性假立寻思”是 “诸菩萨于自性假立，唯见自性假立，是名自性假立寻

思”。“自性”，就是每一事各有自己的体性。如色，以变碍为义；受，以领纳为

义；想，以取相为义；行，以造作为义；思，以了别为义。但这个 “自性”是

假立的。如色以变碍为义，这个变碍，是我们人心给它安立的，它自己并没告

诉我们以变碍为性，所以它这个自性是假立的。唯见自性是假立的，“是名自性

假立寻思”。

·１９２·妙境长老的唯识观



“差别假立寻思”是 “诸菩萨于差别假立，唯见差别假立，是名差别假立寻

思”。是说修唯识观时，在禅定里，思惟这一切法，有很多很多的差别，都是安

立的，它本来不是这样子，所以叫作 “差别假立寻思”。

《瑜伽师地论·真实义品》又把四寻思的观法分为 “离相观”和 “合相观”

两种。“离相观”是名的寻思和事的寻思分开。就是 “唯于名或唯于事”，或

“唯于名”见其自性差别假立，“或唯于事”见其自性差别假立，这叫作 “离相

观”。 “合相观”，是名和事，合在一起去观察。或 “于名中”也有 “实有唯

事”，或 “于唯事中亦有唯名”，或 “名与事”合观自性差别假立。

在定中按 “四寻思”去这样思惟、推求、观察，有进步了，就称之为 “四

种如实遍智”。“智”表示决定、没有疑问了。“遍”是普遍，对佛法的真理不

是局限某一部分，而是通于一切法的。也就是经过长时期的推求观察，得到决

定的智慧，名之为 “如实遍智”。此时会肯定 “名”“义”“自性”“差别”都是

内心的分别，本身是没有体性的、毕竟空的。此时就会在日常生活里发生作用

了，能调服烦恼，因为所见闻觉知的一切境界都是 “名义自性差别”、空无所有

的，内心就不动了。当然此时还是在名言分别中，还没有能够离名言相，但已

超过了寻思的境界，能够 “证得唯有意言”。“证得”就 “如实”，真实地通达

了 “唯有意言”，达到了真实明白的程度。《摄大乘论》说 “尔时证知若名，若

义，自性，差别皆是假立”。到那个时候，能够证入名寻思、义寻思、自性假立

寻思、差别假立寻思，这些都是虚妄的，都是不真实的，真实地觉悟到这里了。

这就是 “四如实遍智”。

在 “四如实遍智”的阶段，便开始悟入唯识三性。

１悟入遍计执性

能够深刻地觉悟名、义、自性、差别只是内心的分别，没有名、义、自性、

差别的真实性。就是觉悟了遍计执是毕竟空的，悟入了遍计执性了。平常没有

修四寻思、四如实遍智的时候，觉得日常生活一切的分别都认为是真实的，这

就是遍计执。现在觉悟都不是真实的，只是内心的分别，都是假的，就把遍计

执空掉了。这是悟入遍计执毕竟空的意思，当然此时的悟入还不是离名言相的

证悟，还未入圣位。

２悟入依他起

进一步修四如实遍智，不执着名、义、自性、差别是真实的，只是内心的

分别，这就是依他起。就把那个不真实的遍计执的六相 （名、自性、差别；义、

自性、差别）之义除遣了，通达了六相都是唯识无义、如幻如化的境界。此时

思惟能分别的心在所分别的境上同时会有很多有差别的所分别境界出现，“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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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义”。这样观察思惟的时候，就会知道 “种种相义”的生起也都是虚妄的，都

是识，并没有真实的体性。 《摄大乘论》说 “入唯识性”，就是悟入 “相见二

性”和 “种种性”，也就是 “入唯识性”。能这样觉悟都是识，同时而还有 “相

见二性”和 “种种性”的差别，就叫作悟入唯识性。 《摄大乘论》以绳譬喻

“依他起”，以蛇譬喻 “遍计所执”。“依他起”主要是说一切法唯识无义，只是

我们的一念分别心。这一念分别心是缘起的，如幻如化的，是不真实的、虚妄

的。执着这个虚妄的一切法是真实的，就像在绳子上面看他是蛇。“若已了知彼

义无者”，若是觉悟了蛇的义相是没有的，在一切法上是没有真实相的。没有真

实相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蛇是没有的，那么 “蛇觉虽灭”，“绳觉犹在”。是说

我们虽不执着一切法是真实的，但是虚妄的一切法还是在那里，还有虚妄分别

心的存在。此时破除遍计执以后，通达了一切法唯识无义，但这个唯识无义的

这个分别心还在。现在要观察这个唯识性是如幻如化的，没有自性。

３悟入圆成实性

进一步修四如实遍智，此时已经灭除遍计执的 “义想”了，悟入 “唯识之

想”，进一步能觉悟了一切法唯是识，这个所取的一切境界和能取的分别心、能

取和所取不是分离的。但凡夫的习惯却认为所分别的色声香味触法和能分别的

心是没有关系的，所分别的境界是独立的，这是 “遍计执”。“悟入唯识故”，就

是所分别的一切境界和能分别的心是不分离的，是心所变现的，这叫作 “悟入

唯识故悟入依他起性”，觉悟了依他起性。当然因为除遣了遍计执，所以知道一

切法都是如幻如化的了，不真实的。但此时还没有离开名言，进一步离名言。

“已遣义想”的时候，“一切似义无容得生”，这个时候这一切相似的，和遍计执

的义相相似的境界不能生起。从 《摄大乘论》这句话来看，修一切法唯识无义

的时候，就是观察遍计执的一切法是毕竟空的：离开了我们的分别心，一切的

根身世界都是毕竟空的。这个空的境界一现前了的时候，“一切似义无容得生”，

这些虚妄、幻化的一切境界都不生，都不现前了。不现前了，那个虚妄的分别

心也就不能生起，“故似唯识亦不得生”。“似唯识”不生的时候，就悟入圆成实

性了。

在 《如何学习摄大乘论》的开示，长老也强调了这样的悟入次第：

１“知所取非有”，在禅定里面做如是观，知道我们心里面所分别的境界，

都是毕竟空、都是没有体性的、都是空无所有的，应该做这件事。那这件事就

是要在禅堂静坐，经行、静坐；静坐、经行，常常做这件事。

２“次能取亦无”，前面是观所缘的境界是毕竟空的，是毕竟空、是无所

有的。“次能取亦无”，这第二个阶段怎么样修呢？就是能分别的心，也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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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能分别的心是 “依他起”，“
5

计执”也 “依他起”。“能取亦无”，能

分别这个所缘境的这个 “能”分别也不存在了。没有所缘境，能分别的心也

就不现起了。

凡夫就在能取、所取的时候，引起很多的贪痴的烦恼。现在把 “所取”，

观察它是自性空了，长时期这样观察，观察它的体性是没有了。没有以后，能

分别的心也不生起了，“次能取亦无”。“次能取亦无”，比较容易观察了。

３“后触无所得”，就是 “所取”不可得，“能取”的也不可得，不可得

也不可得，就是无分别。若分别这个 “无所得”，还是有分别。现在对这个

“无分别”的境界也不分别。 “无所得”的境界也不分别，叫 “触无所得”，

就接触了这个无所得，就证悟了这个毕竟空的道理了，这个时候便得圣道、证

无生法忍。

五　修唯识观的要点

妙境长老在法云寺长期指导唯识观的修习，对修唯识观的要点有深入的把

握，其中特别尤为强调以下几点。

（一）以圣言量为根据

长老强调在观修时，要按照 《摄大乘论》《瑜伽师地论·真实义品》中的文

句来思惟，不要用自己的想法来思惟，而是完全按照经论现成的文句来思

惟———如何是证悟遍计执空、证悟依他起是空、证悟圆成实性的境界。① 所以在

修唯识观前，要把经论中的文句背下来。长老反复强调此点：修观 （包括唯识

观）时，要把修观的内容，按照经论现成的文句背下来，而且要背得熟一点，

在修观的时候，心里面背这个文句，然后心里面按这个文句，一句、一句这样

思惟。所以 《金刚经》等经，都提倡背诵经文，其目的就是准备修观。如果不

能背诵，照书本来看，就不方便，不能随时思惟。所以最低限度，要把自己欢

喜修观的这一部分的文，要背下来，修观时在心里面思惟，此时应该是既不昏

沉、也不散乱。因为这一段文、这一段义把内心控制住，心里面就是清净了。

如果不能背诵，仅凭记忆力记一个大概，有的时候会忘掉、想不上来，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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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修。①

（二）不宜简略

中国文化崇尚简易，但在修唯识时，不要太简略，应该详细地观察。如在

前方便观第一义空时，思惟生命体是由色受想行识组成的。色是因缘所生的，

它的自性是空无所有的，空无所有中，色不可得；受也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

生法就是无自性的，自性是空，自性空中受不可得。……识也是因缘所生法，

因缘所生法就是自性空的，自性空里识不可得———眼识不可得、耳识、鼻识、

舌识、身识、意识都不可得，无所有，把五蕴都这样观察一遍。这时候，观想

自己就在空那个地方，但是又没有色受想行识在虚空那里，无色受想行识、无

眼耳鼻舌身意，犹如虚空，一切空无所有，然后，把心安住于空无所有，

不动。②

（三）以譬喻作方便

修唯识观有时不能直接修，如果借助譬喻就容易修。如做四寻思的时候，

也应该用梦做譬喻，在心里面去思惟，就能够契入这个 “名、义、自性、差别”

是不真实的。若不用这个譬喻，直接去思惟都是不真实，似乎就是可以这样思

惟，但是心里面不能契入，所以一定加上那些譬喻。长老自己在讲解唯识道理

时，也经常举例说明。如曾以杯子为例，说明唯心变现的道理：杯子是工厂生

产的产品，但是，经过了我们是眼识、第六意识缘念的时候，因为心里有执着，

便认为这个杯子是真实的，就这一部分来说，是我们内心变现的。《摄大乘论》

明确说一切法都是如幻如化，不是真实的。可是根识一接触境界的时候，就会

认为：“真实有这一个杯子！”这个真实的杯子是我心的变现，而不是工厂生产

的那个杯子，唯心变现这一部分是这样意思。也就是有两个杯子，一是工厂生

产的杯子，是依他起；一个是我所执着的杯子，是遍计执。但是，凡夫没有看

到两个杯子，只看作是一个杯子！所以看见的是遍计执，不是依他起。《摄大乘

论》用绳子的譬喻来说明唯心所现。由于光线不好，把绳子看成是一条蛇。唯

识学认为这条蛇是心变现的，根本没有蛇，只是绳子；绳子是依他起，蛇是遍

计执，把依他起和遍计执分开———说遍计执这一方面是心变现的。从这个譬喻

可以理解：我们认为所看见的一切真实的这一部分都是 “蛇”，是毕竟空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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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的。所以修唯识观时，第一层先要知道：我们认为是真实的这一部分是内

心的变现，不是真实的，它是完全没有的，只有工厂生产的那个杯子是如幻如

化的。这样，如理作意观察我所执着的这一切法都是毕竟空寂，无有少法

可得。①

（四）止观交替

长老主张修定与修唯识观应该同时交替进行。特别是对初学者定力没有成

就，也可以修唯识观。就是修禅定的同时，也可以修唯识观。当然先修禅定而

不修唯识观，也是可以。但同时修唯识观，比较好一点。如果只是修禅定，而

不修唯识观，不容易寂静。因为初开用功修行的时候，没有成就禅定，静坐时

心里面一定会散乱。一般能寂静住五分钟或一刻钟，心里就会散乱。如果修禅

定寂静住五分钟或一刻钟后，修唯识观，就没有这个散乱的问题，同时唯识观

也开始建立了力量。长时期这样修，有时修止，有时候修唯识观。修止，又修

观；修观又修止，这样子成就圣道的时间有可能会提前。若是不修唯识观，就

纯粹是修禅定，不容易对治妄想。② 具体而言，可以先修止、而后修观，也可以

先修观、而后修止，就是止而后观、观而后止，就是这样子用功修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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