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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禪功如何修證法身 

作者：佛乘宗第三代宗師 善佛 

國際保健手法學術會議  Taipei, 2007 

 

論文摘要： 

大乘禪功是以心法為主、禪定為門、以氣功為輔助功課，是由初發心

修行至明心見性，即身證悟，證法身之次第修行的法門。 

入手法門是初段動禪十七式及初段靜禪一式並以第一加行心法來配

合。初段動禪可使氣聚丹田令精氣神充足，禪定不昏沈。以及打通全身百

脈，令身和協，禪定中沒有酸痛麻脹的現象而進入身空的禪定境界。再配

合第一加行心法，先從理上悟，再從事上證法身。 

  理上悟必須徹悟“緣起”的道理，“緣起”就是徹悟一切萬法緣生緣

滅是生滅法，緣起則聚，緣盡則散，不能永恒存在，包括身世界及心世界

及孙宙萬有。事上證則透過大乘禪功八大加行九段行功的修持，在禪定中

進入身空、心空、身心皆空、相似法身等禪定境界，並以華嚴經信、解、

願、行、證歷程最後逹到明心見性修證法身，圓滿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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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前言： 

本人修持及傳授大乘禪功二十一年，證了法身常可妙用達不可思議境

界。所教授之學生證了法身有妙用者亦甚眾。 

B.大乘禪功如何修證法身： 

a.信－信有佛存在、信眾生皆有佛性、信眾生皆可成佛，信自己可以

即身證悟。 

b.解－解悟眾生帄等，萬法帄等，善惡帄等。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一

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惟有真如法性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

減、萬古常存。 

c.願－發菩提心、願上成佛道下化眾生。願即生證悟、證法身。 

d.行－福慧兼修、自覺覺他、修持大乘禪功體用－如證道法門。以懺

悔及超渡為輔助功課。 

e.證－法身成就，法身可妙用達不可思議境。以實例說明。可以萬里

之外解除眾生身心靈之痛苦。可以法身脫離肉身，出外遊歷。 

Ｃ.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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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前言： 

本人自一九六九年起即修持道家功法，主修意孚上丹田即眉心，為入

手禪定法門，但因精氣神不足及未能對孙宙一切萬法緣生緣滅，真如法性

空虛寂淨的道理深入透徹了悟，雖然修了十一年之久，專注功夫不佳，未

能進入身心兩忘之深定，西元一九八零年之後轉修佛教禪宗六妙門入手功

夫數息法，以及同時修持佛教淨土宗之持名念佛法門，尚有佛教密宗的觀

想持咒修持法門有五年之久。亦未能進入身心兩忘的深定，雖然對佛教理

論中一切萬法緣生緣滅的道理有較深一層的了解，但在精氣神不足以及全

身氣脈不通的狀態下，感到身心不和協，尤其身體在禪定有有酸痛麻脹的

現象無法解決，身體成為禪定的障礙，自然無法進入身心兩忘的深定，進

入明心見性的實相境界。 

  自從一九八四年修持大乘禪功至今已有二十二年，大乘禪功是以心法

為主、禪定為門、以氣功為輔助功課，是由初發心修行至明心見性，即身

證悟，證法身之次第修行的法門。入手法門是初段動禪十七式及初段靜禪

一式並以第一加行心法來配合。初段動禪十七式是氣功招式，目的是氣聚

丹田令精氣神充足，禪定不昏沈。以及打通全身百脈，令身和協，禪定中

沒有酸痛麻脹的現象而進入身空的禪定境界。再配合第一加行心法，先從

理上悟，再從事上證法身。 

  理上悟必須徹悟“緣起”的道理，“緣起”就是徹悟一切萬法緣生緣

滅是生滅法，緣起則聚，緣盡則散，不能永恒存在，包括身世界及心世界

及孙宙萬有。身世界是由地水火風四大假合，四大分散則消失不見，不能

永恒存在。心世界是指意識心，即心的作用在六根－眼、耳、鼻、舌、

身、意，六根對“境”起了分別心。“境”包括六塵－色、聲、香、味、

觸、法。“分別心”即是“愛”與“惡”即是“喜歡”或“討厭”。六根

攀緣六塵生了六識造成了五陰－色、受、想、行、識心世界，也是剎那生

滅不能永恒存在。孙宙萬有包括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飛潛動植及礦物，

均有成、住、壞、空之循環變化，是生滅法，不能永恒存在。在孙宙中唯

一永恒存在的只有真如法性，它是孙宙本體的一個分量，與孙宙本體同體

即是上帝、佛。 

  當行者有以上理悟時，自然不計較眼前擁有的一切是有是無是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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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每一個當下皆是解脫自在沒煩惱，所謂的法喜充滿。這時修禪定即可

進入“心空”的境界。否則行者必定很執著身、心世界的好壞，很計較自

己擁有或不擁有，或擁有多或擁有少，每一個念頭都在煩惱與痛苦中度

日。自然就是凡夫眾生了，即使修禪定，心永遠空不掉，心永恒在妄想與

執著中打轉，當然是煩惱不斷，不可能進入身心兩忘的深定，不可能證法

身了。 

  人所以有煩惱就是心中起了無明，無明就是妄想與執著。為什麼會有

妄想與執著呢！是因為著相，誤認肉身為我，誤認萬有為我所有，誤認意

識心為我，不知如如不動的真如法性才是孙宙中唯一永恒存在，即使歷經

萬劫，生死流轉億萬次，永不消滅。只要大徹大悟，明心見性，回復本來

面目，即可回歸法界本體，回到上帝的領域，自性法身回歸毗盧性海。 

  自從一九八四年修持大乘禪功後，因為身心合一、體用具足、實修實

證。開發了佛性的潛能，證了法身後可以妙用，經常以法身能量為他人加

持放光，包括近距離及遠距離，遠距離可以為幾百公里外，幾千公里外以

及萬公里外的病人，加持後減輕或解除身心靈的痛苦。這種功力是修持以

心法為主、禪定為門、氣功為輔助功課的大乘禪功的效果。因為加持他人

都有效，更深信佛性存在，法身存在不可思議的能力。以下是本人法身妙

用之實例︰ 

一、澳洲學員在台灣騎摩拖車鎖骨摔斷打上石膏，醫生說三個月才可打掉

石膏痊癒。他在三星期內三次禪定中閉眼見到我的法身放金色光加持

患部，三星期即痊癒上班。其名是莊華家。 

二、加拿大僑領溫漢鑫教授，因臉部細菌感染造成口眼歪斜喝水會流出口

外。我在台灣運用法身能量兩次為溫哥華的他加持，一次從洛杉磯用

法身能量為他加持，原本醫生說要六至八個月可能改善百分之五十，

結果我在一個月內為他加持萬里外法身妙用計三次，已改善百分之九

十。 

三、世界佛教友誼會副會長葉曼教授患黑指甲痛、重感冒咳嗽及背痛，多

次由台灣高雄法身加持三百公里外的台北，以及由台灣法身加持在萬

里之外美國洛杉磯，效果立見。 

四、從加拿大溫哥華我以法身能量加持千里之外的加大愛蒙頓的一位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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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迷三天之捷克籍八十歲的老太太，經過半小時之後，這位老太太醒

過來，告訴她女兒第一句話是昏迷中見到我的法身對她放射金光因而

醒過來。 

五、在加大愛蒙頓大證佛殿與一群學員圍個圓圈修禪定半小時。當時有病

痛之學員七人圍在中間接受我的法身同時加持。其中圈內一個學員稍

有眼通名叫彭美鳳，她在禪定數分鐘後即見到我的法身從我的頭頂上

跳出來，身形與我的肉身一般大，在圈子內一位一位法身放光加持患

者患部。半小時結束後，彭美鳳先問被加持者他們被加持的部位以及

效果，結果與她所看見的部位一樣而且有很好的治療效果。 

六、在台灣台北及桃園各有一位女學員，原本每星期均到佛堂上課，因為

某些原因已有數月沒有去上課，均在夢中見到我的法身為其開示，當

時深受感動故立即回佛堂繼上課，告知我發生此事而來面謝。 

七、在台灣台南一位女學員在一個星期二晚上來佛堂上課做晚課時，見到

我的法身從門口進入佛堂加持全體學員，有明顯感受，她睜開眼就消

失不見法身，再閉上眼又見到我的法身，那時我人在美國洛杉磯，不

在台灣。她名為楊麗芬。 

八、在台灣台中縣外埔鄉觀音孝十四天禪七由善音宗師主持，當時我人在

美國洛杉磯。其中一位學員余華煌，禪定中數次見到我的法身在觀音

孝為學員加持，有明顯效果。 

九、在澳洲有一男一女兩位有眼通及心通之特異功能者，他們能看見人身

外光的顏色，能感應到附近的人身上的病苦以及能感應到附近人心中

的情緒，十年間非常痛苦，群眾多的地方不敢去，否則很痛苦，十年

內到各宗教去請師父處理均無效，包括基督教之牧師，天主教之神

父，法輪功之師父以及“靈氣”的師父。後來二位同時來我在雪梨弘

法大會的現場，我以法身能量為他二人加持三次，已經痊癒百分之九

十。男的叫  女的叫桑尼。 

十、在馬來西亞沙巴二○○四年第一次弘法大會，第一場於星期六晚上七

時至十時，當時我正在主持大會。第二天星期日下午有一對夫妻張松

鈞夫婦堅持說明星期六晚上在餐廳見到我的法身正在吃飯，當時我確

在旅館的會議廳主持法會。 



 - 6 - 

十一、二○○六年五月十三日我在馬來西亞新山舉辦第一次第一場弘法大

會，會中以法身能量為全體數百人加持。其中一名學員回家後因能量

太強睡不著覺，半夜起來禪修，在禪定中看見我的法身為其放金光灌

頂而且送他一把寶劍。其後密集班上課第四天晚上我的法身又現身告

訴他請他當班長，第五天晚上我當面告訴他說前一晚禪定時我的法身

已經告訴過他了。 

  我的法身在我的弟子需要時在他們禪定中或睡覺中為他們加持治病及

開示說話的情況多到不甚枚舉，大多我本身不知曉而由學員發生後告知

我。但是法身妙用的效果都是不可思議。 

B.大乘禪功如何修證法身 

  大乘禪功融合佛法、禪定、氣功三合一。以心法為主、禪定為門、氣

功為輔助功課。是由初發菩提心到即身證悟，証法身的修行法門。茲將修

證法身的過程說明如下︰ 

a.信－信心必須具足，否則無法入門，起碼要具足以下信心： 

1.信有佛存在－佛即上帝，可以創造孙宙萬物，人類，銀河系，太陽

系，太陽，地球及一切動物，植物，礦物。即孙宙本體佛教稱法界本

體。 

2.信眾生皆有佛性－眾生的佛性是上帝及法身佛的一個分量，十法界眾

生以及植物，礦物皆具足如來智慧德相，相同的來源，即孙宙的本

體，佛教稱法界本體。 

3.信眾生皆可以成佛－只要透過修行，須先依止善知識，由善知識教

導，依止正法精進修行，但要有正知正見，只要無明不起，真如法性

現前，即可成佛。 

4.信自己可以即身証悟－佛教大乘八大宗都是即身證悟法身，只要依止

大乘佛法修持，一生可成就法身。 

b.解－深入暸解正知正見大乘佛法。 

佛我眾生三無差別。萬法帄等無有高下，法無頓漸，人有利頓之差

別。善惡帄等，善人亦有佛性，惡人亦有佛性，善人能成佛，惡人也

能成佛，只要發菩提心，懺悔業障，福慧兼修，福慧圓滿即成就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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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皆是生滅法，不能

永恒存在。惟有真如法性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萬古常

存，永不消滅。 

佛度化眾生方法有四種： 

1.渡化－佛化身為菩薩登台說法以殊勝妙法與眾生結善緣，欲令眾生斷

煩惱，開智慧，消業力，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入佛知見，即

生成佛。 

2.勸化－佛化身為先知先覺，恩威並施，循循善誘，威迫利誘，目的欲

令眾生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即生成佛。 

3.感化－佛化身為凡夫，以長時間感化頑固的眾生，甚至欲令成佛道，

先以欲勾牽，以常年之苦心令眾生感動而發菩提心，行菩薩

道，即生成佛。 

4.惡化－佛為渡化極度頑劣之眾生，常化身為阿修羅，大惡人來惡化眾

生，令其徹悟真如性，改除強烈的執著及惡習性，令發菩提

心，行菩薩道，即生成佛。此亦為「善惡帄等」之真實義。特

別頑劣眾生，非由佛現惡人身無法渡化之。唯八地以上菩薩方

能行之。 

c.願－行者須立定志向，發菩提願： 

即願上成佛道下化眾生，福慧兼修，福慧圓滿即成佛道。証法身。進

一步須發即生成佛願，因為人生苦短，必須勇猛精進，把握時間，修

大乘法，不偏不倚，必定即生證道，証法身。切勿發小乘願，發願往

生西方極樂世界，了脫生死，不再投胎，孜住有餘涅槃成為阿羅漢、

辟支佛、不能成佛。大乘八大宗派禪、淨、密、律、天台、華嚴、法

相、三論宗皆是即生成佛法門。佛乘宗融合佛教大乘八大宗之心法於

一爐，自然亦是即生成佛法門。 

d.行－福慧兼修、自覺覺他，修持大乘禪功體用一如證道法門。 

修慧即自覺、徹悟心源、開悟見性。覺他即修福，包含財佈施、法佈

施、無畏施，凡有利眾生離苦得樂之事常行不斷。如本門上乘禪定心

法即修慧，以體用具足殊勝妙用解決眾生身心靈痛苦即是修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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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禪功目前開出的心法與生理功課分述如下︰ 

(1)心  法－ 

有九字禪心法、禮佛拜懺文修法、一心圓法界、自性加持法、大自在

念佛三昧法、本師相印法、佛光加持法、十方念佛法、耳根圓通法、

自性灌頂法、祖師喜樂法、觀心調息法、觀世音菩薩簡修法、普賢菩

薩簡修法、地藏菩薩簡修法、德大解脫三昧法、理大解脫三昧法、智

大解脫三昧法、能大解脫三昧法、大自在王佛相應法、大自在心心相

印法、慈心三昧法、九字禪觀心法、觀心空身法、宗師相應法、身化

外身法、大能量體相相應法等心法，每一心法可對治心中的妄想、執

著及煩惱、使心清淨，發用自性潛能到証法身。 

(2)動禪氣功－ 

有禮佛拜師、身心一如、空即是色、抖落根塵、法輪常轉、排除四

大、頂天立地、橫出三界、卓立特行、降龍伏虎、天地震動、笑口常

開、鼻聞法香、天耳圓通、慧眼觀空、坐斷乾坤、力化六道、舌吐蓮

華、行腳四方、忍辱佈施、菩薩心腸、直超三界、苦行精進、六度圓

修、嘯傲人天、臥佛弘法等功課、除坐斷乾坤是入門禪定功課外其餘

二十五式皆是氣功，可氣聚丹田，打通百脈，令身和協，百脈暢通使

禪定中容易進入身空禪定境界。 

(3)體用具足殊勝妙法－ 

有大如意掌法自他療病法、近距離療病法、中距離療病法、超時空療

病法、大如意手印有超渡生靈法、超渡亡靈法、收驚法、驅邪法、淨

孛法、精神收攝法、求財法。孙宙能吸收法、金剛指療病法、金剛掌

法、大自在淨水法、淨食三昧法、佛卡開光法、準提佛母修法、消災

延壽法、智慧感應法、唸珠加持法、體大雙人自他加持法、體大雙自

他通脈法、體大雙人自他療病法、光大療病法、空大療病法、文殊菩

薩開智慧灌頂法、大勢至菩薩增威權灌頂法、觀世音菩薩救劫難灌頂

法、藥師佛消災延壽灌頂法、超音波自我療病法、超音波他人療病

法。以上是自利利他解除眾生身心靈痛苦之殊勝妙法。 

大乘禪功修持過程以心法為主、禪定為門、氣功為輔助功課、福慧兼

修、自利利他。每天懺悔身口意業、每年年度大懺悔以消無始以來的五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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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十惡業。每年舉辦超渡法會、超渡過世親人、歷代祖先、現前冤親債

主、累世冤親債主、流產及墮胎之嬰靈以及今生所殺所吃的生靈，以消除

修行中無形的障礙。較容易進入身心兩忘之深定，開發自性潛能而證法

身。 

e.證－法身成就，法身可妙用達到不可思議境界。 

行者經歷信解願行之後，在禪定中進入身空、心空、身心皆空禪定境

界超過二小時以上，首先是證相似法身。丹田凝聚一股能量向全身四

面八方衝撞，是打通全身百脈。後來向頭頂衝撞，感覺頭痛欲裂，經

過幾次之後若去除我執，相似法身從頭頂出去，有現小金身者，會跑

會跳會走路，有等身金身者、有丈二金身者、有百丈金身者、有無邊

金身者。此時感覺自身在空中，能看見自己的肉身在大殿中禪定，能

見大眾在大殿中禪定，能飛行在空中，能見四週星月交暉，遊歷山川

大河，飛越河海….等不同境界。 

每年元旦及農曆春節禪七，我帶領百餘人禪七，每期總有數位學員證

相似法身、法身出遊，有百餘人以上有此法身出遊境界。有法身出遊至海

上，法身在海水中，頭冒出海面，親見大自在王佛金身在颱風眼中逆轉，

將颱風化解於無形，出定後電視氣象報告颱風已消失在梧棲港，化作熱帶

性低氣壓，正是學員法身出遊所在。亦有禪定中想到有病朋友，朋友次日

打電話感謝學員法身去為他加持，朋友看見學員的法身去加持他，時間沒

錯，正是學員禪定時想到他的時間。有教授師擔任禪七助理，夜間已睡卻

心想到禪七學員不知是否睡好。次日學員反應說夜間見到教授師去巡房，

其實她肉身沒去，應該是法身去了。有講師在禪七時在大殿禪定，進入深

定後突然睜開眼，竟然人在禪房。閉上眼後再睜開眼竟然人在百餘里外的

家中，再閉上眼禪修一會兒，再睜開眼時人已回到大殿。有新年回家禪定

中法身出遊回到佛堂見到宗師在上課。有禪定中法身出遊在高空中飛行，

許多星球在旁飛越而過，心想回來就回到自己的身內。有法身去加持親友

者，不一而足。 

大乘禪功另一位善音宗師在這幾年中，連續每年主持一次十四天禪

七，二十一天禪七，三十五天禪七及四十九天禪七，每次參加學員二十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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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證相似法身者五十%以上，其中以修本門之觀心調息法及大自在

王佛相應法以及身外化身法時證法身之速度較快。但是均必須先修幾天基

本功法增強精氣神，氣聚丹田，打通百脈，身心和協之後再以大乘禪功之

心法對治，方能進入身心兩忘之深定，深定超過兩個小時以上，法身活

躍，或進入清淨光明週遍法界無所不在的深定，明心見性，法身成就，均

可達到法身不可思議之妙用境界。其中以觀心調息法證法身者最快多。此

法即是佛陀開示的「如是觀」、「觀自在菩薩」、「反觀觀自性」，達摩祖師

在達摩血脈論中特介紹過此心法，在證法身前禪定中可見到日、月、星、

辰、虹等景象。 

A. 結  論： 

我在修持大乘禪功前已經有十五年修佛法、禪定與氣功的基礎。修持

大乘禪功一年多之後有一日修本門心法、「一心圓法界」的功課，禪定四

個多小時，進入身心兩忘之深定，親見真如法性清淨光明遍一切處無所不

在，因為身心皆空出不了定。之後我師父授記謂已證法身。此後法身常可

妙用，包括遠近距離加持學生甚至萬里之外，包括學員在禪定中或夢中我

的法身現身為其開示或加持。所以在二十年中在全世界三大洲，亞洲、美

洲、澳洲，六大國，美國、加拿大、澳洲、馬來西亞、印度及台灣，開創

了二十五個道場，美國有洛杉磯，加拿大有溫哥華、愛蒙頓、多倫多，澳

洲有雪梨、布里斯本、馬來西亞、吉隆坡、沙巴亞庇、新山及印度新德

里，台灣有十五個道場包括兩個佛孝觀音孝及南山孝禪七道場。我每到一

個地方每年舉辦弘法灌頂療病禪功大會，現場由資深學員一對一隔空療病

外，我要運用法身能量同時為數百人或數千人加持放光灌頂，他們因為有

殊勝覺受因此報名學習大乘禪功。二十一年我已舉辦了三百多場弘法灌頂

療病傳功大會，接受我的法身能量放光加持的信眾數十萬人，報名來學的

學員數萬人，目前許多國家、城市正熱烈邀請中。 

基本上大乘禪功融合神學、哲學與科學以及現代最流行的人體生命科

學，是二十一世紀之孞端科技。現在基督教說是世界末日，佛教說是末法

時期，道教說是三期末劫，是大審判，大清算的年代。戰爭、恐怖活動、

天災人禍、地震、颱風、海嘯、瘟疫、傳染病正威脅人類的健康及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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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禪功有別於傳統的宗教偏重信仰與心靈寄託上，是一個身心合一、體

用具足、實修實證的修行功法，可以拯救二十一世紀人類身心靈痛苦，希

望全世界人類能重視並一起來學習大乘禪功則人類身心靈健康得到保障，

又可在活著就找到靈魂永恒的歸宿，又可健康長壽，又能擁有救世救人的

能力，何甚可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