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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OOK  2                         Transcending the Mind    超越頭腦認出觀察者

雙手合掌，頂禮
請自己記得，找到舒服的姿勢
雙腿調整，身體是平衡的
每次盤腿的時候，會交換腿
左腿往上一個靜心
右腿往上，下一個靜心

讓身體平衡
當決定一個舒服的姿勢
知道自己的身體是好的
清楚沒有損害身體的姿勢狀態
所以就是可以放輕鬆

自我要對身體、頭腦、內在的敏感度增加
要知道什麼時候身體在跟自我講話
什麼時候頭腦在對抗靜心
在創造身體上的問題

如果自己坐了不到十分鐘、二十分鐘
身體一直在動搖
大概這個是頭腦創造的
讓自己在能夠的範圍裡
可以越坐越久
並且一直擴展不動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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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靜心者
都要面對這些身體上的關卡
每一個痛，是一個關卡，請超越它
因為自我就是有辦法，可以超越身體
進入靜心

當開始深入靜心
越來越深、越來越深
身體會跟著開始平靜下來
要動的身體，也就是自我

靜心時，請提早進入靜坐現場
並且提早進入狀況
把自己身體、位置調整好

如果覺得不是頭腦在創造抗拒
而身體真的感覺不舒服
那就是站起來

如果過一段時間
感覺超級不舒服，需要椅子也可以
為什麼盤腿這個方式
是對於靜心最理想的姿勢
這個是一個古老的智慧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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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OOK  2                         Transcending the Mind    超越頭腦認出觀察者

整體能量的循環在上下流動著

使用盤腿的方式
對於靜心的品質是最高的
請盡量用這個傳統方式

痛，會令自我完全處於當下的感受
所以前面這些關卡
身體的睏與疼痛
只要每個人專注於當下，一定可以超越

內在有決心
要真正地融入到靜心狀態
而不被身體與自我干擾
在前面自我很強的時候
它會開始給自己逃避靜心的原因

在這個當下
自我靈魂的智慧要升上來
看到這個遊戲、看到自我在講話
在靜心中，自我與靜心對抗
因為當真正的靜心發生
自我終將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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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Overcoming Body Mind Obstacles in Meditation        超越身體與頭腦靜心障礙 7

因為靜心是一個超越頭腦狀態
頭腦就是自我
自我越深入靜心
這個頭腦的自我越消失
因為自我在被取代，被真我取代

所以當自我深入靜心，越來越深
那個對抗會越來越重
所以自我要從更高的角色
看到這個遊戲
然後臣服對自我的靈魂的帶領
而不是對自我的抱怨

再一次，深入純粹覺知
當老師在講話的時候
自我在聽這個帶領
誰在聽，觀察者在聽
之前的自我聽到話的時候會跑出來

自我要不斷地來自於覺知
它的深度、它真正的位置
越來越珍惜自己的真我
之前自我是上癮思想、雜念、忙碌
現在就是相反的能量
自我要上癮寧靜、平靜

自我在聽這個帶領
誰在聽，觀察者在聽
之前的自我聽到話的時候會跑出來

自我要不斷地來自於覺知
它的深度、它真正的位置
越來越珍惜自己的真我

現在就是相反的能量

之前的自我聽到話的時候會跑出來
誰在聽，觀察者在聽
之前的自我聽到話的時候會跑出來

自我要不斷地來自於覺知
它的深度、它真正的位置
越來越珍惜自己的真我
之前自我是上癮思想、雜念、忙碌
現在就是相反的能量
之前自我是上癮思想、雜念、忙碌

Overcoming Body Mind Obstacles in Meditation Overcoming Body Mind Obstacles in Meditation 超越身體與頭腦靜心障礙 

之前自我是上癮思想、雜念、忙碌
現在就是相反的能量
之前自我是上癮思想、雜念、忙碌

超越身體與頭腦靜心障礙 Overcoming Body Mind Obstacles in Meditation 超越身體與頭腦靜心障礙 

自我要上癮寧靜、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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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OOK  2                         Overcoming Mind：Recognizing the Observer    超越頭腦：認出觀察者

沒有內容的空，放空
學習享受它，紮根在覺知中
如果自我摻雜了思想
直接決定放下，回到覺知
請記得，自我的思想會說服自己
這件事情很重要

只要想幾句就可以了
只要想一分鐘，就回到靜心中
雜念會不斷地升上來
不同的、有趣的東西
讓覺知跑掉
自我要清楚地看到這個遊戲

要看到這個是來自於自我的對抗
直接放下、直接放下
當自我在被頭腦掌控
這個意思是什麼

當這些思想來臨
自我無法超越它們
只要思想來臨，自我被它們拉著走
這就是一個被頭腦控制
被頭腦綁住的一個狀態

Recognizing the Observer 

自我要清楚地看到這個遊戲

要看到這個是來自於自我的對抗
直接放下、直接放下
要看到這個是來自於自我的對抗
直接放下、直接放下直接放下、直接放下
當自我在被頭腦掌控
這個意思是什麼

當這些思想來臨
自我無法超越它們
只要思想來臨，自我被它們拉著走

直接放下、直接放下
當自我在被頭腦掌控
這個意思是什麼

當這些思想來臨
自我無法超越它們
只要思想來臨，自我被它們拉著走
這就是一個被頭腦控制

自我無法超越它們
只要思想來臨，自我被它們拉著走
這就是一個被頭腦控制

                       Overcoming Mind                       Overcoming Mind

這就是一個被頭腦控制
被頭腦綁住的一個狀態
這就是一個被頭腦控制
被頭腦綁住的一個狀態被頭腦綁住的一個狀態

BOOK  2                         Overcoming Mind                       Overcoming Mind                       Overcoming Mind Recognizing the Observer BOO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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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Overcoming Body Mind Obstacles in Meditation        超越身體與頭腦靜心障礙 9

所以現在自我，在脫離這樣子的狀態
只要它升上來，就是直接認出
然後拉回到覺知中
不用特別推它，只要拉回到對的位置
然後定住就夠了，持續不斷在覺知中

今天這個能量場要喚醒
透過持續不斷定住在覺知中
它將會被喚醒
現在要進入覺知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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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BOOK  2                         Transcending the Mind    超越頭腦認出觀察者

這個就是外在的覺知，外在的注意力
當自我在觀察內在的狀態
自我的思想、感覺、情緒、感知
一切在針對自我的內在的世界
這個就是內在的覺知，內在的注意力

不管是覺知到外在，或是覺知到內在
這個都是一個觀察的狀態
所以，只要有一個觀察的對象存在
不管它在外在或是內在
觀察者就是存在

自我永遠會有觀察者
一樣像自己永遠會有頭腦
自我只是需要移動它的身份
現在，頭腦是自我最主要的身份
它佔最大的空間
自我希望它可以往後退

觀察者也是一樣
當自我完全可以把觀察者喚醒的時候
同樣地，自我要觀察者往後退
自我要讓真正的身份移到前面
成為自己最主要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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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Difference Between Mind, Observer & Awareness        區分頭腦、觀察者與覺知 13

真正的自己，本性的自我 
要成為主要的身份
然後，觀察者要屬於它
頭腦也是要屬於它
第三種覺知，就是純粹覺知、純粹注意力 
它們是一樣的

這個狀態是跟觀察者不一樣
這個就是真正的自己
自我就是覺知
然後，在覺知中再認出自己的在
覺知，再認出它是覺知
它不需要透過一個對象來認出它的存在

觀察者它的身份，是來自於它的作用 
它有能力知道它在，只因為它有一個對象
純粹覺知沒有對象，自我就是它
自我就是直接認出本性，直接認出自我的在
這個就是純粹
不用透過一個對象來認出自我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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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BOOK  2                         Transcending the Mind    超越頭腦認出觀察者

通常，一般意識狀態，集體意識狀態
也就是完全認同它是頭腦
頭腦之外，感受不到任何的在
集體意識的狀態
就是覺知不斷地往外投射
迷失在對象裡

不是迷失在世間，就是迷失在頭腦
這些一切的關聯以外
眾生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誰
其意識狀態也不會勝過動物太多

動物有足夠意識可以令自己生存
可是無法以意識進化自己
動物可以針對自己
可是沒辦法成為自己的自我

動物不知道自己是誰
完全認同自己是頭腦
再一次，一個一般集體意識的狀態
就是完全迷失在外在，不是內在的對象裡
認同它就是頭腦
關係之外，感覺不到自己的在

不是迷失在世間，就是迷失在頭腦

眾生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誰
其意識狀態也不會勝過動物太多

動物有足夠意識可以令自己生存
可是無法以意識進化自己

不是迷失在世間，就是迷失在頭腦

眾生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誰
其意識狀態也不會勝過動物太多其意識狀態也不會勝過動物太多

動物有足夠意識可以令自己生存動物有足夠意識可以令自己生存
可是無法以意識進化自己

可是沒辦法成為自己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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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ifference Between Mind, Observer & Awareness        區分頭腦、觀察者與覺知 15

下一步，就是潛意識的觀察者
潛意識的觀察者就是平常迷失
可是偶爾會回到自己的身上
發現自己在觀察
偶爾有一個很輕微的認識與認出
自己在觀察自我的在

連結的片刻之中，它會出現
可是沒辦法持續
過不久就會再一次掉入到外在 
或是內在，可是沒辦法維持那個狀態
這個就是潛意識的觀察者

大家在道路上，如果有一些靜心背景
大概的狀態都是潛意識觀察者
平常是迷失
可是偶爾發現自己在觀察這個故事
突然跳出來，然後在觀察全部的事情
在觀察自己，在那個故事裡面
觀察自己，是在扮演什麼角色 

發現自己在觀察
偶爾有一個很輕微的認識與認出
自己在觀察自我的在

連結的片刻之中，它會出現

偶爾有一個很輕微的認識與認出
自己在觀察自我的在

連結的片刻之中，它會出現
可是沒辦法持續
過不久就會再一次掉入到外在 
或是內在，可是沒辦法維持那個狀態
過不久就會再一次掉入到外在 
或是內在，可是沒辦法維持那個狀態
這個就是潛意識的觀察者

大家在道路上，如果有一些靜心背景
大概的狀態都是潛意識觀察者

可是偶爾發現自己在觀察這個故事
突然跳出來，然後在觀察全部的事情
在觀察自己，在那個故事裡面

過不久就會再一次掉入到外在 
或是內在，可是沒辦法維持那個狀態
這個就是潛意識的觀察者

大家在道路上，如果有一些靜心背景大家在道路上，如果有一些靜心背景
大概的狀態都是潛意識觀察者大概的狀態都是潛意識觀察者

可是偶爾發現自己在觀察這個故事
突然跳出來，然後在觀察全部的事情
在觀察自己，在那個故事裡面
觀察自己，是在扮演什麼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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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BOOK  2                         Transcending the Mind    超越頭腦認出觀察者

在這個故事裡面，在一個片刻
可以從稍微比較高的觀點看事情
比較廣泛的狀態來看事情的範圍
這個就是潛意識的觀察者
超過這個就是有意識的觀察者

透過持續不斷地練習、靜心
可以把這個練出來
這個就是自我一直保持這個覺知
一直在保持觀察者的角色
持續沒有斷

不管在觀察外在或是觀察內在的事物
自我都很清楚自己在觀察
這個也是一種醒的狀態
一種覺知的狀態

可是在這個觀察者的狀態 
雖然有一部份醒的品質
但自己還沒有發現真正的自我是誰
這是為什麼？
這樣的狀態會超越有意識的觀察者
請再一次清楚什麼是內在的觀察者

透過持續不斷地練習、靜心

這個就是自我一直保持這個覺知
一直在保持觀察者的角色

透過持續不斷地練習、靜心

這個就是自我一直保持這個覺知
一直在保持觀察者的角色

不管在觀察外在或是觀察內在的事物
自我都很清楚自己在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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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Difference Between Mind, Observer & Awareness        區分頭腦、觀察者與覺知 17

現在，請再一次開始思想某一個東西
然後觀察這些念頭，在掃過意識的螢幕
請開始跟這些念頭保持距離，而不是掉進去
不斷地在看這些念頭掃過
每一個念頭掃過，念頭來了，念頭走了
無論如何，自我就是定在那邊

這就是差異的點
之前，自己會被每個念頭拉著走 
被每個情緒拉著走，不斷地掉入到
情緒的世界、念頭的世界

在觀察者的情況，自我是紮根在內在
沒有動，只有在觀察
可是，這些念頭一直飄浮經過
所以，不斷地思想
要讓這些念頭不斷地飄浮經過

自我就是定在那邊
清楚地感覺自我的觀察者
這樣的狀態是一種自我，處於內在
然後就是不動
那這些念頭是現象，念頭一直在動
所以讓這個不動的，觀察這個動的現象

不斷地在看這些念頭掃過
每一個念頭掃過，念頭來了，念頭走了
無論如何，自我就是定在那邊

之前，自己會被每個念頭拉著走 

每一個念頭掃過，念頭來了，念頭走了
無論如何，自我就是定在那邊

這就是差異的點
之前，自己會被每個念頭拉著走 
被每個情緒拉著走，不斷地掉入到
情緒的世界、念頭的世界
被每個情緒拉著走，不斷地掉入到
情緒的世界、念頭的世界

在觀察者的情況，自我是紮根在內在
沒有動，只有在觀察
可是，這些念頭一直飄浮經過
所以，不斷地思想
要讓這些念頭不斷地飄浮經過

自我就是定在那邊

被每個情緒拉著走，不斷地掉入到
情緒的世界、念頭的世界

在觀察者的情況，自我是紮根在內在
沒有動，只有在觀察
在觀察者的情況，自我是紮根在內在
沒有動，只有在觀察
可是，這些念頭一直飄浮經過可是，這些念頭一直飄浮經過
所以，不斷地思想
要讓這些念頭不斷地飄浮經過

自我就是定在那邊
清楚地感覺自我的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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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BOOK  2                         Transcending the Mind    超越頭腦認出觀察者

請慢慢張開眼睛
然後看著前面的地
清楚地在這個觀察狀態
處於內在，自我的心的中心
就是腦海正中間
那個就是出發點

從自我的出發點觀察外在
非常清楚自我在觀察中
不管是在看什麼
都會清楚有一個自我在看
自我不會跑出來

之前，只要張開眼睛
不是在思想裡，就在外在迷失
可是，這個狀態沒有迷失
這個就是清楚地保持一個覺知 
在自己的身上

然後，另外一方面也是在觀察
允許一些能量跑到對象的身上
雙方的箭頭，在同樣的時間
自我是往外觀察，也是定在自己的身上
不要跑，不管是在看什麼

從自我的出發點觀察外在

都會清楚有一個自我在看

不是在思想裡，就在外在迷失不是在思想裡，就在外在迷失
可是，這個狀態沒有迷失
這個就是清楚地保持一個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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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Difference Between Mind, Observer & Awareness        區分頭腦、觀察者與覺知 19

請維持眼睛張開
不管自我在看什麼，自己就是在內在
自我主要的中心是在腦海裡
非常清楚自己在觀察
再一次深入這個感受
眼睛是張開的

而自我是紮根在內在的出發點
在腦海裡這個空間
從這裡，意識是在的，覺知在產生
不管在看什麼，現在盯著一個東西直接看
可以往前面看、旁邊看
就是看一個東西

然後在這個看的當下，維持在裡面
沒有跑掉，完全在裡面

最明顯的感受，是腦海裡這個空間
讓腦海裡的空間
比這個外在還要清楚、清晰
能量是集中在腦海裡
腦海裡的覺知強化

非常清楚自己在觀察
再一次深入這個感受
眼睛是張開的

而自我是紮根在內在的出發點

再一次深入這個感受
眼睛是張開的

而自我是紮根在內在的出發點
在腦海裡這個空間
從這裡，意識是在的，覺知在產生
不管在看什麼，現在盯著一個東西直接看
從這裡，意識是在的，覺知在產生
不管在看什麼，現在盯著一個東西直接看
可以往前面看、旁邊看

然後在這個看的當下，維持在裡面
沒有跑掉，完全在裡面

最明顯的感受，是腦海裡這個空間
讓腦海裡的空間

從這裡，意識是在的，覺知在產生
不管在看什麼，現在盯著一個東西直接看
可以往前面看、旁邊看
就是看一個東西就是看一個東西

然後在這個看的當下，維持在裡面然後在這個看的當下，維持在裡面
沒有跑掉，完全在裡面

最明顯的感受，是腦海裡這個空間
讓腦海裡的空間
比這個外在還要清楚、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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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是張開的
讓腦海的空間，比自己看到的對象
還要清楚、清晰
主要的能量在自己的身上
最敏銳的空間是自己的覺知

不要用力，而是柔軟的拉回到中心
不要掉入到思想，不要跑掉
清楚、強化，非常清楚自己正在觀察的中心 
一半的覺知在自己身上
一半的覺知在外在
在自我看到的對象的身上

可以選擇一棵樹
或是某一個東西在這個房間裡
盯著它看，百分之五十的覺知 
在自己的腦海裡
百分之五十在它的身上

現在，讓百分之九十的覺知 
跑到外面，在對象的身上
只有保持百分之十的覺知在腦海裡 
與自我同在，那個是一種忘掉自己的狀態
是在朝向一個迷失在外在的狀態

不要用力，而是柔軟的拉回到中心
不要掉入到思想，不要跑掉
清楚、強化，非常清楚自己正在觀察的中心 

或是某一個東西在這個房間裡

不要用力，而是柔軟的拉回到中心
不要掉入到思想，不要跑掉
清楚、強化，非常清楚自己正在觀察的中心 

或是某一個東西在這個房間裡
盯著它看，百分之五十的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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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百分之九十的覺知在外在
只有在專心看外在，投入外在
然後，盡量進入之前的狀態
之前的狀態是百分之百迷失在外在
忘掉自己了

迷失在電影中，忘掉自己了，沒有自我覺
知
感覺一下，朝向它，所有的覺知在外面
自我沒辦法百分之百
因為，目前保持一份覺知在做這個事情
現在，百分之九十九的覺知拉回到內在

吸氣，在腦海裡
百分之九十九在腦海裡
只有百分之ㄧ在外在，當下會發現
當自我回到自己的身上
覺知會稍微往後退

請讓百分之九十九的覺知
在自己的身上、自己的覺知裡
只有百分之一是往外
讓腦海裡的空間變成敏銳、清楚
最明顯的感受就是在腦海中
非常清楚是在一個觀察者的狀態

之前的狀態是百分之百迷失在外在
忘掉自己了

迷失在電影中，忘掉自己了，沒有自我覺

感覺一下，朝向它，所有的覺知在外面

忘掉自己了

迷失在電影中，忘掉自己了，沒有自我覺

感覺一下，朝向它，所有的覺知在外面
自我沒辦法百分之百
因為，目前保持一份覺知在做這個事情
自我沒辦法百分之百
因為，目前保持一份覺知在做這個事情
現在，百分之九十九的覺知拉回到內在

百分之九十九在腦海裡
只有百分之ㄧ在外在，當下會發現
當自我回到自己的身上

自我沒辦法百分之百
因為，目前保持一份覺知在做這個事情
現在，百分之九十九的覺知拉回到內在

吸氣，在腦海裡吸氣，在腦海裡
百分之九十九在腦海裡百分之九十九在腦海裡
只有百分之ㄧ在外在，當下會發現
當自我回到自己的身上
覺知會稍微往後退

請讓百分之九十九的覺知

AvalonBook_02_EDIT.indd   21 2017/8/9   下午 04:27:19



22 BOOK  2                         Transcending the Mind    超越頭腦認出觀察者

自我在觀察，那個意思就是 
自己沒有忘掉自己
覺知在自己的身上
但同時也在看外在
不要迷失在外在
也不要迷失在思想裡

再次閉上眼睛、放空
請感覺在這個放空的狀態
什麼都不需要想
什麼都不需要做
也不用觀察
是多麼輕鬆的一個內在狀態

享受這個空，那空掉的狀態
清楚地感受它沒有在消耗任何能量

請再次開始思想
讓念頭飄浮過意識的螢幕
可是不要迷失在念頭中
只要觀察它們 飄浮過
放空、沒有念頭

請感覺在這個放空的狀態

是多麼輕鬆的一個內在狀態

享受這個空，那空掉的狀態

請感覺在這個放空的狀態

是多麼輕鬆的一個內在狀態

享受這個空，那空掉的狀態
清楚地感受它沒有在消耗任何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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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讓念頭飄浮過
思考，讓這些念頭來來去去
觀察它，放空，不要想拿東西
是否可以感覺這個多麼輕鬆
然後想是多麼消耗能量

再一個差別就是 
請感覺覺知在腦海裡是怎麼移動
從一個空掉的狀態
到一個觀察者的狀態
覺知是怎麼在腦海裡面動
它在怎麼移動它的位置

請現在感覺，空掉，閉上眼睛
空掉，沒有思想
再一次開始思想
感覺覺知在腦海裡是怎麼移動的 
再一次放空
覺知的位置是怎麼在移動

觀察它，放空，不要想拿東西
是否可以感覺這個多麼輕鬆
然後想是多麼消耗能量

再一個差別就是 
請感覺覺知在腦海裡是怎麼移動
從一個空掉的狀態
到一個觀察者的狀態
覺知是怎麼在腦海裡面動
它在怎麼移動它的位置

請現在感覺，空掉，閉上眼睛
空掉，沒有思想
再一次開始思想
感覺覺知在腦海裡是怎麼移動的 
再一次放空
覺知的位置是怎麼在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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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思想、觀察、放空
再一次思想、觀察、放空
覺知是如何在移動，在腦海空間 
再一次思想、觀察、放空
覺知是在怎麼移動 

請問在這樣的狀態下，自我發現了什麼
觀察自己的覺知在哪裡 
用自己的手指，當自己在觀察
覺知在頭腦在哪一個部位
當自己在觀察，自我覺知跑到哪裡
如果很仔細觀察就會發現

再一次閉上眼睛
空掉的時候，頭腦沒有任何壓力
如此，不會消耗任何能量
覺知，其實在整個腦海空間
清楚地感覺，覺知全部在腦海的空間
然後它是擴展的、輕鬆的

請問在這樣的狀態下，自我發現了什麼

用自己的手指，當自己在觀察
覺知在頭腦在哪一個部位
當自己在觀察，自我覺知跑到哪裡
如果很仔細觀察就會發現

空掉的時候，頭腦沒有任何壓力
如此，不會消耗任何能量

請問在這樣的狀態下，自我發現了什麼

用自己的手指，當自己在觀察

當自己在觀察，自我覺知跑到哪裡

空掉的時候，頭腦沒有任何壓力

覺知，其實在整個腦海空間
清楚地感覺，覺知全部在腦海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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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更仔細，將會感覺
覺知在腦海正中間在產生
腦海這個空間就是意識
要清楚，一切的本性就是意識
意識就是廣泛的
在存在裡它是無限的

而是否知道意識跟覺知差別在哪裡
一切是意識，它是存在的本質
雖然，意識是一切的本質
一切不一定是有覺知能力
一個山，是本質上的意識
可是，它沒有能力覺知到它自己

一棵樹，它是意識
可是，它沒有能力覺知到它自己
月亮，也就是一樣是一個意識的在
可是它沒有一個自我在覺知到它自己
只有眾生，有這個潛能，這個能力 
可以覺知到自己的在

腦海這個空間就是意識
要清楚，一切的本性就是意識
意識就是廣泛的
在存在裡它是無限的

而是否知道意識跟覺知差別在哪裡
一切是意識，它是存在的本質
雖然，意識是一切的本質
一切不一定是有覺知能力
一個山，是本質上的意識
可是，它沒有能力覺知到它自己

一棵樹，它是意識
可是，它沒有能力覺知到它自己
月亮，也就是一樣是一個意識的在
可是它沒有一個自我在覺知到它自己
只有眾生，有這個潛能，這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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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覺知是一個意識層面的能力
一切是意識，可是，不是一切有覺知的能力
當自我清楚時，就可以知道 
意識是比覺知還要廣泛
覺知是一個能力

在腦海裡這個空間，一切看到的
包含自己腦海裡，這個都是意識
如果感覺自我的意識中心在腦海裡
它也就是在頭部正中間，意識中心

當自我意識喚醒的時候
這個中心會一直擴展、擴展、擴展
包含全部的腦海
然後，超越頭腦這個空間擴展、擴展、擴展

然後，開始包含一切，自我看到的一切
而自我看到的一切，就會成為意識的大海
然後，這個大海就是自我
這個就是一個喚醒的意識狀態

在腦海裡這個空間，一切看到的
包含自己腦海裡，這個都是意識
如果感覺自我的意識中心在腦海裡
它也就是在頭部正中間，意識中心

這個中心會一直擴展、擴展、擴展

然後，超越頭腦這個空間擴展、擴展、擴展

然後，開始包含一切，自我看到的一切

在腦海裡這個空間，一切看到的
包含自己腦海裡，這個都是意識
如果感覺自我的意識中心在腦海裡
它也就是在頭部正中間，意識中心它也就是在頭部正中間，意識中心

這個中心會一直擴展、擴展、擴展

然後，超越頭腦這個空間擴展、擴展、擴展

然後，開始包含一切，自我看到的一切
而自我看到的一切，就會成為意識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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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頭腦空間，會發現
當進入一個觀察的狀態
在運作的、在思想的、在觀察的
在額頭這邊在運作

所以，如果感覺
在閉上眼睛中，空掉的時候
腦海是輕鬆的、空掉的
沒有受到壓力，沒有在消耗能量
不是在意識中心，自我只在腦海中
全部這個範圍在放輕鬆

但只要自我要開始思想的時候
在觀察這個思想，能量跑到哪裡
是否就是到這個額頭
請感覺，閉上眼睛感覺、思想、觀察
空掉思想、觀察
空掉，清楚地探索腦海這個空間

在運作的、在思想的、在觀察的
在額頭這邊在運作

所以，如果感覺
在閉上眼睛中，空掉的時候
腦海是輕鬆的、空掉的

在額頭這邊在運作

所以，如果感覺
在閉上眼睛中，空掉的時候
腦海是輕鬆的、空掉的
沒有受到壓力，沒有在消耗能量
不是在意識中心，自我只在腦海中
沒有受到壓力，沒有在消耗能量
不是在意識中心，自我只在腦海中
全部這個範圍在放輕鬆

但只要自我要開始思想的時候
在觀察這個思想，能量跑到哪裡
是否就是到這個額頭
請感覺，閉上眼睛感覺、思想、觀察
空掉思想、觀察

沒有受到壓力，沒有在消耗能量
不是在意識中心，自我只在腦海中
全部這個範圍在放輕鬆

但只要自我要開始思想的時候但只要自我要開始思想的時候
在觀察這個思想，能量跑到哪裡在觀察這個思想，能量跑到哪裡
是否就是到這個額頭
請感覺，閉上眼睛感覺、思想、觀察
空掉思想、觀察
空掉，清楚地探索腦海這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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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句話，自我在靜心
這句話，在腦海哪裡在產生
它有沒有在頭腦的左邊或是右邊
感覺頭部，最後面這個位置
自我在靜心，它有沒有在這裡產生

或是，它在腦海前面
或是在腦海的上面頂輪
找到這個最自然的位置 
自我在靜心，它在哪裡產生

然後，碰觸那個地方，用手碰觸它
請將敏感度打開，碰觸頭部這個空間 
是哪裡在產生這句話？自我在靜心
是在頭腦的左邊或是右邊
是在腦海最後面，後腦勺的部位

感覺頂輪最上面，有沒有在那邊
感覺額頭，自我在靜心，它有沒有在那裡
對，它就是在那邊
所以，思想在自我的額頭裡產生
然後，自我在觀察的時候
觀察產生於哪一個空間

自我在靜心，它有沒有在這裡產生

自我在靜心，它在哪裡產生

然後，碰觸那個地方，用手碰觸它
請將敏感度打開，碰觸頭部這個空間 
是哪裡在產生這句話？自我在靜心
是在頭腦的左邊或是右邊
是在腦海最後面，後腦勺的部位

自我在靜心，它有沒有在這裡產生

自我在靜心，它在哪裡產生

然後，碰觸那個地方，用手碰觸它
請將敏感度打開，碰觸頭部這個空間 
然後，碰觸那個地方，用手碰觸它
請將敏感度打開，碰觸頭部這個空間 
是哪裡在產生這句話？自我在靜心

是在腦海最後面，後腦勺的部位

感覺頂輪最上面，有沒有在那邊
感覺額頭，自我在靜心，它有沒有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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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感覺
自我在靜心的這個思想在額頭產生
請觀察它，自我在觀察它從哪一個部位產生
不斷地說那句話，然後不斷地觀察
發現觀察者在哪裡產生

碰觸那個部位，觀察在哪裡發生
用手碰觸它，敏感度增加
再一次感受、思想、觀察
空掉思想，觀察
再一次思想、觀察
感受的能量在哪一個位置

再一次碰觸它
請找到那個最自然的地方
再一次空掉，relax
腦海再放輕鬆，沒有任何緊繃
要開始思想，自我在靜心

感覺能量跑到前面了
再一次，relax

不斷地說那句話，然後不斷地觀察
發現觀察者在哪裡產生

碰觸那個部位，觀察在哪裡發生
用手碰觸它，敏感度增加
再一次感受、思想、觀察

發現觀察者在哪裡產生

碰觸那個部位，觀察在哪裡發生
用手碰觸它，敏感度增加
再一次感受、思想、觀察
空掉思想，觀察
再一次思想、觀察再一次思想、觀察
感受的能量在哪一個位置

請找到那個最自然的地方
再一次空掉，relax
腦海再放輕鬆，沒有任何緊繃
要開始思想，自我在靜心

空掉思想，觀察
再一次思想、觀察
感受的能量在哪一個位置

再一次碰觸它再一次碰觸它
請找到那個最自然的地方請找到那個最自然的地方
再一次空掉，relax
腦海再放輕鬆，沒有任何緊繃
要開始思想，自我在靜心

感覺能量跑到前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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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想，那能量就擴展到全腦
再一次思想，自我在靜心
能量又跑到前面，空掉
能量又擴展，放輕鬆

再一次，自我在靜心
思想跑到前面了
那個觀察一樣在額頭，在放鬆
清楚地感受
當觀察者開始在進行的時候
都是額頭這個位置在被喚醒

空掉，放輕鬆
再一次思想、觀察
放輕鬆，現在我們要探索腦海這個空間
當腦海空掉的時候，什麼在
這個就是我們的下一步
就是探索這個腦海空間

對於觀察者
是否清楚那個部位是怎麼移動的
有沒有清楚
有感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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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練習就是先閉上眼睛
然後完全放空沒有念頭
放空，沒有念頭
繼續放空，沒有念頭
自我會發現在這個沒有念頭的狀態
自我要保持一個覺知，自己才有辦法做到

現在想像一個非常美麗漂亮的大海
在自我的面前
清楚地看到這個畫面
然後那個畫面
帶著一個標題，漂亮大海這幾個字

看清楚這個漂亮大海
然後明白，這個是個念頭
那這個念頭、這個畫面
通常自我也是直接掉入進去 
掉入進去的時候，自我不會知道自己在
自我會忘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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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現在自我要很清楚地觀察這個念頭
所以變成稍微跟這個念頭分開
有一個觀察者，在觀察這個念頭漂亮大海
兩個中間就是要有距離
清楚有個觀察者，然後一個觀察的對象

現在再一次放空
不用特別想任何東西
完全放空、享受放空
當下會發現，只要自我要放空
必須保持一個覺知狀態
才有辦法真正放空

那個覺知會取代念頭
通常念頭在，自我不在
現在才發現
自我在了、回來了
所以讓這個自我回來

然後進去觀察
現在允許念頭漂浮過
意思就是，現在請開始思考一件事情 
可是不要掉入到它裡面
自我看到自己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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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想的東西不需要帶著情緒
不要是生命中的雜事
就是譬如，很簡單
就是自己現在就坐在這邊
就是跟這個場合有關，開始思想

有沒有辦法不掉入到那個思想裡
直接在觀察，不斷地認出自我在觀察
所以要想像這個念頭
在漂浮過意識的螢幕

自我的意識是定在那邊
可是念頭是從左右，左進來，右出來
在漂浮過意識的螢幕
請自我讓思想發生，可是觀察這個思想
有沒有清楚什麼是觀察者？

看清楚一個畫面在面前
一個明顯的畫面，譬如一棵樹
清楚這個是個念頭
然後觀察，紮根在內在
只要知道自己在觀察這個樹
自我就是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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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有一秒忘掉自己
就變成自己迷失在這棵樹裡面
可是如果定在內在
在這個靜心狀態
自我很清楚自己在觀察ㄧ棵樹
在想像一棵樹
樹在腦海裡，自我在觀察它
這個就是觀察者

現在想到一台車
把一台車放在面前
觀察它
換掉

把ㄧ棟房子放在面前
觀察它
現在再換掉

把一隻狗放在面前
觀察牠
現在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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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座山放在面前
觀察它
換掉

這些畫面進來的時候
自我在觀察，可是自我沒有動
可是那個畫面一直在動
可是自我沒有動
自我有在觀察每個畫面

再一次看到一個大海在面前
現在換掉
看到一個朋友在面前
現在換掉

現在自由的思想，讓那個思想漂浮過
觀察，可是不是掉入到它裡面
自我有醒來，即刻醒來
清楚什麼是觀察者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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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非常簡單
只要想像一個東西在自己面前
只要在觀察它
明白自我在自己的位置
觀察的對象在自己的前面

感覺兩者是分開的
然後自我不是它
自我就是那個觀察的觀察者

現在慢慢地張開眼睛看前面的地
那個地板在自己面前
然後通常看外在的時候
自己會忘掉自己
自我感覺自己，是在自己的眼睛背後

然後在看這個地
沒有忘掉自己
那個就是自我在把自己的覺知
完全拉回到腦海裡
然後在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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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提上頭一點點
然後看左右的東西
可是非常清楚自己的覺知
自我的觀察者不會跑掉
會左右看

自我是紮根在自己的內在
是紮根在腦海這個意識空間裡
沒有跑掉
所以不管在看什麼
自我是從自己的裡面在看外面

之前只有在看
忘掉了這個自己
自我忘掉有一個自己在看
現在請感覺清楚
自己的腦海裡面有一個在
這個在，在看

閉上眼睛，然後再ㄧ次
看到一個畫面，看到一隻貓
讓牠消失
看到一杯茶在面前
讓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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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太陽在面前
讓它消失
現在空掉，沒有任何的觀察

現在，在吸氣吐氣中
請觀察自己的呼吸
吸 ~ 觀察，吐 ~ 觀察
吸 ~ 觀察，吐 ~ 觀察
吸 ~ 觀察，超越那個睏，吐 ~ 觀察…
吸 ~ 觀察，吐 ~ 觀察
繼續觀察呼吸

意思就是，覺知不會跑掉
自我一直在觀察中
通常會容易進去念頭
那透過這一個觀察者的靜心
在專注這個頭腦
呼吸，觀察，呼吸，觀察

再一次慢慢地張開眼睛
然後清楚自我是在自己的身體裡面
自我的認出、自我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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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自我腦海裡
觀察者是意識的部份
覺知也是意識的部份

要成為觀察者，自我也是在利用覺知
自我才有辦法成為觀察者
因為有覺知，才有辦法觀察

那觀察者它的點是
自我有四種注意力 
一個是往外、一個是往內
一個是純粹、一個是根本注意力 

那觀察者在利用往外的注意力
還有往內的注意力
當自我在利用往外的注意力
自我在看這個世界的一切

當自我在往內注意  
自我就是在看自己內在的世界
自我的念頭、自我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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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的情緒、自我的感受
只要有一個對象
自我就是在一個觀察者的狀態

任何對象在跟自我互動的時候
就是在觀察的狀態
那自我要的就是
先把觀察者練出來
清楚自己是觀察者

要先把觀察者搞定
就變成不管在看什麼在外在
自我沒有跑到裡面
迷失在這個電影裡面
當下是在自己的身上
自我是在自己的腦海裡

自我非常清楚
真正的自我在自己眼睛背後
然後在觀察
所以變成之前的自己
注意力只有在往外跑
就迷失在那邊了，很難拉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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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電影，就跑了
然後電影完了，就回來了 
一樣，生命一樣就像一個大電影 
只要在往外在忙的時候
個人的能量注意力就是往外跑

所以現在要做的動作是
只要是睜開眼睛，就成為自動觀察者
所以能量一定是往外在跑

可是沒關係，現在要練
如何把一個能量維持在內在
一個能量在觀察
只要張開眼睛就成為觀察者了 

之前自我這個知道怎麼做到
只是多出來一個覺知
保持在內在，沒有跑出來
跟內在在一起

所以不論在看什麼
兩相檢視之下
自我都不會忘掉自己

AvalonBook_02_EDIT.indd   44 2017/8/9   下午 04:27:21



45Recognizing the Observer        認出觀察者 45

不管在做什麼，看什麼
都很清楚
自己在這裡

所以像譬如
現在在看前面
那自我有沒有在用內在
自我只有在看，或是自我是在自己裡面
一邊在看自己，一邊在看前面

所以現在做一邊看自己
一邊在自己身上，一邊看對象
之前自我只有在看
現在一邊看，可是一邊跟自己在一起
所以當下非常清楚

之前的注意力跑出來
只有在對象的身上
現在有一個線在這邊
自我在看的時候，自己是一邊
這個是下一個雙方的箭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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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往內
一邊往外
雙方的覺知

所以自我在看對象，可是對象在看自我
在看著對象，自我在看自己
對象在看著自我，對象在看著自己

一個很簡單的練習
請自己轉到身旁的人
面對身旁的人
面向對方看對方的眼神

之前在看對方的時候 
只有在看對方
現在要維持眼睛打開
可是自我在看自己
這是完全自我的覺知在自己的身上

眼睛是打開的
可是自我不是跟對方在一起
覺知沒有跑出來
自我在跟自己在一起
不要跑出來，完全在自己的身上

AvalonBook_02_EDIT.indd   46 2017/8/9   下午 04:27:21



47Recognizing the Observer        認出觀察者 47

雖然自我的眼睛是打開的
自我在保持百分之九十的覺知在內在
只有百分之十是給對方

那一半一半
一半的覺知在對方身上
一半在自己的身上
自我在看對方，看對方的眼神
可是自我沒有跑掉
自我是很清楚那個眼睛背後的存在
所以自我是紮根在自己的出發點裡面

自我就是在腦海裡保持一個敏銳的覺知
雖然自我在看對方
再一次
百分之九十在自己的身上
只有百分之十在對方身上

再一次轉變
百分之九十是在對方的身上
只有百分之十在自己的身上
百分之九十九在對方的身上
只有百分之一在自己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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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拉回
百分之九十九在自己的身上
只有百分之一在對方身上
完全拉回到腦海中間
完全跟自己在一起

現在閉上眼睛陪自己
再一次觀察自我的念頭
讓念頭漂浮過
空掉，停下
看到大海，空掉

慢慢張開眼睛看對方
清楚自我在看對方
一邊在看對方
一邊在看自己
自我可以回到原來的位置
清楚什麼是觀察者嗎

眼睛是閉上的時候
覺知就是在自我的腦海中間
一張開眼睛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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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量往外走到對象的時候
覺知會往後跑，就會達到一個平衡
覺知會突然往後一些

現在一邊看自己，一邊看前面
自我在自己裡面
一邊在往外看，一邊在看自己
看自己的真正意識，是感受自己
自我不是在看自己，自我就是自己

自我就是在維持在自己的身上，沒有跑掉 
自我這個觀察者
在看觀察的對象
雙方同時的覺知存在
所以先把這個練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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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慢地呼吸，再一次進入純粹覺知
覺知在認出它自己
它是純粹，因爲它從裡面，自動知道它是在
的
它不需要透過對象，來認出它自己
所以它是純粹

腦海這個空間
是有意識、有覺知、有自我的
成為這個覺知，自己就是，讓這個覺知強化
超越頭腦，頭腦放空，思想放下
怎麼放下？不是透過推下念頭
是透過培養出來覺知，它會自然取代頭腦

敏銳的覺知在腦海空間
如果雜念一直來臨
那就張開眼睛一點點，讓光線進來
自我就不會掉入到思想
自我會一直維持當下

觀察者，在額頭這個位置
純粹覺知，也是在額頭這個位置
可是仔細探索，觀察者是稍微往前面
然後純粹覺知，是稍微往額頭後面一點點
這個能力超越頭腦，是從純粹覺知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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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純粹覺知，沒有被喚醒與培養
自我無法慢下、停下念頭
在所有意識的練習
純粹覺知是基礎醒的狀態
它也是初步的方式，超越頭腦

如果當太多雜念在產生
自我的純粹覺知的能量場要強化
強化是透過，持續不斷地待在對的位置
可是不是透過用力

意識層面的工作，都是要很柔軟地進行
身體保持平靜，決定一個姿勢
然後完全決定，留在那個狀態
記得身體要動的時後，不是身體，是頭腦
當坐下靜心，決定對的姿勢
就完全融入到那個情況

當自我決定舒服的姿勢，放下身體
直接培養出來意識
現在自我在學習，如何超越自我
主要在培養出來的
就是純粹覺知的中心
也就是在額頭的這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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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要區分，有兩個狀態
第一個狀態是純粹覺知
第二個狀態是沒有對象的觀察者
自我要有辦法可以知道，它們的差距在哪裡
它們是非常像，可是它們是不一樣的

一個沒有對象的觀察者
它沒有對象，可是它在等待
它是一個等待的觀察者
那它的位置，是稍微往前面
可是自我在練習純粹覺知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輕鬆的狀態

觀察者，沒有對象的觀察者
是往前額在等待的，它準備於投射
它還沒有找到對象
可是它在準備，這個不是自我要的狀態
觀察者，就是要稍微往後面退一些
然後在那邊休息，在純粹覺知裡面，在放輕鬆
可是它是持續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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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會感覺，回到自己的身上了
自己可以先做這個簡單的練習
進去沒有對象的觀察者，稍微額頭前面一點
沒有東西、沒有對象，可是它在等待

現在進去純粹覺知，稍微後面一點點
可是額頭是放輕鬆的，自己就是
為什麼自我會掉入到沒有對象的觀察者
是因為沒有對象的觀察者
是比較容易取代思想
因為它在等待思想的來臨

所以如果妄念紛飛，自我不斷地在思想
自我可以先進去，額頭前面一點的
進入沒有對象的觀察者
這邊稍微比較強一點的能量

然後自我會發現，自己有辦法
可以比較容易取代念頭
可是到逹一定的層次的時候
自我就要拉回到真正的位置
稍微後面一點的，純粹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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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雜念再來，記得可以張開眼睛一點點
讓一點點光線進來，背挺直
要讓純粹覺知變成更敏銳
請深深地吸氣，把這股氣帶到腦海
閉氣，在閉氣中，完全感受純粹覺知
在吐氣中，還是保持在純粹覺知的位置

所以不管自己在吸氣、閉氣、或是吐氣
自我都是在純粹覺知的位置
再一次吸氣，把這股氣帶到腦海、額頭
閉氣，自然吐氣
最後一次，吸氣、閉氣

清楚地感覺覺知
額頭強化，自然吐氣
應該可以開始感覺
有些能量在額頭部位產生
自我在喚醒純粹覺知的能量場

這個能量場，不斷地被喚醒的時候
它會越來越容易取代思想，超越 
完全在意識中、覺知中
背挺直、身體放輕鬆，臣服超越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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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人要經歷這個關卡
只要超越那個不舒服
就會突然進入舒服的狀態

純粹覺知，允許覺知的能量場喚醒
透過持續不斷在覺知裡
它就會喚醒純粹覺知
再一次吸氣、閉氣，自然吐氣
再一次吸氣，這股氣帶到額頭，閉氣
最後一次吸氣，強化覺知，閉氣

靜心，很安靜的站起來
保持一樣的狀態，眼睛維持閉上
除非有雜念需要張開一點點

清楚的覺知
自我應該有一個能量場
開始產生了，在額頭
如果沒有，那就是持續不斷保持
然後它會產生，如果容易睏，可以站起來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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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在睏的時候，兩個解決方式
張開眼睛一點點，或是站起來
在這個階段，自我在培養出來
這個持續不斷，記得自己的狀態
自我在超越，古老遺忘的狀態

不斷地忘掉自己的狀態
不斷地迷失在外在的狀態
現在就是醒的時刻

處在純粹覺知自我的本我裡
這個就是醒的狀態
記得柔軟地維持就夠了
不要太用力，到位，然後維持

自我的念頭，會說服自己要跟著它們走
它會說，只要把這個事情想完
就可以回到靜心中，只有幾個念頭而已
不要被頭腦帶著走，現在是靜心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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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想任何東西

自我的智慧要帶領這個過程
沒有任何東西，是需要想的
如果它帶著情緒負荷，更強的能量 
那個也就是自己更強的自我

這個更強的自我
在放縱自己，在找它的方式，打斷靜心
不用跟它對話，直接回到覺知中
看到這個遊戲，直接回到覺知中

不斷地在覺知中，然後開始發現
越來越容易取代念頭
覺知，會開始成為一種享受
再一次吸氣，閉氣
覺知強化，吐氣
再一次吸氣，閉氣，覺知強化
最後一次吸氣，閉氣

清楚地感覺覺知中心
清楚不要讓雜念帶著走
維持在覺知中心，放縱覺知、放下雜念
現在自我應該可以認出
當覺知跑掉的時候，自我覺知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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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自我會進去雜念迷失

自我現在應該可以分清楚了
什麼是在自己的身上覺知狀態
什麼是迷失，跑掉了
再一次拉回到覺知中心，維持、定在那邊
用自我的決心，定在覺知中，再一次跟自己講
現在是沒有東西需要思想的

吸氣，如果睏
深深地吸氣，新鮮的能量進來
如果有經過一段時間
想要再一次靜心，是可以的

雙手合掌，深深地感恩，給美好的今日
啟動這個旅程的一天
再一次發現本我的一天
自我的旅程、自我的覺醒過程
現在不斷地在發生

自己只有一個休息時刻，睡覺
在緩慢的回家道路上，腳步是放慢
也是保持一樣的目前狀態
然後在準備要睡覺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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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在保持在覺知裡面

然後當身體躺下，在床上，一樣保持覺知
就是沒有思想，保持覺知，到自動睡覺了
然後早上起來的時候
看自我需要幾秒，才有辦法記得覺知

每一個早上起來
這個狀態，會發生越來越快速
可能明天早上需要幾分鐘，才會記得，
或是一分鐘
可是到最後，一張開眼睛，就是覺醒了

那下午有練習
如何百分之九十九，在內在
百分之一，在外在
所以現在，請用這個練習方式，
走回到房間

修行是每一秒每一刻，腳步放慢
所有的動作，都是非常平靜的、安靜的
帶著滿滿的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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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挺直，找到舒服的姿勢
決定自己要用的姿勢
清楚的覺知，超越頭腦的覺知

再一次進去三十秒的練習
覺知強化，吸氣，閉氣
覺知中心在額頭正中間這個位置
再一次吸氣，閉氣
專心更專心，吸氣，閉氣

覺知成爲明顯、清楚、清澈
持續不斷定住，讓它的能量場喚醒
如果有睏，背挺直，張開眼睛一點點

在張開眼睛中
記得自我的觀察者會產生
所以就是要拉回到覺知中心
比它還要深
從覺知中心在用觀察者往外看

再一次吸氣，把這股氣帶到覺知中
閉氣，清楚地認出純粹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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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認出不是在覺知之外
是覺知在認出它自己的在
那是一種知道

在這個覺知中明白
覺知是自我的本性，意識是自我的本性
可是自己是誰
請自我開始認識自己
親密地連結，再一次記得本我

當一切現象都掃過
剩下一直都在就是本我
當本我不在，什麼都不在
要有一個自我，才有辦法認出一切
在自我的身上是有兩個自己

自我的個人的本我
然後自我整體的本我
當自我的靈魂充份的喚醒
在三個層面，意識、存在、心

當自我的靈魂有進入
一個全面性的了悟狀態
它就準備好回到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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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大海與大海融合
這個道路是從個人開始
最後成爲整體

現在自我是個人在體驗整體
最後自我是整體在體驗個人
之前自我是自己的自我
自我的人性層面的自我
自我最主要的身份
現在我們在轉移這個身份

自我在成爲原來的自己
根本的自我、真正的自我
這個真我喚醒的時候
成為自我主要的身份
自我的人性的層面就會來自於它

自我的人性的層面
是真實來講屬於它
請專心喚醒純粹覺知
在這個覺知中認出自我的本我
不斷地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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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個自我在讓自我發現自己是誰
在覺知中自我無法完全發現自己是誰

自我要深入本我了悟它
了悟到自我靈魂的全部
自我才會開始發現自己是誰
繼續專心，純粹覺知，記得自己
那麼難得把自己找回來

這個珍惜的心會啟動自我定在真實裡
自己是誰，自我找回來自己的本我了
自我一直在尋找什麼是真我
有可能上百年上千年，那個門開了

不要小看這個開始
自我在進入靈魂的領域
在進入的時候
自我還是一個腳，在自我頭腦世界
另外一個腳，在靈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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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世界還沒有成為明顯
所以自我的動力還是不夠強
頭腦對自我的拉扯還是存在
自我要相信自己的靈魂
自我的真我是自我要成為的

頭腦要不斷地臣服，對自我的真我
而不是相反
每一次雜念升上來
自我要爲自己做一個決定
頭腦不是真我，直接放下念頭
堅定在覺知中

背挺直，姿勢都在支持意識的喚醒
脊椎要直能量才會通
身體要平靜才有辦法超越它
當自己的腿在酸痛
自我不是在忍耐，這個心情不對

自我要看到這個痛是一個關卡
自我要臣服超越它
面對、盡力臣服、不要抗拒它
臣服就會超越，允許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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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是挺直的，可是全身是柔軟的
柔軟地臣服
如果自我可以走過酸痛的頂點
自我的身體就會成為舒服
反過來，它會支持自我的靜心

所以要走到那個階段
自我現在要再一次進入走入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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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次自我檢查覺知中心的品質

自我增加它的能量，到一定的位置

在強化中，自我是密集地定住在覺知中心

同時在取代所有潛意識自動發生的思想

在清楚的中心，徹底的能力取代思想

要有決心跟完全定住

千萬不能被思想牽著走，覺知強化

有沒有掉落到潛意識思想

太容易了，再一次進去覺知本我強化

堅定、完全空掉，直接遠離頭腦

透過強化覺知的能量

當自我定住在覺知中

自我在強化它在的能量

那自我要平衡它與不在的能量

所以自我要帶一些沉澱的感受

臣服的感受到覺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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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氣，讓這個集中的能量稍微鬆開

變成覺知中心有中心感，也有空間感

這個就是喚醒與臣服的平衡

堅定、空掉

自我要脫離頭腦足夠

自我才會進入享受的空間

自我會一直努力超越

然後突然進入一個很舒服的點

自我就徹底超越了

在那個點，自我就在休息

在休息中這個覺知也不會散掉 

如果有任何潛意識思想

馬上注意到，馬上放下

變成自我的覺知中心

要成為更密集，不是能量的密集

是持續不斷定住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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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變成更密集

那能量也是要提升到一定的位置

它才有辦法取代 

只要自我掉入到潛意識思想 

自我要馬上拉回來

現在覺知中心應該是清楚明顯

然後在沉殿中，自我也明白它正確位置

自我現在要運用觀察者

可是自我不能離開覺知中心，不能移動到前面

自我要學習，如何吸取觀察者到覺知中

現在沉澱在覺知中

不要往前移，一直保持往後

現在看到一個漂亮的大海，在自我面前

可是不要移動到前面

一直維持沉澱在覺知裡

放空，不要看到它

維持在覺知中心

再一次看到大海在前面

可是不要移動到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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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沉澱中、在覺知的深度

自我在從這裡在往外看

在這個狀態，眼睛、臉都沒有任何動

這個是一個超越身體的狀態 

身體沒有在參與，它是維持一模一樣

這個純粹只有在意識中發生的

放掉這個大海，空掉

維持在沉澱覺知狀態

再一次想這個大海

現在保持沉澱在覺知中

可是不要移動，空掉

慢慢地張開眼睛看前面的地

不要往前，覺知是沉澱的

能量沒有跑到前面

自我不是從觀察者在看

自我不是從有意識的觀察者往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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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是從覺知

從一個深度在額頭這個位置 

然後透過觀察者往外看

然後這個覺知中心，是在一個臣服狀態

雖然它是喚醒的

再一次閉上眼睛，放空

覺知沒有移動，在密集的覺知中

沒有任何念頭，再一次張開眼睛

可是不要移動

維持沉澱臣服在覺知中心

這個臣服是沒有方向的

它不是垂直性或是水平性的

它是一個放輕鬆的動作

允許這個集中的覺知中心

成為一個覺知空間 

再一次閉上眼睛，維持在覺知中心

沉澱喚醒的覺知中心，足夠醒

這空掉的狀態是容易的

提升這個覺知，遠離頭腦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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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自我的意念

透過自我強化能量在覺知中心

覺知不斷提升到一個光的狀態

不斷地做這個練習

然後自我就會漸漸朝向

這個觀察者被覺知吸取的狀態

所以變成，自我都沒有離開

自己真正的中心

可是當自我有需要觀察者

自我有辦法運用它

當不需要它就往後退

然後自我一直維持在自己的中心

當觀察者被覺知中心吸取

就變成自我沒有一個虛幻的中心在運作了

沒有一個虛幻的自我多出來了

頭腦也是一樣

當思想完全被覺知中心吸取

一樣這個虛幻的中心，也會往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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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就是自我的純粹本性

可是當自我的能量一直在移動

從覺知本我到頭腦到觀察者

然後到自我處在它們的中心

自我忘掉自己的覺知

自我忘掉覺知中心

那個時候

自我就是有兩個虛幻的中心在運作

這樣子狀態是很複雜，搖擺不定

所以自我要強化覺知中心

到自我可以真正的成為

有足夠範圍、深度、能量、光明

可以真正地吸取

之前這個兩個虛幻的中心

也就是虛幻的自我感

腦海就變成簡單了

腦海就是清楚的有覺知本我

跟意識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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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知本我跟意識本我

其實是一樣的自我

意識本我是覺知本我的深度

覺知本我是比較靠近自我的人性層面

可是它還是屬於自我的靈魂

那意識本我，也就是自我的純粹靈魂的意

識

所以腦海就變成簡單

一個有深度的本我在那裡

沒有虛幻的自我中心在運作了

一切都是來自於自我的本我

所有現象是來自於它

回到它，它都不會消失

本我的在一直在

它就成為了自我的主要身份

內在就達到正確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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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坐下靜心，優先檢查
自己的意識狀態，它的品質
它是多麼喚醒，多麼穩定
它有沒有足夠強
那個在，要足夠在

明顯清楚的中心
在額頭正中間
有一股比較強的能量
可以徹底地超越思想

自己沒辦法用力練
然後必須達到那個平衡
在，在與不在的之間
可是當自我的意識不夠強
覺知不夠強
當自我要臣服時，這個能量就會散掉

當自我要臣服對自己的丹田
同樣這個能量會散掉
如果不夠穩定
覺知是内在狀態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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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覺知不在
所有其它培養出來的進階狀態
也無法存在

因為當自我不記得自己
自我跑掉了，自我忘掉自己
就等於沒有狀態
所以覺知是基礎
那個能力，每一秒每一刻
記得自我是基礎

如果覺知
成為一個斷掉的狀態 
平常斷掉搖擺不定
只要睜開眼睛
自我就會移動到觀察者

不行
自我就是要拉回到覺知中心
不管你的眼睛是張開的
或是閉上的
自我是來自於這個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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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覺知中心
覺知本我是第一步
能量要在，那個認出要在
自我現在的意念
越來越清楚、越來越強
越來越有能力心想事成

一旦自我說強化，自己應該有能力
在這個階段可以強化，自動強化它
透過特別專注，請現在強化自我的覺知
到那個平衡點
不能過度，否則自我會比較難臣服
不能過度，否則腦海會有緊繃不舒服

所以要用柔和的方式強化，自己發現
請把覺知到位
清楚的能量、清楚的光，在額頭
無論眼睛是張開的，或是閉上的
光是存在的，這就是一個提升能量狀態

一旦自我沒有覺知，世界跟著消失
自我，變成進入夢了
自我，要穿越這個夢
自我，不能忘掉自己
自我，要有一個自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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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地，脫離思想世界
堅定，不能讓能量流失
再一次享受，覺知本我
要清楚，除非自我認出存在
否則無法享受，更高的狀態
因為根本上，存在不在

覺知，就是內在狀態的基礎
不管自我可以發展自己多少
在意識層面，存在層面
或是心的層面
如果這個覺知，不是持續不斷
等於沒有進階狀態

所以每一次靜心
必須檢查覺知本我
它的品質，它多麼喚醒
它多麼在，它多麼持續
它的能力取代思想
它的能力保持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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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狀態都到位了
自我才同步進入意識
所以請加強覺知
讓覺知穩定

敏銳覺知
自動懂，有能量、有光
自動成為，讓這個很清楚的能量
在額頭正中間
特別可以取代思想的

這股能量讓它產生
能量明顯，光打開在覺知中
覺知提升了
自我，會進去一個狀態
在享受，超越頭腦的狀態

沒有在費力，自我徹底超越了 
在享受，那個空掉的狀態
有覺知、可是沒有思想
空掉了、平靜下來了
覺知要提升到這個狀態
就是思想是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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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不願意放棄，這個空的享受
思想就不會有機會可以產生
很難升上來了、很難思想
這個狀態，是真正徹底的
進入一個比較成熟的
喚醒覺知中心的狀態

自我突然變得很敏感
只要有多少思想一升上來 
自我不願意奉獻時間
給潛意識的思想了
無意識的思想

自我，不願意迷失在頭腦世界了
自我，不願意再讓自己走循環了
利用注意力
自我沒有在參與這個遊戲了
自我明白超越、自我珍惜 

自我徹底地取代思想
堅定在覺知中
如果感覺覺知有一點太強
就是要放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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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這個集中的能量
稍微鬆開，吐氣、沉澱
讓這個能量集中在正中間
擴展至全額頭
如果感覺能量太強
如果沒有，就維持在這個狀態

每一個人要找到，那個內在平衡點
自我要學習，如何在，可是不是過度在
請完全享受，沒有念頭的覺知空間
現在要學習，什麼是有意識的思想
現在要用自我，清楚地在思考

現在思考，簡單的東西
譬如，要怎麼整理自己的房間
要讓房間，成為非常舒服、乾淨、整齊
需要調整什麼，現在要用意識思想

所以變成是像內在在說話
自己沒有在發出聲音
可是自我聽到自己的話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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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自我會聽到自己說
如果需要很舒服的空間
需要舖床單種種
這個念頭會變成慢
然後每一句會帶著覺知、帶著意識
所以要慢慢做這個

請開始用自己的意識思考
然後聽到，自我內在的聲音在清楚說話
而且每一個字會變成很清楚
它不是像念頭在漂浮過
有一個自我
清楚地在思考，清楚地在說話

那現在請思考，如何整理自己的房間
聽到自己的聲音，而且是非常用意識
不管在想什麼，自我都存在
有一個清楚的自我存在

而且每一個念頭，是有能量的
念頭變成不再漂浮過
念頭是刻意的被想出來的
念頭是帶著覺知
念頭是有一個能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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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聽到這個聲音
是像自己在腦海裡講話 
可是非常清楚
自己在講的每一句話是什麼

現在自我，再一次用意識思考
請思考如果要圓滿這二十一天
得到最高的效果
完整要來到這裡的目標
自我會希望怎麼改變自己

從現在開始，用意識思考
在這個過程中，自我要檢查
有沒有每一個念頭
都帶著滿滿的覺知
有沒有往後面
開始進去潛意識的思想

變成還是一樣的題目
可是思想是自己在跑
思想在自動發生
可是沒有一個自我存在
沒有一個自我在那邊
刻意的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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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樣的題目
可是突發思想在升上來
然後自我是無法控制的

再一次想一樣的題目 
帶著意識，到每一個字
刻意的把它想出來
聽到自我內在的聲音在講

深沉地開始明白
什麼是有意識的思想
如果有少於這個品質
自我，有掉入到自動思想

自我要觀察，刻意思想，會有一個
非常清晰、明顯、有能量的一個狀態
每一個字，是有能量
是有一個意念在那邊
是刻意被想出來的

可是自動思想
它就是一直在升上來
自我是很無奈的在觀察
自己被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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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用意識思考，會如何改變自己
可以圓滿 21 天
那自我有沒有掉入到，潛意識思想裡

這個狀態會很突然，自動開始發生 
變成一開始，自我是用意識思考 
自我的思考都是很清楚
然後突然思想變成潛意識了
念頭一直升上來

一樣的題目
可是自我在東想西想
沒有一個自我刻意的在想出來
每一個念頭

再一次試試看
自我會如何圓滿二十一天
如果現在改變，會如何改變

整個思想過程
有沒有帶著清楚的意識
現在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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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純粹覺知，徹底地換
現在決定，不要思考了
超越頭腦，不允許潛意識思想發生

自我要定住覺知在每一秒
自我才有辦法
不允許潛意識思想發生
覺知，要變成非常密集
才有辦法，請做到

如果潛意識的思想有產生
再一次，試試看，完全空掉
覺知要每一秒，完全定住
才有辦法，不允許潛意識思想發生

再一次試試看，不能用力
自我，在覺知中，只有保持不斷地
到對的位置，然後停在那邊 
可是不要用力，試試看，空掉

不允許任何潛意識的思想
只有當自我，被一點點牽著走
自己馬上可以抓回來，這個還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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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現在進去有意識的思想
開始考慮，當自己完整二十一天
然後有做到
自我，有付出自己最好的
為這個旅程
自我回家的更高狀態

請進去這樣子的思想中
也許有看到畫面
有一個清楚的自己都在看
現在想，用意識想 
現在知道，什麼是有意識的思想
什麼是潛意識的思想

潛意識的思想，自我會不小心一直掉入
自我會在思想的流裡面
沒有察覺到自己會不在
自我會一秒、兩秒、五秒、忘掉自己
這些思想，都是自動在發生
從潛意識一直丟出來，佔用自我的注意力

有意識的思想，有一個清楚的自我存在
自我，是刻意的在想
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帶著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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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字，是有能量的、有精神的
然後不需要想，那個思想就停了 
自動回到覺知本我，完全空的狀態

this is the path to master your mind
對於那個能力，掌握自己的腦海空間
這個是第一步，要有能力可以區分
什麼是有意識的思想
什麼是潛意識的思想

覺知中心，要足夠喚醒、強壯、敏銳
它才有辦法徹底地，超越頭腦
然後當它決定不需要想，它就是完全空
覺知是密集的，每一秒是定住
每一秒是到位、每一秒是在
覺知不會突然被思想取代，忘掉自己

請進入下一個步驟的練習
這個是垂直性的臣服，從覺知本我
感覺，覺知本我的能量，清楚明顯
現在讓這個能量往下垂
這個不是意識本我往後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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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是覺知本我，在額頭
在直接往下垂
雖然自我在臣服
自己還是在保持這個中心
有一股能量，是處在覺知中心
有一股能量，是在往下垂

現在讓它發生，要特別專心
有一些能量，是分配給臣服
自我不能允許潛意識思想升上來
所以也不是把這個能量分成一半
一半在臣服，一半在保持

是自我在擴展，這個能量不會減少
在覺知中心，它只會增長、它只會擴展
成為更多，這個更多的部份，才是在臣服
所以當自我，進入臣服中
覺知中心，不應該能量降下

自我在學習，如何保持與臣服
在同樣的時間，從同樣的中心  
要有能力，可以完整的脫離頭腦
也不是大約脫離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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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知，就是要垂直性的臣服
足夠深，到它進入源頭
足夠深，到它抵達垂直性的三摩地
那這個要發生，首先，自我的存在
也就是自己的靈魂體，要被充份的喚醒

當靈魂體有移動，進去源頭的時候
就變成自我有打開
這個源頭的空間在內在
它被打開時，那個時候
意識也是要進去源頭，是有可能的

覺知中心的一些工作，需要分成不同階段
一開始，是喚醒覺知本我的在
然後自我要打開，它的不在的能量

第二，開始練習意識本我，往後垂
當意識本我的臣服能量足夠時
再一次回到覺知本我
檢查這個能量，有真正的平衡 
而且覺知，有能力取代思想
雖然自我已經臣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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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培養出來，有意識的思想
儘量消融，所有潛意識的思想
自動發生的思想
然後當自我，要完全脫離頭腦
覺知本我，要進入源頭 

可是首先靈魂體要喚醒，進去源頭
意識才有辦法，跟隨著進入
也就是覺知本我，才有辦法進入
然後繼續練下去 
觀察者要完全臣服，對覺知本我
沒有任何移動，在發生 

當觀察在發生
觀察者，是完全的被覺知本我吸取
自我是完全定住，在覺知中心
這幾個點都完成了

意識本我，也要喚醒
有臣服、有成為了自己
又臣服了、水平性的臣服
有抵達水平性的三摩地，在宇宙裡
成為了宇宙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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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自我的意識就是在
朝向一個完整的狀態，也就是
it�s a complete consciousness
一個完整的、整合的、全面性的
意識了悟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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