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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頂首楞嚴經大佛頂首楞嚴經大佛頂首楞嚴經大佛頂首楞嚴經    
    

講義第十六卷講義第十六卷講義第十六卷講義第十六卷            圓瑛大師著圓瑛大師著圓瑛大師著圓瑛大師著    

 

福州鼓山湧泉禪寺圓瑛弘悟述  受法弟子明暘日新敬校 

 

寅三寅三寅三寅三        獨選耳根獨選耳根獨選耳根獨選耳根        分二分二分二分二                卯初卯初卯初卯初        備彰門妙備彰門妙備彰門妙備彰門妙                二二二二        詳示脩巧詳示脩巧詳示脩巧詳示脩巧        卯初又分四卯初又分四卯初又分四卯初又分四    

辰初辰初辰初辰初        根隨方利根隨方利根隨方利根隨方利            二二二二        法以人勝法以人勝法以人勝法以人勝            三三三三        示法真實示法真實示法真實示法真實            四四四四        顯行當根顯行當根顯行當根顯行當根            今初今初今初今初    
 

我今白世尊我今白世尊我今白世尊我今白世尊：：：：佛出娑婆界佛出娑婆界佛出娑婆界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體此方真教體此方真教體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清淨在音聞清淨在音聞清淨在音聞。。。。欲取三摩提欲取三摩提欲取三摩提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實以聞中入實以聞中入實以聞中入。。。。 
 

上來餘門，既經揀去，此則應選耳根，故云：我現今重白世尊言：佛出娑婆世界，此云堪忍，

以娑婆眾苦具足，眾生堪能忍受諸苦故。如來必隨一方機宜，而立教體。設教不應機，化則不勝。

準維摩經云：或有佛土，以光明而作佛事；或有佛土，以佛菩提樹而作佛事；乃至或以園林臺觀，

或以虛空影響，或以音聲語言，或以寂無言說，各隨機宜，教體不同。今佛世聞聲得益者多，即末

世亦從此方眾生耳根偏利，能由聞性，遍達無量差別理事。故對此一方機宜，以音聲施作佛事，所

以透彼聞根之利也。如來在世，聞教得益者多，即末世亦從開示，而得悟入者眾；意言常途但以音

聲為教體，是隨相假體。而此方真實教體，清淨本然，周遍法界者，惟在聽音之聞性而已。   

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者：良以教詮藏性，而聞性最切近藏性者也。然領悟雖以雙託音聞，

而修定但宜單取聞性，故凡欲取證三摩提，即楞嚴大定，實在要以耳根聞性得入。如觀音自敘： 

彼佛教我，從聞、思、脩，入三摩地。於是依教，初於聞中，做入流照性工夫，解六結而越三空，

破五陰而獲二勝，是從說選根以來，直至此處，方以決定指出耳根，為圓通本根，至妙之法門矣！ 

 

辰二辰二辰二辰二        法以人勝法以人勝法以人勝法以人勝        分二分二分二分二                巳初巳初巳初巳初        略讚自利略讚自利略讚自利略讚自利                二二二二        廣顯利他廣顯利他廣顯利他廣顯利他                今初今初今初今初    
 

離苦得解脫離苦得解脫離苦得解脫離苦得解脫，，，，良哉觀世音良哉觀世音良哉觀世音良哉觀世音！！！！    
 

此科以耳根圓通之法，因為觀音之人殊勝故，其法必堪珍重也。此二句，略讚自利功德。離苦

者：離分段、變易二種生死之苦，即解六結而越三空也。得解脫者：得離繫自在，二種解脫之樂，

即破五陰，而獲二用也。此乃言自備利他體用故，判屬自利也；良有二義：一、誠實義，如云： 

離苦得解脫，誠哉觀世音之人耳。二、讚善義，如云：離苦得解脫，善哉觀世音之法耳。 

 

巳二巳二巳二巳二        廣顯利他廣顯利他廣顯利他廣顯利他    
 

於恆沙劫中於恆沙劫中於恆沙劫中於恆沙劫中，，，，入微塵佛國入微塵佛國入微塵佛國入微塵佛國，，，，得大自在力得大自在力得大自在力得大自在力，，，，無畏施眾生無畏施眾生無畏施眾生無畏施眾生。。。。    
 

此科廣顯利他功德。第一句，明豎窮三際；於恆沙劫，顯化導時長也。第二句，明橫遍十方；

入微塵國，顯現身處廣也。第三句，顯三十二應，有無作妙力，自在成就之語。第四句，顯十四無

畏，有施無畏力，福備眾生之語。又以此三四兩句，總顯四不思議科：第一不思議科後，有救護眾

生，得大自在；第二不思議科後，有能以無畏，施諸眾生也。且連上兩句，貫成四句。總顯此等妙

用，皆極盡沙劫之常，皆窮盡塵剎之遍；總顯常遍二義，誠為巧妙也。 

 

妙音觀世音妙音觀世音妙音觀世音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梵音海潮音梵音海潮音梵音海潮音，，，，救世悉安寧救世悉安寧救世悉安寧救世悉安寧，，，，出世獲常住出世獲常住出世獲常住出世獲常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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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陵曰：以說法不滯為妙音，尋聲救苦為觀音，音性無著為梵音，應不失時為海潮音。今三十

二應中說法，四不思議中說咒，由菩薩妙觀察智，觀定應說何法而得度，即為說法，或說咒，此皆

妙音之力也。十四無畏中之救八難，四不思議中之施無畏，由菩薩以觀智，觀世間稱念菩薩名號音

聲，皆得解脫，此皆觀世音之力也。十四無畏之除三毒，四不思議之破慳貪，由菩薩音性清淨無著，

此皆梵音之力也。三十二應中之赴遍求，十四無畏中之赴二求，四不思議中之赴廣求，由菩薩及時

說法，應不失時，此皆海潮音之力也。然《法華》，有勝彼世間音，此中獨缺，以致持名一科， 

無所收屬。以菩薩一名，與彼六十二恆河沙，法王子名號，正等無異；以彼一名，正屬勝彼世間音，

如是則五音具足矣！救世二句，義攝後不思議。以世人慳貪積聚，患得患失，皆不安寧；而第三不

思議中，破貪感求，正救此病，令悉安寧。以脩行欲求出世，錯用因心，不得究竟；而第四不思議

中，有求大涅槃，得大涅槃，證出世無上覺道，而得不生不滅，無去無來，常住快樂也。 

 

辰三辰三辰三辰三        示法真實示法真實示法真實示法真實        分三分三分三分三                巳初巳初巳初巳初        圓真實圓真實圓真實圓真實                二二二二        通真實通真實通真實通真實                    

三三三三        常真實常真實常真實常真實                今初今初今初今初    
 

我今啟如來我今啟如來我今啟如來我今啟如來，，，，如觀音所說如觀音所說如觀音所說如觀音所說，，，，譬如人靜居譬如人靜居譬如人靜居譬如人靜居，，，，十方俱擊鼓十方俱擊鼓十方俱擊鼓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十處一時聞十處一時聞十處一時聞，，，，此則圓真實此則圓真實此則圓真實此則圓真實。。。。    
 

此顯示耳根，具足三種真實，誠正定之真修也。決定速證圓通，不勞資藉。我者文殊自稱， 

現今啟白如來，所以揀去諸聖，獨選耳根者，如觀音所說：我從耳門，圓照三昧，所以速證圓通也。

非指下偈為觀音所說，偈中仍是文殊取前六根數量，併擊鐘驗常等科中，佛說語意，而加發揮， 

見耳根之本妙也。  

譬如人靜居者：假設聞鼓一事，以例聞一切聲皆然，故云：譬如靜居；寂靜居處，揀非鬧時也，

以鬧時聞性，雖則常圓，殊不自覺。《正脈》云：十方俱擊鼓者：一時同擊也。十處一時聞者： 

聞無先後也。此見耳根聞性，人人本來自圓，喻如最大圓珠懸於空中，周輝普照；諸聲如影，亂映

齊現，絲毫不昧。此則圓真實者：本來圓滿周遍十方，真而無妄，實而不虛之妙義也。 

 

巳二巳二巳二巳二        通真實通真實通真實通真實    

目非觀障外目非觀障外目非觀障外目非觀障外，，，，口鼻亦復然口鼻亦復然口鼻亦復然口鼻亦復然，，，，身以合方知身以合方知身以合方知身以合方知，，，，心念紛無緒心念紛無緒心念紛無緒心念紛無緒。。。。    
 

此以耳根超勝五根。二、三句語倒，且口字是舌字，以舌在口中，故以代之。目能觀障內之色，

非能觀見遮障之外所有諸物；其猶隔窗外，不見外物，隔皮膚不見臟腑。是近而薄者，尚障隔不通，

況遠厚乎？身以合方知者：即身根，亦必以塵合身，方有知觸之用。口、鼻二根，之與味、香， 

二塵亦復然，稍離尺寸，便不覺知。心是意根，又雜意識，想念紛亂，無有頭緒，如是則想念尚不

能脫，況能通乎？ 

 

隔垣聽音響隔垣聽音響隔垣聽音響隔垣聽音響，，，，遐邇俱可聞五根所不齊遐邇俱可聞五根所不齊遐邇俱可聞五根所不齊遐邇俱可聞五根所不齊，，，，是則通真實是則通真實是則通真實是則通真實。。。。    
 

此言耳根在動用中，現具靈通之相，隔垣牆而聽音響，尚無隔礙。不知者，謂聲能透入；其知

者，以聞性湛然，周遍圓滿。無線電話，可以驗知，並非聲來耳邊，亦非耳往聲處，如隔數千里之

遙，問答如在目前，因聞性周遍故。遐邇俱可聞者：遐遠也，邇近也；所有一切聲音皆可得聞。 

五根所不齊者：則隔垣能聽，非若眼根之不觀障外也。遐邇俱聞，非若三根之離塵不知也。於靜中

聞鼓時，則俱擊齊聞，非若意根之雜亂無緒也。以是而觀，則五根功能，所不能與耳根齊等，況塵

識與諸大，非根之類者，豈能齊哉？此見耳根聞性，人人本來自通，喻如洪水普為淹沒，草舍竹籬，

悉皆通透一無隔礙。是則通真實者：本來通達，周遍無礙，真而無妄，實而不虛之妙義也。 

 

巳三巳三巳三巳三        常真實常真實常真實常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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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聲性動靜音聲性動靜音聲性動靜音聲性動靜，，，，聞中為有無聞中為有無聞中為有無聞中為有無，，，，無聲號無聞無聲號無聞無聲號無聞無聲號無聞，，，，非實聞無性非實聞無性非實聞無性非實聞無性。。。。 
 

此對聲塵以顯聞性常住。初四句，動靜無關，音聲是總相，動靜是別相，此取擊鐘驗常科中義。

前羅侯正擊之時，則音聲之性屬動；擊久聲銷，音響雙絕，則對動說靜。聞中為有無者：言動靜二

相，常於聞性湛然體中，循環代謝。時羅侯更擊，動則音聲歷然現有；擊久聲銷，靜則音聲寂然現

無。世人顛倒，尚且惑聲為聞，因於無聲之際，號為無聞，殊不知無聲之時，聞性愈覺無有邊際，

故曰非實聞無性也。 

 

聲無即無滅聲無即無滅聲無即無滅聲無即無滅，，，，聲有亦非生聲有亦非生聲有亦非生聲有亦非生，，，，生滅二圓離生滅二圓離生滅二圓離生滅二圓離，，，，是則常真實是則常真實是則常真實是則常真實。。。。 
 

此四句，生滅雙離。如上所說，無聲之時，聞性既無有滅，以此例知有聲之時，聞性亦非有生。

是知聞性，湛然常住，一任其中，聲有則聞動，聲無則聞靜。而自體了無生滅之相，故曰生滅二圓

離。以見聞性，人人本來自常，喻如太虛空，恆無起滅。是則常真實者：豈非常住真心，性淨明體，

真而無妄，實而不虛之妙義也！ 

 

縱令在夢想縱令在夢想縱令在夢想縱令在夢想，，，，不為不思無不為不思無不為不思無不為不思無，，，，覺觀出思惟覺觀出思惟覺觀出思惟覺觀出思惟，，，，身心不能及身心不能及身心不能及身心不能及。。。。 
 

此離思惟，以顯聞性常住。思惟，乃是第六散位意識所為，而夢想亦第六獨頭意識所現。今云

縱令在夢想之中，完全忘卻夢外動靜之境，而了無所思；而此聞性，亦不為彼無思而即便滅無。 

如前熟睡之人，聞舂擣聲，惑為鐘鼓響，可見聞性，不為彼不思而便成無耶。覺觀出思惟，身心不

能及者：上覺字，即聞性本體：下觀字，指聞性照用；而此照用，乃是寂而常照，不假思惟，超出

思惟之外。身根、兼眼、鼻、舌三根，心是意根，如是五根對此，皆不能接夢外五塵之境，而有覺

耶？惟獨耳根，能通夢外之聲，一呼便覺，超彼心身，所不能及也。然此圓通常三種真實，皆吾人

尋常日用所現具者，不待修習而後有也。若能依之反聞自性，修證圓通，猶風帆行於順水，必至易

而至速也。 

辰四辰四辰四辰四        顯行當根顯行當根顯行當根顯行當根        分二分二分二分二                巳初巳初巳初巳初        舉此方教體舉此方教體舉此方教體舉此方教體                二二二二        明病在循聲明病在循聲明病在循聲明病在循聲                今初今初今初今初    
 

今此娑婆國今此娑婆國今此娑婆國今此娑婆國，，，，聲論得宣明聲論得宣明聲論得宣明聲論得宣明。。。。 
 

此明耳根行門，正對此方之機。今此娑婆國：譯為堪忍，以此方具足苦境，堪能成就行人忍力

故。此雖約處，實則因對此方眾生，耳根偏利故，佛以音聲，而作佛事，立諸聲、名、句、文， 

一切經論，義理得以宣暢，心性得以了明。《正脈》謂：含蓄所宣明者，無非皆為詮顯圓湛妙明之

性。而此妙性，又祗在於能聞本根之中。眾生當可由所聞聲論，而反聞能聞之本根，方為得旨矣！

若是則下科之意，自有來歷矣。 

 

巳二巳二巳二巳二        明病在循聲明病在循聲明病在循聲明病在循聲    
 

眾生迷本聞眾生迷本聞眾生迷本聞眾生迷本聞，，，，循聲故流轉循聲故流轉循聲故流轉循聲故流轉，，，，阿難從強記阿難從強記阿難從強記阿難從強記，，，，不免落邪思不免落邪思不免落邪思不免落邪思，，，，豈非隨所淪豈非隨所淪豈非隨所淪豈非隨所淪，，，，旋流獲無妄旋流獲無妄旋流獲無妄旋流獲無妄？？？？ 
 

此明病在循聲。此方眾生，耳根既利，如來既以音聲為佛事，凡聞聲者，皆當兔於流轉矣！ 

無奈眾生迷本聞，此眾生乃指狂慧學者，迷而不悟，不能因言會道，聞教觀心；能聞之本聞，是為

妙明心性；而但循順所聞之聲教，增益戲論，故自取於流轉也。阿難縱強記，不免落邪思者；乃舉

事證驗，即如阿難，縱能強記，十方如來，十二部經，清淨妙理，如恆河沙，猶尚不免落於邪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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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物所轉，溺於婬舍，不得自由也。豈非隨所淪，旋流獲無妄者：豈非二字，乃承上文決定之辭，

下八字病藥相當，即在迷本聞，不迷本聞而已。迷則隨所淪，隨即循也，所即聲塵，淪即流轉， 

言循聲必至流轉，即如諸佛，異口同音告曰：「阿難汝欲識知，俱生無明，使汝輪轉，生死結根，

唯汝六根，更無他物。」若不迷則旋流，旋彼聞根，反聞聞性。獲無妄者：獲得真實常住，不流轉

之性，即如諸佛告言：「汝復欲知，無上菩提，令汝速證，安樂解脫，寂靜妙常，亦汝六根，更無

他物。」此兩句又如偈云：「迷晦即無明，發明便解脫。」若能發明，旋流反聞，便得無礙大解脫

也。但初心之人，於一切時處，獨向耳根，反聞自性，別無他事，自有到家消息，豈不速而易修耶？

初備彰門妙竟。 

 

卯二卯二卯二卯二        詳示修巧詳示修巧詳示修巧詳示修巧        分四分四分四分四                辰初辰初辰初辰初        出名教所反聞出名教所反聞出名教所反聞出名教所反聞                    

二二二二        法說次第超越法說次第超越法說次第超越法說次第超越                三三三三        舉喻以合前法舉喻以合前法舉喻以合前法舉喻以合前法                四四四四        結示因果究竟結示因果究竟結示因果究竟結示因果究竟    
 

阿難汝諦聽阿難汝諦聽阿難汝諦聽阿難汝諦聽：：：：我承佛威力我承佛威力我承佛威力我承佛威力，，，，宣說金剛王如幻不思議宣說金剛王如幻不思議宣說金剛王如幻不思議宣說金剛王如幻不思議，，，，佛母真三昧佛母真三昧佛母真三昧佛母真三昧。。。。 

 
此呼阿難之名而告之曰：汝果欲旋流反聞，應當諦聽我語。我今仗承我佛威神之力，所以為汝

宣說觀音所證之三昧，汝當生珍重之心。金剛王者：具體、相、用三大，其體堅固，不可破壞； 

其相光明，照了一切；其用銳利，能斷無明；亦即三德秘藏。王者，自在無礙義，前五卷有寶覺二

字，此則俱含三字中。如幻不思議者：幻是譬喻，無而忽有，雖有若無。謂所修三昧，無修而修，

修即無修也。不思議者，不可以心思口議，謂所修速疾，超乎世出世間之意，前偈：「有如幻三摩

提彈指超無學」，故知然也。佛母真三昧者：第一卷告示阿難，及諸大眾，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

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五卷偈云：「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門。」

可見十方諸佛，都從此一門超出，趣入涅槃之門，所以稱為佛母，出生諸佛故。所證之三昧，是真

三昧，乃天然自性本定，非同工夫引起之定，有入住出也。 

此出名中，已示修巧之意，且簡要易速四義為巧。但依耳根，一門深入，此則為簡；入一無妄，

彼六知根，一時清淨，此則為要；但向根中，旋流反聞，此則為易；自入流亡所，而至寂滅現前，

此則為速；具此四義，故成此真三昧也。 

 

汝聞微塵佛汝聞微塵佛汝聞微塵佛汝聞微塵佛，，，，一切秘密門一切秘密門一切秘密門一切秘密門，，，，欲漏不先除欲漏不先除欲漏不先除欲漏不先除，，，，蓄聞成過誤蓄聞成過誤蓄聞成過誤蓄聞成過誤。。。。 
 

此抑多聞而顯過。汝阿難是多聞第一之人，與我同於空王佛所發心，我常勤精進，汝常樂多聞，

據此則所遇之佛，數等微塵，皆以多聞之力，護持法藏，凡一切秘密深奧之法門，悉皆得聞。欲漏

不先除者：惟務多聞，不動定力，欲漏種習，不先除卻。蓄聞成過誤者：因欲漏不先除，故蓄積多

聞，反成過誤；非但聞於普通佛法，乃至聞於秘密深法，皆為循塵流轉矣！ 

 

將聞持佛佛將聞持佛佛將聞持佛佛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何不自聞聞何不自聞聞何不自聞聞？？？？ 
 

此決取捨而反聞。決定捨於循塵之聞，而取反聞之聞也。首句上佛字，指佛身，下佛字指佛法，

次句上聞字屬聞根，下聞字屬聞性。故以警之曰：將自己之聞根，受持諸佛所說之佛法，何不識取

本聞，而旋倒聞根，以聞聞性乎？此科是教反聞之正文也。觀此但聞一聞性，便勝無量多聞，亦見

其至簡，而最要矣！ 

 

辰二辰二辰二辰二        法說次第超越法說次第超越法說次第超越法說次第超越    
 

聞非自然生聞非自然生聞非自然生聞非自然生，，，，因聲有名字因聲有名字因聲有名字因聲有名字，，，，旋聞與聲脫旋聞與聲脫旋聞與聲脫旋聞與聲脫，，，，能脫欲誰名能脫欲誰名能脫欲誰名能脫欲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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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科法說。當修反聞，如何修、如何證？先明超越情界，次示超越器界。聞非自然生者：聞指

妄聞，乃攬塵所結之根，非是自然而生也。因聲有名字者：因於動、靜二種妄塵，黏起湛然一精明

之體，發為聽精，聽精映聲，捲聲成根，由此無始來，遂有耳根之名字，即根元；目為清淨四大，

因名耳體，乃聚聞結滯為根之體。旋聞二句，言既因攬聲而結，必待脫聲而解。旋觀能聞之聞性，

而與所聞之聲塵脫離，即入流亡所。乃至動靜二相，瞭然不生，旋倒聞根，反聞自性，而與聲塵脫

離也。能脫即指聞根，前因攬塵而結，茲因旋根而脫；欲誰名者，言塵已脫，而根隨盡，更有誰名

為根也？此二句即當如是漸增聞所聞盡，併能聞耳根之名亦失，惟一妙性而已。《正脈》云：此四

句喻水本因寒而結冰，故冰須脫寒而還水矣！ 

 

一根既返源一根既返源一根既返源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六根成解脫六根成解脫六根成解脫。。。。 
 

如後三漸文云：「塵既不緣，根無所偶。」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人疑但解一根，餘根尚結，

不知根雖有六，體本是一；此橫論六根，結則同結，解則齊解，六根同一成壞也。正同豎論六結，

每一根，約迷真起妄，從性至塵。由細向麤，皆有次第六結；約返妄歸真，從塵至性，由麤向細，

亦有次第六結；如一結成時，六根同成一結，乃至六結皆然；或一結解時，六根齊解，一結乃至六

結皆然。解結者，但從耳根，逆流而入。六結：一動、二靜、三根、四覺、五空、六滅。此處，一

根既已返本還源，覺性現前，不復循塵結根，於六結，但解動、靜、根三結，則六根俱成解脫。是

則一根返源，豈不至簡耶？六根齊脫，豈不至要耶？夫至六根皆脫，則眾生世界，已自不能纏縛！ 

 

見聞如幻翳見聞如幻翳見聞如幻翳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華三界若空華三界若空華三界若空華，，，，聞復翳根除聞復翳根除聞復翳根除聞復翳根除，，，，塵銷覺圓淨塵銷覺圓淨塵銷覺圓淨塵銷覺圓淨。。。。 

 
此科明器界超越，不是情器根塵平言。蓋言塵界，全倚情根而立，今情根解脫，而塵界自必隨

銷。見聞等四句，乃重明上文之意，以起下淨極光通之義。本一精明之體，起於見、聞、嗅、嘗、

覺、知六用，如依淨眼，起於幻翳相似，三界依正，猶翳眼所見空華，翳病若除，華於空滅；聞根

今已旋妄復真，則翳根之病除矣！幻翳既除，而塵界應念隨銷，如空華滅於虛空。覺圓淨者：由是

本覺之體，根除為圓而不礙，塵銷為淨而不染，所謂迥脫根塵，靈光獨耀矣！夫根身解，而器界隨

銷，其亦至易，而甚速者乎！ 

淨極光通達淨極光通達淨極光通達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寂照含虛空寂照含虛空寂照含虛空。。。。卻來觀世間卻來觀世間卻來觀世間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猶如夢中事猶如夢中事猶如夢中事，，，，摩登伽在夢摩登伽在夢摩登伽在夢摩登伽在夢，，，，誰能留汝形誰能留汝形誰能留汝形誰能留汝形？？？？ 
 

上言覺圓淨者，似未至極圓極淨也。蓋必覺所覺空，乃至寂滅現前，乃為淨極；而心光自然通

達，遍照塵剎，乃為圓極。夫淨極即寂，光通即照、此光寂而常照，稱性含裹虛空。虛空，乃世界

之最大者，今以大覺海中比之，其猶一漚之小，何況空中，所有世界耶？卻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

者：乃涉世無礙之意；既得全體，復獲大用，卻來涉世利生，以含空之寂照，覺察世間，悉皆如夢，

了無罣礙，即所謂超越世界，得大自在也。摩登伽在夢，誰能留汝形者：乃激發阿難之語，汝昔之

所以被邪術所制，無自由分者，正由不能解根超界，得大解脫也。亦由不知根中圓湛妙心，寂照含

空，無可拘制，而但取緣塵影事為心，妄認身中，是以受制莫脫。若能以此觀世，則摩登伽女， 

乃是夢中之人，以夢中之人，不能牽夢外之身，故曰：誰能留汝之形乎？ 

 

辰三辰三辰三辰三        舉喻以合前法舉喻以合前法舉喻以合前法舉喻以合前法    
 

如世巧幻師如世巧幻師如世巧幻師如世巧幻師，，，，幻作諸男女幻作諸男女幻作諸男女幻作諸男女，，，，雖見諸根動雖見諸根動雖見諸根動雖見諸根動，，，，要以一機抽要以一機抽要以一機抽要以一機抽，，，，息機歸寂然息機歸寂然息機歸寂然息機歸寂然，，，，諸幻成無性諸幻成無性諸幻成無性諸幻成無性。。。。 

 
此喻，明從真起妄，返妄歸真也。巧幻師，即能作之人，喻真如能隨緣也。幻作，即所作幻術，

喻成事無明也。諸男女，即幻作之人，喻六根也。一機抽，即抽男女之機關也，喻一精明之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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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依一精，分成六用，在眼曰見，乃至在意曰知，所謂雖見諸根動，喻六根之用差殊。要以一機抽

者：喻惟一精明之體，隨緣異用也。息機：休息機關而不抽，喻旋一根精明之體，令其還源也。 

歸寂然者：男女諸根皆不動，六根俱解脫也。諸幻成無性者：所依幻處，亦成無性，全泯於無也，

即器界亦得超越也。 

 

六根亦如是六根亦如是六根亦如是六根亦如是，，，，元依一精明元依一精明元依一精明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分成六和合分成六和合分成六和合，，，，    

一處成休復一處成休復一處成休復一處成休復，，，，六用皆不成六用皆不成六用皆不成六用皆不成，，，，塵垢應念銷塵垢應念銷塵垢應念銷塵垢應念銷，，，，成圓明淨妙成圓明淨妙成圓明淨妙成圓明淨妙。。。。 
 

此法合，言六根中性，亦如幻人之諸根是也。一精明，是依真妄和合而起，而為六精之總相，

即本經所稱，陀那微細識。六根是能依，一精是所依，故曰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依此分為六

性，和合根塵，性雖有六，體本是一。合上幻師，幻作男女，雖見諸根動，要以一機抽也。《正脈》

云：當補兩句，雖見六用殊，惟一精明轉，合喻中雖見諸根動二句方全。一處成休復：即指耳根反

聞照性，合喻中息機。六用皆不成：指見聞嗅嘗覺知；一精既轉，六用不成，合喻中歸寂然。齊此，

喻明情界脫纏。末二句，合諸幻成無性；塵垢即指器世間，六塵垢染世界。應念銷者：如前經云：

山河大地，應念化成無上知覺是也。成圓明淨妙者：無情器之分曰圓，無無明之蔽曰明，無根塵之

污曰淨，無結縛之礙而互用變現曰妙，此更喻明，器界超越。 

 

辰四辰四辰四辰四        結示因果究竟結示因果究竟結示因果究竟結示因果究竟    
 

餘塵尚諸學餘塵尚諸學餘塵尚諸學餘塵尚諸學，，，，明極即如來明極即如來明極即如來明極即如來。。。。 
 

餘塵者：斷無明未盡，謂之有餘微細之塵；如等覺菩薩，尚有一分生相無明未盡，尚在諸學地。

明極即如來者：謂本明證極，無明盡淨，即是究竟如來。夫法門既妙，修證又巧，乃至成佛無難，

所以惟選於耳門也。 

 

寅四寅四寅四寅四        普勸修證普勸修證普勸修證普勸修證    
 

大眾及阿難大眾及阿難大眾及阿難大眾及阿難，，，，旋汝倒聞機旋汝倒聞機旋汝倒聞機旋汝倒聞機，，，，反聞聞自性反聞聞自性反聞聞自性反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性成無上道性成無上道性成無上道，，，，圓通實如是圓通實如是圓通實如是圓通實如是。。。。 
 

此以文殊選定耳根圓通，勸眾普修。意謂反聞之功，易而且速，實效如此，故呼大眾，勿迷本

聞，及汝阿難勿再強記，真實圓通，別無他法，惟在旋轉循塵之顛倒聞機，反聞以聞自己之聞性。

此性，即是圓湛不生滅性，亦即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實成佛之真因。故判決此性，定成無上之佛道，

即究竟極果也。末句謂圓通法門雖多，若剋定真實，便於初心，惟修如是聞性而已。 

 

此是微塵佛此是微塵佛此是微塵佛此是微塵佛，，，，一路涅槃門一路涅槃門一路涅槃門一路涅槃門：：：：過去諸如來過去諸如來過去諸如來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斯門已成就斯門已成就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現在諸菩薩現在諸菩薩現在諸菩薩，，，，    

今各入圓明今各入圓明今各入圓明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未來修學人未來修學人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當依如是法當依如是法當依如是法；；；；我亦從中證我亦從中證我亦從中證我亦從中證，，，，非惟觀世音非惟觀世音非惟觀世音非惟觀世音。。。。 
 

此是十方三世，微塵諸佛，到菩提家，入涅槃門，一條妙修行之大路。過去諸如來，已得成佛，

是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雖未成佛，今依此各入圓明，圓明，即淨極光通之意；未來修學人，

必當依此耳根反聞之法，如是而修也。不唯諸佛菩薩，由斯而入，即我文殊，亦從耳根反聞之中，

而得修證也，非唯觀世音一人為然。則知此法，為三世通修之路，是諸佛共入之門，汝等當從妙耳

門而入焉。《正脈》云：蓋自不修，惟勸人修，人或不從，先身入，而率眾同入，人皆樂與，故文

殊明己亦從耳根修證，所以啟人之必信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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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五寅五寅五寅五        結答覆命結答覆命結答覆命結答覆命    
 

誠如佛世尊誠如佛世尊誠如佛世尊誠如佛世尊，，，，詢我諸方便詢我諸方便詢我諸方便詢我諸方便，，，，以救諸末劫以救諸末劫以救諸末劫以救諸末劫；；；；求出世間人求出世間人求出世間人求出世間人，，，，成就涅槃心成就涅槃心成就涅槃心成就涅槃心，，，，觀世音為最觀世音為最觀世音為最觀世音為最。。。。    

    
此結答。即觀世音為最一句覆命，因前佛敕，揀選圓通，今當覆命。誠者真也，如佛言，真真

如佛所命，表信從佛旨也。次四句，牒前敕選授意之文。我今欲令阿難開悟，二十五行，誰當其根，

兼我滅後，此界眾生，入菩薩乘，求無上道，何方便門，得易成就。詢我諸方便者：即問我諸二十

五聖，方便行門，那一門最當阿難之根機，揀取一門，為通常可修法也。而阿難多聞，一向慣用耳

根，此答第一旨。以救諸末劫者：即前兼我滅後，此界眾生，而欲令其出離生死；蓋此界眾生，耳

根最利，循聲故流轉，旋流獲無妄也，此答第二旨。求出世間人，成就涅槃心二句：即前入菩薩乘，

求無上道，三、四二旨。求出世間人，即先厭離，聲聞、緣覺諸小乘法，發心勤求無上菩提，即此

令回小向大，得成就究竟涅槃心也。 

觀世音為最者：《正脈》云：能於佛之前旨，四義全順者，惟觀音耳門最為第一也。蓋耳根圓

通，即多聞者之聞根，故能獨當阿難之根，即順第一旨也。人人現具，淺深均脩，故能普救諸末劫，

即順第二旨也。先得人空，次脫法執，故能應求出世，即順第三旨也。生滅既滅，寂滅現前，故能

成就涅槃心，即順第四旨也。又前二顯契機，後二顯契理，機理雙契，聖旨全孚，此觀之門，所以

獨超諸門矣！ 

 

自餘諸方便自餘諸方便自餘諸方便自餘諸方便，，，，皆是佛威神皆是佛威神皆是佛威神皆是佛威神。。。。即事捨塵勞即事捨塵勞即事捨塵勞即事捨塵勞，，，，非是常修學非是常修學非是常修學非是常修學，，，，淺深同說法淺深同說法淺深同說法淺深同說法。。。。    
 

自觀音耳根圓通之外，其餘諸二十四聖，所修方便法門，皆佛之威德神力，令其即遇之事，而

能捨脫塵勞也。非是二字，雙貫下句，非是通常可修之法；若通常可修學，不須仗佛威神加被，但

任運進修，自能入圓也。亦非是淺位與深位，同時可以說法，若淺深可同說，不須即事而捨塵勞，

但三根普利，無機不收也。然就諸門中，明佛威加被者，如那律失明，佛示樂見照明；盤特闕誦，

佛教調息攝心。明即事捨塵者，如鳥芻多婬，佛教觀慾火；難陀心散，佛教觀鼻端。人不皆然， 

豈尋常可以通修乎？且此等，唯對於淺位，深位則不相宜。如普賢之大因，滿慈之宿辯，善現之解

空，舍利之淨見，皆屬深心。豈淺智初心，可得入乎？若觀音之耳根法門，則是淺深可以同說， 

久長可以共修，而最初入門方便，更無過於此矣！五結答覆命竟。 

 

寅六寅六寅六寅六        求加總結求加總結求加總結求加總結    
 

頂禮如來藏頂禮如來藏頂禮如來藏頂禮如來藏，，，，無漏不思議無漏不思議無漏不思議無漏不思議。。。。願加被未來願加被未來願加被未來願加被未來，，，，於此門無惑於此門無惑於此門無惑於此門無惑，，，，方便易成就方便易成就方便易成就方便易成就。。。。    

堪以教阿難堪以教阿難堪以教阿難堪以教阿難，，，，及末及末及末及末劫沉淪劫沉淪劫沉淪劫沉淪，，，，但以此根修但以此根修但以此根修但以此根修，，，，圓通超餘者圓通超餘者圓通超餘者圓通超餘者，，，，真實心如是真實心如是真實心如是真實心如是。。。。 
 

初二句有二解：一敬禮尊法也。以此耳根一門，修證定體；即前佛說，三如來藏自性清淨之理

體也。所證定用，乃屬無漏無為，不思議之事用也。此正如來，真如法身，全體大用也；故頂禮求

加。二、敬禮三寶也。如來藏，如來即佛寶也。藏，謂藏心法寶也。無漏不思議，意指圓通諸聖，

僧寶也，無漏，指大阿羅漢，已斷見思故。不思議，指諸菩薩，神用莫測故。故我頂禮，願求加被

未來學者。於此一門無惑；無惑當作兩解：一、無生疑惑，加被眾生，於此法門，必信從而無疑惑

也。二、無生迷惑，加被眾生，於此法門，必解悟而無迷惑也。此正初心方便，不遲而速，容易成

就也。何以故？因未修之先，本來現具圓通之相，由是加修，一反聞間，彈指可超無學，乃至入住

成佛，不勞多劫，豈不容易成就哉？ 

堪以教阿難，及末劫沉淪者：自阿難以至末劫群生，俱是當機。以阿難多聞，耳根偏利故堪教，

此即答佛敕選時，囑云：欲令阿難開悟，二十五行誰當其根？娑婆世界，聲論得以宣明，雖至末劫

沉淪，亦耳門堪教，此即答前兼我滅後，此界眾生，何方便門，得易成就也。但以此根修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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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其但以此耳根，一門修習，而所證圓通，便超其餘二十四聖，凡欲修楞嚴大定者，真實修心要訣，

不過如是而已。此文殊奉命揀選，乃至求加總結，唯此耳根反聞，獨當其選矣！ 

二如來教示一門深入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