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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觀其音聲，令得解脫」？ 

 

劉興松 

國立政治大學 宗教研究所 博士候選人 

 

提要： 

 

《楞嚴》觀音耳根圓通法門中，觀音菩薩自述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其中「初

於聞中，入流亡所」等名句千古傳誦，但其中的十四種無畏功德，為首的：「由

我不自觀音，以觀觀者；令彼十方苦惱眾生，觀其音聲即得解脫。」在過去教界

或學界的研究中，卻並未受到重視。可能主要的原因是，過去對觀音法門的研究，

多半偏重在《法華經》和天台思想的參預和研究上；而學者或行人的不識或忽略，

則常與《法華經》〈觀世音普門品〉「一心稱名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

的理解等同化了，以至於對進一步教義的領悟即失之交臂。  

 

本文立意從本經「不自觀音，以觀觀者」的文句中進行剖析，除了文義的梳

理外，並發掘「聞聲解脫」的歧義和旨趣，據此並會通《楞嚴》與《法華》兩經

的觀點。聚焦於明代諸師的注解上，集中處理「不自觀音，以觀觀者」和如何「觀

其音聲，令得解脫」，所得的啟示—明代前後注解的同異，最後闡釋《楞嚴》「耳

根圓通法門」和菩薩於眾生身心獲「無畏功德」修行法門的領悟上。 

 

關鍵字：楞嚴經、法華經、觀音（觀世音）、圓通法門、無畏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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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意識 

過去對觀音法門的研究，多半偏重在《法華經》和天台思想的參與和研究上。

雖然《楞嚴經》中觀音耳根圓通，觀音菩薩自述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其中「初於

聞中，入流亡所」等千古傳遍的名句，在中國佛教中影響深遠，然而《楞嚴》觀

「音聲」得解脫的圓通法門，卻未被充分地了解，而卻往往與《法華經》的詮釋

等同化了。此等同化的一例，亦出現在本經中大勢至念佛圓通的會通上，學人多

以此入門，以了解觀音的耳根圓通，雖然在教理的權實和修行方便上均得以稱

利，然若失之於教義的領悟，則甚為可惜! 可憾!    

 

《楞嚴》觀「音聲」得解脫的圓通法門，主要的趣入點，是說眾生本具的清

淨聞性，於此娑婆世界以觀音化勝，如能學習觀音菩薩「從聞思修入三摩地」，

如觀音菩薩自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即是從耳根入門，得「圓照三昧，緣心

自在」。若是如此，則似乎和《法華經》〈觀世音普門品〉有些述意上的不同。後

者是說，一心稱名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於《法華經》中，「觀」

其音聲，由於上接「一心稱名」即可釋為眾生聞持或念持菩薩名號的意思。 

 

然而在此呈現的僅是其表面上的不同，於《楞嚴》觀音圓通法門中，述說的

十四種「無畏功德」，首先說到第一種功德，即說：「由我不自觀音，以觀觀者；

令彼十方苦惱眾生，觀其音聲即得解脫。」饒是如此，我們必頇注意的是，此經

云，令彼十方苦惱眾生，觀其音聲，即得解脫。彼經 (法華) 卻云，觀世音菩薩

「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 

 

本文研究的下手處，即是從《楞嚴》「不自觀音，以觀觀者」的文句中進行

探討和剖析，如經中所述，以進一步地了解如何「觀其音聲，即得解脫」？本文

採取的策略，首先採取明代以前的注疏和會解為主，以了解和理出問題的端倪，

然後再集中在明代諸師的注解上，對問題進行分析。除了文義的梳理外，本文並

企圖發覺「聞聲解脫」的可能意義和歧義，並以此會通《楞嚴》與《法華》兩經

的觀點，最後回到《楞嚴》的旨趣，連結「耳根圓通法門」和眾生身心獲「無畏

功德」的接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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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自觀音，以觀觀者」  

《楞嚴經》說觀音圓通法門，文殊師利菩薩承佛威德力，總結諸修行法門的

優劣，文殊師利菩薩分析各種法門均非初心方便，惟有耳根圓通最真實。故文殊

師利菩薩言： 

 

我今白世尊：「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欲取三摩提[地]，

實以聞中入。」1
 

 

過去的研究，總謂眾生根基有別，萬門差別乃現，如經中說，因耳根能周聽，十

方皆達無遺，動若邇遙，靜聽無邊際，因此當知耳根圓滿一千二百功德。是故，

觀音法門機被諸眾生上中下根基者，以觀音法門修習，更易有所成就，故知耳根

圓通法門最適合大眾修習。  

 

《楞嚴經》中觀音圓通法門，其中述說獲得「十四種無畏功德」的第一項功德：  

 

世尊！我復以此聞薰聞修金剛三昧無作妙力，與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眾生同

悲仰故，令諸眾生於我身心，獲十四種無畏功德： 

一者由我不自觀音，以觀觀者；令彼十方苦惱眾生，觀其音聲即得解脫； 
2
 

 

歷來注家均強調，此第一項是十四無畏功德之總，而其餘各項則是別說。事實上，

我們亦應特別注意到，第十四項無畏功德，觀音菩薩正式說及「眾生持我名號」：  

 

由我所得圓通本根發妙耳門，然後身心微妙含容遍周法界，能令眾生持我名

號，與彼共持六十二恒河沙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無異。世尊！我一號名

與彼眾多名號無異，由我修習得真圓通。是名十四施無畏力，福備眾生。3
 

 

這是說，此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剎土)，現住世間諸法王子，有六十二恒河沙

數修法垂範，教化眾生隨順眾生，方便智慧各各不同。由於此土眾生 耳根利故，

所以觀音化勝，適於圓通耳根法門。故說「我一號名與彼眾多名號無異，由我修

習得真圓通。」 

 

                                                 
1
 《楞嚴經》卷 6 (CBETA, T19, no. 945, p. 130, c17-20) 

2
 《楞嚴經》卷 6：(CBETA, T19, no. 945, p. 129, a25-29) 

3
 《楞嚴經》卷 6 (CBETA, T19, no. 945, p. 129, b24-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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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代以前的注解  

經云： 

一者由我不自觀音，以觀觀者；令彼十方苦惱眾生，觀其音聲即得解脫 

 

此文分成二段，前段觀世音菩薩自述「不自觀音，以觀觀者」；後段，令彼十方

苦惱眾生，「觀其音聲，即得解脫」 

  

明代以前，宋代子璿《義疏注經》、戒環《要解》和元代惟則《會解》是一

般注家所偏好或通行的解釋。但其它家注解，由於各自精心的收集，時亦甚有可

觀處，如宋思坦的《集註》，在此即先引此以作說明，其中道，前句有三觀字，

後句另有一觀字，首先我們分析前句的解釋： 

 

資中云：由我不自觀音，以觀觀者，謂由我不觀所聽音聲，但觀聞性也。 

真際云：由我不自觀音，不循前塵也；以觀觀者，用無緣之慈，觀彼世間觀

音者也。4 

 

所引兩家注解甚具代表性，前觀字的釋義略同，不觀所聽音聲，因為如經中說 。

後二觀字，「以觀觀者」，一說為以觀「聞性」，一說觀彼「世間觀音者」基本上，

二者均符合《楞嚴》的旨趣。然前半觀音菩薩說「由我不自觀音」，事實上，即

已隱含「反聞自性」之意。真際之後解已加以擴充，以觀音菩薩的立場而言，有

由自而他對眾生的進一步關懷：以無緣之慈，觀世間音聲，同一悲仰。  

 

「不自觀音，以觀觀者」由以上所作解釋，即可得一直解，似無大礙。然而為何

聽聞音聲為何說觀？我們引述溫陵戒環《要解》，他說「於音言觀者，以觀智照

之，不以耳識聞之也。」但亦也有認為「觀即聞」，後觀字或觀者，即「聞性」。

如此則是企圖貫通全經，並以此掌握本段經文要旨來加以發揮。至少在此，可以

獲一結論，所謂的「觀智」是和聞性作連結的。當然如果我們引梵文對「觀世音」

進行了解，對翻譯經文的不同解釋和表現，可能就會有不同的批判。前人如後藤

大用《觀世音菩薩本事》和三友健容《法華一乘思想與觀世音菩薩》中已多有所

論述，不再引述。本文暫時在中國佛教和漢譯文獻的語境中來進行理解和研究。  

 

前述我們已注意到「以觀觀者」兩家注解的稍許不同，但最重要的異點，是

由吳興注師進一步提出的疑問，或許我們可以視為合併二家之注的意見。他主張 

「觀音之智」加上「觀聲之機」，可以說前者即「反觀自性」，後者即「觀聞聲者」。

                                                 
4
 參《楞嚴經集註》卷 6 (CBETA, X11, no. 268, p. 462, a18-p. 463, a7 // Z 1:17, p. 152, a18-c7 // R17, 

p. 303, a18-p. 304,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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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注家在此的發揮，代表性如下： 

 

苕溪云：聖人無已(己)，惟物是利，故以觀音之智，加彼觀聲之機，於苦得

脫不旋踵矣! 若夫止稱名號，罔識聞熏，善應未臻。而責聖言之虗者，是猶

洒一杯之水救積薪之火。不熄，則謂水不勝火，惑亦甚哉!5 

以上是對前句三觀字，尤其是後二觀字「以觀觀者」的解釋，有不同的意見和疏

解。但事實上，後句「觀其音聲」，「其」字在注家中也呈現了不同的意涵。我們

必頇置於全經的脈絡中來加以了解。 

 

觀音菩薩首先自述「聞薰聞修金剛三昧無作妙力」和其悟入的修行法門，如

云：「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

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然

後，觀世音菩薩自述十四種無畏功德，的首項功德，其中自述「不自觀音，以觀

觀者」，而能令十方苦惱眾生「觀其音聲，即得解脫」。對此，宋子璿：「由我不

觀所聽音聲但觀聞性，音聲自寂，聞相無生，塵境不拘，自然解脫。自既如是，

故令十方一切眾生，聞我音聲即得度苦」6
 由我自能不觀音聲，返觀聞性 (下觀

字即「聞性」)，這樣地釋意，「音聲自寂，聞相無生」，事實上是和前經文菩薩

的修行法門是相符應的。同樣地，溫陵則主張，「觀聲在應，不起知見(不自觀音)，

反照自性(以觀觀者)，得菩薩加被，觀其音聲，即得解脫。」 

 

總合摘要二師之意，「不自觀音，以觀觀者」，而能令十方苦惱眾生「觀其音

聲，即得解脫」。下句要而言之即是：菩薩修行，觀世間音聲，眾生聞[觀音]音

聲，[得菩薩加被]，因而得解脫。然而，僅以此文字作解，如理而說，就修行方

法而言，則過於抽象，自然會有不同的悟入。如吳興注師則認為，觀聲在機，也

就說，以觀音之智加彼觀聲之機，於苦得脫。若不如此，可能會產生如是的問題：

「止稱名號，罔識聞熏，善應未臻，而責聖言之虗者。」所以，也就有「眾生觀

聲混同聞熏」和「菩薩聞性不聞聲」的差別而生了。7
  

 

在耐心的判讀這些細節後，即是回到本文的一個重要關懷點：如何聞聲解

脫？ 後世的理解即是停留在「念佛法門」的方法上吧了! 

 

一般會認為《楞嚴》的「觀音法門」是取《法華》為模式而成立的經典，事

實上，以上的探討，筆者即意圖突顯《楞嚴》補充《法華》之處。其在義理和修

                                                 
5
 參《楞嚴經集註》卷 6 (CBETA, X11, no. 268, p. 462, a18-p. 463, a7 // Z 1:17, p. 152, a18-c7 // R17, 

p. 303, a18-p. 304, a7) 
6
 《首楞嚴義疏注經》卷 6 (CBETA, T39, no. 1799, p. 905, c12-15) 

7
 參考《會解》或《圓通疏》卷 6 (CBETA, X12, no. 281, p. 828, c21-23 // Z 1:19, p. 337, d13-15 // R19, 

p. 674, b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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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同別上有其獨特的意味，值得我們加以注意。對此，明代以後的注解，有極

精彩的著力和發揮，我們繼續進行探討。 

(二)、明代諸師的注解 

 由我不自觀音，以觀觀者；令彼十方苦惱眾生，觀其音聲即得解脫。 

 

[袾宏]  

自猶獨也。凡人聽音，只觀其音，今不獨觀音，而復觀其能觀音者，如是旋

倒聞機，反觀自性，則了無諸妄，惟是一真，覓樂尚不可得，有何苦惱？所

謂照見五陰皆空，度一切苦厄者是也。以此神力加被眾生，故眾生聞菩薩聖

號之音，而一心觀之，專注不捨，皆於苦惱而得解脫。 

 

觀者即持念之謂也，而有二義：但以事觀專持名號，解脫世間苦惱，而獲安

隱；兼以理觀，反聞自性，解脫三界苦惱，而得涅槃。此與法華不同，彼屬

菩薩觀，此屬眾生觀也。一說菩薩以反觀自性之力，能令眾生脫苦，則觀其

音聲一句似無著落。 
8
 

 

事實上，袾宏對「以觀觀者」提出了兩種解釋：(前，不獨觀音，而復)觀其能觀

音者，這是就「反觀自性」而言的；另外，他亦提出「觀者即持念」，因此，如

他所說，事觀則「專持名號」，理觀則「反聞自性」，若但以後者理觀而言，即回

到第一種解釋，即聞性的返觀。這是他的會通。 

 

至於「觀其音聲」即得解脫，他並不贊同有說「菩薩以反觀自性之力，能令眾生

脫苦。」所以說這是眾生觀自己的聲音。是以能觀者的聲音(聞性)，也就是觀「持

念」之聲。即如前一之說。 

 

[德清]  

由菩薩不自觀音，但觀聞性，根塵頓脫。故令苦惱眾生觀自稱菩薩之音聲，

即脫其苦也。觀菩薩音聲者，如眾苦逼急，忽稱菩薩名號一聲，即此一聲稱

性而發，全體現前，則苦不期脫，而自脫矣!如人疾苦必呼父母，或呼天而

苦即易忍。類此可知。 
9
 

 

「以觀觀者」就是「觀聞性」。至於「觀其音聲」，是眾生觀「自稱菩薩之音聲」

                                                 
8
 《楞嚴經摸象記》卷 1 (CBETA, X12, no. 276, p. 493, c22-p. 494, a7 // Z 1:19, p. 12, d1-10 // R19, p. 

24, b1-10) 
9
 《楞嚴經通議》卷 6 (CBETA, X12, no. 279, p. 594, a22-b3 // Z 1:19, p. 105, c7-12 // R19, p. 210, 

a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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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眾生觀聞自己持名聖號的聲音) 即能脫其苦。德清在此呼應第十四無畏功德

中所說的，此土應機，觀音菩薩與十方剎土 與法王子現住世間諸法王子，有六

十二恒河沙數修法垂範，教化眾生隨順眾生，方便智慧各各不同。由於此土眾生 

耳根利故，所以觀音化勝。 

 

[傳燈] 

由我不自觀音，以觀觀者，則觀聲在應也；令彼眾生觀其音聲，則觀聲在機

也。正以下文意不殊此，是故此科目為總，明觀智加被觀機，獲眾苦無畏也。 
10

 

「觀聲在應」或「觀聲在機」，此似回應元惟則《會解》中兩家注的觀點。因此，

前句是菩薩的觀智(應眾生之求的「觀聲」)，後句則是加被眾生的觀機，令眾生

觀其音聲；以菩薩的立場而言，一為自用，一為他用。然而在此，觀聲在「應」，

或在「機」的分割，流於偏局，此「觀」僅限於觀音菩薩自身，而並未對眾生自

身的觀，作出回應，因此極易造成混淆。理由於下小結中再予說明。 

 

[智旭]  

由我不自觀音，以觀觀者，乃顯其從因尅果，從證起用之由致也。旋聞與聲

脫，不復循聲流轉故。言不自觀音，反聞聞自性故。言以觀觀者，上觀字去

聲呼之，即是觀智；下觀字平聲讀之，即耳根境。以耳根境名為觀者，正顯

六根無二故也。觀其音聲，謂觀其稱菩薩名之音聲也。 

眾生正稱菩薩名時，即須一心觀彼音聲，由能一心觀其音聲，故得解脫。觀

此音聲有事、有理。事一心者，歷歷分明，稱名不亂；理一心者，了知音聲

性空，惟心所現，能稱所稱體，即法界能所宛然，能所雙絕。若但有事一心

觀，能脫事苦；若具有理一心觀，能脫理苦也。11 

 

不同於前代諸師對觀其音聲，提出「應聲」和「應機」的回應，相較於袾宏的理

觀、事觀，智旭也提出了理一心、事一心的入手功夫。除了會通《楞嚴》與《法

華》兩經，我們亦注意到了兩人融入了「念佛法門」的思想或理論，其中即可看

到兩人注解《阿彌陀經》的風格。 

 

[廣莫] 

三觀字諸方解者，或有以下者為去聲，或有以上者為去聲，總不得經意。何

者？此是返聞自性之義耳!且將三觀字訓作聞字義便明白。如云「由我不自

聞聲，以聞聞者」，聞者即是聞的自性……觀即聞故。「令彼下」，是加被利

                                                 
10

 《楞嚴經圓通疏》卷 6 (CBETA, X12, no. 281, p. 836, b13-16 // Z 1:19, p. 345, b17-c2 // R19, p. 689, 

b17-p. 690, a2) 
11

 《楞嚴經文句》卷 6 (CBETA, X13, no. 285, p. 316, a17-b13 // Z 1:20, p. 314, d11-p. 315, a13 // R20, 

p. 628, b11-p. 629, 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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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功能。謂即以上返聞之功，加被眾生，而諸眾生能觀菩薩的音聲。音聲

即名號也，能稱名號，則一切苦惱皆得解脫。12 

 

「以上返聞之功，加被眾生」和「菩薩以反觀自性之力，能令眾生脫苦。」是廣

莫提出較為特殊的見解。包括眾生和菩薩的自力和他力，以及智慧和慈悲。 

 

對以上所述，在此作一小結。 

 

過去歷來諸師也注意到了上述的分析，其中針對《法華》、《楞嚴》兩經的不

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如：一為佛讚觀音菩薩 (如《法華》所說)；一為觀音

為眾生說的圓通法門 (如《楞嚴》所說)。也就是說《法華》是如來述此菩薩「果

上化他」功德，意令眾生歸依得度。本經是菩薩自述「始終修證」體用意，令當

機悟入圓通。而從《楞嚴》中則並引出「觀音法門」的應聲和應機問題。 

 

十四無畏功德中，第一為總，這是注家普遍的見解和共識，也為何是我們關

注的。明末傳燈所謂「下文意不殊此」，如果我們對照經中所言「眾生於菩薩身

心」能獲的十四無畏功德，加以分析。我們可以發現若第一項為總，而其後僅第

十四項為關於「稱名持念」，其為呼應「觀聲在應」，或是「觀聲在機」則相當模

糊。甚且在《法華》中的七災，《楞嚴》都作出了觀聲在應的解釋，而不是純粹

機感的問題。  

 

智旭即說： (與法華會釋者) 法華明言「稱菩薩名」，今文不說。法華觀其

音聲，意在於應，今文觀其音聲，意在於機。「設無前機，欲何所應；設無能應，

何以接機。」故知相表裏耳。也可以說：前佛說菩薩，機在持名拔苦。本經菩薩

自說，機在同悲利。所以又有說「普門是菩薩觀，首楞是眾生觀」，而兩經同一

旨趣，即是進入更深一層的意義是「自化化他」。亦即十四無畏，則皆先推己，

令眾生同依此理，而能脫其悲苦。然後及物，顯與眾生同一悲仰也，聞音聲而解

脫。從此一理解入手，無怪乎袾宏和智旭捨棄應聲應機之諍，則回應以理觀、事

觀或理一心、事一心，結合「念佛法門」的思想。 

(三)、會通兩經和各種注解的問題所在 

以觀世音在中國的譯解，在中國的語境中，較早和權威的說明出現於羅什所

言於僧肇(374-414)所記的《維摩經注》。對此，吉藏 (549-629) 並作出了整理，

他主張「世音即所觀之境」13。基本上，符應本文依此所作的詮釋：「由我不自

                                                 
12

 《楞嚴經直解》卷 6 (CBETA, X14, no. 298, p. 811, b1-15 // Z 1:89, p. 372, b12-c8 // R89, p. 743, 

b12-p. 744, a8) 
13

 古經云光世音，今云觀世音也。未詳方言，故為此號耳。若欲釋者，光猶是智慧，如大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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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以觀觀者；令彼十方苦惱眾生，觀其音聲即得解脫。」對相關問題的提出，

再作整理如下： 

 

1. 「不自觀音」即不獨觀自己的聲音； 

2. 「以觀觀者」而且又觀其能觀音者，(觀者，即能觀，指自性或聞性或觀者，

即觀者本身) (袾宏、智旭)
14； 

[以上起觀或返聞(自性)之功，(以此神通妙力) 加被眾生] ； 

 

3. 「觀其聲音」即眾生聞菩薩聖號之音(其指眾生自己或其他人之持名)，而一

心觀之，專注不捨，皆於苦惱而得解脫。 

若會通《楞嚴》與《法華》二經，作一意解，可能有如下的釋意： 

1. 「不自觀音」即不以識心觀自己的聲音；(心不逐境，雖以因聲入教，然音

聲是緣起法) 

2. 「以觀觀者」即觀世間觀音者——是由「本心」起觀以觀求救的眾生（觀者

即應機的眾生）。 

[以「本心」起觀之功，(以此神通妙力)加持眾生] 

3. 「觀其聲音」即菩薩觀眾生（其指眾生）求救之音聲，令十方苦惱眾生解脫

苦惱。  

然而如何菩薩觀眾生音聲，令十方眾生而得解脫？此就是諸家相互辯難和質

疑之處。也正是會通二經產生的問題。法華經中，明確地指出，聽到觀世音或呼

稱觀世音，是信者能得以解脫苦難的主要原因。楞嚴必然地也是循著此一主軸發

展，然而並未作出偏離或不同的見解。於此相同相別之間，我們如何作出抉擇呢？

我們先分別審視不同的意見，再作一檢討： 

 

若曰：眾生自觀其音，不但違法華明文，觀世音菩薩即時之語。以本經「於

我身心」之義，貼文消釋，亦不相符順也。苕溪謂眾生止稱名號，罔識聞熏，

此中正取眾生自觀，以通聖應。當知眾生七難三灾，身心焚灼，爾時只辦呼

名，何暇作觀。菩薩同體大悲，冥機冥感，如磁吸鐵，寧復計其 (眾生) 能

觀與否!15 

                                                                                                                                            
「光明者，即是智慧。」智慧即是觀也。又菩薩智慧光明照於世間，故云光也。華嚴云：「觀音

菩薩說大悲經光明之行。」大悲即是功德，光明謂智慧，則知光世音，不失此意也。羅什注淨名

經明有三名：觀世音、觀世意、觀世身。什今所以作此釋者，見普門品具釋三名，故有三號耳。  
14

 如前已述袾宏注，結合般若的真觀、真智：「如是旋倒聞機，反觀自性，則了無諸妄，惟是一

真，覓樂尚不可得，有何苦惱？」  
15

  明《楞嚴經講錄》卷 6 (CBETA, X15, no. 299, p. 84, a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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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根不隨境，而聲塵自寂。聞性無生，境緣不偶，即得解脫，而成觀智。

達此觀智，與諸眾生，心體冥同。故曰：由我不自觀其音聲，但以觀智而觀

之，則彼十方苦惱，而觀我名號者，皆得攝入觀智之中。是以我之觀眾生，

與眾生之觀我，體用如一，苦樂不二，聖凡平等，情智融通故。16 

 

上來一則質疑眾生聞聲解脫為「自觀其音」，不但違法華明文，更由於眾生「罔

識聞熏」無此德能。後文，圓融會通，但於「由我不自觀其音聲，但以觀智而觀

之」，其中「以觀智而觀之」語意並不明確。然其說「而觀我名號者，皆得攝入

觀智之中」確是重點所在，這也解釋了菩薩與眾生交感「於我身心」的疑義。 

 

當苦惱眾生一心稱名觀音時，菩薩能及時觀其聲音，因為觀音菩薩具備「六

根圓通」的法力，而受苦眾生身心能同感此「無畏功德」。如德清《法華通義》

所說：「菩薩與六道眾生同一悲仰，是從觀自性圓通，則與一切眾生，性皆平等。

是則眾生，乃菩薩心中之眾生也。故眾生之苦，即菩薩之苦。若眾生之苦惱音聲

以感激之，則菩薩觀聲寂滅，頓入法性。神力加之，則眾生之苦，不期脫而自脫

矣! 」 

 

佛教觀音修行法門，無疑地即是結合聞聲觀慧之機和聞持觀音聖號而構成

的，而其關鍵則在「觀觀」二字的釋義和理解，以及其衍生的寓意。綜合上述所

言，「觀觀」可以釋義為以返觀或返聞自己的聲音(或稱名持念之聲)，而同具聞

聲觀慧之機和聞持觀音聖號之方便。其中衍生的寓意，由於菩薩與眾生同一悲

仰，眾生亦得如斯。以「本心」起觀之功，或以起觀或返聞(自性)之功，菩薩以

此神通妙力加被眾生。因此觀菩薩名號者，皆得攝入觀智之中。是以菩薩之觀眾

生，與眾生之觀菩薩，體用如一。 

三、觀世音菩薩的音聲解脫和無畏功德  

(一)、「聞聲解脫」的入道之要和入道方便 

《楞嚴》與《法華》有不同的旨趣，彼云「一心稱名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

得解脫。」所云觀其音聲解脫，重在他機。而觀世音菩薩在《楞嚴》中自述昔證

「不自觀音以觀觀者」，若順經意，則正約自行。因此，這也就是說觀世音菩薩

在《楞嚴》中是為了眾生根機，顯此逗機，從音聞入，特開眾生修行方便的耳根

                                                 
16

 明錢謙益《楞嚴經疏解蒙鈔》卷 6 (CBETA, X13, no. 287, p. 682, b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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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通法門。由於《法華》觀音攝眾生聞聲解脫，已廣為人知和流行，在此，如何

是「聞音聲解脫」的法門？我們將試圖從熟悉的地方開始，刻意地作不熟悉地探

索。至少是從修行、行持，聞熏聞修中，作進一步地了解和補充。 

 

經中觀世音菩薩自述從佛發菩提心，承佛教導，從聞思修入三摩地。然後接

著詳細敘述了「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開啟的修行方法。前已述及，若一個無

聞慧熏習之力的人(即「罔識聞熏」) 散心稱名，會不會有感應呢？如理而言，

修行即引慧入，應正取「觀慧為機」，然有散心感應者，並非是淺植輕念者而能

通聖應，必然是由過去積善或是在至誠之所招致。17
 若不善於或不方便於嚴謹

的修行，一般人在日常中的行持如何因此獲益？在了解了本經與《法華》的比較

和互相補充中，筆者即嘗試著了解此法門，如何和為何特取音聞，為逗機之要？ 

若有此一認識的知解，在行持上必然更能有所力益。 

 

宋子璿同時注有《楞嚴》和《起信》，在後者中他提道：「故《楞嚴》云：純

音無塵根境圓融無對所對。又云：不自觀音以觀觀者，能令眾生觀其音聲，即得

解脫。斯則同《諸法無行經》入音聲慧法門，何所動耶！今於六塵中唯舉聲塵者，

阿含說此以為禪刺也。」18
 在此，提供了兩條線索：《諸法無行經》的「入音聲

慧法門」，和《阿含》都是以「音聲為禪刺」。 

 

《諸法無行經》為羅什所譯，其中雖有「入音聲慧法門」，然而卻云「新發意者

不能解、不能知、不能思」。顯然，對初機者，並非是以此為「觀慧」入門之法。
19

 若然，我們將會驚訝於念佛法門中對「易行道」的理解是有所不同的。若祖

師大德不我欺，則顯然我們各自必頇更加用心地去理解和體悟。《楞嚴》中除了

著名的大勢至菩薩：「都攝六根，淨念相繼。」的名句20，事實上與此音聲法門

直接相關的是，另外二十五圓通之一的憍陳那五比丘，如其自述云「佛問圓通，

如我所證，音聲為上！」，亦可堪稱為「入音聲慧法門」。21
 

 

從大正藏經的搜尋中，我們並未能發現《阿含》所述的「音聲為禪刺」倒是《成

                                                 
17

 《楞嚴經熏聞記》卷 4：「今順經文以觀觀者故，頇正取。因此策其怠者及遮其謗者，故云罔

識等也。傳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菩薩利物豈不如之，是猶爾。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

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今借此為譬二遠害隨求為三一免七難。」(CBETA, X11, no. 269, p. 748, b1-10 // Z 1:17, p. 315, a7-16 

// R17, p. 629, a7-16) 
18

 《起信論疏筆削記》卷 19 (CBETA, T44, no. 1848, p. 403, c9-13) 
19

 《諸法無行經》卷 2：「是入音聲慧法門，不應於新發意菩薩前說，所以者何？新發意者不能

解、不能知、不能思。」(CBETA, T15, no. 650, p. 758, a9-11) 
20「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佛問圓通我無選擇，都攝六根淨

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 
21

 《楞嚴經》卷 5：「我在鹿苑及於雞園，觀見如來最初成道，於佛音聲悟明四諦。佛問比丘，

我初稱解，如來印我名阿若多，妙音密圓，我於音聲得阿羅漢。佛問圓通，如我所證，音聲為上！」 

(CBETA, T19, no. 945, p. 125, c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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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論》〈五受根品〉和〈初禪品〉分別作了相關的敘述，特將此分別摘述如下： 

 

又行者於諸禪定亦貪亦捨，必以樂受因緣故貪，苦受因緣故捨，故知有苦樂

也。又佛說聲等是初禪刺，覺觀是二禪刺，乃至非想非無想處有想受刺。刺

名苦義。22
 

  

經中說：「行者若入初禪則語言滅。」覺觀是語言因。云何有語言因而語言

滅？若謂覺觀猶在，但語言滅者，若人在欲界心不語言時，亦名為滅。……

又經中說：「初禪有音聲刺。」故不說默然。問曰：「初禪何故以音聲為刺？」

答曰：「初禪住定心弱如花上水，第二禪等住定心強如漆漆木。」又觸等亦

名為初禪刺，以觸能令起初禪故，二禪等不爾。所以者何？以初禪中諸識不

滅故，第二禪等五識滅故。23
 

 

在此，述說修禪的方法，欲界以音聲方便，即離音聲語言，入初禪；有覺有觀入

初禪，無覺無觀入二禪。24
 故緣音聲入道，確是欲界眾生修行入道之初機和方

便。入二禪則五識滅，故無覺無觀。音聲語言構成了我們的思維想像，是世間的

概念運用，終究是一種分別障礙。故現在的禪修即進行「禁語」，先令心專注所

緣一境，待坐習純熟，即連所緣亦需離，而無所緣。如經中所云：「如是漸增，

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 

 

在此作一小結，六根中以耳根圓通最能適應初機，即使是罔識聞熏，無觀慧

之機的人，甚至是普及於一切上、中、下根基者。上來所述，即是特此彰顯「音

聲解脫」有其特殊性，作為普化眾生的耳根圓通法門。全經是從一根既亡至六根

解脫的六根互相為用，因此「聞聲解脫」在經中扮演了關鍵的啟示角色，並也是

最殊勝的入道方便。在此引一例，經疏彼此無間的唱合，足以發人深省： 

 

[經]聞非自然生，因聲有名字，旋聞與聲脫。能脫欲誰名，一根既返源，六

根成解脫。 

[疏]見聞覺知之聞，隨聲而有，非本然性，如上文云，如汝今者承聽我法，

此即因聲而有分別等。若能離緣觀性，聞相不起，動靜境亡，能所不拘，故

名解脫。縛既無得，脫亦不名，一根既然六根皆爾。25
 

 

本經當機者阿難即以「自性多聞」著稱，雖然眾生不善多聞，如《宗鏡錄》

引述本經所言，但眾生多迷「自性本聞」，但隨能所聞相，一向循他聲流轉。若

                                                 
22

 《成實論》卷 6〈83 五受根品〉(CBETA, T32, no. 1646, p. 285, b17-21) 
23

 《成實論》卷 12〈165 初禪品〉(CBETA, T32, no. 1646, p. 341, a16-29) 
24

 《長阿含經》卷 4：「有覺、有觀，離生喜、樂，得第一禪；除滅覺、觀，內信歡悅，撿[歛]

心專一，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得第二禪」(CBETA, T01, no. 1, p. 23, c19-21)  
25

 參《首楞嚴義疏注經》卷 6 (CBETA, T39, no. 1799, p. 911, a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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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根歸本元，六根皆寂滅，因為六根原本是同一心故。26
 言語音聲為教因，永

明以此經中所述，說明眾生以因緣心聽法，所以會緣心以為自心者，是因「法隨

情變，境逐心生」而致淪落變成「此心如客，不常住故」。如此眾生，即不能體

得本經主張的有一真心常住的本覺妙明，以進入修道方便之門。故我們也可以

說，真心、真性的啟發是引領眾生入道，待行人入道，再且道「真心」或「真性」

否？即如禪家所言「有心亦無心，無心亦有心」，到此，真心或真性又干他何事!   

  

(二)、「不自觀音，以觀觀者」，於其身心獲「無畏功德」 

觀世音於無數劫修行，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如經中說，上

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下合十方一切眾生同一悲仰。而最為一般人所樂道的，觀

世音菩薩，供養如來，蒙授如幻聞熏聞修金剛三昧，與佛如來同慈力故，身成三

十二應，入諸國土。這就是說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現十法界身，圓應群機。從

菩薩的自述中，我們可以觀察「上承下仰」兩個重點： 

 

1. 觀音菩薩由於已是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同證佛如來慈力故，甚至

可以現佛身為眾生說法，這即是所謂的三十二應。 

2. 觀音菩薩以聞熏聞修金剛三昧無作妙力，與十方眾生同一悲仰，令諸眾

生，於其身心獲(十四)無畏功德。 

 

這裡亦說明了《楞嚴》與《法華》的不同。觀音菩薩作為菩薩典範，如同佛如來

的慈力和神力，實正是以如理的表述，企圖揭開宗教的神秘面紗，如宋溫陵戒環

所述：「由我不自觀音，而彼獲脫苦；由我知見旋復，而彼能不燒。故曰於我身

心獲無畏德。」27
 可以說是從教理、心理，結合信仰的說理設教。「不自觀音，

以觀觀者」正是突顯了《楞嚴》教法的特點： 

 

不自觀音者，不隨聞塵所起知見也；以觀觀者，謂旋倒聞機反照自性也。不

起知見，則無所妄；反照自性，則一切真寂，無復苦惱可得。此則真觀、淨

觀、大智慧觀，能破癡暗，能伏災難。故令苦眾生蒙我真觀，即得解脫。28
 

 

因此，在與眾生交感的 (十四) 無畏功德後，經中復述菩薩圓通，修證無上道，

又善獲「四不思議無作妙德」，即現眾多容、誦一一咒、攝化眾生和圓應所求。

所以在此，有二層的敘述：於前，如經中所說同佛如來的慈力和神力，菩薩與眾

                                                 
26

 參《宗鏡錄》卷 92 (CBETA, T48, no. 2016, p. 918, b14-22) 
27

 參《楞嚴經要解》卷 11 (CBETA, X11, no. 270, p. 832, c13-14 // Z 1:17, p. 397, d17-18 // R17, p. 

794, b17-18) 
28

 《楞嚴經要解》卷 11 (CBETA, X11, no. 270, p. 832, c18-22 // Z 1:17, p. 398, a4-8 // R17, p. 795, 

a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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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身心交感，應眾生之機的十四無畏功德。而此不思議無作妙德，即是「理出於

無為，神應於不測」，故說不可思議。29
 

 

最後為了理解菩薩示現的修行法門，和同佛如來的慈力和神力，與眾生身心交

感，應眾生之機的十四無畏功德，在此將作相對照的比較分析。摘要十四無畏功

德如下： 

1. 不自觀音，以觀觀者  

2. 知見旋復 

3. 觀聽旋復 

4. 斷滅妄想 

5. 熏聞成聞，六根消復 

6. 聞熏精明，明徧法界 

7. 音性圓消，觀聽返入 

8. 滅音圓聞，徧生慈力  

9. 熏聞離塵，色所不劫 

10. 純音無塵，根境圓融 

11. 消塵旋明 

12. 融形復聞，不動道場 

13. 六根圓通，明照無二 

14. 令持我名，福德等彼 (恒河沙諸法王子) 

 

菩薩自述修行法門，於經中最重要的一段經文，「初於聞中入流亡所」等，暫將

此段經文分四或五個階段，進行比較分析，並作成表解如下：30
  

 

1. 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 

2. 如是漸增，聞所聞盡， 

3. 盡聞不住，覺所覺空， 

4. 空覺極圓，空所空滅， 

5. 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  

 

觀音菩薩圓通法門表解 
31

 

相 初(亡前塵) 二(盡內根) 三(空觀智) 四(滅諦理) 五(超世出世) 

                                                 
29

 三十二應的「現形應求」和不思議無作妙德代表更深一層神秘的宗教意義，故說不可思議。 
30 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

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

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

切六道眾生，與諸眾生同一悲仰。《楞嚴經》卷 6 (CBETA, T19, no. 945, p. 128, b18-25) 
31

 參考《楞嚴經正[月*永]疏》卷 6 (CBETA, X12, no. 275, p. 352, b8-11 // Z 1:18, p. 320, b5-8 // R18, 

p. 639, b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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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 動相 外塵 內根(聞性) 覺觀 空觀 

生 靜相 內根(聞性) 覺觀 空觀 寂滅 

說明： 

1. 動滅靜生：動 (以動為身、以動為境) > 靜 (境實不遷，唯心妄動)    

2. 塵滅根生：理雖無生，非實無生，而有滅有存，生滅宛然 (下皆仿此) 

3. 根滅覺生 

4. 覺滅空生 

5. 空滅滅生 

       

六根 (眼耳鼻舌身意) 與六結 (動靜根覺空滅) 的關係，經中在「六解一亦

亡」和「六根互相為用」可依此作如下的說明：32
 

 

1、 一根具有六結，每一根的六結都是相同的。 

2、 解一根之結時，其他各根的結齊解。乃至六個結齊解，也是六根的六

個結齊解。 

 

如同經中所言，觀音菩薩以此聞薰聞修金剛三昧無作妙力，與諸十方三世六

道一切眾生同悲仰故，令諸眾生於我身心，獲十四種無畏功德。觀音菩薩修行的

「圓通法門」與眾生交感的(十四)「無畏功德」，加以參考對照，相信在教理的

了解和修行的方便上，可以提供更多的領悟。 

 

觀音菩薩「圓通法門」與眾生交感的(十四)「無畏功德」對照 

  1. 不自觀音，以觀觀者  

初 

 

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

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  

2. 知見旋復 

3. 觀聽旋復 

4. 斷滅妄想 

 

初(亡前塵) 

二 如是漸增，聞所聞盡 5. 熏聞成聞，六根消復 

6. 聞熏精明，明徧法界 

7. 音性圓消，觀聽返入 

 

二(盡內根) 

三 盡聞不住，覺所覺空 8. 滅音圓聞，徧生慈力  

9. 熏聞離塵，色所不劫 

10. 純音無塵，根境圓融 

11. 消塵旋明 

 

三(空觀智) 

                                                 
32

 參考胡健財，2009 年 11 月 4 日華梵大學楞嚴學會成立茶會上之專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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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空覺極圓，空所空滅 12. 融形復聞，不動道場 

13. 六根圓通，明照無二 

 

四(滅諦理) 

五 

 

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

超越世出世間 

 五(超世出世) 

  14. 令持我名，福德等彼 (恒河沙諸法

王子) 

 

四、結語 

《楞嚴》在歷代諸師注解交相競合下，迄至明清以來，至少已有上百種注疏，

若直至民國估計也超過一百四十種以上。就數量上而言，已超過任何一部中國佛

教諸宗派主要經典和其他廣泛流行的經典，後者即如《金剛經》和《心經》等。

此現象代表的意義，至少在本文中有兩層可以納入思考的：一是楞嚴的流行，傳

播弘化和受到的歡迎，二是《楞嚴》注解的爭議性，《楞嚴》教義的特殊性和可

能深具的啟發性，仍未讓人發覺。本文僅是作一初淺的示範，若能縱橫印度和中

國佛教的思想，會通諸宗經教，在思想史上特別是在觀念的啟發上，仍有待更多

的研究。  

 

本文首先以明代以前的注疏和會解為主，藉此以了解和提出可能的問題，然

後在集中明代諸師的注解上，作更進一步地討論和分析。除了會通《楞嚴》與《法

華》兩經的觀點，本文並聚焦在「聞聲解脫」的可能意義和歧義上，作佛教經論

上的求證。不可諱言地，《楞嚴》的發展，可能即取自《法華》的模式，如繼承

了《法華》無畏施、三十二應、十四無畏等，然而《楞嚴》更進一步提出詳細「七

難」、「三毒」、「二求」，於「不自觀音，以觀觀者」和「聞聲解脫」的關係上，

在教理 (哲學) 和心理學上的種種詮釋。此也正是結合了般若空智：真觀、真智

和無所挂礙的大意。在前人對觀其音聲，提出「應聲」和「應機」的問題，至於

明代諸師如袾宏和智旭，則回應以理觀、事觀或理一心、事一心，結合「念佛法

門」的思想或法門。本文最後回應《楞嚴》的旨趣，連結「耳根圓通法門」和眾

生身心獲「無畏功德」的接軌上，即是以般若空智，剖析六根 (眼耳鼻舌身意) 與

六結 (動靜根覺空滅) 的關係——「六解一亦亡」和「六根互相為用」。本文最

後，提出了觀音菩薩修行的「圓通法門」與眾生交感的(十四)「無畏功德」，加

以參考對照，相信在教理的了解和修行的方便上，可以提供更多的領悟。 

 

過去注家的解釋，一者是在經宗的抉擇下，二者是在合會二經預設前提下，

而加以判釋，不可避免地，卻也往往忽略了還原《楞嚴》「本來面目」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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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歷來諸師也注意到了上述兩經的不同點，而有廣泛的論評。其中明白指出，

一為佛讚觀音菩薩 (如法華所述)；一為觀音為眾生說的圓通法門 (如《楞嚴》所

述)。從楞嚴中並引出「觀音法門」的應聲和應機問題。現今我們處在一個不同

於以往的時代，在文獻資料的理解和解讀或許處在一個更有利的位置上，我們可

以縱橫判讀、分析和進行各種可能性的歷史理解。在面對《楞嚴》現存數十種不

同的注解中，提供了再次地進行檢視這些豐富和寶貴的文獻的正確性或適用性。

然而如何了解經中的大義，永遠是一個值得努力的方向。筆者在研讀中發現明代

諸家的注解，不僅在數量上有超出前人之處，在會通和理解上也有令人耳目一新

之處。我們研究的目的，不僅是進行了解晚明佛教的思想，其實也正是進一步理

解和分析我們時代的佛教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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