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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嚴經》禪淨思想之探討 

 

林碧燕 

 

法鼓文理學院佛學系四年級 

 

 

 

摘 要 

 

 

    由《楞嚴經》卷三，釋尊為阿難所作之開示：「惟垂哀愍，開示眾生，中道了

義，無戲論法。」又說：「為汝開示，第一義諦……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開

示，亦令當來，修大乘者 ，通達實相。」我們可略知《楞嚴經》中佛陀已開顯《楞

嚴經》之精髓在通達中道了義、第一義諦及實相。  

    二十五圓通是二十五位聖者證悟的分享，包括以耳根之「反聞聞自性」而證

圓通之觀世音菩薩，以及藉念佛「都攝六根，淨念相繼」而證圓通之大勢至菩薩，

更是《楞嚴經》的核心。本論文即以此二聖者的修行歷程作開始來研究。 

    本論文試從《楞嚴經》的耳根與念佛二圓通法門切入，希望能開示、悟入佛

之知見。由《楞嚴經》二十五圓通之〈耳根圓通章〉及〈勢至念佛圓通章〉來談

禪與淨土思想的開展。且藉由「禪觀的運用」、「事修到理入」及「有相入無相」

等三個面向來談《楞嚴經》與禪淨思想的關係。 

     

 

 

 

 

 

關鍵詞: 楞嚴經、禪觀、耳根圓通、(勢至)念佛圓通章、捨識用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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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偶然間，讀到印光大師(1861-1940)所說：結合「『觀音返聞』與『勢至念佛』

的方法，對於現代淨宗的修持影響深遠，惜未見有人深入研究1」的話，引發我將

此二圓通法門一起研究的動機。所以本論文研究的主軸，是透過《楞嚴經》二十

五圓通之〈大勢至念佛圓通章〉(以下簡稱為念佛圓通)與〈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

(以下簡稱為耳根圓通)二法門切入研究。耳根圓通為禪的代表，念佛圓通為淨土的

代表，所發展出來的禪淨思想史。筆者希望藉此論文寫作的機緣，將《楞嚴經》

傳入中國後，所帶來的影響，來探究禪、淨思想發展的風貌。 

   〈耳根圓通章〉是「觀音三經」之一，2屬觀音修持法門中重要的一經。筆者認

為「觀世音」的「觀」字可作為「禪觀」的代表。3而〈念佛圓通章〉則為「淨土

五經」之一，4「念佛」雖非淨土法門所專屬，但《楞嚴經》〈念佛圓通章〉卻是「憶

佛、念佛」的最佳代表。5可見此二圓通法門雖只是《楞嚴經》的二十五圓通之一，

卻為禪門或淨土宗所特別重視，所以筆者以此二法門作為《楞嚴經》禪淨思想研

究的對象。「《楞嚴經》那麼好，知道的人不多；覺得難的，倒不少」。明代錢謙益

(1582-1664)居士讀《楞嚴經》有一段極生動的敘述： 

 

      宋佛照禪師奏對孝宗皇帝云：欲得徑捷，須離却語言文字，真實參究。所 

      以古德道：念得《楞嚴》、《圓覺經》，猶如澗水響泠泠；有人問著西來意， 

      恰似蚊虻咬銕釘。上曰：直是難入。師云：正好著力。6
 

 

恰似禪師所說，禪宗雖不立文字，但欲真實參究，仍須以《楞嚴經》、《圓覺經》 

                                                
1 如「楞嚴大勢至云：『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文殊選圓通偈，謂：『反 

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今例之曰：『反念念自性，性成無上道』」(《印光大師文鈔(上)》頁 86)

觀音返聞與勢至念佛原為不同的法門，返聞利用不生滅性起修，念性卻是生滅無常，「念性元生滅」

(卷 6)，而印光結合兩者而念彌陀佛，實為融合禪淨與西方三聖的妙法。  
2 夏蓮居居士(1884-1965)將《華嚴經》「觀自在菩薩章」、《楞嚴經》「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及《法

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合為「觀音三經」，但省略重複部份。 
3 明．智旭撰述 道昉參訂《楞嚴經文句》共十卷，云：故言不自觀音反聞聞自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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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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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X13, no.0285,p. 316,a17) 。 
4 佛經中，《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三經專論西方淨土，被淨宗稱作三經。清 

末魏源補入《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為淨土第四經。民初淨宗第十三祖印光大師，將《楞嚴經勢至念

佛章》，增列為淨土第五經。參見《淨土五經讀本淨空重刊序》頁 6。 
5 宋．思坦集註《楞嚴經集註》卷 5 云：事一心門憶佛也。理一心門念佛也。( X11,no.0268p.448a14)。 
6 錢謙益鈔《楞嚴經疏解蒙鈔》卷 10，(X013,no.287,p.860,b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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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印證。雖然修行過程辛苦難熬有如蚊虻咬釘子，但正因難入，也正是最好的著

力點。筆者以為在研究《楞嚴經》與禪、淨關係的過程中，似乎可發現在佛經中

早已提示我們一些傳承及發展的動向，可藉《大集經》相關經文來說明： 

 

正法時期，戒律成就；像法時期，禪定成就；末法時期，淨土成就。末法

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佛，得度生死。若人但念阿彌陀，是名無

上深妙禪。7
 

    處在末法時代，禪與淨土皆與我們的修行息息相關，不論禪修得力或淨土成

就，都是無上深妙禪。《楞嚴經》的重要性，8正因處在當今「魔強法弱」的我們，

若要讓正法久住就必須多闡揚《楞嚴經》的修行理念，亦即對此耳根與念佛二圓

通法門應努力宣揚。 

    不論禪宗與淨土，不論耳根與念佛皆是「不二法門」9。《楞嚴經》中有「七處

徵心」，佛主要在破斥凡夫之「妄想執著心」，凡有二，必生對立，必成妄念，故

修楞嚴，首在「破妄顯真」，求真心須從破分別、執著心開始，故「不二即是真，

即修實相」。10希望藉此對《楞嚴經》之耳根與念佛二圓通的進一步認識，可在目

前禪、淨修行風氣頗盛的環境中，帶來一股清新、向善的導引作用。  

二、〈耳根圓通〉是禪的代表     

    觀音菩薩修的法門何以是「耳根圓通」？這與觀世音菩薩的名號有何關聯？

宋．戒環的《首楞嚴經要解》曾說： 

 

                                                
7 淨土宗第十三代祖師印光大師多次說：「《大集經》云：末法億億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依念 

佛，得度生死。」圓瑛法師等高僧大德也這樣說過。但是在現存的目前流行的《大集經》等藏經中，

卻並沒有這段原話。又早在隋唐之際的道綽禪師著的《安樂集》和宋代永明延壽智覺大師著的《萬

善同歸集》中就說：「《大集月藏經》云：我末法時中，億億眾生起行修道，未有一人得者。當今末

法，現是五濁惡世，唯有淨土一門，可通入路」。 
8 聖嚴法師，《觀音妙智》，聖嚴法師說：「《楞嚴經》的價值：可分成 1.文學上、 2.佛法修持上、 

3.佛學理論、及 4.佛教信仰上來談：一、從文學角度來看，《楞嚴經》是一部內容非常豐富、文字

簡潔優美的文學作品；二、以佛法的修持而言，經中包含淨土宗的念佛法門、密宗的持咒法門，以

及禪宗的禪修法門；三、以佛學的理論來講，它講空宗的般若，也講唯識的法相，同時又與華嚴宗

和天台宗的思想有密切關係；四、而從佛教的信仰來看，中國人所崇信的觀音法門，除了《法華經》

的〈普門品〉之外，在《楞嚴經》裡也介紹得非常清楚，所以它是一部非常重要的大經，自宋朝以

來，漸漸為中國佛教各宗各派所共同推崇、依靠」，頁 11 。 
9 《維摩詰經入不二法門品第九》中卷：「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 

是為不二法門。」，(T14,no.475,p.551,c18-19)。 
10 耕雲先生「不二法門」演講稿，台北師範大學，1988年 10 月 30 日：《大乘義章》曰：「言不二

者，無異之謂也，即是經中一實之義也。一實之理，妙寂離相，如如平等，亡於彼此，故云不二」，

(T44，no.1851, p.481,b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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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者，觀世言音，圓悟圓應之號也。於音言觀者，以觀智照之，不以耳

識聞之也。所謂入流亡所，則以觀不以聞可知矣！所師之佛亦名觀音者，

因果相符，古今一道也！11
 

原來觀音法門以「圓悟」、「圓應」為特徵。觀世音菩薩的「觀」字，是以「智」

來觀照，而非用耳朵的妄「識」來聽的。由此可見，觀音菩薩「入流亡所」的修

證方法，是以「觀」入手，而非從「聞」入。明．交光真鑑《楞嚴經正脈疏》： 

  

佛以六結而喻六根……元是豎推，其由真起妄，從細到麤，展轉六層，而

後根相備著；及其反妄歸真，從麤向細，亦展轉六層，而後根相解除。且

經文中，結之次第，與解之次第，皆叮嚀具載，俱不拘六層，而文辭含攝，

不甚開顯，至後觀音圓通，逆之解之，六結宛然… 
12

 

「耳根圓通」是「捨識用根」法門，13藉此我們知道凡夫所以不能做自己的主人，

就是因我們往往「認賊作子」，經常以「意識心」處理、面對我們自己，及周遭的

人、事及物，所以我們無法借「六根」來修行，往往被「妄心」牽著走，無法體

會自己的「真心」會說話。 

    聖嚴法師(1931-2009)在《教觀音法門》中，曾說《楞嚴經》中觀音菩薩耳根

圓通法門，是透過耳根成佛的境界，也是耳根修持的至高法門。14其中包含二層次：

一、觀「無聲之聲」二、「聞所聞盡，盡聞不住」，亦即「反聞聞自性」。聖嚴法師

說： 

 

「反聞」，即是徹底放下耳根，放下一切一切有形、無形，可以讓我們依靠、

參與、捉摸、把持，定名為「我」的東西。自性，即眾生本具的空性，也

                                                
11 宋．戒環，《首楞嚴經要解》，卷 10，(X11,no.270,p.830,c17-20)。。 
12 交光大師，《楞嚴經正脈疏》，(X12,no275,p.326,c07)，及(X12,no.275,p.326,c14-18)。 
13 黃琛傑，〈《楞嚴經正脈疏》「十番顯見」之研究—兼論與《楞嚴經會解》的比較〉。文中指出 

本《楞嚴》經所悟與所修、前悟與後修貫通為一。可說是以一「根性」來貫通了全經的前悟與後修。

本論文認為，必須由這個面向，才能真正認識真鑑抉發「見性通於藏性」這項精義的用心。一、指

出「十番顯見」的深層意涵，即是「捨識用根」。亦即捨棄以「識心」為本，而改以「根性」為本

的修行方法，涵蓋統攝了《楞嚴》全經的要義。依真鑑的看法，可謂是「上智徹通之見」，便是將

破識、顯見、四科與七大、三如來藏與十法界心，乃至圓通修證等，完全貫通在「根性」之中，可

說開出《楞嚴經》詮釋史上的「根性法門」之說。二、指出依《楞嚴經》，所主張的不生滅之根性

為本修因，與一般止觀所主張的生滅之識心為本修因者不同。依不生滅為因而修，則得不生滅的楞

嚴真定(大定) ，不同於以生滅為因所得生滅之偽定。三、認為「捨識從根」，即《法華經》所言之

實教，及所言之佛知見(聖言量)。四、真鑑除引《法華經》外，還援引禪宗的「直指人心」，來彰

顯《楞嚴經》「捨識從根」法門的優越性。《楞嚴經》獨特發明的「根性法門」，與禪宗直指人心有

異曲同工之妙，並列舉禪宗多於「六根門頭」指引的方式為例證，與《楞嚴經》之「根性」相會通。

參見〈2012 如學禪師佛教文化博碩士論文獎學金得獎論文摘述〉，頁 2-3。 
13 交光大師，《楞嚴經正脈疏》，(X12,no275,p.326,c07)，及(X12,no.275,p.326,c14-18)。  
14《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頁 40。 



 

5 

 

是每一個人本有的佛性。15
 

    一旦進入「聞自性」的層次，修行者雖於時、空中，卻又超越時間與空間的

執著，也超越另一種「將時、空視為自我」的微細執著。又聖嚴法師又說： 

 

佛法就是要否定自我、超越自我而不離自我。修行者經此「入流亡所」「反

聞聞自性」的修證過程，徹底破除深細我執，認證了本體佛性。……耳根

圓通的重點，也就是「破執」－契入空性，破除生命萬相的執著，而自在

解脫於一切情境中。16
 

聖嚴法師告訴我們在修習「入流亡所」、「反聞聞自性」或耳根圓通的修證過程中

就是一種學習「破我執」、契入空性的過程，破除對生命萬相的執著，而自在解脫

於一切情境中。如此才真正學到佛法個中的奧妙! 

    禪宗在唐、宋全盛時期，開展出「南頓北漸」不同的禪風。歷來禪師開悟，

每以《楞嚴經》作為印證，其中明代憨山大師(1546-1623)的開悟過程，清晰鮮明．

更傳為美談。17根據《憨山大師夢遊集》卷 53 的記載如下： 

 

予年三十，……。聞古人云：「三十年聞水聲，不轉意根，當證觀音圓通」。

溪上有獨木橋，予日日坐立其上。初則水聲宛然，久之動念即聞，不動即

不聞。一日坐橋上，忽然忘身，則音聲寂然，自此眾響皆寂，不復為擾矣。……，

忽立定，不見身心，唯一大光明藏，圓滿湛寂，如大圓鏡，山河大地，影

現其中。及覺則朗然，自覓身心，了不可得。即說偈道：「瞥然一念狂心歇，

內外根塵俱洞徹；翻身觸破太虛空，象森羅從起滅」。自此內外湛然，無復

音聲色相為障礙。從前疑會，當下頓消，及視釜已生塵矣」。18
 

 

憨山大師修的即是觀音圓通法門，「反聞聞自性」，從聞水聲，以致身心與環境，

渾然合而為一，成為一片。四十一歲時，憨山大師又有所悟，且引《楞嚴經》佐

證，並隨命筆述《楞嚴懸鏡》一卷。《憨山大師夢遊集》所云： 

                                                
15《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頁 41 。又聖嚴法師主講，大法鼓 1144 及 1145。   
16《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頁 42。 
17 《憨山大師夢遊集》卷 53，云：「予年十九，……。請無極大師講《華嚴懸談》，予即從受 

具戒。隨聽講至十玄門，海印森羅常住處，恍然了悟，法界圓融無盡之旨」，(X73,no.1456,p.832,b12-14)。

云：「予年四十四，是年閱藏，為眾講《法華經》、《起信論》。……一夕靜坐，忽開眼有偈曰：「煙

波日日浸寒空，魚鳥同遊一鏡中；夜半忽沈天外月，孤明應自混驪龍」，(X73,no.1456,p.838,c19-23)。

開悟有多門，唯有念佛一著最為簡捷，正如古德所云：“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若我們如

憨山大師一樣，以一句阿彌陀佛為命根，念念不忘，心心不斷，二六時中，單提一念，待工夫綿密，

打成一片，何愁不開悟呢？(憨山大師，《憨山大師夢遊集》 卷 9，〈示修淨土法門〉，

(X73,no.1456,p.519,c11-14) 。 
18《憨山大師夢遊集》卷 53，(X73,no.1456,p.835,b14-c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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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年四十一，……。身心放下，其樂無喻。一夕靜坐夜起，見海湛空澄，

雪月交光。忽然身心世界，當下平沉，如空華影落，洞然壹大光明藏，了

無一物。即說偈道：「海湛空澄雪月光，此中凡聖絕行藏；金剛眼突空花落，

大地都歸寂滅場。即歸室中，取《楞嚴》印正，開卷即見：「汝身汝心，外

及山河虛空大地，咸是妙明真中物」。則全經觀境，了然心目。隨命筆述《楞

嚴懸鏡》一卷。19 

 

可見憨山大師修耳根圓通而有所悟，因《楞嚴》而悟，取《楞嚴》以為證，並著

《楞嚴懸鏡》一卷。而南嶽懷讓大師(677-744)也曾說： 

 

我此法門，所以「無行」為法門，只是一心門；一切人到者裡，盡不敢入，

不道全無。只是少人得，今者即是佛！20
 

此種離生滅虛妄之相想，而相應不生不滅的體性的南宗「頓悟禪」成為主流。臨

濟禪師也說：「回光返照，更不別求，知身心與佛祖不別，當下無事，方名得法」，
21就是這樣的「頓悟」禪風成為禪宗的一種標誌，與《楞嚴經》的「捨識用根」法

門，有異曲同工之妙！      

三、〈念佛圓通〉是淨土的代表 

    《楞嚴經》中〈大勢至念佛圓通章〉，是大勢至菩薩現身說法，告訴大眾如何

修「念佛三昧」。因大勢至菩薩與觀世音菩薩，同為阿彌陀佛的左右副手。宋．戒

環的《首楞嚴經要解》曾簡短地介紹此圓通法門，戒環大師云： 

 

大勢至亦名無量光。《觀經》云：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令離三塗，得無上

力，名大勢至。今表念佛三昧，能發智光，離三塗苦，其力無上也。所值

之佛名無量光，十二如來相繼一劫，最後名超日月者。表念佛之人自性如

來，十二時中淨念相繼，則無量性光終自發明，超於日月也。22
 

可見大勢至菩薩以其智慧光，普照諸世間，教念佛三昧，令眾生因念佛力，能啟

智光，離三惡道苦。更表示念佛功德力，能開發自性如來，淨念相繼，發明無量

                                                
19《憨山大師夢遊集》卷 53，(X73,no.1456,p.838,b23-c05) 。 
20《天聖廣燈錄》，(X78,no.1553,p.456,a20-22)。  
21《臨濟錄》，全名《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唐慧然集，(T47,no.1985,p.502,a12-13)。 
22 宋．戒環，《首楞嚴經要解》卷 10，(X11,no.270,p.830,b5-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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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光，超於日月，故以此得名超日月光。而民國初年淨宗第十三祖，印光大師特

重〈大勢至念佛圓通章〉，曾說： 

 

此經在示念佛圓通，在都攝六根，淨念相繼，返流旋一，六用不行。乃念

佛用功最妙方法。都攝六根者，即是念佛之心，專注於佛號聲，即攝意根。

口須念得清清楚楚，即攝舌根。耳須聽得清清楚楚，即攝耳根。此三根攝

於佛號，則眼決不會亂視。念佛時眼宜垂簾，即眼皮放下，不可睜大。眼

既攝矣，鼻也不會亂嗅，則鼻亦攝矣。身須恭敬，則身亦攝矣。六根既攝

而不散，則心無妄念，方為淨念。23
 

印光大師將「都攝六根」的過程，講的很清楚，攝心念佛，才能心無妄念，獲得

淨念。又如何可以「淨念相繼」呢？大師又說： 

 

若能都攝六根而念，是名淨念相繼，能常淨念相繼，則一心不亂，與念佛

三昧，均可漸得矣。三摩地，亦三昧之別名，此云正定，亦云正受。正定

者，心安住於佛號中，不復外馳之謂。正受者，心所納受，唯佛號功德之

境緣，一切境緣皆不可得也。24
 

印光大師認為〈大勢至念佛圓通章〉的攝心念佛，可達一心不亂，入念佛三昧或

三摩地。得正定與正受，不復外馳，只緣念佛一境。此即「都攝六根、淨念相繼」，

攝心念佛的好處，亦即〈大勢至念佛圓通章〉的念佛圓通法門。 

    聖嚴法師也以最簡單、最平常的方式說明大勢至念佛與一般念佛方式的不同，

法師在其著作《聖嚴法師教淨土法門》中提及「念佛禪」的三種修行方法之一，

且其宗旨就在「都攝六根、淨念相繼」，這八個字上。聖嚴法師說： 

 

二十五圓通中，大家最熟悉的不外是觀世音菩薩的耳根圓通，而大勢至菩

薩則是整合的六根圓通。照道理，念佛應該是用心念，六根要怎麼念呢？

其實就是把六根收攝在阿彌陀佛的佛號上，使眼、耳、鼻、舌、身、意六

根不要到處攀緣。25
 

聖嚴法師告訴我們的方式：都攝六根，亦即將六根都攝心，只專注在念佛上，不

對外攀緣。聖嚴法師更進一步得說： 

 

六根是「能念」，而佛就是「所念」；被念的是佛號，所念的我、你、他，

                                                
23《念佛法要》，頁 219-220。  
24《念佛法要》，頁 219-220。 
25 聖嚴法師，《聖嚴法師教淨土法門》，頁 238-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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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六根。口出聲念，是用舌根；耳聽自己在念，是用耳根；眼前所見的，

都是佛國淨土的依正莊嚴，是用眼根；身上的每一個細胞都在念佛，全身

融入佛號中，是用身根；鼻子聞到的任何味道，都是佛的法身香，則是用

鼻根。26
 

法師所教的念佛是全身專注，確確實實地，六根只用在念佛上。身心都融入在佛

號聲中，這才是「真念佛」，也才是大勢至菩薩所以能修得無生法忍，入「念佛三

昧」的念佛方式，亦即「都攝六根、淨念相繼」的念佛方式。 

    印光大師就此念佛圓通章曾說： 

 

能真都攝六根而念，決定業障消除，善根增長，不須觀心，而心自清淨明

了，……都攝六根，淨念相繼，乃普被上中下若聖若凡，一切機之無上妙

法。須知都攝注重在聽，即心中默念也在聽，以心中起念即有聲相，自己

耳聽自己心中之聲，仍是明明了了，果能字字句句聽得清楚，則六根通歸

於一，較彼修別種觀法，為最穩當、最省力、最契理契機也。27
 

印光大師特重「攝心念佛」，認為攝心之法，以反聞最為第一。念佛中能聽到自己

心中之聲，且是字字清楚明了。倓虛大師(1875-1963)講述《念佛論》的開示： 

 

一句「阿彌陀佛」念得相應，當下即得六根清淨。……向佛禮拜，就是身

根清淨。念佛、拜佛、心裡想佛，就是意根清淨。六根清淨則三業清淨。……

修行人最不容易對治的就是身、口、意三業。可是這一句「阿彌陀佛」，就

能把三業收攝得住。久而久之，觀念成熟，淨因增長，臨命終時，決定往

生極樂。28
 

普通人都以為成佛是件困難的事，但倓虛大師以為其實不難，就如穿衣吃飯如此

稀鬆平常的事。因為佛和眾生都是一種觀念工夫所成。佛一念具足十法界；眾生

一念也具足十法界。明憨山大師《楞嚴經通議》曾對〈勢至念佛圓通章〉有以下

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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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由見大而入者也。唯此見大乃八識之見分也。

以迷大圓鏡智而為無明成阿賴耶識，發起妄見故為見分，以妄見根身器界

一切眾生執取染汙故成穢土。今將返妄歸真故以念佛攝歸淨土則妄見一破

                                                
26 聖嚴法師，《聖嚴法師教淨土法門》，頁 238-240。 
27《念佛法要》，頁 68-69。  
28 淨空法師，《念佛論》，淨宗學會印，1996 年 2 月版，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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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穢頓除，故以念佛為破妄見之要術也。29
 

〈勢至念佛圓通章〉是《楞嚴經》二十五圓通中，六識、六根、六塵及七大等二

十五位大菩薩修行法門中，七大中之「見大」的修行法門，30大勢至菩薩以念佛，

教眾生證圓通入三摩地的方法。可見念佛為破妄見(識)之妙方，若能返妄歸真，念

佛即可歸於淨土，妄見頓除。憨山大師以禪師來論念佛，自有其特殊的體悟，他

說： 

 

以此妄見本是智光，故大勢所師之佛為無量光。此見由迷智變起，故如母

之於子也。妄見妄流隨情造業，故如子逃逝。諸佛智願攝化眾生，故如母

憶子。若有返妄歸真之志，則如子憶母也。子母相憶豈無見面之時，若眾

生念念迴光返照無有不見自心之佛也。如染香人者，以由熏變之力也。故

大勢依此見大攝念佛人，皆歸淨土。都攝六根念念執取，念念成染，造種

種業，故臨終見地獄惡相墮落生死。31
 

眾生迷時明明有六趣，此六趣乃妄心所變現。念佛是所緣境，如子憶母，若能返

妄歸真時，覺後空空無大千，猶如夢醒時分，當歸於自心佛。憨山大師禪悟時往

往引《楞嚴經》作印證
32
，念佛若能都攝六根且淨念相繼，則念佛無異於參禪，憨

山大師又說： 

 

今念佛人於六根門頭，一切見聞覺知，純一淨心唯佛現前，念念成淨，故

臨終見佛，故云都攝六根，此正不思議熏變之力，淨土唯心見於此矣。然

見乃生死之本，若參禪則曰不用求真，唯須息見。若念佛則轉染見，而成

                                                
29 明．德清述，《楞嚴經通議》卷 5，( X12,no.279, p.590,c11-19)。 
30 釋證煜，〈智旭〈大勢至圓通章文句〉思想之研究〉說：「智旭將二十五圓通分為五類：三、眾

聖各說證門五，初觀六塵，二觀五根，三觀六識，四觀七大，五觀耳根。」(釋證煜，〈智旭〈大勢

至圓通章文句〉思想之研究〉，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頁 2) 。又說：「……、大勢至法王子

觀根大。」(明．智旭撰述，道昉參訂，《楞嚴經文句》卷 5，( X13,no.285,p.301,c24-p.310,c22)。而

五觀耳根指的是觀世音菩薩的觀耳根。(《楞嚴經文句》卷 6，( X13,no.285, p.311,a12-p.318,c2)。智

旭之前的《楞嚴經》注疏中將大勢至法王子的觀法判為觀根大者，尚有宋朝的戒環、子璿、仁岳、

雲間法師、以及明代真鑑和傳燈。另有明代的祩宏、德清、真界將之歸為見大。智旭知道前人有將

此判攝為見大，而見大是眼根之見性，智旭認為根大比見大更能含攝大勢至菩薩的念佛法門，因為

六根見聞覺知，總名根大。所謂見聞覺知，是心識接觸外境之總稱，即眼識之用為見，耳識之用為

聞，鼻舌身三識之用為覺，意識之用為知。是故，智旭認為大勢至菩薩的念佛圓通不是僅指眼根的

見性，而是涵括六識之用，即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的見聞覺知。」(釋證煜，〈智旭〈大勢至圓通章

文句〉思想之研究〉，中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頁 2-3) 。 
31 明．德清述，《楞嚴經通議》卷 5，( X12,no.279, p.590,c20-p.591,a3)。 
32 《憨山大師夢遊集》卷 53，(X73,no.1456,p.838,b23-c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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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見。唯一見分有用與不用，此禪淨之分也。33
 

修行法門不管念佛或參禪，惟此一「見」的用與不用的差異。參禪原為息見，念

佛卻是為轉染見成淨見，雖用心不同，然求唯心淨土卻殊途同歸。唯此勢至念佛

法門教人從「六根門頭」用功，一切見聞覺知均匯歸一念淨心，34而後念念淨心，

臨終見佛自可期。念佛的最高境界是一心不亂，一心執持名號，不懷疑、不夾雜、

不間斷，這就是大勢至菩薩所說的「淨念相繼」。亦如《楞嚴經》卷五經文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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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量壽經》說「一向專念」，《觀無量壽經》說「一心繫念」，羅什大師所翻《阿

彌陀經》上說「一心不亂」。說法雖不同，但義趣是一樣的，其重點都在「一心」。

不僅在念佛時一心，在日常生活中亦須一心，念佛不過是訓練一心的手段而已。

唯此一念，更無餘念。念念相續，成就三昧，一切時，一切處，順逆境界中均能

保持「一心」。 

四、《楞嚴經》的禪淨思想 

    藉《楞嚴經》中幾個重要的修行概念，來談念佛與耳根二圓通與禪淨思想的

融攝。以進一步確知，耳根與念佛二圓通，一為「禪觀」的代表，一為「淨土」

的代表，兩者對於禪淨修行者，在禪觀內化過程中的重要性。並列出《楞嚴經》

中的幾個修行的中心思想與方法，所帶給禪淨行者的啟發，與所賦予的價值。 

    以下列舉《楞嚴經》的修行思想與次第，依三個面向來談。一為禪觀的運用：

以如來藏思想、捨識用根及六根互用等思想，來說明《楞嚴經》之耳根與念佛二

圓通的特殊修持方法。二為事修到理入：從戒、定、慧與聞、思、修二種修行的

次第，深入《楞嚴經》的修持法門。三為有相入無相：修行的過程，是由有相的

事修而進入無相的理入。以念佛為例，從有念到無念，又從念而無念，將念佛的

身心完全放空到無我的境界，這便是無相的「念佛禪」。 

    其實上述三個面相是環環相扣，不可切割的，只是就不同的角度來闡明耳根

                                                
33 明．德清述，《楞嚴經通議》卷 5，( X12,no.279, p.591,a5-9)。 
34 釋證煜，〈智旭〈大勢至圓通章文句〉思想之研究〉說：「大勢至菩薩都攝六根，全六根都是     觀

境，所以其所觀之境是通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而不僅市其中的一根或是某幾根而已。因

而，大勢至菩薩的觀照境是根大，勢至觀根大。(明．智旭撰述，道昉參訂，《楞嚴經文句》卷 5，

( X13,no.285,p.309,a23)。)而以此六根修習念佛三昧，智旭又將之分為三種：一者惟念自佛、二者

惟念他佛、三者自他俱念。」(釋證煜，〈智旭〈大勢至圓通章文句〉思想之研究〉，中正大學中文

研究所博士班，頁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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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念佛二圓通的修行方法與次第，以便對《楞嚴經》的修行有更全面的瞭解。 

（一）禪觀的運用 

   《楞嚴經》的耳根與念佛二圓通，一是修耳「根」的「反聞聞自性」法門，一

是以都攝六「根」、淨念相繼而修的念佛法門，皆是「如來藏」的體現與作用。運

用的是六根中，「根性」的「不生滅性」來修行，捨妄「識」心，而用「根」性來

修，此種修行方法在《楞嚴經》的二十五圓通的例子很多，描述的也很詳細，皆

是「禪觀」修行的實例。 

    聖嚴法師曾對「禪觀」作了最簡明的定義，聖嚴法師說：「禪的意思是要我們

除煩惱得智慧，從娑婆世界這個不清淨的環境轉變為清淨的樂土，念佛不也是如

此嗎？」35而「觀是用心來覺照，這不是覺悟的覺，而是很清楚的，心很清楚地在

方法上。運用在念佛，就是隨時隨地將心繫在念佛的方法上，這就是覺照」。
36
所

以從聖嚴法師的定義中，我們已很清楚地知道「禪」與「觀」都是為達到身心淨

化的一種觀照的工夫，能除煩惱得智慧。而不論耳根或念佛法門都是「禪觀」的

具體運用。 

聖嚴法師在提到〈耳根圓通章〉時，曾說：《楞嚴經》中觀音菩薩耳根圓通法

門，是透過耳根成佛的境界，也是耳根修持的至高法門。其中包含二層次：一層

次為觀「無聲之聲」，第二層次，是「聞所聞盡，盡聞不住」，亦即「反聞聞自性」
37，此是「禪觀」的修法。在提到〈大勢至念佛圓通章〉時，聖嚴法師也說：〈大

勢至念佛圓通章〉主要是講修禪定，與淨土其他經典講阿彌陀佛的法門，是不同

的。38可見本論文所舉《楞嚴經》耳根及念佛二圓通章，處處皆可見到「禪觀」的

修習方法，由此可得知，何以禪宗行者對《楞嚴經》的特別重視了。明．藕益大

師也曾提到「念佛即禪觀」的概念，與聖嚴法師認為〈大勢至念佛圓通章〉，主要

講的是修禪定的方法，不謀而合。藕益大師說： 

 

本體終未嘗動，此豈非寂照真源。止觀血脈，定慧根據乎！究此現前一念

心性，名為參禪。達此現前一念心性，名為止觀。思維憶持此現前一念心

性，名為念佛。蓋念者始覺之智，佛者本覺之理也。就此念佛法門，有念

自佛他佛自他佛之不同。若單念自佛，與參禪止觀全同。若單念他佛，與

參禪止觀亦異亦同。若雙念自他佛，與參禪止觀非異非同。39
 

                                                
35《聖嚴法師教淨土法門》，頁 188。  
36《聖嚴法師教淨土法門》，頁 191。   
37《聖嚴法師教觀音法門》，頁 40-41。  
38《聖嚴法師教淨土法門》，頁 221。  
39 明．蕅益智旭作《藕益大師淨土集》卷下，「念佛即禪觀論」，頁 178-179，會性法師編集， 

和裕出版社印，民國 94 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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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禪與念佛都本乎此現前一念心。參禪，是究此現前一念心。念佛，則是思維憶

持此現前一念心。念佛雖有方式不同，若單念自(性)佛，與參禪止觀並無不同。 

藕益大師又說： 

 

夫念自佛者，是四念處觀，所謂觀身觀受觀心觀法。若一切法門，不為四

念處所攝，即外道法，故知與禪觀同也。夫念他佛者，或念相好，或法門，

或實相。或不能作此三種念者，則但持名號。若念相好，一往似與禪觀異，

然必止息異緣。專觀彼佛，則仍與止觀同亦仍與靜慮同也，念法門者例此

可知。若念實相雖托他果佛為異，然終無兩種實相，究竟是同。若持名號，

一往亦與禪觀異。40
 

可見念自(性)佛，即須與四念處觀法相配合，即觀身、受、心、法，與禪觀同也。

專觀彼佛也等同止觀與靜慮，所以其本質皆與實相、無相、空相相應。皆此現前

一念心的作用，即如來藏心的體現。所以明．蕅益大師也認為念佛即「禪觀」的

運用，主要在淨化自心。蕅益大師說： 

 

故曰：明珠投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佛號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一。是

則心無異緣，即是靜是止。名號歷歷，即是慮是觀，亦究竟同也。夫雙念

自他佛者，了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乃托他佛，助顯本性。由悟本性，故

與禪觀非異。由托他佛，故與禪觀非同。是謂勝異方便，無上法門。《文殊

般若經》、《般舟三昧經》、《觀無量壽佛經》等皆明此圓頓了義。41
 

不論念自佛或念他佛，不論悟本性佛或托他佛，均可了悟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心

無異緣即「靜」即「止」，佛號歷歷清楚即即是「慮」即是「觀」。 

1、如來藏思想的體現 

   《楞嚴經》中處處含藏如來藏思想，筆者深深覺得此一基本的中心概念，不僅

是貫穿整部經文，且與耳根與念佛二圓通法門修持有密切關係，故不能不對此一

核心思想作一說明。在《楞嚴經》卷三及卷四幾乎全數都是在闡明此一「如來藏」

思想。如卷三云：「云何六入(六根、十二處、十八界) ，本如來藏，妙真如性。」，

又說：「地、水、火、風均名七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所以佛

陀是要告訴我們二十五圓通法門，不論六根(耳根)、六塵、六識、七大皆是如來藏

                                                
40 明．蕅益智旭作《藕益大師淨土集》卷下，「念佛即禪觀論」，頁 179，會性法師編集，和裕 

出版社印，民國 94 年印。      
41 明．蕅益智旭作《藕益大師淨土集》卷下，「念佛即禪觀論」，頁 179，會性法師編集，和裕 

出版社印，民國 94 年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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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體現與作用罷了！誠如《楞嚴經》卷四所說： 

 

若復世間，一切根、塵、陰、處、界等，皆如來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

山河大地，諸有為相，次第遷流，周而復始。42
 

以如來藏本來清淨故無諸相，以其本來如是故無遷流，世間一切有為相皆是生住

異滅及成住壞空的變化相，永無定相。所以在《楞嚴經》卷三也說： 

 

如來藏中，性色(水、火、風、空、見、識)真空，性空真色(水、火、風、

空、見、識)) ，清淨本然，周便徧法界，隨眾生心，應所知量，循業發現，

世間無知，惑為因緣及自然性，皆是識心，分別計度，但有言說，都無實

義。43
 

可見眾生隨業流轉，因識心而有分別計度，皆屬妄識心。若要停止流轉生死，就

必須離幻求真，發明真如本心，亦即如來藏心。《楞嚴經》卷四說： 

 

如佛說言，因地覺心，欲求常住，要與果位，名目相應。世尊！如果位中，

菩提、涅槃、真如、佛性、菴摩羅識、空如來藏、大圓鏡智，是七種名，

稱謂雖別，清淨圓滿，體性堅凝，如金剛王，常住不壞。44
 

如來藏即佛性，即真如，即菩提涅槃，其體性是一樣的。宋．戒環大師在《首楞

嚴經要解》曾作如是解： 

 

離幻復真，常住不壞，名七常住果。而見聽六用離塵無體，是斷滅法。依

斷滅因求常住果，烏得相應耶！此誤認緣塵迷失常性也，由失常性故難契

常果，實修證大患。45
 

眾生往往不知常住真心，以妄識心為真心，更依斷滅因欲求常住果，那是錯上加

錯。誤認前塵影事為永恆不變，此乃修證所最忌諱的，失了常性，如何求常果？    

2、捨識用根與轉識成智 

宋．戒環大師在《首楞嚴經要解》曾如是說： 

                                                
42《楞嚴經》卷 4，(T19,no.945,p.119,c16-18)。 
43《楞嚴經》卷 3，(T19,no.945,p.117,c08-11), (T19,no.945,p.117,c26-p.118,a02),… 
44《楞嚴經》卷 4，(T19,no.945,p.123,c13-17)。  
45 宋．戒環，《首楞嚴經要解》卷 8，(X11,no.270, p.821,a23- b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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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佛所得曰菩提。寂靜常樂曰涅槃。不妄不變曰真如。離過絕非曰佛性。

分別一切而無染著，曰菴羅識。一法不立，煩惱蕩盡，曰空如來藏。洞照

萬法而無分別，曰大圓鏡智。菴摩羅此云無垢，即第九白淨識也，此已成

智。而名識者，以能分別故。《楞伽》曰：分別是識，無分別是智，有空如

來藏，有不空如來藏，有空不空如來藏。《寶積經》曰：空如來藏，離不解

脫一切煩惱。不空如來藏，具河沙佛不思議法。空不空如來藏，隨為色空，

普應一切。後二隨用得名，獨空如來藏為真體，故為果號。46
 

戒環大師以「七常住果」來談「轉識成智」的觀念。將識與智，分別與不分別加

以界定。《楞嚴經》中只提及「大圓鏡智」，代表的是一種能洞照萬法卻無分別的

智慧，應屬佛的智慧。交光大師(1573?-1613?)
47也認為《楞嚴經》的法門，是可以

「彈指超無學」的。交光說： 

剋就根性直指真心，此(楞嚴)經最殊勝處，全在破識心而不用，取根性為因

心，良以用識用根，乃權實兩教之所由分，用識而修者，塵劫不成菩提；

從根而入者，彈指可超無學……須直取根性為因地心，而後可圓成果地也。
48

 

《楞嚴經》此種以不生滅的根性來修的法門，49正是禪者所認同的修證方法。 

近代淨空法師也說要用「根中之性」來修，法師說： 

 

佛告訴我們把識捨掉，用根中之性。性與識不一樣，性不分別不執著不落

                                                
46 宋．戒環，《首楞嚴經要解》卷 8，(X11,no.270, p.821,b2-12)。  
47 黃琛傑，〈《楞嚴經正脈疏》「十番顯見」之研究—兼論與《楞嚴經會解》的比較〉。文中提及 

交光大師的生平曾說：「推論得知：交光大師生於明神宗萬曆元年，即西元 1563 年之前，卒於萬曆

四十一年，即西元 1603 年之後」。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學位，民國 101 年 6 月，頁 29。 
48 交光《正脈疏》，(X12,no.275,p.210,c21- p.211,a02 )。  
49 黃琛傑，〈《楞嚴經正脈疏》「十番顯見」之研究—兼論與《楞嚴經會解》的比較〉。文中指出 

本《楞嚴》經所悟與所修、前悟與後修貫通為一。可說是以一「根性」來貫通了全經的前悟與後修。

本論文認為，必須由這個面向，才能真正認識真鑑抉發「見性通於藏性」這項精義的用心。一、指

出「十番顯見」的深層意涵，即是「捨識用根」。亦即捨棄以「識心」為本，而改以「根性」為本

的修行方法，涵蓋統攝了《楞嚴》全經的要義。依交光真鑑的看法，可謂是「上智徹通之見」，便

是將破識、顯見、四科與七大、三如來藏與十法界心，乃至圓通修證等，完全貫通在「根性」之中，

可說開出《楞嚴經》詮釋史上的「根性法門」之說。二、指出依《楞嚴經》，所主張的不生滅之根

性為本修因，與一般止觀所主張的生滅之識心為本修因者不同。依不生滅為因而修，則得不生滅的

楞嚴真定(大定) ，不同於以生滅為因所得生滅之偽定。三、認為「捨識從根」，即《法華經》所言

之實教，及所言之佛知見(聖言量)。四、真鑑除引《法華經》外，還援引禪宗的「直指人心」，來

彰顯《楞嚴經》「捨識從根」法門的優越性。《楞嚴經》獨特發明的「根性法門」，與禪宗直指人心

有異曲同工之妙，並列舉禪宗多於「六根門頭」指引的方式為例證，與《楞嚴經》之「根性」相會

通。參見〈2012 如學禪師佛教文化博碩士論文獎學金得獎論文摘述〉，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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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如鏡子照東西清清楚楚，而絕不落印象。用識如用照相機，其中有

底片，留有印象。離開一切分別執著，萬法決定平等，心才清淨，清淨心

叫了義。今天採用大勢至菩薩的方法念佛，佛號從心裡生出來，口裡念出

來，耳根再聽進去，與耳根圓通也有密切關係。用這種方法念，容易攝心，

果然淨念相繼，就是念佛三昧。工夫淺的叫成片，工夫深的叫一心不亂。50
 

所以不論念佛或耳根法門都是從根起修，依根中之性來修，而捨棄分別執著的妄

識心。依性起修如鏡子照物，清清楚楚，而絕不落印象。若依識心修則如相機照

相會有執取。 

3、六根互用 ─ 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 

   《楞嚴經》提出從「一根」起修，如本論之耳根法門修起，因娑婆世界眾生的

根器在於「耳根」，進而達到「六根互用」的境界。《楞嚴經》卷六曾說：「一根

既返源，六根成解脫」，只要從一根中，返源到自性本心，則六根頓時成自在解脫

的地步。《楞嚴經》卷四曾說： 

 

隨拔一根，脫黏內伏。伏歸元真，發本明耀。耀性發明，諸餘五黏，應拔

圓脫。不由前塵所起知見，明不循根，寄根明發，由是六根互相為用。51
 

主要是任選一根修習，將所黏著的妄塵，攝伏於在「一根」上。然後將之導歸於

本元一真之心，發明此心之本性，妙明光耀之性。同時黏著五根的五妄塵也會隨

之而拔除，然後得以圓滿解脫。這就是文殊菩薩希望娑婆眾生，選擇耳根圓通修

行法門的方法，只要「一根」能返歸本元自性，那其餘五根也應刃而解脫。所以

《楞嚴經》卷六也說： 

 

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雖見諸根動，要以一機抽；息機歸寂然，諸

幻成無性。六根亦如是，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一處成休復，六用皆

不成。52
 

只要一根能返源，回歸於不生不滅的真性中，那就得解脫。身體如一木制玩偶，

由一根線操作，只要有一根的運作，由妄返真了，那六根的互用也不成問題。此

種 「六根互用」的例子，在《楞嚴經》卷四中提到有六位聖者：「如阿那律陀

                                                
50 淨空法師《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親聞記，頁 14-15，佛陀教育基金會印，淨土法師講述， 

劉承符居士記，民國 87 年。淨空法師說：「唯識學中說，第六識的作用是分別，第七識的作用是執

著，第八識的作用，以現代話說是記憶，在佛經中說含藏種子」，頁 14。  
51《楞嚴經》卷 4，(Ｔ19,no.945,p.123,b26-29)。 
52《楞嚴經》卷 6，(Ｔ19,no.945,p.131,a20-b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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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ruddha)無目而見，跋難陀龍(Upananda)無耳而聽，殑伽(Gavgā)神女非鼻聞

香，驕梵鉢提(Gavāṁpati)異舌知味，舜若多 (Śūnyatā虛空神)神無身有觸……，

摩訶迦葉(梵文：Mahākāśyapa；巴利語：Mahakassapa)久滅意根，圓明了知，不因

心念」。53此六為聖者雖六根各有殘缺，但卻充份發揮「六識」功能。 

    陳士濱在其論文中，也提到「六根互用」的現代例子，從科學研究中越來越

多的例子，證實凡人皆擁有六根串聯的潛能，有一根受損而以他根替用的人，也

有三根聯覺互用的實例。54陳士濱的論文極富新知也極有趣，甚至引用明代錢謙益

《楞嚴經疏解蒙鈔》卷末，指出連動物界也可「六根互用」。如云：「龍本無耳聽

以神，蛇亦無耳聽以眼，牛無聞故聞以鼻，螻蟻無耳聞以身，六根互用乃如此」。
55陳士濱以為「六根互用」，依錢謙益的觀點，狹義上是專指諸佛菩薩的自在神通

法。但從廣義來說，「六根互用」也適用於動物界的感官能力。 

    結合《楞嚴經》，從「一根」起修，進而達成「六根互用」的境界，再由科學

的佐證，我們更堅信佛陀教我們從「耳門」入三摩地的教誨，所言不虛。 

（二）事修到理入 

    「耳根圓通」的修證過程，是透過聞聲而「返聞自性」；「念佛圓通」則分「事

念」、「理念」，從憶佛、念佛的「事修」，而能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地入「理修」。

從聞思修三慧而證人、法二空 ；從戒定慧三學，攝心為戒，生定而發慧。說法雖

不同，由「事」入「理」修的過程，卻是無二無別的。   

    聖嚴法師在提到〈大勢至念佛圓通章〉的憶佛、念佛的時候曾說到念佛有「事

一心」與「理一心」二種。聖嚴法師說： 

 

兩個人互相憶念，就是佛念我們、我們念佛，這叫感應道交，當念得愈來

愈深時，就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有淺、有深，淺的是「事一心」，深的是

「理一心」，愈來愈深指的是「理一心」。而要達到「理一心」的念佛三昧，

必須念念不離彌陀，念念不離佛號，念念不離佛的功德。若不能達成，至

少可以做到「事一心」。
56
 

可見《楞嚴經》之耳根與念佛二圓通，一開始都是藉由聲音的引導而開始修習。

由「事」相上的「有」開始修行，而進入「空」與「無」的「理」上修。聖嚴法

師曾說：見佛性是「理」，入定叫作「事」。57
 可見凡夫在修行的過程中，「事」

                                                
53《楞嚴經》卷 4，(Ｔ19,no.945, p.123,c01-05)。 
54 陳士濱，《華嚴經》「六根互用」之研究，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前論文集(三) ，頁 

515-526，2014 年。 
55 明．錢謙益《楞嚴經疏解蒙鈔》卷末五錄(卷 8)，(X13,no.287,p.924,b18-20)。  
56《聖嚴法師教淨土法門》，頁 228。  
57《聖嚴法師教淨土法門》，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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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的時間通常是比較長的漸修過程，而「理」入則有可能是短暫、片刻的開悟、

發慧的過程罷了。 

1、聞思修三慧 

    《楞嚴經》卷六，介紹的是觀世音菩薩的「耳根圓通」的修證過程，一向為

研究《楞嚴經》的註譯者所必須討論的。然而究竟從那個方向來討論，意見頗紛

歧。釋果鏡法師在其論文中曾歸納了五種看法，主要可簡分為三類：一、以「聞、

思、修」來註解者，二、以「亡前塵、盡內根、空觀智、滅諦理」四節註解者，

三、以「人空、法解脫、俱空不生」註解者。58
 

    本論文採第一類方式，即依「聞、思、修」來註解。歷來採此說者尚有宋．

長水子璿(965-1038)《首楞嚴義疏注經》、宋．孤山智圓(976-1022) 《首楞嚴經疏》

(此疏已佚，但可借助宋．思坦《楞嚴經集註》得知) 、明．凌弘憲《楞嚴經證疏

廣解》59及宋．戒環(?-1129)
60《首楞嚴經要解》(本論文採此家為例作說明，釋果鏡

法師的論文未列此家) 。欲得知其它註解方式，請參看，釋果鏡法師的論文。宋．

戒環《首楞嚴經要解》曾就觀世音菩薩「耳根修證」的過程，以「聞、思、修」

三種實踐次第來說明如下： 

 

釋從三慧入圓通也。達耳之謂聞，著(注)心之謂思，治習之謂修；三者圓明，

是名三慧。入流亡所者，不隨聲塵，頓入法流，而亡其所入也。音聲之性，

由動靜顯故，所入既寂，則動靜不生，此聞慧也。既達乎耳，復著於心，

如水之漸，如土之增，使能聞所聞情境俱泯，而盡聞之心亦復不住，以合

真覺，此思慧也。即著於心，還以治習，使能覺所覺皆合妙空，則空覺不

二，是謂極圓。能空所空亦復不立，乃為盡道，此修慧也。 
61

 

「著」心有註為「注」心，兩者或應作同義解。入流亡所，亡其所入，所入既寂，

動靜不生屬聞慧。著(住)心之謂思，而思慧是能所俱泯，盡聞之心亦復不住，以合

真覺之謂。修慧乃是能所皆合妙空，空覺不二之極圓。如何又能入三摩地？知幻

離幻，以幻修幻呢？宋．戒環《首楞嚴經要解》又說： 

 

夫然後生滅滅生，情境俱盡，而真寂真滅圓通之體，於是現前，即所謂入

三摩地也。以《圓覺》配之，入流亡所等，即應當遠離幻妄境界也。如是

漸增等，即心如幻者亦復遠離也。覺所覺空，即遠離為幻亦復遠離也。空

                                                
58 釋果鏡，〈試論《楞嚴經》耳根圓通法門—以聖嚴法師的講要為主〉，頁 385-390。  
59 釋果鏡，〈試論《楞嚴經》耳根圓通法門—以聖嚴法師的講要為主〉，頁 385-390。  
60 黃國清，《宋代戒環的法華思想》中提及戒環的生卒年不詳，但依其著述推其卒年應在 1128 

至 1129 年間。《揭諦》，期 20，2011 年 1 月。  
61 宋．戒環，《首楞嚴經要解》卷 11，(X11,no.270, p.830,c24- p.831,a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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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空滅，即離遠離幻亦復遠離也。生滅既滅，則得無所離即除諸幻也。寂

滅現前，即譬如磨鏡垢盡明現也。造至於此，則圓通之體極矣！62
 

原來修行猶如金蟬脫殼，層層脫去，層層遠離，最終是寂滅現前。也如《圓覺經》

所言：離幻是真，層層遠離，最終是無有生滅，生滅滅已！此猶如磨鏡，垢盡明

自現，亦為圓通之體的極致也！筆者試著將此段註釋作一整理成下表，並與《楞

嚴經》63、《圓覺經》64所敘述，作一對照，將聞思修三慧與觀音耳根修證次第作一

對應。 

 

三慧      定義  /  界說 對照 

《楞嚴經》 

以《圓覺經》配之 

聞慧 達耳之謂聞。 

入流亡所者，不隨聲塵頓入法海 

而亡其所入也。音聲之性由動靜 

顯故。所入既寂則動靜不生。 

初於聞中 

入流亡所 

所入既寂 

動靜二相 

了然不生 

入流亡所等，即應遠離幻妄境界。 

思慧 著(注)心之謂思。 

既達乎耳復著於心，如水之漸如 

土之增，使能聞所聞情境俱泯。 

而盡聞之心亦復不住以合真覺。 

如是漸增 

聞所聞盡 

盡聞不住 

如是漸增等，即心如幻者亦復遠離。 

修慧 治習之謂修。 

既著於心還以治習。使能覺所覺 

皆合妙空，則空覺不二是謂極圓。 

能空所空亦復不立，乃為盡道。 

覺所覺空 

空覺極圓 

空所空滅 

 

覺所覺空，即遠離為幻亦復遠離。 

空所空滅，即離遠離幻亦復遠離。 

三摩地 夫然後生滅滅生，情境俱盡而真 

寂真滅圓通之體於是現前，即所謂

入三摩地也。 

生滅既滅 

寂滅現前 

生滅既滅，則得無所離即除諸幻。 

寂滅現前，即譬如磨鏡垢盡明現。 

至此則圓通之體極矣！ 

 

此表乃依宋．戒環，《首楞嚴經要解》卷十一所敘述，整理而成。65主要是希望藉

表格能對耳根圓通修證的次第與聞思修三慧之間的關係，作更進一步的認識。 

    若論念佛法門與聞、思、修三慧的關係，近代圓瑛大師也曾說： 

                                                
62 宋．戒環，《首楞嚴經要解》卷 11，(X11,no.270,p.831,a08-15)。  
63《大佛頂首楞嚴經》卷 6，(T19,no.945,p.128,b19-21)。  
64《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冊 1。經云：「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應當遠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

由堅執持遠離心故，心如幻者，亦復遠離。遠離為幻，復遠離離遠離幻亦復遠離。得無所離，即除

諸幻。」又云：「善男子。彼之眾生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

幻滅滅故非幻不滅。譬如磨鏡垢盡明現」，(T17,no.842,p.914,a15-18)及(T17,no.842,p.914,c02-04)。 
65 宋．戒環，《首楞嚴經要解》卷 11，(X11,no.270, p.830,c24-p.831,a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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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念佛，即具聞、思、修三慧，聞說佛名，諦信不疑，為聞慧；記憶在懷，

恒不忘失，為思慧；持念不輟，無有間斷，為修慧。《佛地論》云：菩薩履

三妙慧，淨土往還，是念佛人，必具三慧，方歸淨土。66  

圓瑛大師引《佛地論》將聞、思、修稱為三妙慧，是念佛人所必具備的。藕益大

師的《阿彌陀經要解》也提到「聞、思、修」三慧與念佛法門的關係，藕益大師

說： 

聞而信，信而願，乃肯執持。不信不願與不聞等，雖為遠因，不名聞慧；

執持則念念憶佛名號，故是思慧。然有事持理持。事持者，信有西方阿彌

陀佛。而未達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但以決定志願求生故，如子憶母，無

時暫忘。理持者，信西方阿彌陀佛，是我心具，是我造。即以自心所具所

造洪名，為繫心之境，令不暫忘也。……一心亦二種。不論事持理持，持

至伏除煩惱，乃至見思先盡，皆事一心。不論事持理持，持至心開見本性

佛，皆理一心。事一心，不為見思所亂。理一心，不為二邊所亂。即修慧

也。67
 

若能持至初信位，見惑除，至七信位，思惑除，界內事惑斷盡，名事一心。從八

信至初發心住，無明一分破，法身一分證，親見本性彌陀，唯心淨土，名理一心。

事一心，我執已亡，不為見思事惑所亂。理一心，法執已破，不為無明理障所亂。

又事一心是緣修，理一心是真修，故為修慧。68
 

2、戒定慧三學 

    藕益大師在其著作中曾就「念佛即禪觀論」來談念佛與定慧、止觀的關係。

藕益大師說： 

 

梵語禪那，此云靜慮。靜即是定，慮即是慧。靜即止，慮即觀。靜即寂，

慮即照。是故定慧也，止觀也，寂照也，皆一體而異名也。或謂寂照約性，

餘二約修。止觀約因，定慧約果。不過一往語耳。夫吾人現前一念心性。

雖昏迷倒惑。靈知終不可滅。69
  

 

可見定慧即止觀、寂照的異名，乃吾人現前一念心性的體現。在《楞嚴經》卷六

                                                
66 民國．圓瑛法師，《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全冊，卷 14，頁 863。  
67 明．蕅益智旭作《阿彌陀經要解》。寶靜法師講述《阿彌陀經要解親聞記》，頁 235-239。 
68 寶靜法師講述《阿彌陀經要解親聞記》，頁 240。  
69 明．蕅益智旭作《藕益大師全集》，〈藕益大師文選〉一，「念佛即禪觀論」。    

http://www.haihui.org.tw/data/54/index.asp?t1=0&t2=1&t3=1。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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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半開始則講述四種「清淨明誨」，曾宣說修行三決定義，佛陀說「攝心為戒」，《楞

嚴經》云： 

 

所謂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是則名為三無漏學。70
 

修禪定者須先從斷淫、斷殺、斷偷、斷除諸大妄語，四種「清淨明誨」做起，名

之為戒。佛陀為避免眾生落入外道諸魔，均一一以譬喻來提醒。佛陀說： 

 

禪定現前，如不斷淫，必落魔道，……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斷心淫，

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一決定清淨明誨。是故阿難，若不斷淫，修禪定

者，如蒸沙石，欲其成飯，經百千劫，只名熱沙。何以故？此非飯本，沙

石成故。71
 

第一清淨明誨是要斷淫，禪修者若不斷淫，就如同有人想蒸沙子來煮飯，是辦不

到的。佛陀又說： 

 

禪定現前，如不斷殺，必落神道，……汝教世人，修三摩地，次斷殺生，

是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二決定清淨明誨。是故阿難，若不斷殺，修禪定

者，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聲大叫，求人不聞，此等名為欲隱彌露。72
 

第二清淨明誨是要斷殺，禪修者若不斷殺，猶如有人用手遮住自己的耳朵，而高

聲大叫，想要隱藏卻反而更顯露。佛陀再說： 

 

禪定現前，如不斷偷，必落邪，……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後斷偷盜，是

名如來。先佛世尊，第三決定清淨明誨。是故阿難，若不斷偷，修禪定者，

譬如有人，水灌漏巵，欲求其滿，縱經塵劫，終無平復。73
 

第三清淨明誨是要斷偷，禪修者若不斷偷，就好像有人用水灌注一個有漏的酒器，

希望能灌滿它，雖經千百劫，也沒辦法。佛陀最後說： 

 

六道眾生，雖則身心無殺、盜、淫，三行已圓，若大妄語，即三摩提，不

得清淨，成愛見魔，失如來種。所謂未得謂得，未證言證，或求世間尊勝

第一。……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後復斷除諸大妄語，是名如來。先佛世

                                                
70《楞嚴經》，卷 6。(Ｔ19,no.945, p.131,c14-15)。 
71《楞嚴經》，卷 6。(Ｔ19,no.945, p.131,c18-26)。  
72《楞嚴經》，卷 6。(Ｔ19,no.945 ,p.132,a5 -a21)。  
73《楞嚴經》，卷 6。(Ｔ19,no.945, p.132,b0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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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第四決定清淨明誨。是故阿難，若不斷其大妄語者，修禪定者，如刻

人糞，為栴檀形，欲求香氣，無有是處。我教比丘，直心道場，於四威儀

一切行中尚無虛假。云何自稱得上人法？譬如窮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滅，

況復法王如何妄竊！因地不直，果招紆曲！74
 

以上四種「清淨明誨」，其實就是指出「攝心為戒」的基本內容，也是佛陀教我們

修習戒、定、慧三無漏學的根本修行方法。佛陀恐眾生知之不切，再以譬喻方式

進一步開導，讓我們能詳其究竟，得以深切力行。圓瑛大師示吾人何謂「事一心

念佛三昧」時，曾告誡我們念佛能否成就，其實與定慧能否均持很有關係，圓瑛

法師曾說： 

 

聞說念佛法門，可以橫超三界，疾出生死，即深信不疑，願生淨土，專心

繫念，句句分明，念念相續，行、住、坐、臥，惟此一念，更無二念，即

是以一念，而除眾念，不為內惑外境，之所雜亂。如《成具光明定意經》

云：空閒寂寞，而一其心；在眾煩惱，而一其心；乃至訕謗利失，善惡等

處，而一其心者是也。此於事上即得，理上為徹，惟得信力成就，未見道

故；但屬定門，無有慧故；祇能伏妄，不能破妄；往生淨土，九品蓮花之

中，則在中三品。以功力之淺深，而分上、中、下；而下品三品，乃未得

事理一心，念佛三昧之所生。75
 

圓瑛法師以為念佛法門所憑藉的，不外信、願、行三資糧，而三資糧所用的，僅

此一心。若能不為內惑外境所干擾，也惟此一心，故屬定門。但若信力成就，未

全道力；若有定無慧，亦只能伏妄，不能破妄。欲得上品上生，只有得理事一心，

念佛三昧始能成就，亦即定慧等持的境界。可見不論禪修或念佛，戒為基石，戒、

定、慧三足鼎立，缺一不可。圓瑛法師又說以念佛為因地心，才能證果地覺，「入

無生法忍」。所以圓瑛法師又說： 

 

入無生法忍者：即依因所感之果也。入是證入，無生是所入之理，忍，則

以慧心安住此理，亦即慧之定也。念佛為能入，此忍為所入。無生之理，

始終不異，即不生不滅；迷悟無差，即不垢不淨；生佛平等，即不增不減；

證入法忍，地位有殊。76
 

可見以念佛為因地心，成佛則是果地覺，欲入無生法忍，是即定即慧的工夫，定

慧等持的地步。證入無生法忍能得三摩地，而此一境界與定慧又有何關係？為何

                                                
74《楞嚴經》，卷 6。(Ｔ19,no.945, p.132,b29-c21)。 
75 民國．圓瑛法師，《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全冊，卷 14，頁 848-849。  
76 民國．圓瑛法師，《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全冊，卷 14，頁 86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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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開慧的楞嚴」？圓瑛法師在說明「三摩地」時說： 

 

得三摩地：乃因感果，由本修因，證圓通果。梵語三摩地，此云等持，又

云等至，等持即定慧均等任持，雙離昏沈掉舉也；至即是到，由定慧平等，

能到勝定故。斯為第一者：斯指都攝六根，念佛法門，最為第一。77
 

都攝六根的念佛法門，斯為第一。是定慧等持，雙離昏沉掉舉的工夫，能得勝定，

即「楞嚴大定」是也。淨空法師也說：「要認真修懺悔法門，老實念佛是真懺悔。

念佛相好，對治昏沉，念佛功德，對治妄想」。78
 又說：「身近佛身(戒)，心開佛心

(定慧)。佛的言語造作都是由清淨心引發出來，決無過失，可以作世間的戒律。以

真心論，佛心與眾生心無二無別」。79
 

（三）有相入無相 

    修行任何法門都是從「有相」開始，而達到「無相」的境界。雖以念佛為例

作說明，但法法皆通，提到念佛與「禪」的結合，更是修行「無相」念佛的代表，

也是「念而無念」的具體實踐。不論耳根或念佛法門，其修行的基本型態是一致

的，都是由有相入無相的一種過程。 

1、念佛禪與無相念佛 

    聖嚴法師認為如果念佛是一種「禪」，即把禪融入念佛法門，形成「念佛禪」，

則它是一種「無相念佛」。聖嚴法師說：「世間的法都是有心的，可是佛法卻不能

有心」。80所以法師進一步說： 

 

就是專心念(佛) 、一心念，但是不要有企圖心、等待心、渴望心，這就是

無相(或稱實相)念佛了。而蓮池大師就是要我們從有相進入無相念佛。81
 

無所求心，老實念佛，才是「無相念佛」。聖嚴法師認為的「無相念佛」是與一念

不生、無我的清淨心相應的，所以聖嚴法師又說： 

 

我們的人間淨土就是「一念相應，一念是佛，一念見淨土；念念相應，念

念是佛，念念見淨土；一人相應，一人是佛，一人見淨土；人人相應，人

                                                
77 民國．圓瑛法師，《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全冊，卷 14，頁 864。  
78 淨空法師《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親聞記，頁 47。  
79 淨空法師《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親聞記，頁 49。  
80《聖嚴法師教淨土法門》，頁 205。  
81《聖嚴法師教淨土法門》，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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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佛，人人見淨土」。念念都與佛號相應，念念都與佛的慈悲、智慧相應，

你就是佛。與佛相應，佛就在你面前出現，即見到佛的法身，這就是無相

念佛。82
 

修行從有相開始，念佛求往生、求智慧，求生極樂淨土，皆屬有相念佛。 

2、念而無念 

如何能將修行從有相入無相，由有念而達無念的階段。聖嚴法師說： 

 

通常人講淨土，大概只講到念佛求生西方淨土。這是我們共同的願望，並

不能說錯。但是因為佛法的本質一定要與空、般若的智慧相應，唯有發般

若的慧才能徹底除煩惱。就是到了西方極樂世界以後，還是要聽聞佛法，

發起無漏的智慧，證無生法忍。83
  

求佛無漏智慧才能徹底除煩惱，佛法本質是與空慧、無我相應的。下根的凡夫雖

是有相念佛，卻要知道無相念佛的目標。雖然禪修、念佛法門有別，但從有相到

無相的過程是相同的。聖嚴法師說： 

 

雖然講的法門不同，可是目標都是要我們破我執。破我執就是無我，就是

無我相，就是無相。我相沒有，佛的相也沒有；不取自己的我相，有誰去

取佛的相呢？所以證無相，阿彌陀佛與自己就是不一不二，一切諸佛與自

己是一個鼻孔出氣。……如同禪宗說的「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這不

是真的說我每天都與佛一同起床，每晚都抱著一尊佛入眠，其實抱的是無

相、是實相，是與佛的法身不一不二的。84
 

不論禪修與念佛，修行的過程都一樣的，不以有心修，不以無心修，不以亦有亦

無心修，不以非有非無心修。85
 最後可達不修而自修，不念而自念的「無心」階

段。聖嚴法師說：「不念而自念，就是沒有專注要自己念，但是自己在念，而且念

的時候絕對沒有妄想」。86
 聖嚴法師說： 

 

達到理一心(無心) ，已經離煩惱了，如果死亡時能持續保持，往生西方淨

土就已經過上品上生。如果是事一心(統一心) ，好像煩惱不起伏，可是一

                                                
82《聖嚴法師教淨土法門》，頁 207。  
83《聖嚴法師教淨土法門》，頁 210。  
84《聖嚴法師教淨土法門》，頁 213。  
85《聖嚴法師教淨土法門》，頁 205。  
86《聖嚴法師教淨土法門》，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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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定境，在平常生活中還是會波動起伏。87
 

聖嚴法師提醒我們，修行是從事一心(統一心)到理一心(無心)的過程，要達到無心

(理一心)的階段，才真正可遇境界而不起煩惱，在面對死亡時仍能保持正念，不起

煩惱，順利往生淨土。 

五、總結 

    本論文以〈耳根圓通〉為禪的代表，〈念佛圓通〉為淨的代表，作為《楞嚴經》

禪淨思想發展之基礎，來說明《楞嚴經》「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88的立場。

並結合《楞嚴經》中的一些基本的修行法則：如「禪觀的運用」，藉如來藏思想、

捨識用根、六根互用等的觀念來說明。其次談到由「事修到理入」，並配合戒、定、

慧及聞、思、修等的修行次第來說明。第三則從「有相入無相」來談，修行的必

經過程，也希望能將《楞嚴經》中的一些修行的基本概念，有效地運用在日常生

活中。 

若就「耳根圓通」而言，行者可修習「反聞聞自性」，聞自性即聞空性、聞佛

性，聞此一「如來藏性」是不生滅的。若就「念佛圓通」而言，可藉念佛的所緣境，

而修「念性亦是不生滅的，乃同佛性、空性、如來藏性」。此二法門，粗看似乎差

異甚大，深入探究後，卻又發現其相通性與可發明之處。聖嚴法師說： 

    

禪的意思是要我們除煩惱得智慧，從娑婆世界這個不清淨的環境轉變為清

淨的樂土，念佛不也是如此嗎？它就像話頭禪用話頭，默照禪用默照一樣，

念佛禪只是用念佛的方法而已。如此不僅淨土宗能生西方淨土，禪修也可

以生西方淨土；而念佛禪依然要修淨土，任何一個法門都要進入淨土。89
 

聖嚴法師告訴我們「禪」是一種淨除煩惱，轉化身心的法門，是以無門為法門的。

而念佛並不專屬淨土宗，它也是「禪觀」淨心的法門。 

修行《楞嚴經》，不論從耳根「一根」或念佛的「都攝六根」，不論從何入手，

「事相」上，看似不同，但就「理修」上而言，其實都在悟此不生滅的「真心」。

《楞嚴經》教我們依「根」修行，眾生往往依真起妄，因妄覺妄識之識心而障蔽

真性，是故應盡捨分別之妄心，遠離一切妄塵，依「根」中之「性」起修，才能

                                                
87《聖嚴法師教淨土法門》，頁 195-196。  
88 《楞嚴經》，卷 6，偈云：「迷妄有虛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眾生。空生大覺中，

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無，況復諸三有。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聖

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初心入三昧，遲速不同倫」，(T19,no.945,p.130,a19-26)。 
89《聖嚴法師教淨土法門》，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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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體悟「直心是道場90」，所謂《楞嚴經》的「捨識用根」法門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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