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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世音菩薩修持方法

及證悟過程

沈家楨博士 著

本文作者沈先生早年攻讀科學，慧根深厚，近年在美經營企業，

現為航業界鉅子。從賓州大學張澄基教授共研佛學，過往甚密，對禪

密二宗造詣均深。此文為沈先生在紐約大覺寺之講詞，內容精闢、創

新，特為再版流通、俾能共嚐法味！

編者



3

佛法的目的，在於解除一切眾生的痛苦。苦痛中最普遍的為生老

病死。當嬰孩初生時，呱呱大哭，從來沒有一個人是笑的，可知生的

過程原是苦痛的。年輕時不能瞭解老的苦痛，年紀一大，便齒牙搖動、

老眼昏花、行走艱難，種種衰老的痛苦，大凡身受者都很知道。病的

痛苦，幾乎每個人都經歷過。死的經驗，雖則我們還沒有；可是從耳

聞目見的情形來推測，很少人會感到死是快樂的；因為死不但使人完

全放棄所喜愛、所依靠的一切，而且將人帶入一個渺茫不知的前途。

其他如和親人分離；想見的人不容易見面，而憎厭的人卻又偏偏碰頭；

要想得到的東西得不到；這些情況在佛家中稱為「愛別離」、「怨憎

會」、「求不得」，都是人生的苦痛。在人生的過程中，快樂並不是

沒有，但往往是很短暫的；有時因這些暫時的快樂，反而引起相對的

更大更久的苦痛。高樓巨廈、美女情男、富貴榮華，沒有一樣是能夠

持久的。所以佛法中除了上述的七種苦痛外，「無常」也是苦痛之一。

如果佛家把人生看得如此苦痛，豈不是相信佛法會令人消沈悲觀

嗎？其實這正好相反。這裏我們得提到佛法的認識。佛法說︰人生的

一切苦痛，都是因妄想執著而來，因為妄想執著、妄生分別、認妄作

真，將原有的永遠真樂的本性湮沒了，所以才有苦痛。每個人原都具

有圓滿真樂的本性，倘能認清妄想執著是什麼，使妄想執著，煙消雲

散，則一切苦痛，亦隨之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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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妄想執著究竟能否消除呢？佛家的答案是肯定的。佛法可並

不叫人祇求神拜佛，或祈求上帝賜以恩典，因為這些雖然可以助人獲

得精神上的寄託及安慰，但不能使人徹底消除妄想執著，因之也不能

徹底解脫人生的苦痛。

釋迦牟尼佛憑他親身證悟的經驗，為我們樹立了一個榜樣；今天

我們要說的觀世音菩薩，也是一個好榜樣。這些經驗告訴我們，憑自

身的努力，本性可以顯發；妄想執著——這一切苦痛的根源——可以

徹底消除。這猶如一間多年無光的暗室。明燈一亮，黑暗全消。釋迦

佛的榜樣及以後歷史上很多依照他的方法而得顯發本性的成功者，為

人類樹立了對於佛家的認識。因為有了這個認識，它給人類的苦痛帶

來了可以解脫的希望。釋迦佛並且強調︰如果一個人能全心全意，像

任何有大成就的科學家、哲學家等一樣，廢寢忘食，精益求精，即在

此生，不必等到死後，自會那麼一天，機緣成熟，妄想執著全消，苦

痛永遠解脫。因此，學習佛法，才是真正的有膽量面對現實，真正的

有辦法、有毅力、樂觀、積極。他的胸襟，不僅是追求自己苦痛的解

脫，而且是為了求全人類的永遠真樂；最低限度，也是可以減輕人類

的各種苦痛。

我們再進一步問︰既然佛家有這個苦痛可以解脫的認識，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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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具體可行的方法，使我們能夠消除妄想執著，顯發原有的常樂本

性呢？答案是方法極多，在無數的方法中，布施及禪定可算是兩種最

普通而基本的修法。何謂布施？簡單的講，這就是把你所喜愛的送給

別人。這裏我們得先認清︰一切你所喜愛的，捨不得的，原來即是你

的執著；執著愈深，你就愈捨不得送給別人，所以布施實在是一種去

掉妄想執著的最好的訓練。何謂禪定？定是一種境界，在這種境界中，

妄想就像鏡子裹的影像，對鏡子生不起作用一樣。禪則是方法，禪

（Dhyana）字中文也譯作「靜慮」，那是一種集中心力，使生理心理

都逐漸起變化以達到定的境界的訓練。所以禪定並不是叫人像木頭石

塊一樣呆坐，而是要訓練心力的集中；這裹面包含著一層層的深入，

所謂過了一重山，又是一重山，要到那麼一天，妄想執著，猶如捕風

捉影，連名相都不存在時，方才有個消息。

剛才樂渡法師說︰我們人是頂幸運的，是頂有希望消除妄想執著，

顯發本性的。因為上了天堂，太快樂了，玩也忙不過來，還那裏想得

到修行，等到天福享盡，要想修時，就已經來不及了。做了畜生、在

地獄裏的，則沒有機會聽到佛法，不曉得怎樣修行。唯有人，他有苦

痛的刺激，使他想到修行；他有機緣聽到佛法，使他知道如何修行。

像在座的各位，不但獲得人身，而且得聞佛法，真是萬千眾生中最幸

運的，可見各位已經是多世勤修，有此一天，決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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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說了一個引子，簡略的提到了佛法的目的，佛法的認識；也

提到布施及禪定這兩個修行的名詞；順便更提醒各位︰不要錯過這難

得的做人的機緣。

為什麼我今天要介紹觀世音菩薩的修行方法呢？這裹有兩個原

因︰第一，觀世音對我們這個世界的人，發有極大的願心，所以與我

們有極深的淵源。知道觀世音菩薩這個名號的人，也多得不可計數；

因為有這樣深的因緣，所以學習觀世音所採取的修行方法，依之實行，

頂容易收效。觀世音是在布施及禪定兩修持上，有登峰造極的成就的。

他的布施，不但包括一切人們能夠想像得到的財施、法施，而且能解

除男人、女人、大人、小孩的一切畏懼恐怖，所以人們又尊稱他為「施

無畏者」。今天我要介紹的，則是著重於觀世音菩薩修禪定的過程。

第二，這條禪定的過程，是觀世音菩薩在楞嚴會上，應釋迦牟尼佛的

建議而向大眾報告的。那次會上，一共有二十五位修行極有造詣的提

出他們的修行方法及心得。之後，釋迦佛叫文殊菩薩作個結論。文殊

菩薩就特別指出，觀世音由耳根修禪定的法門，是最適合於這個世界

人類的修行方法。因為上述的二個原因，樂渡法師選擇了「觀音圓通」

這個題目，叫我來把我所了解的，貢獻給各位，以供大家參考及討論。

上面提到「觀音圓通」是楞嚴經上記載觀世音菩薩所講述他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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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修禪定的過程。現在我先將楞嚴經上的這段原文寫在黑板上，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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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請記住︰一、觀世音修行用的是耳根，因此我們所講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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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聽聞為主體。二、觀世音菩薩所說的是他修行的過程，因此是由淺

入深。我們大多數人都只能說是在修行的初期，因此關於觀世音的初

期修行經驗，特別對我們有用。我將儘可能解釋得詳盡些，希望各位

能夠有所收穫。

在研究觀世音的修行過程中，對「我」、「聞性」、「聞」、「聽」

及「聲」這五個名詞，有先認識清楚的必要。這五個名詞，實際上也

代表妄想執著的五個層次。「聲」是最淺最粗的妄想執著，而「我」

則是最深最細也是最難消除的妄想執著。下面我當一一指出觀世音菩

薩如何一層層地消除妄想執著，以完成本性顯現的修持。

「聲」、「聽」、「聞」及「聞性」通常容易混作一談，其實其

中有很重要及根本的區別。觀世音的初期修行，即是從認識這種區別

開始。據傳說觀世音是在海灘邊習禪定的，他每天聽到海潮聲音的來

去。清晨醒來，萬籟俱寂，潮聲遠來，打破了清靜；不久潮聲退去，

耳邊又恢復清靜。隨後潮聲再來，靜又消失了。觀世音研究這潮聲的

來去，發覺潮聲及清靜這兩個對象，在聽覺（指所聞的聞性）中是此

起彼伏的；潮聲生，清靜滅；潮聲滅，清靜生。可是兩者有一相同之

點，即是都不久存，都有生滅；而聽覺則不然，它卻老是在那兒。因

為有聽覺，所以能聽到潮聲，潮聲去了，聽覺並不隨之而去；因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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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聽到的是靜。如果聽覺隨潮聲而去，則不但分不出靜，而且潮聲再

來時，又何能再聽到次一個潮聲，因此潮聲有來有去生滅，而聽覺則

並無來去生滅。（註一）

這個「聲音」有來去生滅的一點，非常重要，因為世人的妄想執

著，實在是因為「跟追」這暫時生滅的聲音而來。為使各位得一深刻

的印象起見，我再舉一個例︰

我現在打一下鐘，「噹——」我問︰「有鐘聲沒有？」大家回答︰

「有鐘聲。」待鐘聲過去，我又問︰「現在有鐘聲沒有？」大家回答︰

「鐘聲沒有了。」這答得很對，鐘聲是來了又去，也可以說是有生有

滅。可是現在讓我再打鐘一下，「噹——」而我問︰「各位聽見嗎？」

各位都說︰「聽見。」一回兒鐘聲消失，我又問︰「各位聽見嗎？」

有人答︰「聽不見了。」這話可有語病，好比盲人說不能看見一樣，

為什麼呢？因為盲人並不是看不見，不過所看見的是黑暗而已。我們

現在並不是聽不見，不過聽見的不是鐘聲而是靜或其他聲音而已。試

想如果你的聽覺沒有了，你怎能知道鐘聲已息。又如果聽覺沒有了，

你又怎能現在還聽到我說話。可見消失的只是鐘聲，而不是你能聽的

聽覺。鐘聲有來去、有生滅，而聽覺則老是在那兒，並無來去，也沒

有生滅。這不動而能聽的聽覺，佛法中叫它為「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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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二個例子，說明「聞性」和「聲」的區別。一天到晚，在

我們耳邊忽生忽滅，一刻不留的是「聲」。一直在那兒，不生不滅的

是「聞性」。聾子也一樣有「聞性」，但是聽不到聲音。

那麼什麼叫做「聽」？而「聽」和「聞」又有什麼區別呢？

大家都曉得，耳朵是聽聲音的。說得更詳盡些，外面的波動震動

耳膜，因此傳達到腦子裹的聽神經，就聽到聲音，所以「聽」是「聞

性」經耳及腦兩器官而生聲音感覺的一種作用。可是各位可曉得，發

生有聲音的感覺，卻並不一定需要耳朵。十多年前，在加拿大的蒙得

里城（Montreal）有一位范宣德（Vincent）博士用電極接觸著人的腦

子來做實驗。他將一位女太太的腦殼打開一部分，當一對極細的電棒

微觸腦子的某一點時，這位太太忽然說她聽到了某種熟悉的歌聲。但

當時並沒有人在唱歌，而當電棒移開時，歌聲亦即終止；電棒再觸此

點時，同樣的歌聲卻又重來。她這個有歌聲的感覺，顯而易見，是只

用了腦子，並未用到耳朵，我們叫這種作用為「聞」。正如夢中聽人

說話，也沒有用耳朵，所以也只是「聞」，而不是「聽」。

現在我們對這四個名詞︰應該已有比較清楚的概念了。讓我再來

總結一下︰「聞性」是人一直有的聽的本能，它無來去，也沒有生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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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性由腦子及耳而起的聞的作用稱為「聽」；其單由腦子而起聞的作

用稱為「聞」。「聲音」則是聽或聞的對象，它是有來去，有生滅的。

事實上，每一個單獨的聲音，都是剎那生滅的。對此四個名詞有了認

識之後，我們就比較容易瞭解觀世音所講的修行過程了。

觀世音說︰

「初於聞中，入流亡所」（註二）。

「初於聞中」，是說︰「我在修行的初期，運用聽覺。」這裏我

要請各位特別注意，在這修行的初期，觀世音菩薩也是和我們一樣︰

一、有「我」的強烈觀念；二、知道運用「聞性」；三、有「聞」及

「聽」的作用；及四、聽到「聲音」，譬如上面所講的潮聲。為什麼

我在此處要強調觀世音在修行的初期，也像我們凡夫一樣，有「我」、

「聞性」、「聞」、「聽」及「聲」等妄想執著呢？這是因為要反映

以後觀世音怎樣逐一消除這種妄想執著。

上面已說過，觀世音是在海灘邊修禪定的，因聽潮聲的來去，悟

到聲音在聞性中剎那生滅，並非永久的，實有的；而人之妄想煩惱，

卻都因執著這聲音而來。所以觀世音採用「入流亡所」的方法，使聲

音不再成為煩惱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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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流亡所」應該分開來研究，現在我們先討論「入流」。「入」

是佛法中的一個專有名詞，是表示人的各器官與外界接觸的現象，所

以佛法中有所謂「六入」，那是眼、耳、鼻、舌、身五外部器官與外

界的接觸，及腦意識與外界思想的接觸的總稱。此處的「入」則是「耳

入」，是外界的波動震著耳膜，使人發生有聲音的感覺的現象。

「流」的意義是「不住」。金剛經裏常提到「不住色生心，不住

聲、香、味、觸、法生心」。「不住」即是說不要將「入」留停下來，

而要讓它一接「即流」。所以觀世音所說的「入流」，即是金剛經中

的「不住聲生心」。

再說得詳細些，「入流」就是說不要停留每一個因耳朵與外界接

觸所感到的單獨的聲音（單音），而要讓每個單音像流水般的繼續不

絕的流去。這句話聽上去好像很容易，實則很難。我們人的毛病，就

是在留住這種單音，而將它們連貫起來，於是組成名詞，連成句子，

產生意義；妄想執著由此而生，煩惱苦痛由此而來。各位不信，讓我

們來試一試。

現在我請智海法師發三個單音，各位聽著。

「觀」。——「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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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問︰「各位聽到智海法師說了什麼」？很多人答︰「觀世

音」。諸位答「觀世音」的，就沒有做到「入流」。因為你們沒有讓

「觀」「世」「音」三個單音一「入」即「流」，而是將這三個單音

都留住了下來，連貫了起來，組成「觀世音」這個名詞；並且很多位

的腦子裏，將平時所知關於觀世音菩薩的一切，都連想了起來，這就

是妄想執著啊！各位，不論「觀世音」這個名詞是好是壞，它一樣的

是妄想執著；所以要去掉妄想執著，就得「入流」。

這樣一試，各位也許反過來要說，那倒真不容易，人的腦子中就

有這麼的機能，將單音留住下來，連貫起來，叫我們怎能「不住」而

讓它「流」呢？這話也不盡然。我們仔細想一想，「入流」也並不這

麼難。此刻各位的耳朵和外界接觸而產生的音聲實在多得很︰有汽車

經過的聲音，有小孩在外面吵鬧的聲音，有鄰座呼吸的聲音，還有很

多其他的聲音。可是各位很自然地將這些聲音都「流」而「不住」。

所「不流」的只是我在講的聲音。為什麼呢？因為各位在注意我講的

話，要想知道我在說些什麼，因此不讓這些「入」流去，而將這些「入」

留住，因此就聽見我的話，也因此就產生許多思想上的反應。又譬如

智海法師的三個單音，如果各位不將它們留住，每個單音都任它一觸

即流，單獨的一個「觀」聲，一個「世」聲，或一個「音」聲，都產

生不出觀世音這個名詞及因之而有的一切意義。各位自己可以將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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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推面廣之，自會覺得「入流」這個辦法，確是很妙。

「亡所」的亡是「亡失」、「消除」的意思；「所」是所聽到的

對象及因聽到而引起的一切對象的簡稱。在佛學經書裏常提到「能」

「所」兩個名詞，「能」是指能起作用的主體，譬如能聽的我，能看

的我。「所」是指作用所及的對象，譬如所聽到的聲音，所看到的色

彩。世界上有許多現象，都由此相對的「能、所」觀念造成，是妄想

執著的主要形態。所以「亡所」是說在修行中「亡失了聽到的對象及

因此對象而產生的一切對象。」讓我來舉一例子︰

記得有一次有一位居士說︰「地下車（指紐約的 Subway）的聲音

真鬧，一坐進地下車，就被這亂烘烘的鬧聲音弄得心煩」。當我們分

析這句話的時候，就會發現下列的層次︰

一、坐進地下車，耳朵與外界接觸；（「入」）

二、將每個單音留住了下來（不流而住），及發覺有聲音；（聽

到的對象——這是第一個「所」）

三、這聲音是轟轟轟的；（單音連貫了起來，造成有意義的對

象——這是第二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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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這轟轟的聲音是地下車的聲音；（聯想起其他的對象——這

是第三個「所」）

五、地下車的鬧聲真煩心。（又聯想起以往的經驗而引起煩心的

對象——這是第四個「所」）

現在讓我們將這些對象一層層的反推回去。

一、儘管知道是地下車的鬧聲，但不去聯想起以往因聽到地下車

鬧聲而煩心的經驗——「亡」第四個「所」；

二、儘管聽到轟轟的聲音，但不去管它是飛機的轟轟聲呢，還是

地下車的轟轟聲，還是其他的轟轟聲——「亡」第三個「所」；

三、儘管聽到有聲音，可是不去分別它是轟轟聲呢，還是吱吱聲，

還是其他各種的聲音——「亡」第二個「所」；

四、每個單音，任它一觸即流（入流），不予留住連貫，聞性中

不起有聲音的感覺。「亡」第一個「所」。

到此階段，所有的「所」——對象，都已亡失，此種境界，便是

「入流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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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現在明白了「入流亡所」的整個意義。觀世音菩薩在他修行

的初期，即是用的這個方法︰在聞性中，耳入不住，亡失對象。這方

法還可以分開來實行。根基較厚的可以單刀直入，逕從「入流」下手。

煩惱較重的則逐步的從「亡所」修進，易收成效。譬如前面所說地下

車鬧聲的例子。根基較厚的可以坐進地下車後，心中仍清清淨淨，沒

有受到鬧聲的影響，這就是「入流」。煩惱較重的則可以先訓練自己

使不因此鬧聲而煩心，再訓練自己不去分別這是何種聲音，如是漸漸

進步，以達到「亡所」的境界。

觀世音接下去說︰

「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這三句是說因「入流亡所」

的不斷訓練。功夫漸深，在聞性中此時已沒有任何可聽的對象（「所

已寂」），也沒有了耳根和外界接觸的現象（「入已寂」）；聞性中

清清淨淨，但並不昏沈或木然而無知覺（因此說「了然」，此時感覺

到的既沒有動的形相（聲因動而來），也沒有「靜」的形相（與動相

對的靜）。在這個階段，已經是「定」的境界了。不過「定」有程度

的深淺，要一層層的深入，現在還只能說是初定的境界。在這境界中，

前面指出的五項妄想執著——「我」、「聞性」、「聞」、「聽」及

「聲」，還只能說去掉了「聲」及「聽」。可是因為去掉了「聲」「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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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妄想執著，人類的許多苦痛，已經可以減去很多。世人能到此境

界，已能夠有很多的快樂自在的受用。此時腦子中「聞」的作用還在。

觀世音到此境界，並不停止，而是努力深入推究，使「定」的程度日

益加深，所以說︰

「如是漸增」

講到此處，我想說一個寓言。因為在這以前的修行境界，有很多

位可能已經達到。但自此以後，則都是定中用功夫，不容易為一般人

所瞭解。先說一個寓言，不但希望增加各位的興趣，也藉此說明我本

人的立場。

各位知道青蛙在牠生足之前，只能在水中生活，要等長大，足生

出來後，方能到岸上去。有一天一隻母蛙從岸灘上回來，對一群祇能

在水中過活的小蛙說︰「孩子們呀！那岸上可真舒服啊！陽光是這樣

的溫暖，微風吹來，又是那麼地涼爽！」各位，小蛙可能體會到此中

的滋味？小蛙們吵著要叫母蛙解釋得更清楚些，可是母蛙用盡牠所能

想像得到的形容詞，無法使小蛙瞭解真滋味。一直要等到小蛙自己長

出腳來時，一跳上岸，恍然大悟，原來那天母蛙所講的是如此如此。

在座的可能有母蛙在，但我本人卻祇是小蛙。因此我所講的，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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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小蛙傳述母蛙的話。如果各位中有的也是小蛙，那麼我們只能說

小蛙和小蛙瞎猜瞎摸一番；但希望我們這群小蛙，有那麼一天，大家

長出腳來，跳上岸去，那時才能真正瞭解觀世音菩薩所講的真相。

觀世音菩薩接下去講︰

「聞所聞盡，盡聞不住」

因為在此階段，「聞」及「聞性」還在，觀世音在定中，繼續深

入推究這「能聞的我」和「所聞的對象」究竟有什麼區別？推究來，

推究去，推到盡頭，才恍然大悟，原來「能聞的我」和「所聞的對象」，

其中並無分別。因此說「聞所聞盡」。第一個「聞」，是說「能聞」，

也即是指「能聞的我」或「能聞的聞性」；接下去「所聞」即是「所

聞的對象」。推到盡頭，覺悟並無分別可求，所以說「盡」。這時因

「聞性」及「聞」的觀念已不存在，心中自在淨樂，一般的苦痛，除

生死外，可謂已完全消除；可是觀世音並不以達到此境界為滿足，也

不停止，再繼續深入推究，所以「盡聞不住」。就是說，能聞所聞，

推到盡頭，了知一無分別，但仍不停止，于是又接下去是︰

「覺所覺空，空覺極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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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境界，再深一層。在此境界，已只有一種「覺」在定中。但

是什麼人在「覺」呢？是「我」在覺。因此只要有覺的念頭存在，還

是有一個「我」。觀世音再深入推究，觀察這「能覺的我」及「所覺

的對象」究有什麼區別呢？研來研去，研到盡頭，原來「能覺的我」

與「所覺的對象——覺」也沒有分別，同是不可捉摸的「空」，因此

說「覺所覺空」。

在這個定的境界中，不復有肉體的我的存在，生死的苦痛，至此

解脫。而這「空」的感覺，則是窮極三界，沒有時間的限制；圓徧一

切，也沒有空間的邊際。所以觀世音菩薩說，他在這個階段的境界是

「空覺極圓」。但是這境界還沒有到圓滿的地位，觀世音在空中繼續

修進，接下去是︰

「空所空滅」

這時定的境界，自又更深一層。可是在這境界中，仍有一個空的

感覺存在。是什麼人在空中感到空呢？此時雖已沒有肉體的我的存在，

可是意識中的「我」還很微細的隱隱存在；也就是說，還有極輕微的

妄想執著，沒有除淨。這時的境界，很容易被誤解而認為已到修行的

頂峰，其實還差最重要的一個最後關鍵，所以切不可停止，要百尺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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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更上一級，加緊推究這「能空的我」和「所空的對象——空」又

有什麼區別呢？推究到頭，不但「能空」「所空」原無分別，忽然連

「空」也失其所在，因此說︰「空所空滅」。

到了這個境界，一切有生有滅，可生可滅的念頭、感覺、觀照，

如「聞」、如「覺」、如「空」、如「我」，都完全瓦解寂滅；妄想

執著已一絲不存，人生的一切苦痛，都已解脫；正如黑暗消滅，所有

的全是光明，所以說︰

「生滅既滅，寂滅現前」

這已經是母蛙上岸的景象，所以「寂滅現前」切不可誤作「現」

在「我」的面「前」解。六祖慧能為防人誤解，曾特別指出（壇經機

緣品）︰「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此時已沒有

「我」的觀念，所以「現前」是整體充滿的意思。並沒有前後、多少

的比較觀念。因此接下去說︰

「忽然超越世出世間」

所有人世界的一切妄想執著，以及在禪定中所經過的層層深入的

一切境界，統統不再留礙，也再沒有本體或對象可以留礙，本性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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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觀世音菩薩所能描寫的只是︰

「十方圓明」

「十方」者，指沒有一個固定的中心點，（沒有「我」），也沒

有一個固定的方向；「圓」是圓滿不缺、無所不及，無有邊際；而「明」

則是無有障礙。這是用人類的語言文字，勉強表達本性的境界。「十

方圓明」不但說明在本性之外，再找不到任何一物；沒有佛，沒有眾

生，而且連虛空也找不到。這就是佛學經書裏的所謂「本性」，所謂

「體」；也叫做「佛性」、「如來藏」、「真如」都代表這同一的境

界。

在楞嚴經上記載著觀世音菩薩接下去又講了兩句，那是說的由

「體」起「用」。是證悟後，在本體空性中，自動顯起的大慈大悲、

普渡眾生的作用。這時的境界︰煩惱即是菩提，菩提即是煩惱，一切

法不離本性，一切法即是本性。可是這種境界，以我們凡夫俗子的執

著心理來思維度量，很容易和世間的妄想混為一談，如若執著了「用」，

反會妨礙禪定的進修，所以這兩句就留下不解說了。好在各位知能悟

「體」，「用」自然會有，這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我這樣的小蛙，

還得先好好的在「入流亡所」上痛下功夫，至少可以去掉一些人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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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著煩惱；也希望大家的煩惱苦痛，可以因為學習觀世音菩薩的修法

而為之減輕。

註一︰此處所謂「聽覺」（聞性）並無來去生滅，是與聲音及靜比較

而言。倘依真如本性來講，則聽覺（聞性）仍舊是生滅法。再

講得徹底些，凡是一有名相，就有生滅，連「本性」這個名相，

也是生滅法。只有「生滅兩圓離」，到不可說不可說的境界，

方才算真實。

註二︰楞嚴經歷代疏解甚多，對「入流」多作逆流講，即須陀洹果。

意思是說眾生循聲流轉，謂之為出；觀世音反聞自性，謂之為

入。這裏的講法，和前人的註解，並不完全相同，是想用最淺

而易懂的說法，使初期修行的學人，容易瞭解實行。有不妥之

處，還望大德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