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嚴經講記（一）
淨心長老

我聞

約理來解釋，是依無

功了。以上就是約理解釋「我

我的真我，發起不聞之真聞。聞

聞」的意思。

如是之法，法法皆如，法法皆

一時

是時成就，就是指講

是，一切諸法唯是如來藏性，是

經的時間。如果約文字來看「一

這部《楞嚴經》的理體。所謂

時」，是說有一個時候。但是

「無我之真我，發起不聞之真

為什麼不說出一個明確的時間

聞」，就是從本覺的理體，發起

呢? 約事相來解釋，這部《楞嚴

始覺的智慧，再以始覺的智慧向

經》並不是一天、兩天就講完，

內迴光返照，返聞聞自性。能聞

乃是講了很久才講完，所以沒有

及所聞，都是如如不動的理體，

辦法說是某年、某月、某日講這

所以說是「法法皆如，法法皆

部經，只有用「一時」來表示時

是」，一真一切真，一切法都是

間。又印度當時有很多的國家，

真的，所以一切法都是如來藏妙

每一個國家所用的國號及曆算都

真如性。

不一樣，如果用一個特定的年號

在這部《楞嚴經》中，世尊

及月日，現在講經的人一定會查

指真心顯根性之後，即會四科融

得很辛苦，因為每一個國家所用

七大，指出一一皆是如來藏妙真

的年號不同，到底是什麼時候呢?

如性，沒有一樣不是如來藏性的

就很容易產生困擾，所以只用

妙理。如果能夠體會這個道理，

「一時」來表示時間。

就能夠用返聞聞自性的方法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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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理來解釋，「一時」是師

資道合、說聽相契之時。世間的

要講經說法，同樣也是要師資道

事物，能夠得到會合，必須要有

合、說聽相契。例如我在民國

機緣，更何況是要弘揚大乘佛

六十七年的時候，已經在淨覺

法，一定要有個適當的時機，尤

之聲空中佈教中講過一遍《楞嚴

其是像這部《楞嚴經》，有這麼

經》，現在又再講一遍，那個時

豐富道理的經典，世尊並不是隨

候，有機緣的人就已經聽過《楞

便開示，也不是任何人都能夠接

嚴經》了。可是假如那個時候聽

受這種妙理，所以必須要師資道

經的機緣還未到，雖然我講了，

合、說聽相契。

他也沒有機緣聽到。要一直等到

「師資道合」的「師」是師

現在才有機會聽。而過去曾經聽

長，「資」是徒弟，師父和徒弟

過一遍的聽眾，或許現在就沒有

的道會合叫做「師資道合」，所

機緣再聽了。因此，要講的人與

謂「師資道合」，是做師父的講

聽的人的機緣會合之時，才能成

這部經的因緣到了，做徒弟的聽

就講經的法會，而這就是「一

這部經的因緣也到了，兩個人的

時」約理的解釋。

因緣都成熟了，這就是「師資道
合之時」。

佛

是指教主本師釋迦牟尼

佛。阿難尊者在背誦經典時表

「說聽相契」的「說」是講

明，下面所要背誦的經典，是我

經的人，「聽」是聽經的人，就

阿難所聽到的，有一個時候，

是要講經的人和要聽經的人，兩

佛在室羅筏城祇桓精舍講了這

個人的因緣契合的那個時候，就

部經。講經一定要有講經的主講

是「說聽相契之時」。這就表示

者，而這部《楞嚴經》的主講者

必須機緣到了，才能成就講一部

是世尊，所以在這個地方所講的

經的法會。

「佛」，就是指我們的教主本師

世尊當時講經說法，必須要
師資道合、說聽相契，我們現在

釋迦牟尼佛。
到底需要什麼條件才有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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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做佛呢? 佛的印度話叫做「佛

一切眾生都有佛性，也就是

陀」或「佛陀耶」，翻譯中國話

本覺的理體是每個人都具足的，

叫做「覺者」，就是大覺悟的

雖然個個具足，卻不是每一個人

人。約本經來說，覺有三種意

都能夠發起始覺智慧照了之用。

義，分作二種解釋 : 第一為本

那些沒有信佛的人，在世間的紅

覺、始覺、究竟覺。「本覺」是

塵中，渺渺茫茫的過日子，像這

說本來所具足的佛性，也就是一

樣的人必然沒有始覺的觀照 ; 學

切眾生本來都有的靈覺不昧的佛

佛修行的人，聽到善知識的開示

性 ; 「始覺」是說現在開始覺

或看到經典的時候，就會覺悟

悟，眾生都有本覺的佛性。為什

而要發心修行，這就是從本覺的

麼說現在才開始覺悟呢? 眾生雖

理體起始覺智慧的作用。有始覺

然都有本覺佛性，但被無明煩惱

的智慧，就會發心依著世尊所開

所覆蓋，於是成為不覺。藉著善

示的法門用功修行，在用功修

知識的開示，以及自己佛性本覺

行的過程中，就能夠逐漸的斷煩

的力量，從本覺的理體，開始發

惱、證真理，直到最後把所有的

出智慧的功能來學佛修行，這就

煩惱都斷盡了，所有的真理都體

是始覺 ; 「究竟覺」是始覺契合

證了，就是到達究竟覺的地步，

本覺，到達究竟的覺悟，就叫做

也就是成就佛果了。以上是就本

究竟覺。依據這一部《楞嚴經》

覺、始覺、究竟覺來說明「佛」

所說，就是依著六根中不生不滅

的意義。

的根性，發起智慧照了之用，向

第二為自覺、覺他、覺滿。

內迴光返照，能夠照到煩惱盡

「佛」譯為覺者，也就是必須具

了，智慧圓滿了，始覺的智慧和

足自覺、覺他、覺行圓滿的三種

本覺的理體，二者合而為一，那

條件。「自覺」是自己覺悟，覺

個時候就是成就究竟覺，也就是

悟自己本來就是佛，因為迷了佛

成佛了。

性所以淪為眾生，雖然是迷了，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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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佛性依然沒有遺失，也就是

去教化眾生，使眾生也能夠得到

覺悟在自己的生滅心中，有不生

覺悟，這和小乘人所不同者，小

不滅的佛性。「覺他」是覺悟了

乘人雖然有自覺，卻沒有覺他，

人人本具有佛性的道理之後，把

小乘人觀三界如牢獄，視生死如

這個道理輾轉教化眾生，使眾生

冤家，因為生死是痛苦的，就把

也能夠覺悟這道理。「覺滿」是

生死當做是冤家對頭，二乘人只

自覺、覺他都到達圓滿的境界。

為自己求了脫生死，就顧不得度

自覺是智慧圓滿，覺他是福德圓

眾生了。「覺他」是菩薩的發心

滿，若福慧都圓滿了，萬德都具

利他，也是超越二乘人的境界，

備了，就是超九界而獨尊了。由

同時唯有菩薩才能覺他。「覺

於自覺、覺他、覺行圓 滿，而成

滿」是自己覺悟的程度已經圓滿

就無上菩提，所以稱為佛。

了，教化眾生的責任也已經完成

以上是約本覺、始覺、究竟

了。覺滿和分證法身真理的菩薩

覺，以及自覺、覺他、覺行圓滿

有所不同，菩薩雖然有自覺、

這兩種道理來解釋「佛」的意

覺他，但是還沒有到覺滿的境

義，就是告訴我們如何從凡夫成

界。菩薩一方面斷煩惱，一方面

就佛道的過程。自覺、覺他、

證真理，但還沒有到達自覺圓滿

覺行圓滿是成佛的條件，也就是

的境界，同時菩薩度眾生的責任

說，如果要成佛，就必須自己先

還沒完成，所以無法得到覺他圓

有覺悟，而這種覺悟和一般凡夫

滿的地步，唯有佛才是自覺、覺

不同之處是，凡夫眾生是迷迷茫

他、覺行圓滿，也就是唯有佛，

茫，在世間起惑、造業、受生死

才是真正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輪迴的苦果，而佛是有智慧的，

提─ 無上正等正覺─ 成就佛

不會起惑、造業、受苦，所以

果。

「自覺」是超越六道凡夫的境界

「佛」是十種德號的一種，

;「覺他」是把自己所覺悟的真理

在這裡所說的佛，是娑婆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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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主本師釋迦牟尼佛，就是出生

方，所以說是「無在」。又因為

在中印度迦毘羅衛國為淨飯王的

法身真理是遍一切處，無論什

太子，他在十九歲出家修行，

麼地方，都有真理在，因此說是

三十歲成就佛道，稱為世尊，佛

「無所不在」。經典上說：「清

就是主成就。

淨法身，猶若虛空」，這就是說

在室羅 筏城，祇 桓 精舍
「室羅筏城」是祇桓精舍所在的

二、報身佛：報身佛具有無

都城，「祇桓精舍」是世尊所住

量莊嚴相好，但報身佛是在蓮華

的地方。「在」是住的意思，就

藏世界中。報身是由於修行所得

是說佛住在那個地方。「佛」有

到的果報身，由於修行而斷盡煩

法身佛、報身佛、應身佛的三身

惱，證到究竟的真理，這就是報

佛，而現在要解釋「在」的意

身佛。因為報身佛把所有煩惱斷

義，必須要提出三身佛來配合解

盡，而開顯真如理性，能把本體

釋。

所具足的一切功德都顯現出來，

一、法身佛：「法」是真
理，以真理為身，所以稱做「法

28∣

明「無在、無所不在」的道理。

成就無量相好的莊嚴身相，而他
就是住在蓮華藏世界中。

身佛」。法身佛是眾生本覺的佛

三、應身佛：應身佛是應眾

性，是宇宙萬物的本體，所以法

生的緣所示現的身相。就是那一

身佛是無在、無所不在的。為什

個地方的眾生需要去度化，就應

麼是「無在、無所不在」呢?法

身去度化。世尊在靈鷲山或竹林

身是真理，真理是無形無相的，

精舍，或在室羅筏城祇桓精舍等

無形無相的真理，就不能說它是

處教化眾生，就是應身佛。世尊

在什麼地方。真理是看不到的，

大部份都在恆河流域附近說法教

不像世間的事物，有一件東西，

化，這部《楞嚴經》是世尊在室

就一定存在某個地方，真理是無

羅筏城祇桓精舍中所開示的。

形無相，所以沒有一個存在的地

不論是在那一個地方教化眾生多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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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世尊的去來行止，都名為

是紀念國家戰爭的勝利。
「桓」是林的意思，就是樹

「在」。
是憍薩羅國的

林。「精舍」是世尊帶領弟子精

首都，就是波斯匿王的國都。

進用功修行的住處。「精舍」本

「室羅筏」是印度話，翻做中國

來是須達多長者為世尊所建，

話是豐德；「豐」是說室羅筏城

用來供養世尊與出家眾精進修

那個地方，有五欲財寶之豐；

行的地方。為什麼稱為祇桓精

「德」是表示當地的人有多聞解

舍呢 ? 因為樹林是祇陀太子所

脫之德。五欲財寶之豐，是表示

佈施，精舍是須達多長者所建立

室羅筏城那個地方，生活的物質

的，為了要把這兩位發心佈施的

很豐富，而人也具有多聞解脫之

功德事蹟，永遠留在世間，所以

德。就是說室羅筏城的人，雖然

就叫做「祇桓精舍」。「祇桓精

生活物質很豐富，卻不會沉淪於

舍」在《彌陀經》中叫做「祇樹

物質的享受，而是多聽聞佛法，

給孤獨園」，「祇樹」是祇陀太

因此，該地方的人都有多聞解脫

子所佈施的樹林 ;「給孤獨」是

之德。把地多五欲財寶之豐，及

須達多長者的美稱，因為這位長

人有多聞解脫之德合起來，叫做

者家裡很有錢，也樂善好施，常

「豐德」。

常用財物來布施給孤獨的人，所

室羅筏城

「祇」是祇陀

以才被譽為「給孤獨長者」。花

太子。「祇陀」亦名逝多，翻做

園本來是祇陀太子的花園，因為

中國話為戰勝，是戰爭勝利的意

這位給孤獨長者，有一天到他親

思，這是波斯匿王太子的名。為

戚的地方，瞻仰到世尊的聖容，

什麼叫做戰勝呢 ? 因為這位太子

他就想邀請世尊到憍薩羅國來講

出生的時候，國王出征和別國打

經說法，世尊對他說 :「你要邀

戰，正好打了勝戰回來，所以就

請我可以，但是我有一千兩百多

以「戰勝」來取太子的名，也就

位常隨眾跟著我在修行，你必須

祇桓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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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他們居住的場所。」須達多

受感動也想發心，因此告訴須達

長者隨即回答說：「只要世尊肯

多長者說:「我和你共成功德，

光臨，場所沒有問題。」因為他

一起供養佛，好嗎 ?」須達多長

很有錢，所以回去後，就開始去

者說 :「這個功德還是我自己做

尋找面積大又有樹林，適合修行

就好了。」由此可知，當時這位

的場所。而他找來找去，覺得祇

須達多長者是多麼的發心，真的

陀太子的花園是最為適合的，因

是用黃金來鋪那座花園，用來供

此須達多長者就去和祇陀太子

養世尊。祇桓精舍的面積很大，

商量，希望把花園賣給他。那個

而這麼大的面積要用黃金把它鋪

時候，祇陀太子就開玩笑的說：

滿，可想而知，這位須達多長者

「你能夠用金塊把花園鋪滿，我

是多麼有錢。祇陀太子要一起發

就把花園賣給你。」長者聽了之

心成就這項功德，希望能一人發

後很高興，因為他能夠買到這座

心一半，可是須達多長者不肯，

花園的話，就可以請世尊來講經

因此祇陀太子就說 :「這座花園

了，所以他回去後就把金塊搬出

的地，是你用金磚鋪滿所買的，

來，打成金鉑，搬到花園來鋪地

黃金鋪到的地都是你的，但是樹

了。看到長者真的用黃金在鋪地

木、樹葉你總不能用黃金去鋪

時，祇陀太子嚇了一跳說:「我

它，這黃金鋪不到的樹木是我

是跟你開玩笑的，不是真的要把

的，我要把樹木砍回去。」須達

花園賣給你。」須達多長者對太

多長者嚇了一跳，因為他要買那

子說:「你貴為一國的太子，以

座花園的目的，就是因為裡頭有

後是一國的君王，君無戲言，你

樹木和花草才有價值啊 ! 所以須

怎麼可以戲言呢 ? 這花園不賣

達多長者只好答應祇陀太子的請

給我是不行的了。」須達多長者

求，於是回答說 :「好吧 ! 這座

就用黃金鋪地，把整個花園都鋪

花園的地算我向你買的，這些樹

滿了。太子看到他那麼發心，很

木花草，就算是你布施的了。」

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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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個緣故，所以稱為「祇桓

也可以瞭解到世尊講說楞嚴大法

精舍」，就是表示這是祇陀太子

時的殊勝場所，而能有這麼好的

所布施的樹林，給孤獨長者所布

地方來弘揚楞嚴大法，這就是

施的花園。這位祇陀太子對世尊

「處成就」。以上已經把「如是

也是很虔誠，自己主動的建一座

我聞，一時，佛在室羅筏城祇桓

門樓，請世尊從那個門樓出入。

精舍。」這一段經文解說完了，

這就是「祇桓精舍」的由來。

也就是證信序的第一科先明五義

從這段經文來看，我們就可

講完了。 （全文完）

以知道，世尊是在室羅筏城的祇
桓精舍講解這部《楞嚴經》的，

11 月 24 日（星期六）下午 2 時 30 分

現任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及藝術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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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國際會議廳
（中華東路三段332號）
主辦：台南市立文化中心．財團法人慧炬南社
電話：06-2881677

【免費自由入座】

主講：陳清香 教授

文化藝術講座

時間： 96 年

東方人文與宗教藝術

佇立在府城四周的幾座古剎，不僅是百姓信仰的中
心，且是四百年來移民墾拓的見證，不僅發揮宗教
藝術的美學境界，更展現了東方人文的精神義涵。
陳清香教授以其豐富的藝術涵養，就竹溪寺、彌
陀寺、法華寺、開元寺等寺院之創寺因緣、殿堂
布局、寺宇外觀、供像的宗教寓意和彩繪裝飾為題
材，為您一一深入講解。

摘錄《楞嚴經講記》(一)
甲五、別解文義、丁初

◎凡參加本講座貴賓可獲贈珍貴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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