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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淨   觀 

一一一一、、、、不淨觀之經說不淨觀之經說不淨觀之經說不淨觀之經說 

1、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此身隨住。隨其好惡。從頭至足。觀見種種不淨 

   充滿。我此身中有髮．髦．爪．齒．麁細薄膚．皮．肉．筋．骨．心．腎．肝． 

   肺．大腸．小腸．脾．胃．摶糞．腦及腦根．淚．汗．涕．唾．膿．血．肪．髓． 

   涎．膽 1．小便。猶如器盛若干種子。有目之士。悉見分明。謂稻．粟種．蔓菁． 

   芥子。如是比丘此身隨住。隨其好惡。從頭至足。觀見種種不淨充滿。我此身中 

   有髮．髦．爪．齒．麤細薄膚．皮．肉．筋．骨．心．腎．肝．肺．大腸．小腸． 

   脾．胃．摶糞．腦及腦根．淚．汗．涕．唾．膿．血．肪．髓．涎．膽．小便。 

   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 

   觀身如身。 

 

   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觀身諸界。我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風 

   界．空界．識界．猶如屠兒殺牛。剝皮布地於上。分作六段。如是比丘觀身諸 

   界。我此身中。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 

   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 

 

   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觀彼死屍。或一．二日。至六．七日。烏鵄 2222所 

   啄。犲狼所食。火燒埋地。悉腐爛壞。見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復如是。俱有此 

   法。終不得離。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 

   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 

 

   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如本見息道骸骨 3333青色。爛腐食半。骨璅在地。 

   見已自比。今我此身亦復如是。俱有此法。終不得離。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 

   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 

 

   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如本見息道。離皮肉血。唯筋相連。見已自比。 

   今我此身亦復如是。俱有此法。終不得離。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 

   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 

 

   復次。比丘觀身如身。比丘者。如本見息道骨節解散。散在諸方。足骨．膞骨 4444． 

   髀骨 5555．髖骨 6666．脊骨．肩骨．頸骨．髑髏骨。各在異處。見已自比。今我此身亦 

1 

                                                 
1 宋、元本作「痰」。 
2 鴟（ㄔ）：夜間活動的兇猛鳥類。 
3 骸（ㄏㄞˊ）：小腿骨(脛骨)。                      《康熙字典》p2263a 
4 膞（ㄓㄨㄢˇ）：股骨也(膝頭)。                                          《康熙字典》p1506c 
5 髀（ㄅㄧˋ）：股也(大腿骨)。                                            《康熙字典》p226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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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如是。俱有此法。終不得離。如是比丘觀內身如身。觀外身如身。立念在身。 

   有知有見。有明有達。是謂比丘觀身如身。 

《中阿含經》T1 p0583b-c 

 

2、我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在勝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年少比 

   丘始成就戒。當以數數詣息止道觀相。骨相．青相．腐相．食相．骨鏁相。彼善 

   受善持此相已。還至住處。澡洗手足。敷尼師檀。在於床上結加趺坐。即念此相。 

   骨相．青相．腐相．食相．骨鏁相。所以者何。若彼比丘修習此相。速除心中欲 

   恚之病。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若年少比丘   覺未得上意       當詣息止道  欲除其婬欲 

        心中無恚諍  慈愍於眾生       遍滿一切方  往至觀諸身 

        當觀於青相  及以爛腐壞       觀鳥蟲所食  骨骨節相連 

        修習如是相  還歸至本處       澡洗於手足  敷床正基坐 

        當以觀真實  內身及外身       盛滿大小便  心腎肝肺等 

        若欲分衛食  到人村邑間       如將鎧纏絡  常正念在前 

        若見色可愛  清淨欲相應       見已觀如真  正念佛法律 

        此中無骨筋  無肉亦無血       無腎心肝肺  無有涕唾腦 

        一切地皆空  水種亦復然       空一切火種  風種亦復空 

        若所有諸覺  清淨欲相應       彼一切息止  如慧之所觀 

        如是行精懃  常念不淨想       永斷婬怒癡  除一切無明 

        興起清淨明  比丘得苦邊 

   佛說如是。彼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中阿含經》T1 p0646c11 

 

 

二二二二、、、、不淨觀之屬性不淨觀之屬性不淨觀之屬性不淨觀之屬性 

1、問不淨觀以何為自性。答以無貪善根為自性。修定者說。以慧為自性。所以者 

   何。經為量故。如契經說。眼見色已隨觀不淨。如理思惟乃至廣說。觀是慧故。 

   有餘師說。以厭為自性。所以者何。厭所緣故。評曰。此不淨觀。無貪善根以為 

   自性。非慧非厭。所以者何。對治貪故。 

 

   問前契經說當云何通。答與慧相應故說為觀。而此體是無貪善根。是緣色貪近 

   對治故。若并眷屬四蘊五蘊為其自性。此不淨觀。界者唯欲色界。以無色界無 

   緣色法不淨觀故。地者十地。謂在欲界靜慮中間及四靜慮四近分故。所依者唯 

   依欲界身。以色無色界身不起此觀故。…… 
1 

                                                 
6 髖（ㄎㄨㄢ）：兩股之間。                                               《康熙字典》p226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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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緣者唯緣欲界色處為境。 

   問此不淨觀為緣欲界一切色處。為少分耶。答此緣欲界一切色處。…… 

 

   問此不淨觀亦緣聲香味觸法不。答此唯緣色不緣餘五。 

 

   問若爾。經說當云何通。如契經說。眼見色已。廣說乃至意知法已。隨觀不淨 

   如理思惟。答由六識門引不淨觀。故作是說。然不淨觀緣色非餘。復次依通對 

   治。故作是說。謂不淨觀雖但緣色。而能對治緣六境貪。如為色貪所覆蔽者。 

   修不淨觀而伏除彼。為聲等貪所覆蔽者。亦修此觀而伏除之。故作是說。復次 

   先於色處起不淨觀。厭患諸色。後於依色聲等五境亦能厭患。厭患聲等雖是餘 

   觀非不淨觀而不淨觀所引生故名不淨觀。復次先緣色處修不淨觀得純熟已。後 

   於餘境亦欲厭患。…… 

 

   問何處起此不淨觀耶。答唯人三洲能初現起。天中無有青瘀等相故六欲天唯能 

   後起。有說。初後皆唯人趣。六欲天中無青瘀等不淨相故都不現起。 

 

   問觀房等中骨等充滿。此不淨觀為何所緣。有作是說。彼緣自身骨等為境有餘 

   師說。緣曾塚間所見骨等。或有說者。緣房等中諸空界色評曰。應作是說。此 

   是假想勝解作意相應無貪。隨所樂緣皆無有失。 

 

   問此觀一切非骨瑣等。為骨瑣等寧非顛倒。答此是善故。如理作意所引生故。 

   無貪善根為自性故。引生聖道勝加行故。伏煩惱故。感愛果故。雖不如實而非 

   顛倒。有作是說。此不淨觀亦名顛倒。於非不淨觀不淨故。 

 

   問若爾。何故非不善耶。答由二緣故名為不善。一所緣倒。二自性倒。此不淨 

   觀雖所緣倒非自性倒故非不善。復次由二緣故名為不善。一所緣倒。二意樂倒。 

   此不淨觀雖所緣倒非意樂倒故非不善。 

《大毘婆沙論》T27 p0206c-208a 

 

2、既唯勝解作意相應。此觀理應唯是有漏。 

《俱舍論》T29 p0118a 

 

3、次於十種不淨之中，譬如在水不靜止而急流的河中，由於舵的力量可以停止船隻， 

   若無舵想止住它是不可能的；如是因所緣的力量弱，由於尋的力量，止住於心而 

   成專一，若無有尋想止住他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十不淨中只能獲初禪，不能得第 

   二禪等(第二禪等無尋故)。 

《清淨道論》p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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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不淨觀之內涵不淨觀之內涵不淨觀之內涵不淨觀之內涵 

1、行者初來欲受法時。師問五眾戒淨已。若婬欲多者。應教觀不淨。不淨有二種。 

   一者惡厭不淨。二者非惡厭不淨。何以故。眾生有六種欲。一者著色。二者著形 

   容。三者著威儀。四者著言聲。五者著細滑。六者著人相。著五種欲者令觀惡厭 

   不淨。著人相者令觀白骨人相。又死屍若壞若不壞。觀不壞斷二種欲威儀言聲。 

   觀已壞悉斷六種欲。 
 

   習不淨有二種。 

   一者觀死屍臭爛不淨。我身不淨死屍一等無有異也。如是觀己心生惡厭。取是 

   相已。至閑靜處若處下若空舍。以所取相自觀不淨。處處遍察繫心身中不令外 

   出。若心馳散還攝緣中。 

   二者雖不眼見。從師受法憶想分別。自觀身中。三十六物不淨充滿。髮毛爪齒 

   涕淚涎「泳-永+垂」。汗垢肪 7777            皮膜肌肉。筋脈髓心肝脾腎肺胃腸肚胞膽痰癊 

   8888。生藏膿血屎尿諸蟲。如是等種種不淨聚。假名為身。自觀如是。所著外身亦 

   如是觀。若心厭惡婬欲。心息則已。 

 

   若心不息當勤精進。呵責其心作是念言。老病死苦其為至近。命如電逝。人身 

   難得善師難遇。佛法欲滅如曉時燈。有破定法眾患甚多。內諸煩惱外有魔民。 

   國土飢荒內外老病。死賊其力甚大壞習禪定。我身可畏。於諸煩惱賊中未有微 

   損。於禪定法中未有所得。雖服法衣。內實空虛俗人無異。諸惡趣門一切皆開。 

   諸善法中未入正定。於諸惡法未能必不為惡。我今云何著是屎囊而生懈怠。不 

   能精勤制伏其心。如此弊身賢聖所呵。不淨可惡九孔流出。而貪著此身。與畜 

   生同死。俱投黑闇甚所不應。如是鞭心思惟自責還攝本處。 

    

   又時亦復應令心悅。作是念言。佛是一切智人。直說道教易解易行。是我大師。 

   如是不應憂畏。如依大王無有怖畏。諸阿羅漢所作已辦。是我同伴。已能伏心 

   如奴衷主。心已調伏具種種果六通自在。我亦應自伏其心求得此事。唯有此道 

   無復異路。如是思惟已還觀不淨。復自欣歡作是念言。初習道時。諸煩惱風吹 

   破我心。我欲得道。上妙五欲尚不能壞。何況弊者。…… 

    

   行者如是思惟決定堅固。住心本緣不畏眾欲。若利根者。一心精勤。遠至七曰 

   心得定住。中根者。乃至三七。鈍根者。久久乃得。如攢酪成酥。必可得也。 

   若不任習行。是身雖復久習種種方喻。空無所得。譬如攢水終不成酥。問曰。 

   何事不中。答曰。若犯禁戒不可 者。若邪見不捨。若斷善根及三覆障。所謂 

   厚利煩惱。五無間罪。三惡道報。如是等罪不應習行。 
1
《禪法要解》T15 p0286b-287b 

 

                                                 
7 (ㄕㄢ) ：脂肪。                          《康熙字典》p1484a 

8 癊(ㄧㄣˋ)：心病。                                                    《康熙字典》p115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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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淨觀中略有二種。一厭他身觀他不淨。二厭自身觀自不淨。 

   觀他身中有其九相。一者死相。二者脹相。三青瘀相。四膿爛相。五者壞相。 

   六者血塗相。七虫敢相。八骨鎖相。九離壞相。大智論中加一燒相少一死相。 

   此義如後九相章中具廣分別。 

    

   觀自身中有五不淨。如大智論說。 

   一種子不淨。是身過去結業為種。現以父母精血為種。 

   二住處不淨。在母胎中生藏之下熟藏之上兩界之間安置己體。 

   三自相不淨。是身具有九孔常流。眼出眵 9999淚。耳出結10101010。鼻中出洟。口出延 

     吐。大小便道流出屎尿。 

   四自體不淨。是身具有三十六物所共合成。如大智論說。一髮。二毛。三爪。 

     四齒。五皮。六肉。七骨。八髓。九筋。十脈。十一牌。十二腎。十三心。 

     十四肝。十五肺。十六大膓。十七小膓。十八胃。十九胞。二十屎。二十一 

     尿。二十二垢。二十三汗。二十四淚。二十五結。二十六洟 11111111。二十七唾。 

     二十八膿。二十九血。三十黃陰。三十一白陰。三十二肪。三十三 12121212。三十 

     四腦。三十五膜。三十六精。於此門中要唯二種。一皮等觀。二除去皮肉為 

     白骨觀。 

     骨觀有三。如毘曇說。 

     一者始業觀察自身。從頭至足除去皮肉作其骨相。 

     二已習行觀彼骨鎖。以漸寬廣周滿大地。又觀彼骨展轉相對大風飄搏變為雪 

       聚。修此骨相極令純熟不作心想任運現前。 

     三思惟已度於彼骨鎖。以漸略之還至自身。於其所緣清淨寂靜唯觀一色。此 

       是第四自體不淨。 

     五終竟不淨。此身死已埋則成土。虫噉成糞。火燒成灰。究竟推求無一淨相。 

       名終竟不淨。 

《大乘義章》T44 p697c-698a 

 

3、第一辨相。九想云何。 

   第一死想行者。為欲破婬欲賊。先觀死想。見人死時言語辭別出息不返忽然便 

           死。念我當然所愛亦爾。用呵煩惱。 

   第二脹想。見屍膖脹如韋囊中風異於本形。念我當然所愛亦爾。用呵貪欲。三 

   青淤想。見彼死屍風吹日曝色變青淤壞本形色。念我當然所愛亦爾。 

   四膿爛想。見彼死屍青淤已後不久膿爛臭弊可惡。念我當然所愛亦爾。 

   五者壞想。觀彼死屍風日轉大破壞在地膿血流出。念已當然所愛亦爾。1 

   六血塗想。死屍壞已血肉塗漫。念已當然所愛亦爾。 

                                                 
9  眵(ㄔ)：眼眶中的分泌物。 

10  (ㄋㄧㄥˇ)：耳中垢。                                                     《康熙字典》p1514c 

11 洟(一ˊ)：鼻涕。 

12 (ㄊㄢ)：膚肉壞也。                                                       《康熙字典》p147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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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蟲食想。觀彼死屍不燒不埋棄之曠野為諸蟲狩之所食噉。見己身自方亦類所 

             愛亦爾。 

   八骨鏁想彼肉既盡唯見骨鏁共相連柱。 

   九分散想。殘筋既斷骨鏁分離名分散想。 

   大智論中少一死想加一燒想。見彼殘骨為火所燒終成灰燼。忖己當然所愛亦爾。 

   問曰。彼論何故除死。彼以初死形色未變。猶取淨相。為是不說(此一門竟) 

    

   次辨體性。論曰。此九是想自性。以取相故。若據終成。是無貪性。貪欲治故(此 

   二門竟) 

 

   次辨所緣。此九唯緣欲界地中不淨之色。以為境界。為破欲界貪欲心故(此三門 

   竟) 

   次明九想治患不同。九想能治貪欲之病。貪有二種。一愛自身。五種不淨而為 

   對治。如前五度章中具廣分別。二愛他身。九想為治。愛他身中經論不同。依 

   涅槃經。說有四欲。 

   一威儀欲。愛其進止語言等事。 

   二形色欲。愛其青黃赤白等事。 

   三處所欲。或著眼耳。或愛鼻口。或貪腰身。如是一切。 

   四細觸欲。愛其細滑柔濡(ㄖㄨㄢˇ)等觸。 

   此四種欲九想別治。初威儀欲死想為治。形色欲者青淤濃爛血塗為治。處所欲 

   者脹壞蟲食分散為治。細觸欲者骨鏁為治。 

    

   依大智論。染有七種。 

   一著威儀。愛其進止。 

   二著語言。愛其音聲[1]言語戲咲。此二猶前威儀欲也。 

   三著形色。猶前四中形色欲也。 

   四著形容。愛其身形。猶前四中處所欲也。 

   五著細滑柔濡等觸。猶前四中細觸欲也。 

   六通著前五。 

   七著人相。謂男愛女之女愛男等。 

 

   七中初二死相為治。著形色者青淤膿爛血塗為治。著形容者脹壞蟲食分散為治。 

   著細觸者骨瑣及與燒相為治。後之二種九相通治。此九破貪。瞋等諸結皆亦微 

   薄(此四門竟) 

《大乘義章》T44 p735b-736a 

 

   著威儀、語言-------------------------------- 死 

   著形色------------------------------------------ 青淤、膿爛、血塗 

   著形容------------------------------------------ 脹壞、蟲食、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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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細觸------------------------------------------ 骨瑣、燒相 

   通著前五及人相者-------------------------- 九相通治 

 

 

四四四四、、、、不淨觀之修習方法不淨觀之修習方法不淨觀之修習方法不淨觀之修習方法 

1、修此觀者復有三種。一者樂略。二者樂廣。三樂廣略。 

   此中唯樂略者。謂彼行者先往塚間觀察死屍青瘀等相。善取相已退坐一處重觀 

   彼相。若心散亂不明了者。復往塚間如前觀察善取其相。如是乃至若得明了心 

   不散亂速還住處。洗足就座結加趺坐。調適身心令離諸蓋。憶念觀察先所取相。 

   以勝解力移屬自身。始從青瘀乃至骨瑣。於骨瑣中。先觀足骨。次觀踝骨。次 

   觀脛骨。次觀膝骨。次觀髀骨。次觀臗骨。次觀腰骨。次觀脊骨。次觀脇骨。 

   次觀髆 13131313 骨。次觀臂骨。次觀肘骨。次觀腕骨。次觀手骨。次觀肩骨。次觀項骨。 

   次觀頷 14141414 骨。次觀齒骨。後觀髑髏。彼勝解力觀察如是不淨相已。繫念眉間湛然 

   而住。復轉此念入身念住。展轉乃至入法念住。是名樂略修觀行者不淨觀成。 
 

   唯樂廣者。謂彼行者。先往塚間觀察死屍青瘀等相如前廣說。展轉乃至繫念眉 

   間以止息已。復轉此念。先觀髑髏。次觀齒骨。展轉乃至後觀足骨。彼勝解力 

   觀自骨已。復觀外骨在自骨邊。漸遍一床一房一寺一園一邑一田一川一國。展 

   轉乃至大海邊際。周遍大地。心眼及處骨瑣充滿。復漸略之。乃至唯觀自身骨 

   瑣。於中漸復略去足骨。展轉乃至後觀髑髏。彼勝解力觀察如是不淨相已。繫 

   念眉間堪然而住。復轉此念入身念住。展轉乃至入法念住。是名樂廣修觀行者 

   不淨觀成。 
 

   樂廣略者。謂彼行者先往塚間觀察死屍青瘀等相如前廣說展轉乃至大海邊際。 

   周遍大地。心眼及處骨瑣充滿。復漸略之。展轉乃至後觀髑髏。繫念眉間少止 

   息已。數復廣略如前觀察至純熟已。繫念眉間湛然而住。復轉此念入身念住。 

   展轉乃至入法念住。是名樂廣略修觀行者不淨觀成。 

   《大毘婆沙論》T27 p205b 

 

 

2222、、、、修習法修習法修習法修習法  
 

（（（（一一一一））））膨脹相的修息法膨脹相的修息法膨脹相的修息法膨脹相的修息法 

瑜伽者若欲於膨脹之身生起膨脹之相而修稱為膨脹之禪的，應該如地遍中所說的方 

法去親近阿闍梨而把取業處。那些對瑜伽者說業處的人，對於(1)為取不淨相而前行 

的處所，(2)四方諸相的考察，(3)以十一種法取相，(4)觀察(至墓場等)往返的道路，1 

(5)乃至最後的安止規定，都應該說。那些瑜伽者應善學一切，到前面所說的住處， 

                                                 
13 髆(ㄅㄛˊ)：肩胛骨。                                                   《康熙字典》p2266a 

14 頜(ㄏㄢˋ)：下巴。 



修行要略 

 8 

遍求膨脹相而住。 

 

    （（（（１１１１））））為取不淨相而前行的處所為取不淨相而前行的處所為取不淨相而前行的處所為取不淨相而前行的處所    

  如是修不淨者，若聽見人家說，在某村口、林口、道路、山腳、樹下，或塚墓間 

  有膨脹的屍體丟在那裡的時候，不要像在不妥當的渡頭而即跳去。為什麼呢？因 

  為不淨的屍體可能有野獸光顧或非人覬覦，若往那裡走，則有生命的危險。或者 

  所走的路要經過村口、浴場與田邊，那裡可能發現異性之色，甚至那屍體便是異 

  性—即男子以女體為異性，女子以男體為異性。如果異性之體是新近才死的，可 

  能生起淨想，所以對於他的梵行也是障礙。如果他能夠這樣的自覺：「這對於我 

  是不足輕重的」，那麼他便可去。 

 

  在出發的時候，應該告訴僧伽的長老或其他通達比丘。何以故？假使他在塚莫之 

  間，為非人、獅子虎豹等的形色和聲音等不順的所緣所威脅而肢體戰慄，或食物 

  不消化而嘔吐，或其他意外的病發生時，則寺內的長老比丘既能善護其衣缽，亦 

  將派遣青年比丘及沙彌去看護那比丘。還有些盜賊認為「塚莫是一個不被人懷疑 

  的地方」，故在已盜和未盜的時候，往往在那裡集合，或者給人們追逐的盜賊， 

  跑進比丘的地方，把贓物丟在那裡逃走了。追的人來到這裡便說：「我們被盜的 

  東西和賊都找到了！」即捕此比丘及傷害他。此時則僧伽長老即可阻止他們說：「莫 

  傷害他，他行前曾經對我說過，是來這裡行道的」，人們既得瞭解，便可安全了。 

  這便是行前要先告知的利益。所以欲見不淨相者，依照前述的方法告知比丘之 

  後，應該剎帝利到灌頂的地方去，又如祭祀者到祭壇去一樣的生起喜悅心而行， 

  既生喜悅心後，當依諸義疏所說的方法去行。即所謂： 

 

  「攝取膨脹不淨者，置念不忘，內攝諸根，意不外向，觀察往返的路，不與他 

  人作伴單獨而行。在棄有膨脹不淨之相的地方，那裡並有岩石、蟻塔、樹、灌木、 

  蔓草等相及所緣，對於所有的相及所緣既作注意之後，再觀察其膨脹不淨相的自 

  性、狀態。即是對於顏色、性別、形狀、方位、空間、界限、關節、孔隙、凹部、 

  凸部與周圍等相，他得深深的習取，善能把握，善能確定，他對於那些相既善習 

  取、把握及確定之後，置念不忘，內攝諸根，意不外向，觀察往返的路，不與他 

  人作伴單獨而行。他經行時當於不淨相作意而經行，坐時亦當於不淨相作意而行 

  坐。 

 

    （（（（２２２２））））四方諸相的考察四方諸相的考察四方諸相的考察四方諸相的考察    

  這裡走去的人，不應即刻去看不淨相，須先確定方法；因為所站的一方，若對 

  於所緣不明顯，則心亦不適於工作；所以應該避免那一方。如果所立之處對於 

  所緣很明顯的，則心亦適於工作，故應站在那裡。對於逆風和順風都應該避免，站 

  於逆風者未免為屍體的臭氣所惱而散亂於心；站在順風者，如果那裡有非人居 

留，則未免觸怒他們而致災害。所以應該稍微避開而在不很多的順風處站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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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注意站立，亦不應離屍體過遠與過近或在正頭方及正足方站立，因為站得過遠 

對於所緣不明顯，過近則生恐怖。若站在正頭方或正足方，則對一切不淨相難得 

平等的認識。所以不過遠過近而視，當在屍體的中部適當的地方站立。 

 

如是站立之人，「那裡並有岩…蔓藤等相」，當依此說考察四方諸相。其考察的 

方法如次：若在不淨相的周圍看見有石頭，應該確定這石頭的高、低、大、小、 

赤、黑、白、長及圓等。此後應該觀察：「在這個地方是這個石頭，這邊是不淨 

相；這邊是不淨相，這裡是石頭。」如是蟻塔，亦應確定其高、低、大、小、 

赤、黑、白、長及圓等。此後應該觀察：「在這個地方是這個蟻塔，這邊是不淨 

相。」如見樹，則應確定它是阿說他(即菩提樹)，或榕樹，或無花果樹，或迦毗 

他伽樹，及它的高、低、大、小、黑、白等。此後應該觀察：「在這個地方是這 

棵樹，這邊是不淨相」。如見灌木，則應確定它是醒提，或迦羅曼陀，或迦那維 

羅，或鼓輪達伽及它的高、低、大、小等。此後應該觀察：「在這個地方是這 

樣的灌木，這邊是不淨相」。如見蔓藤，應確定它是羅婆(葫廬瓜)或俱盤提(南瓜) 

或沙麻、或黑葛、或臭藤。此後應該觀察：「在這個地方是這樣的蔓藤，這邊是 

不淨相；這邊是不淨相，這裡是蔓藤」。這便包攝「與相俱作，與所緣俱作」的 

意義。再三的確定名為「與相俱作」，這是石頭這是不淨相，這是不淨相這是石 

頭，往往這樣雙雙連結確定，名為「與所緣俱作」。 

 

如是與相俱及與所緣俱作已，其次確定「自性的狀態」，即是說當時不淨相的自 

性狀態---不與他共的獨特的膨脹的狀態作意。膨脹的膀義，即以這樣的自性與作 

用而確定之義。 

 

（（（（３３３３））））以十一種法取相以十一種法取相以十一種法取相以十一種法取相    

如是確定之後，次說「以色、以相、以形、以方、以處、以界限」六法取相，怎 

樣取呢？ 

(1)「以色」，即瑜伽行者當確定這屍體是黑的，或白的，或金黃的皮膚的色。 

(2)「以相」，並不是說確定其女相或男相，當確定這屍體是青年、中年或老年的。 

(3)「以形」，是只依膨脹的形而確定這是他的頭形，這是他的頸形，這是手形， 

   這是腹形，這是臍形，這是腰形，這是股形，這是脛形，這是足形。 

(4)「以方」，即確定這屍體的兩方，從臍以下為下方，臍以上為上方；或者確 

   定我是站在這一方，而不淨相則在那一方。 

(5)「以處」，當確定手在此處，足在此處，頭在此處，中部身體在此處；或者 

   確定我是站在此處，而不淨相則在彼處。 

(6)「以界限」，當確定這屍體下以足掌，上以髮頂，橫以皮膚為界，在其界限之內 

   觀察三十二分充滿污穢屍體，或者確定這是他的手界，這是足界，這是頭界， 

  這是中部身體的界限。 

或者取得全體的任何部分，即以彼處為膨脹的界限。男子對於女體(屍)，女子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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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男體(屍)是不適宜的。在異性的屍體不能生起(不淨相的所緣)，只是擾亂的緣而 

亡已。如中部義疏中說：「雖係腐爛的女人亦能奪去男子的心」。所以當對同性 

的屍體以此六法取相。 

 

其次如已親近過去諸佛，曾習業處，行頭陀支，思惟(地水火風)大種，把握(無 

常、苦、無我)諸行，觀察(緣起的)名色，除有情想，行沙門法，薰習其(善的)薰 

習，修其所修，得(解脫)種子，具上智而少煩惱的善男子，見其所見的屍體處， 

即得顯現似相。如果不能如是顯現，則以此六法取相而得顯現。假使這樣依然不 

能顯現，那麼，他們必須再以關節、孔隙、凹部、凸部、周圍五法取相。 

 

此中(7)「以關節」，是一百八十關節。然而在膨脹的相上怎麼能夠確定一百八十 

    關節呢？所以他應觀察右手的三關節，左手的三關節，右足的三關節，左足 

    的三關節，頭頸一關節及腰一關節的十四大關節。 

(8)「以孔隙」，即應觀察手脅之間，足與足間，腹的中間及耳孔的孔隙。對於閉 

   眼的狀態，開眼的狀態，或閉口開口的狀態亦宜觀察。 

(9)「以凹部」，即應觀屍體的凹處，如眼窩、口腔及喉底等，或者觀察我站在低 

   處，而屍體在高處。 

(10)「以凸處」，當觀屍體的高處，如膝、胸、或額等；或者觀察我站在高處， 

   而屍體在低處。 

(11)「以周圍」，當觀察屍體周圍的一切。以智行於全屍體，那一處顯現明瞭的， 

   即置心於彼處：「膨脹相、膨脹相」而念。如果這樣也不能顯現，則應置心 

   於(上半身)直至腹端最膨脹之處：「膨脹相、膨脹相」作念。 

 

今對「善取彼相」等作如是的抉擇：諸瑜伽者對於這屍體當依前述的取相法而善 

取相，專心置念，如是數數善作把握與確定。離屍體不過遠不過近之處站立或坐， 

開眼觀看而取相。心念「厭惡的膨脹相、厭惡的膨脹相」，乃至百回千回的開眼 

觀看，閉眼專思。行者當如是數數取相而至善取。什麼時候為善取呢？即在開眼 

見相閉眼而思相亦同樣的顯現之時，名為善取。他如是取相而得善取善把握而善 

觀察已，如在那裡(塚墓)修習到最後仍不能得證(初禪)，則他回來之時亦如前說的 

方法單獨無伴，於同樣的不淨業處上作意，置念專注，內攝諸根，意不外向，回 

到他自己的住所。當他從塚墓出來而在回轉的途中，應如是觀察：「我是從此路 

出來的，此路向東走，或向西、南、北走，或向四維走，此處向左轉，此處向右 

折，在這裡有石頭，這裡有蟻塔，這裡有樹，這裡有灌木，這裡有蔓藤」。如是 

觀察歸途而回來後，在經行時亦宜在結合於不淨相而經行，即是應該向不淨相那 

方面的地點經行的意思。坐禪的時候亦宜布置與不淨相結合的坐處。如果在那方 

面有深坑，或懸崖、樹木、墻圍、泥沼等，不可能向那方面去經行，而坐席也不 

 

可能布置在那樣的地點，所以他只得在望不見那方的不適合之處經行和打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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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心也應該傾向於那方面。 

 

現在說「觀察四方諸根相依什麼」等的質問及「為了不迷亂」等答覆的意義：如在 

(夜等的)非時住膨脹相的地方觀察四方諸相，為取相而開眼觀看時，即死屍好像 

起立，好像撲過來，好像追來等現起，他見到那樣恐怖的所緣，心起迷亂猶如狂 

人，怖畏昏迷，毛骨豎立。在聖典中分別三十八所緣裡面，沒有其他那一種所緣 

像這樣恐怖的。所以這不淨業處名為棄捨禪那者。何以故？因為於此業處中太恐 

怖故。所以瑜伽者必須堅持其念：「死屍決不會起立而追的，如果在那屍體旁邊 

的石頭或蔓藤能追來，屍體才可能追來，如果那石頭或蔓藤不能追來，而屍體亦 

不能追來。是由你自己的想生想成。今天你的業處顯現了。比丘，莫恐怖吧！」 

於是除去畏懼而生歡笑，當置其心於相中。如是得證於超勝的境地。所以如是說： 

「觀察四方諸相是為了不迷亂故」。 

 

次以十一種法取相成就令心與業處密切的連結：即是由於他的開眼觀看之緣，而 

得生起取相，由於置念於取相而得生起似相；置意於似相而成就安止定；在安止 

定中增大於毗缽舍那(觀)而得證阿羅漢。所以說：「以十一種法相是為了令心與 

不淨相密切的連結」。 

 

（（（（4444））））    觀察往來的路觀察往來的路觀察往來的路觀察往來的路    

「觀察往來的路是為了給與（業處的）正當路線」，即是觀察去的路及回來的路， 

因此而得給與業處的正當的路線的意思。假使這比丘取了業處回來時，在途中碰 

到了什麼人問他：「尊師，今天是什麼日子？」或問是那一天，或提出什麼問題， 

或作問候的時候，他是不應該以為自己行業處之人而默然地走過去的。他必須說 

是什麼日子及答覆其問題。如果他不知道，他說： 「我不知道」 ，並得作如法 

的問候。因為這樣做，對於他所取得而尚幼稚的不淨相就要消失了。雖然消失， 

但也得答覆其所問的日子。若不知其所問，當說： 「我不知道」。若知道則應簡 

單的說。問候也是必需的。如見作客的比丘，應向客僧問候。其他如塔廟庭院的 

義務，菩提樹園的義務，布薩堂的義務，食堂、火房、阿闍梨與和尚、客僧、髮 

足者的義務等，如在《犍度》中的一切義務都應操作。然而作了那些事情，他的 

幼稚的不淨相也消失了。雖然他希望「我再去取相」，但此時的屍體已為非人或 

野獸所占，故不可能再去塚墓，或者不淨相業已消逝，因為膨脹相放了一兩天， 

已經轉成了青瘀等的狀態。在一切業處之中像這樣難得的業處是沒有的，所以那 

失去了不淨相的比丘，當在夜住處或日住處中坐下：「我是從這扇門出寺，向某 

方面的道路走去，在某處向左轉，某處向右折，某地方有石頭，某處有蟻塔、樹、 

灌木、蔓藤，我在那條路步行時，在某處得見不淨相，在那裡向那方面站著，如 

此如此考察四方諸相，如是取得不淨相之後，由某方從塚墓出來，由這樣的路作 

如是如是的回來，在此處坐」，應如是在坐處中結跏趺坐，考察其往來的路。由 

於他這樣的考察，則不淨相依法顯現明瞭，如在目前，再得依照以前所行的業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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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行道。所以說： 「觀察往來的路是為了給與業處的正當路線。」 

 

（（（（5555））））安止的規定安止的規定安止的規定安止的規定    

對於「見彼功德之後，作珍寶想，起恭敬而生喜愛，置心於所中」的句子，是 

說置意於厭惡的膨脹相中，得生禪那，以禪那為足處(近因)而增長毗缽舍那(觀) 

者，便得見此「誠然依此行道，我將脫離生死」的功德。譬如一貧窮人，獲得了 

很名貴的珠寶，便作「我已獲得其實難得的」，起珍寶想，生尊重心，極其愛好 

而加保護；此人亦然：「我已獲得此難得的業處，如那窮人的名貴的珠寶。因 

為修習四界業處的人，可取他自己的四大，安般(出入息)業處者，可取他自己的 

鼻習，遍業處者，可以作遍而隨意修習，如是其他的業處也都是容易得的。唯有 

此(膨脹相)持續一二天後，便變成了青瘀等的狀態，實在沒有像這樣難得的」， 

故應起珍寶想，生尊敬心，愛好的保護彼相，在夜住所或日住所中，應該數數的 

把心密切地連結到「厭惡的膨脹相、厭惡的膨脹相」上面去，應該對那相再三考 

慮、作意與思惟。能這樣做，則他的相似相生起。 

 

關於(取相與似相)二相的各別作用：即「取相」的顯現是壞形的、可怕的、恐怖 

的景象。然而「似相」則如四肢五體肥滿的人隨其所欲吃飽了睡臥的樣子。在獲 

得似相的同時。因對外欲不作意之故而得鎮伏拾於愛欲。因捨於隨貪而他的瞋恚 

亦捨，猶如血除而濃亦除。同樣的由於勤精進故拾斷惛沈睡眠。因無追悔而作寂 

靜法的精勤，捨斷掉舉惡作。因得殊勝的現前，故對指示行導師(佛)，對行道及 

行道的果而得除礙。如是捨除了五蓋，同時於似相中以心的攀緣為相的尋生起， 

成為相續思維作用的伺，獲得殊勝的證悟之緣故喜，由喜意而生輕安，因輕安而 

生樂，由樂而生心定，故因樂而成心一境性的五禪支現前。如是初禪的影像的近 

行禪亦在那一剎那生起。此後得證初禪的安止及五自在的一切，如地遍中所說。 

 

(其餘的九不淨)以後的青瘀等相，也是依那「為取膨脹不淨相的人，專置其念、 

無雙單獨前往」等同樣的說法，從起初出發前往、取相等一切都用那「為取青瘀 

不淨相的人……」，「為取膿爛不淨相的人……」，如是依照前述的同樣方法，應 

知抉擇在什麼地方當改換「膨脹」的句子。其次說他們的差別之處： 

 

 

（（（（ 二二二二 ）））） 青 瘀 相青 瘀 相青 瘀 相青 瘀 相  

對於青瘀相，當起「厭惡的青瘀相、厭惡的青瘀相」的持續作意。在「取相」是顯 

現斑點的色，而「似相」則顯現滿是（青瘀相）的。 

 

（（（（ 三三三三 ）））） 膿 爛 相膿 爛 相膿 爛 相膿 爛 相  

對於膿爛相，當起「厭惡的膿爛相、厭惡的膿爛相」的持續作意。在「取相」是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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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好像(膿的流出)，而「似相」則顯現不動而靜止的。 

 

（（（（ 四四四四 ）））） 斷 壞 相斷 壞 相斷 壞 相斷 壞 相  

斷壞相在戰場上，或盜賊盤踞的森林中，或國王令斬盜賊的塚墓間，或獅子、老虎 

嚙人的阿練若間，可得此相。若去這樣的地方，如果落在各方的斷壞相能夠一眼見 

到的，那是最好，如不可能見到，不應用自己的手去觸，因為親手去觸未免成為太 

親切了，所以應令寺役或沙彌或其他什麼人(把各自一方的斷壞相)聚集在一處。如 

果不得那樣的人去做，則應由自己用手杖或棍子把斷片堆放一處排列，中間相隔一 

指的斷縫。這樣放好之後，即起「厭惡的斷壞相、厭惡的斷壞相」的持續作意。這 

裡的「取相」是顯現中間斬斷似的，而「似相」則顯現圓滿的。 

 

（（（（ 五五五五 ）））） 食 殘 相食 殘 相食 殘 相食 殘 相  

於食殘相，即起「厭惡的食殘相、厭惡的食殘相」的持續作意。在「取相」時是顯 

現這裡那裡被取食了的樣子，而「似相」則顯現圓滿的。 

 

（（（（ 六六六六 ）））） 散 亂 相散 亂 相散 亂 相散 亂 相  

於散亂相，即用斷壞相中所說的同樣方法，令他人或自己把它們安排成一指的隔離， 

然後起「厭惡的散亂相、厭惡的散亂相」的持續作意。在「取相」時是顯現通常明 

瞭的隔離，而「似相」則圓滿的顯現。 

 

（（（（ 七七七七 ）））） 斬 斫 離 散 相斬 斫 離 散 相斬 斫 離 散 相斬 斫 離 散 相  

斬斫離散相，亦能在斷壞相中所說的那樣的地方獲得，去到那裡以後，如前所說的 

同樣方法令他人或自己把它們安排一指的隔離，然後起「厭惡的斬斫離散相、厭惡 

的斬斫離散相」的持續作意。在「取相」時，是顯現可以認識的被斬斫的傷口似的， 

而「似相」則圓滿的顯現。 

 

（（（（ 八八八八 ）））） 血 塗 相血 塗 相血 塗 相血 塗 相  

血塗相，在戰場等處的受傷者，手足被斬的瘡口或癤疱等傷口流血的時候可以獲得。 

看見那血相後，即起「厭惡的血塗相、厭惡的血塗相」的持續作意。在「取相」時 

顯現像風飄的紅旗的動搖的相狀，而「似相」則顯現靜止的。 

 

（（（（ 九九九九 ）））） 蟲 聚 相蟲 聚 相蟲 聚 相蟲 聚 相  

 

 

蟲聚相即是過了二三天之後的臭屍的九個瘡口湧出蟲堆的時候。亦可在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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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野干、人、黃牛、水牛、象、馬、蟒蛇等的屍體上發現聚蟲像一堆米飯 

似的。無論對於那些的那一處，起「厭惡的蟲聚相、厭惡的蟲聚相」的持續 

作意。猶如小乞食者帝須長老對黑老池中的象的屍體而現起此相一樣。在「取 

相」中是顯現像動搖似的，而「似相」則如一塊靜止的米飯的顯現。 

 

 

（（（（ 十十十十 ）））） 骸 骨 相骸 骨 相骸 骨 相骸 骨 相  

對於骸骨相，即依照「如果看見拋棄在墳墓附有血肉而結以筋及骨節連鎖著的屍體」 

等的種種說法。所以他依前面所說的同樣方法從往處出來及前往目的地，對周圍的 

石頭等作共相共所緣而念：「這骸骨」及觀察其自性的狀態，依色等十一種行相而 

習取於相。 

(1)如果於色中而見白色者，則不會現起（厭惡相），因為摻染了白遍，於是應該只以 

 厭惡心而見骸骨。 

(2)在這裡的持相是指手等，故應觀察手、足、頭、腹、腕、腰、大腿、小腿等相。 

(3)須觀察長、短、圓、方、小、大等的形狀。 

(4)觀察方位及(5)處所，已如前說。 

(6)觀察骸骨周圍的界限，對於那一部分骸骨顯現得明瞭的時候，即取那一部直至證 

  得安止定。 

(7)、(8)次當觀察那樣那樣的骸骨的凹處凸處及凹部凸部；於其所立之處亦當作「我 

  在低處骨在高處或我在高處骨在低處」的觀察。 

(9)次當觀察兩骨銜接之處的關節。 

(10)觀察骨與骨間的有孔無孔。 

(11)以他的智行於一切處後，當知「在這裡是這樣的骨」，如是觀察於周圍。 

 

假使於此等相中依然不能顯現的時候，則應置心於額骨上。正如在此骸骨相所應用 

的這十一法取相，在以前的蟲聚相等亦得以此作適宜的觀察。於此骸骨業處，無論 

對全副連鎖的骸骨或對一骨都得成就。所以在那些骸骨裡面無論對那一部分，當以 

十一法相而起：「厭惡的骸骨相、厭惡的骸骨相」的持續作意。這裡的「取相」和 

「似相」，據義疏說是相同的。但對於一骨說是適合的。然而若對連鎖的骸骨，則 

在「取相」中是能認明孔隙的，在「似相」中乃顯現圓滿的。即於一骨亦得於「取 

相」為恐怖，而「似相」則應導入近行定而生喜悅。 

《清淨道論》p280-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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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法法    華華華華    三三三三    昧昧昧昧    懺懺懺懺    儀儀儀儀 

大正新脩大藏經 第四十六冊 No.1941 p.945~955 

法 華 三 昧 懺 儀勘 定元 本 序法 華 三 昧 懺 儀勘 定元 本 序法 華 三 昧 懺 儀勘 定元 本 序法 華 三 昧 懺 儀勘 定元 本 序     

宋天竺等傳天台教觀沙門遵式述 

聖教浸遠文句舛錯。由傳者浮昧。若不校其同異。明示得失日增月甚遐喪真味。法 

華三昧儀者。天台大師瓦官親筆。蓋止觀第三三昧所指別行。即其文也。若夫啟迪 

後學為時所宗。破障壞魔入佛境界。與夫文殊普賢並驅寶輅。遊方至極者。實惟斯 

漸矣。患其稍易舊章或亡精要。且十科行軌理觀為主。儻一以誤九法徒施。有於坐 

禪觀法加成五句者。今列示之。文云。為因心故心。為不因心故心。為亦因心亦不 

因心故心。為非因心非不因心故心(元文)為非非因心非非不因心故心(近加)且山家凡 

約句法用觀秖但至四。未知五句出自行文。又當推檢之際。第五句下準何為境。如 

何用觀。輔行自云。彼別行文但推四句。故今文中廣修象觀以廣於彼(輔行正文)況 

彼象觀猶是歷事。而正觀一門全今四句。豈應疑誤彼之大體哉。而復輒引經文繫乎 

卷末。濫回麤注錯其篇內。細碎之失莫得而舉也。故今直勘元本刻板印行。庶存先 

制。而今而後。求三昧者欲傳斯文。請固存此序用以區別 

 

 

 

法 華 三 昧 懺 儀法 華 三 昧 懺 儀法 華 三 昧 懺 儀法 華 三 昧 懺 儀     

(法華三昧行事運想補助儀禮法華經儀式) 

 

(隋瓦官寺沙門釋智顗輒采法華普賢觀經 

及諸大乘經意撰此法間流行後代) 

明三七日行法華懺法勸修第一明三七日行法華懺法勸修第一明三七日行法華懺法勸修第一明三七日行法華懺法勸修第一    

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濁惡世中。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誦大乘經者。欲修大乘 

行者。發大乘意者。欲見普賢菩薩色身者。欲見釋迦牟尼佛多寶佛塔分身諸佛及十 

方佛者。欲得六根清淨入佛境界通達無閡者。欲得聞十方諸佛所說。一念之中悉能 

受持通達不忘。解釋演說無障閡者。欲得與文殊師利普賢等諸大菩薩共為等侶者。 

欲得普現色身一念之中不起滅定遍至十方一切佛土供養一切諸佛者。欲得一念之中 

遍到十方一切佛剎。現種種色身作種種神變。放大光明說法度脫一切眾生。入不思 

議一乘者。欲得破四魔。淨一切煩惱。滅一切障道罪。現身入菩薩正位。具一切諸 

佛自在功德者。先當於空閑處。三七日一心精進入法華三昧。若有現身犯五逆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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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比兵法。欲得清淨還具沙門律儀。得如上所說種種勝妙功德者。亦當於三七日中。 

一心精進修法華三昧。所以者何。此法華經是諸如來祕密之藏。於諸經中最在其上。 

行大直道無留難故。如轉輪王髻中明珠不妄與人。若有得者隨意所須種種珍寶悉皆 

具足。法華三昧亦復如是。能與一切眾生佛法珍寶。是故菩薩行者應當不計身命。 

盡未來際修行此經。況三七日耶。問曰。佛道長遠。三七日修行當有何益。答有三 

種益。在下當說 

 

明三七日行法前方便第二明三七日行法前方便第二明三七日行法前方便第二明三七日行法前方便第二    

(修行有二種。一者初行。二者久行。教初行者當用此法。教久修者依安樂行品) 

夫一切懺悔行法。悉須作前方便。所以者何。若不先嚴淨身心卒入道場。則道心不 

發行不如法。無所感降。是故當於正懺之前。一七日中先自調伏其心息諸緣事。供 

養三寶嚴飾道場。淨諸衣服一心繫念。自憶此身已來及過去世所有惡業。生重慚愧 

禮佛懺悔。行道誦經坐禪觀行。發願專精。為令正行三昧身心清淨無障閡故。心所 

願求悉克果故（亦須誦下諸懺悔文。悉令通利） 

 

明正入道場三七日修行一心精進方法第三明正入道場三七日修行一心精進方法第三明正入道場三七日修行一心精進方法第三明正入道場三七日修行一心精進方法第三    

(正入道場用六齋日。此日太子四天王使者等。諸天善神下來人間。檢校善惡。見修善者。即注善薄。安慰守 

護。為現瑞相。令行者心生歡喜。增益善根故) 

行者初欲入道場之時應自安心。我於今時乃至滿三七日。於其中間當如佛教一心精 

進。所以者行。若心異念即雜諸煩惱。名不清淨。心不淨故。豈得與三昧正道相應。 

是故自要其心不惜身命。一心精進。滿三七日。問曰。眾生心相隨事異緣。云何能 

得一心精進。答曰。有二種修一心。一者事中修一心。二者理中修一心。事中修一 

心者。如行者。初入道場時即作是念。我於三七日中。若禮佛時當一心禮佛。心不 

異緣。乃至懺悔行道誦經坐禪。悉皆一心。在行法中無分散意。如是經三七日。是 

名事中修一心精進。二者理中修一心精進。行者。初入道場時應作是念。我從今時 

乃至三七日滿。於其中間諸有所作常自照了。所作之心心性不二。所以者何。如禮 

佛時心性不生不滅。當知一切所作種種之事。心性悉不生不滅。如是觀時見一切心 

悉是一心。以心性從本已來常一相故。行者能如是反觀心源心心相續。滿三七日不 

得心相。是名理中修一心精進法 

 

明初入道場正修行方法第四明初入道場正修行方法第四明初入道場正修行方法第四明初入道場正修行方法第四    

行者初入道場。當具足十法。一者嚴淨道場。二者淨身。三者三業供養。四者奉請 

三寶。五者讚歎三寶。六者禮佛。七者懺悔。八者行道旋遶。九者誦法華經。十者 

思惟一實境界。行者於三七日中日夜六時。初入道場一時之中當具足修此十法。於 



修行要略 

 17

後六時  時中。當略去請佛一法。餘九法悉無異 

(明此十法之中。有但說施為方法。有教運心作念。有教誦文章句口自宣說。行者當好善取意而用。未必併須誦 

此文也) 

 

第一明行者嚴淨道場法第一明行者嚴淨道場法第一明行者嚴淨道場法第一明行者嚴淨道場法    

當於閑靜之處。嚴治一室以為道場。別安自坐之處。令與道場有隔。於道場中敷好 

高座。安置法華經一部。亦未必須安形像舍利并餘經典。唯置法華經。安施旛蓋種 

種供養具。於入道場日。清旦之時當淨掃地。香湯灌灑香泥塗地。然種種諸香油燈。 

散種種華及諸末香燒眾名香。供養三寶。備於己力所辦。傾心盡意極令嚴淨。所以 

者何。行者內心敬重三寶超過三界。今欲奉請供養。豈可輕心。若不能拔己資財供 

養大乘。則終不能招賢感聖重罪不滅。三昧何由可發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明行者淨明行者淨明行者淨明行者淨身方身方身方身方法法法法    

初入道場。當以香湯沐浴著淨潔衣。若大衣乃諸新染衣。若無當取己衣勝者。以為 

入道場衣。於後若出道場。至不淨處。當脫去淨衣著故衣。所為事竟。當更洗浴著 

本淨衣。入道場行事也 

 

第三明行者修三業供養法第三明行者修三業供養法第三明行者修三業供養法第三明行者修三業供養法    

(初入道場。至法座前先敷尼師壇正身倚立。應先慈念一切眾生欲與教度。次當起般重心慚愧懇惻存想如來。三 

寶畟塞十方虛空。影現道場。是時手執香爐燒眾名香。散種種華供養三寶。即尋五體投地。口自唱言) 

一切恭敬一心敬禮十方常住佛（心隨身口一心頂禮。無分散意了如此身如影不實。於能禮所禮心無所 

得。一切眾生。亦同入此禮佛法界海中。總禮十方佛。一拜已次。當正身威儀。口自唱言） 

一心敬禮十方常住法（禮一拜已。次當正身威儀。口自唱言） 

一心敬禮十方常住僧（禮一拜已。用心方法。不異上禮佛中所說禮三寶竟。即當胡跪。右膝著地。正身威儀。 

一心燒香散華。端身正意次當口自唱言） 

嚴持香華如法供養。願此香華雲遍滿十方界。供養佛經法。井菩薩聲聞緣覺眾。及 

一切天仙。受用作佛事（次當運心想。此香華於念念中。遍至十方一切佛土。作種種眾寶。莊嚴諸臺樓 

觀。上妙諸色作種種妓樂。上妙音聲歌唄讚歎。作種種栴檀沈水上妙諸香。作種種肴膳湯藥。上妙眾味。作種種衣 

服瓔珞。流泉浴池上妙諸觸。作眾禪定智慧清淨實相無量。上妙法門。悉皆充滿法界。以為佛事供養十方三世諸佛 

一切三寶。願三寶攝受。亦熏一切眾生。發菩提心。於一一佛前悉見己身。如此供養等無有異。又願六道四生。悉 

入我供養法界海中。了知如是供養。悉從心生無有自性。心不取著。此念成已。即五體投地。口自唱言)供養已 

一切恭敬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明行者明行者明行者明行者請三寶方請三寶方請三寶方請三寶方法法法法    

（行者已修三業供養已。次應更燒香散華。一心正忥。迴前供養之心奉請三寶。請三寶法當運心正對所請。口稱 

名字。一一如法奉請。不得散亂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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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奉請南無釋迦牟尼佛（即知法身猶如     一心奉請南無大樂說菩薩智積菩薩摩 

虛空.無去來相.餘一切佛亦復如是.随心想念.從      訶薩 

耆闍崛山。與大眾圍追來到道場。受我奉請殷勤供養)        一心奉請南無宿王華菩薩勇施菩薩持 

                                                                           地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南無過去多寶世尊（即應心想。       

多寶佛塔。從地涌出。影現道場。受我供養）              一心奉請南無下方上行等無邊阿僧祇 

                                            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南無釋迦牟尼十方分身諸佛       

(即應心想。分身諸佛。悉皆雲集。在寶樹下受我供養)       一心奉請南無妙法蓮華經中普賢菩薩 

                                          等一切諸大菩薩摩訶薩（心念。普賢菩薩乘 

一心奉請南無妙法蓮華經中一切諸佛      六牙白象王。以一切眾生所喜見身與無量眷屬。來入 

(即應心想。過去日月燈明佛等。現在淨華宿王智佛     道場受我供養） 

等。未來華光佛等。悉皆現前受我供養)                    

                                                         一切奉請南無妙法蓮華經中舍利弗等  

一心奉請南無十方一切常住佛（即應運        一切諸大聲聞眾  

心想。東方諸佛身黃金色。相子具足放大光明。與諸        一心奉請南無十方一切常住僧（運心 

大眾前後圍追。來到道場畟塞虛空受我供養。南西北     想。一切十方諸大菩薩聲聞緣覺眾放大光明。與諸大 

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                                     眷屬圍遶。來到道場受我供養） 

 

一心奉請南無大乘妙法蓮華經（心想甚       一切奉請妙法蓮華經中一切天龍夜叉 

深。祕密法藏。悉現在前。受我供養)             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 

                                         羅伽人非人等。一切冥空各及眷屬（如 

一心奉請南無十方一切常住法（即應運      是次第一遍奉請竟。即五體投地。復更胡跪燒香散華。 

心想。十方一切諸佛。所有法藏。悉現道場中受我供      從初次第稱名奉請。如是奉請滿三遍已。即當口自宣 

養)                                         言） 

                                                      

一心奉請南無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運      唯願本師釋迦牟尼世尊多寶如來分身 

心想念。與無量菩薩圍遶受我供養)               諸佛。大慈大悲。受我奉請來到道場 

 

一心奉請南無彌勒菩薩摩訶薩（亦如前        大乘妙法蓮華經真淨法門哀憫覆護。受 

運心想）                                      我奉請來到道場 

 

一心奉請南無藥王菩薩藥上菩薩摩訶          文殊師利菩薩彌勒菩薩下方上行等菩 

薩                                      薩普賢菩薩等妙法蓮華經中一切諸大 

                                             菩薩摩訶薩。大慈大悲受我奉請。來到 

一心奉請南無觀世音菩薩無盡意菩薩        道場  

摩訶薩                                

                                             舍利弗等一切諸大聲聞。悉皆慈悲受我 

一心奉請南無妙音菩薩華德菩薩摩訶         奉請。來到道場 

薩                                    

一心奉請南無常精進菩薩得大勢菩薩       一切十方三寶憐憫覆護。受我奉請來到 

摩訶薩                               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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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天龍八部等悉生哀憫。受我奉請來   生。令人一乘平等大慧故。於三七日一 

到道場。是諸聖眾願悉證明。我於今日   心精進。如經所說修行。願一切諸佛菩 

欲為十方一切六道眾生。修行大乘無上   薩普賢大師本願力故受我懺悔。令我所 

菩提。破一切障道重罪。願得法華三昧   行決定破諸罪障。法門現前如經所說 

普現色身。於一念中供養一切十方三    （行者當自以智力陳說請佛所為之意） 

寶。於一念中普度一切十方六道一切眾 

 

第五明讚歎三寶方法第五明讚歎三寶方法第五明讚歎三寶方法第五明讚歎三寶方法    

 （行者既奉請三寶已。即當五體投地。正身戌儀一心倚立。而面向法座燒香散華。心念三寶微妙功德。口自宣偈 

讚歎井及咒願） 

  容顏甚奇妙    光明照十方 

  我適曾供養    今復還親覲 

  聖主天中王    迦陵頻伽聲 

  哀憫眾生者    我等今敬禮 

以此歎佛功德修行大乘無上善根。奉福上界天龍八部。大梵天王三十三天。閰羅五 

道六齋八王。行病鬼王各及眷屬。此土神祇僧伽藍內護正法者。又為國王帝主土境 

萬民。師僧父母善惡知識。造寺檀越十方信施。廣及法界眾生。願藉此善根。平等 

熏修功德智慧二種莊嚴。同會無生成種智道（即當了知。身口意業充滿法界。讚歎三寶。無生無 

滅無有自性） 

 

第六明禮佛方法第六明禮佛方法第六明禮佛方法第六明禮佛方法    

 （行者既讚歎竟。應當一心正身威儀。次第禮佛。禮佛之法當隨所禮佛志心憶念。此佛法身猶如虛空。應物現形 

如對目前。受我禮拜。餘一一佛亦復如是。用心不得散亂。復次行者。禮佛之時。自知身心空寂。無有禮相。亦知 

此身。雖如幻不實而非不影現。法界一一佛前。悉有此身。頭面頂禮。三七日六時禮佛方法。如下所列無異） 

一心敬禮本師釋迦牟尼佛         一切諸佛 

 

一心敬禮過去多寶佛           一心敬禮西方無量明佛盡西方法界一 

                    切諸佛 

一心敬禮十方分身釋迦牟尼佛 

                    一心敬禮西北方華德佛。盡西北方法界 

一心敬禮東方善德佛盡東方法界一切    一切諸佛 

諸佛 

                    一心敬禮北方相德佛。盡北方法界一切 

一心敬禮東南方無憂德佛盡東南方法    諸佛 

界一切諸佛 

                    一心敬禮東北方三乘行佛。盡東北方法 

一心敬禮南方栴檀德佛盡南方法界一    界一切諸佛 

切諸佛 

                    一心敬禮上方廣眾德佛。盡上方法界一 

一心敬禮西南方寶施佛盡西南方法界    切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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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敬禮下方明德佛。盡下方法界一切   薩 

諸佛 

                    一心敬禮妙音菩薩。華德菩薩摩訶薩 

一心敬禮往古來今三世諸佛。七佛世 

尊。賢劫千佛              一心敬禮常精進菩薩。得大勢菩薩摩訶 

                    薩 

一心敬禮法華經中過去二萬億日月燈 

明佛。大通智勝佛。十六王子佛等一切   一心敬禮大樂說菩薩。智積菩薩摩訶薩 

過去諸佛 

                    一心敬禮法華經中下方上行等無邊阿 

一心敬禮法華經中現在淨華宿王智     僧祇菩薩摩訶薩 

佛。寶威德上王佛等一切現在諸佛 

                    一心敬禮法華經中舍利弗等一切諸大 

一心敬禮法華經中未來華光佛。具足千   聲聞眾 

萬光相佛等一切未來諸佛 

                    一心敬禮十方一切諸尊大權菩薩。及聲 

一心敬禮十方世界舍利尊像支提妙     聞緣覺得道賢聖僧 

塔。多寶如來全身寶塔 

                    一心敬禮普賢菩薩摩訶薩（三唱此菩薩。是 

一心敬禮大乘妙法蓮華經。十方一切尊   法華懺悔主。行者當自作心的。對此菩薩胡跪說罪懺 

經。十二部真淨法寶           悔并發願等。其餘諸佛菩薩悉作證明。三七日中皆悉 

                    如是） 
一切敬禮文殊師利菩薩彌勒菩薩摩訶 

薩                   普為四恩三有及法界眾生悉願斷除三 

                    障歸命懺悔 

一心敬禮藥王菩薩。藥上菩薩摩訶薩 

 

一心敬禮觀世音菩薩。無盡意菩薩摩訶 

 

第第第第七七七七明明明明懺悔六根及勸請隨喜迴向發願方懺悔六根及勸請隨喜迴向發願方懺悔六根及勸請隨喜迴向發願方懺悔六根及勸請隨喜迴向發願方法法法法    

 （行者既禮佛竟。即於法座前正身威儀。燒香散華存想三寶。畟塞虛空。普賢菩薩乘六牙白象。無量莊嚴眷屬圍 

遶。如對目前。一心一意。為一切眾生行懺悔法。生重慚愧發露無量勢來及至此生。與一切眾生。六根所造。一切 

惡業斷相續心。從於今時乃至盡未來際。終不更造一切惡業。所以者何。業性雖空果報不失。知空之人尚不作善。 

況復作罪。若造惡不止。悉是顛倒因緣。則受妄果。是故行者以知空故生大慚愧。燒香散華發露懺悔。下所說懺悔 

章句。多用普賢觀經意若欲廣知懺悔方法。讀經自見。若不能廣尋。今取意略說以成行法） 

 

最初懺悔眼根法最初懺悔眼根法最初懺悔眼根法最初懺悔眼根法    

 （行者一心胡跪正身威儀。燒香散華。心念改悔。我與眾生。眼根從昔已來。性常空寂。顛倒因緣起諸重罪。流 

淚悲泣。口宣懺悔。下五根懺悔威儀方法。倒如今說。口即自言） 

至心懺悔。比丘(某甲)與一切法界眾生。從無量世來。眼根因緣貪著諸色。以著色 

故貪愛諸塵。以愛塵故受女人身。世世生處惑著諸色。色壞我眼為恩愛水。故色使 

我經歷三界。為此弊使盲無所見。眼根不善傷害我多。十方諸佛常在不滅。我濁惡 

眼障故不見。今誦大乘方法經典。歸向普賢菩薩及一切世尊。燒香散華。說眼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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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覆藏。諸佛菩薩慧眼法水願與洗除。以是因緣令我與一切眾生眼根一切重罪畢 

竟清淨（懺悔己禮三寶。說是語已。五體投地。普賢觀經中。明懺六根。悉須三說。若時久難行。一說亦得但 

作是言。第二第三亦如是說。行者當自思憶經。於此身眼根所起重罪。對普賢發露懺悔。下五根皆有此意） 

 

懺悔耳根法懺悔耳根法懺悔耳根法懺悔耳根法    

至心懺悔。比丘(某甲)與一切法界眾生從無多劫來。耳根因緣隨逐外聲。聞妙音時心 

生惑著。聞惡聲時起百八種煩惱賊害。如此惡耳報得惡事。恒聞惡聲生諸攀緣。顛 

倒聽故當墮惡道邊地。邪見不聞正法。處處惑著無暫停時。坐此竅聲。勞我神識墜 

墮三塗。十方諸佛常在說法。我濁惡耳障故不聞。今始覺悟。誦持大乘功德海藏。 

歸向普賢菩薩及一切世尊。燒香散華。說耳過罪不敢覆藏。以是因緣令我與法界眾 

生。耳根所起一切重罪畢竟清淨（懺悔己禮三寶） 

 

懺悔鼻根法懺悔鼻根法懺悔鼻根法懺悔鼻根法    

至心懺悔。比丘(某甲)與一切法界眾生。從無量劫來坐此鼻根。聞諸香氣。若男女 

身香肴膳之香。及種種香迷惑不了。動諸結使諸煩惱賊臥者。皆起無量罪業。因此 

增長。以貪香故。分別諸識處處染著。墮落生死受諸苦報。十方諸佛功德妙香充滿 

法界。我濁惡鼻障故不聞。今誦大乘清淨妙典。歸向普賢菩薩及一切世尊燒香散華  

說鼻過罪不敢覆藏。以是因緣令我與一切眾生。鼻根一切過罪畢竟清淨（懺悔已禮三

寶） 

 

懺悔舌根法懺悔舌根法懺悔舌根法懺悔舌根法    

至心懺悔。比丘(某甲)與一切法界眾生從無數劫來。舌根所作不善惡業。貪諸美味 

損害眾生。破諸禁戒開放逸門。無量罪業從舌根生。又以舌根起口過罪。妄言綺語 

惡口兩舌。誹謗三寶讚說邪見。說無益語。鬪構壞亂法說非法。諸惡業刺從舌根出。 

斷正法輪從舌根起。如此惡舌斷功德種。於非義中多端強說讚歎邪見。如火益薪。 

舌根罪過無量無邊。以是因緣當墮惡道。百劫千劫永無出期。諸佛法味彌滿法界。 

舌根罪故不能別了。今誦大乘諸佛祕藏。歸向普賢菩薩及一切世尊燒香散華。說舌 

過罪不敢覆藏。以是因緣令我與法界眾生。舌根一切重罪畢竟清淨（懺悔已禮三寶） 

 

懺悔身根法懺悔身根法懺悔身根法懺悔身根法    

至心懺悔。比丘(某甲)與一切法界眾生從久遠來。身根不善貪著諸觸。所謂男女身 

分柔軟細滑。如是等種種諸觸顛倒不了。煩惱熾然。造作身業起三不善。謂殺盜婬。 

與諸眾生作大冤結。造逆破戒乃至焚燒塔寺。用三寶物無有羞恥。如是等罪無量無 

邊。從身業起說不可盡。罪垢因緣未來世中當墮地獄。猛火焰熾焚燒我身。無量億 

劫受大苦惱。十方諸佛常放淨光。照觸我等。身根重罪障故不覺。但知貪著麤弊惡 

觸。現受眾苦。後受地獄餓鬼畜生等苦。如是種種眾苦。沒在其中不覺不知。今日 

慚愧。誦持大乘真實法藏。歸向普賢菩薩及一切世尊燒香散華。說身過罪不敢覆藏。 

以是因緣令我與法界眾生。身根一切重罪畢竟清淨（懺悔已禮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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懺悔意根法懺悔意根法懺悔意根法懺悔意根法    

至心懺悔。比丘(某甲)與一切法界眾生從無始已來。意根不善貪著諸法狂愚不了。 

隨所緣境起貪瞋癡。如是邪念能生一切雜業。所謂十惡五逆。猶如猨猴。亦如黐膠。 

處處貪著。遍至一切六情根中。此六根業枝條華葉。悉滿三界二十五有一切生處。 

亦能增長無明老死十二苦事。八邪八難無不經歷。無量無邊惡不善報。從意根生。 

如是意根即是一切生死根本。眾苦之源。如經中說。釋迦牟尼名毘盧遮那遍一切處。 

當知一切諸法悉是佛法。妄想分別受諸熱惱。是則於菩提中見不清淨。於解脫中而 

起纏縛。今始覺悟。生重慚愧生重怖畏。誦持大乘如說修行。歸向普賢菩薩及一切 

世尊燒香散華說意過罪。發露懺悔不敢覆藏。以是因緣令我與法界眾生意根一切重 

罪。乃至六根所起一切惡業。已起今起未來應起。洗澣懺悔畢竟清淨（懺悔已禮三寶。

六時長用。若謂語多當取其意。自減略之） 

 

明勸請法明勸請法明勸請法明勸請法    

 (一心胡跪正身威儀。燒香散華一心作念。請佛菩薩。說法度眾生。心念口宣。下三法亦如是。當作是言)    

我比丘(某甲)至心勸請十方法界無量佛。唯願久住轉法輪。含靈抱識還本淨。然後 

如來歸常住(勸請已禮三寶。說是語已。五體投地。行者若欲自出。意說多少。隨心自說。下三法亦如是) 

 

明隨喜法明隨喜法明隨喜法明隨喜法    

我比丘(某甲)至心隨喜。諸佛菩薩諸功德。凡夫靜亂有相善。漏與無漏一切業。比 

丘(某甲)咸隨喜（隨喜已禮三寶） 

 

明迴向法明迴向法明迴向法明迴向法    

我比丘(某甲)至心迴向。三業所修一切善。供養十方恒沙佛。虛空法界盡未來願迴 

此福求佛道（廻向已禮三寶） 

 

明發願法明發願法明發願法明發願法    

我比丘(某甲)至心發願。願命終時神不亂。正念直往生安養。面奉彌陀值眾聖。修 

行十地勝常樂（發願已禮三寶。發願之法行者當於普賢菩薩一切世尊前。心念口言。心中所有諸願。所謂 

於此身行道無障。四魔不起。得深三昧。入諸法門。弘通正法度脫眾生。捨命之時正念成就。乃至未來世中。常值 

三寶正信家生出家修道。供養三寶受持大乘。諸波羅蜜悉皆見前。與一切眾生成等正覺。如是種種隨心中所有諸願。 

悉當隨心自說。此逐行者之情。不可一一備敘） 

 

第八明行道法第八明行道法第八明行道法第八明行道法    

（行者既禮佛竟。當一心正身威儀。右遶法座燒香散華。安庠徐步。心念三寶。次第三遍稱） 

    

南無十方佛。南無十方法。南無十方僧。 
 

南無釋迦牟尼佛 南無多寶佛 南無釋迦牟尼分身佛 南無妙法蓮華經 南無文殊 

師利菩薩 南無普賢菩薩（如是稱諸佛菩薩摩訶薩名字。即當誦經誦經之法在下廣明。行者非但覺了誦 

經音聲性空。亦當知身心如雲如影。舉足下足心無所得。不住行相。亦知此身影現十方充滿法界。無不普現。圍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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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佛。如是旋遶三匝乃至七匝三七匝七七匝百匝。無有定數。當自斟量。若行道欲竟。當還如前稱三寶名字。燒香 

正念作契唄。唄竟至本禮佛處。歸依三寶一心正念。當口自唱言） 

自歸依佛。當願眾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說竟作禮。復言） 

自歸依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說竟作禮復言) 

自歸依僧。當願眾生統理大眾一切無閡。和南聖眾（作禮） 

 

第九重明誦經方法第九重明誦經方法第九重明誦經方法第九重明誦經方法    

行者即於前行道中。稱諸佛菩薩名字竟。一心正念誦法華經。但誦有二種人。一具 

足誦。二不具足誦。 

 

具足誦者。行者先已誦妙經一部通利令入道場。可從第一而誦一品二品。或至一卷。 

行道欲竟即止誦經。如前稱諸佛菩薩名。三自歸依竟。還本坐處。若意猶未欲坐禪。 

更端坐誦經。亦得多少隨心斟酌。但四時坐禪不得全廢。事須久坐。若人本不習坐。 

但欲誦經懺悔。當於行坐之中久誦經疲極可暫歛念。消息竟便即誦經。亦不乖行法 

故云不入三昧。但誦持故見上妙色。 

 

二不具足誦者。所謂行者本未曾誦法華經。今為行三昧故。當誦安樂行一品。極令 

通利。若旋遶時。誦此品若一遍二三遍。隨意多少。若兼誦法華餘品亦得。但不得 

誦餘經典籍。夫誦經之法當使文句分明。音聲辯了不寬不急。繫緣經中文句。如對 

文不異。不得謬誤。當次靜心了音聲性。如空谷嚮。雖不得音聲。而心歷歷照諸句 

義。言詞辯了。運此法音充滿法界供養三寶。普施眾生令入大乘一實境界 

 

第十重明坐禪實相正觀方法第十重明坐禪實相正觀方法第十重明坐禪實相正觀方法第十重明坐禪實相正觀方法    

行者行道誦經竟。當就坐處。入繩床中齊整衣服端身正坐。閉眼合口調和氣息。寬 

放身心。一一如坐禪前方便中說。然後歛念正觀破壞罪業。云何明正觀。如菩薩法 

不斷結使不住使海。觀一切法空如實相。是名正觀。云何名觀一切法空。行者當諦 

觀現在一念妄心隨所緣境。如此之心為因心故心。為不因心故心。為亦因心亦不因 

心故心。為非因心非不因心故心。為在三世。為在內外兩中間。有何足跡在何方所。 

如是等種種因緣中求心畢竟不可得。心如夢幻不實。寂然如虛空無名無相不可分別。 

爾時行者尚不見心是生死。豈見心是涅槃。既不得所觀。亦不存能觀。不取不捨不 

倚不著。一切念想不起心常寂然。亦不住寂然。言語道斷不可宣說。雖不得心非心 

相。而了了通達一切心非心法。一切皆如幻化。是名觀心無心法不住法。諸法解脫 

滅諦寂靜。作是懺悔名大懺悔。名莊嚴懺悔。名無罪相懺悔。名破壞心識懺悔。行 

此懺悔心如流水不住法中。所以者何。一切妄想顛倒所作罪福諸法皆從心起。離心 

之外則無罪福及一切法。若觀心無心則罪福無主。知罪福性空。則一切諸法皆空。 

如是觀時能破一切生死顛倒。三毒妄想極重惡業。亦無所破。身心清淨。念念之中 

照了諸法。不受不著細微陰界。以是因緣。得與三昧相應。三昧力故。即見普賢及 

十方佛摩頂說法。一切法門悉現一念心中。非一非異無有障閡。譬如如意寶珠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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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珍寶。如是寶性非內非外。行者善觀心性猶如虛空。於畢竟淨心中見一切法門

通達無閡。亦復如是。是名行者觀心實相懺悔。六根不斷五欲。得淨諸根見障外事。

廣說如法華經普賢觀經中所明。 

 

復次行人初入道場。一時之中當具足修此十法。如是於六時中悉用是法。唯除召請

三寶。於三七日中修於九法。行一一法時皆修此觀。六時之中一一時中。不得於事

理有闕。是名三七日中一心精進。 

 

復次行者於三七日中修懺悔時。若行若坐若住若出入。大小便利掃灑洗澣。運為舉

動視眗俯仰。應當心心存念三寶。觀心性空。不得於剎那頃。憶念五欲世事。生邪

念心。及與外人言語論議。放逸眠臥戲笑視色聽聲。著諸塵境起不善無記煩惱雜念。

乖四安樂行中說。若能如是心心相續。不離實相不惜身命。為一切眾生行懺悔法。

是名三七日中真實一心精進修也（行法相貌多出普賢觀經中。及四安樂行中。行者若欲精進修三昧。

令行無過失。當熟看二處經文） 

 

 

略明修證相第五略明修證相第五略明修證相第五略明修證相第五    

行者若能如是。於三七日一心精進。修三昧時於三七日。中間或滿三七日已有三種。 

行者證相不同。今當略分別之。一者下根行者證相。二者中根行者證相。三者上根 

行者證相。下根證相者下根證相者下根證相者下根證相者。所謂三七日中間或三七日滿。獲得戒根清淨。云何當知。 

就中亦有三品。 

 

一者下品行者。若得種種諸靈異好夢。或覺諸根明淨。四大輕利顏色鮮潔。身有氣 

力威德巍巍。道心勇發。是名下品知戒根漸淨相也。 

 

中品戒根淨相者。於三七日中若三七日滿。於行道時。若坐禪中。忽見種種靈瑞。 

所謂光華淨色異妙香氣。及善聲稱讚。諸如梵網經菩薩戒中說。見如是一一靈瑞相 

已。身心慶悅得法喜樂。無諸惡相。是名中品知戒根淨相也。 

 

上品戒根淨相者。於三七日中若三七日滿。於行道及坐禪中。雖不證種種法門。而 

身心安樂寂靜。於靜心中自見其身戒清淨相。所謂見身著淨法服。威儀齊整身相端 

嚴。在清淨眾中自見善業之相。了了分明。三篇戒相次第而現。信心開發心得法喜。 

安隱快樂無有怖畏。於定心中見如是等一一諸善業相。是名上品戒根淨相。 

 

以是三品相貌。驗知戒根漸得清淨也。其相眾多不可廣說。若罪重難滅而能用心。 

苦到懺悔不止。或時見諸罪相。所謂見無頭手。及深坑濁水猛火臭穢。種種諸惡境 

界。見已心生恐畏。當重懺悔。懺悔不止於後亦得戒清淨也。云何當知。中根行者中根行者中根行者中根行者得 

證淨相。所謂得定根清淨。就中亦有三品。 



修行要略 

 25

下品行者若於坐禪時。忽覺身心澄靜發諸禪定。所謂欲界住及未到地定身心空寂。 

身中諸觸次第而發。覺觀分明。喜樂一心默然寂靜。或緣眾生證慈悲喜捨。或復緣 

佛相好。善心開發入諸三昧。如是等種種諸定。是名下品定根清淨相也。 

 

中品知定根清淨相者。有諸行者於坐禪時身心安定。覺出入息長短細微。遍身毛孔 

出入無閡。因是見身三十六物了了分明。發諸喜樂入種種禪定。或見內外身諸不淨 

白骨狼籍。或見白骨皎潔分明厭離世間。因是發諸禪定。身心快樂寂然正受。或緣 

諸法而生慈悲喜捨。或緣諸佛微妙智慧種種功德而生三昧。如是等種種諸定開發。 

是名中品定根清淨相也。 

 

上品定根清淨相者。行者於坐禪中身心安靜。心緣世間陰入界法。即覺無常苦空身 

受心法。悉皆不實。十二因緣虛假無主。一切諸法不生不滅。猶如虛空身心寂然。 

與空無相無願相應。而生種種諸深禪定。微妙快樂寂靜無為。厭離世間憫念一切。 

無復蓋覆及諸惡法。是名上品定根淨相。 

 

此則略說中根行者得定根清淨相也。云何當知。上根行者上根行者上根行者上根行者得證之相。所謂慧根清淨 

故。就中亦有三品。 

 

下品慧根淨相者。若於三七日中若三七日滿。若於行坐之中入諸禪定。忽覺身心如 

雲如影夢幻不實。因是覺心內發。智慧分明了達諸法。方便巧說無有障閡。通達十 

二部經隨義解釋難問無滯。說法無盡。是名下品慧根淨相也。 

 

中品慧根淨相者。所謂行者於行坐誦念之中。身心寂然猶如虛空。入諸寂定。於正 

慧中面見普賢菩薩乘六牙白象。與無量菩薩眾而自圍遶。以一切眾生所喜見身現其 

人前。是人以見普賢菩薩故。即得三昧及陀羅尼。其名曰旋陀羅尼。百千萬億旋陀 

羅尼。法音方便陀羅尼。陀羅尼者。即是大智慧也。得是大智慧故。諸佛所說一聞 

不忘通達無閡。於一句中通達一切義說無窮盡。如虛空中風。得如是種種諸智慧門。 

是名中品慧根淨相也。 

 

上品慧根淨相者。行者亦於行坐誦念之中。身心豁然清淨入深禪定。覺慧分明心不 

動搖。於禪定中得見普賢菩薩。釋迦多寶分身世尊。及十方佛。得無閡大陀羅尼獲 

六根清淨。普現色身開佛知見。入菩薩位。廣說如普賢觀經中。是名上品慧根淨相。 

 

此則略說三根行者得證之相。差別不同。是三種正相中或有魔事相似。若證此法應 

善分別。不得即生等心也。是故行者若欲得此大功德利者。應當三七日中。一心精 

進修前方法。若三七日不得當復加功。勿得懈息。若得障道罪漸滅。而三昧諸深法 

門未現在前。欲常行三昧。未必悉依上十法。但取安樂行品中所說之意。一心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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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自得六根清淨。見十方佛獲普現色身。開佛知見入菩薩位也。當知三七日為期。

作如上所說。六時而行者為教新學菩薩。未能入深三昧。先以事法調伏其心。破重 

障道罪。因此身心清淨得法喜味。若欲一心常寂入深三昧。即須廢前所行。直依安 

樂行常好坐禪。觀一切法空如實相。不起內外諸過。大悲憐憫一切眾生心無間念。 

即是修三昧也。若依前法則事煩為妨。是故行者既得此意。當自以智力斟酌。一期 

所說不可全用。初學之者未能善巧。且依今文用前方法修三昧也 

 

法華三昧懺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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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念念    佛佛佛佛    法法法法    要要要要 

一一一一、、、、六念法中之念佛六念法中之念佛六念法中之念佛六念法中之念佛    

１１１１、、、、經據經據經據經據：：：：    

(a)尊者摩訶迦旃延，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尊者摩訶迦旃延語諸比丘：「佛世尊 

  如來、應、等正覺所知所見，說六 15151515 法，出苦處昇於勝處，說一乘道淨諸眾生， 

  離諸惱苦、憂悲悉滅，得真如法。何等為六？謂聖弟子念如來、應、等正覺所行 

  法，念 16161616 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 

  師、佛、世尊。聖弟子念如來應所行法故，離貪欲覺，離瞋恚覺，離害覺，如是 

  聖弟子出染著心。何等為染著心？謂五欲功德。於此五欲功德，離貪、恚、癡， 

  安住正念、正智，乘於直道，修習念佛，正向涅槃。是名如來、應、等正覺所知 

  所見。說第一出苦處，昇於勝處，一乘道淨於眾生，離苦惱，滅憂悲，得如實 

  法。…… 

《雜阿含經》T2 p.143b~c 

《雜阿含經論會編》(下) p.348 

 

(b)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迦毘羅衛國尼拘律園中。爾時、釋氏摩訶男，來詣佛所， 

  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若比丘在於學地，求所未得，上昇進道， 

  安隱涅槃。世尊！彼當云何修習、多修習住？於此法律，得諸漏盡，無漏心解脫， 

  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佛告摩訶男：「若比丘在於學地，求所未得，上昇進道，安隱涅槃。彼於爾時， 

 當修六念，乃至進得涅槃。譬如飢人身體羸瘦，得美味食，身體肥澤。如是比丘 

 住在學地，求所未得，上昇進道，安隱涅槃，修六隨念，乃至疾得安隱涅槃。何 

 等六念？謂聖弟子念如來事：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 

 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聖弟子如是念時，不起貪欲纏，不起瞋恚、 

 愚癡心，其心正直，得如來義，得如來正法。於如來正法，於如來所得隨喜心， 

 隨喜心已歡悅，歡悅已身猗息，身猗息已覺受樂，覺受樂已其心定。心定已，彼 

 聖弟子於兇嶮眾生中，無諸罣閡，入法流水，乃至涅槃。…… 

《雜阿含經》T2 p.237c 

《雜阿含經論會編》(下) p.625 
1 

 

 

 

 

                                                 
15「六」，原本作「於」，依宋本改。 

16「念」，原本誤作「淨」，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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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修習方法修習方法修習方法修習方法：：：：    

（佛隨念的修法及功德等） 

「依照此等理由而世尊為阿羅漢」……乃至「依此等理由為世尊」，（瑜伽者）像這 

樣的隨念佛陀之德，此時則無被貪所纏之心，無被瞋所纏之心，及無被痴所纏之心， 

他的心是只緣如來而正直的。因他這樣沒有了貪等所纏，故鎮伏五蓋，因向於業處， 

故他的心正直，而起尋伺傾於佛德；佛德的隨尋隨伺而喜生起，有喜意者由於喜的 

足處（近因）而輕安，不安的身心而得安息；不安的得安，則亦得生起身心二樂； 

有樂者以佛德為所緣而得心安（心一境性）；在這樣次第的一剎那中生起了五禪支 
17171717(49)。因為佛德甚深或因傾向於種種佛德的隨念，故不證安止定，只得近行之禪。 

此禪是依於隨念佛德而生起，故稱佛隨念。 
 

    其次勤於佛隨念的比丘，尊敬於師，順從於師，得至於信廣大、念廣大、慧廣 

大及福廣大，並得多喜悅，克服怖畏恐懼，而安忍於苦痛，及得與師共住之想，且 

因他的身中常存佛德隨念，所以他的身體亦如塔廟一樣的值得供養，又因他的心向 

佛地，縱有關於犯罪的對象現前，而他亦能如見師而生慚愧。他雖然不通達上位(近 

行以上），但來世亦得善趣。 

《清淨道論》p.330 

 

3333、「、「、「、「念念念念」」」」之意義之意義之意義之意義：：：：    

(a)作意、憶念。 
 

(b)念有四義： 

  甲、緣如來有大功德，是諸眾生無上大師。 

  乙、緣佛德念己當同。 

  丙、緣佛德欲與眾生。 

  丁、離妄想與彼如來實德相應。 

《大乘義章》T44 p.710c 

二二二二、、、、大乘念佛法門大乘念佛法門大乘念佛法門大乘念佛法門（（（（非僅限西方淨土非僅限西方淨土非僅限西方淨土非僅限西方淨土））））    

1111、、、、思惟略要法思惟略要法思惟略要法思惟略要法    

        觀佛三昧法觀佛三昧法觀佛三昧法觀佛三昧法    

  佛為法王。能令人得種種善法。是故習禪之人先當念佛。念佛者。令無量劫重罪 

 微薄得至禪定。至心念佛佛亦念之。如人為王所念怨家債主不敢侵近。念佛之人 

 諸餘惡法不來擾亂。若念佛者佛常在也。云何憶念。人之自信無過於眼。當觀好 
1 

                                                 
17【註 49】禪支( j h a n a n g a n i ) 即指尋、伺、喜、樂、定（心一境性）五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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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便如真佛。先從肉髻眉間白毫下至於足。從足復至肉髻。如是相相諦取還於靜 

 處。閉目思惟繫心在像不令他念。若念餘緣攝之令還。心目觀察如意得見。是為 

 得觀像定。當作是念。我亦不往像亦不來。而得見者由心定想住也。然後進觀生 

 身便得見之。如對面無異也。人心馳散多緣惡法。當如乳母伺視其子莫令墜於坑 

 井險道。念則如子行者如母。若心不住當自責心。念老病死甚為切近。若生天者 

 著於妙欲無有治心善法。若墮三惡道苦惱怖懅善心不生。今受妙法云何可不至心 

 專念耶。又作念言。生在末法。末法垂已欲滅。猶如赦鼓開門放囚。鼓音漸已欲 

 止。門扉已閉一扇。豈可自寬不求出獄。過去無始世界已來。所更生死苦惱萬端。 

 今所受法未得成就。無常死賊須臾叵保。當復更受無央數劫生死之苦。如是種種 

 鞭心令心得住。心住相者。坐臥行步常得見佛。然後更進生身法身。得初觀已展 

 轉則易 
 

        生身觀生身觀生身觀生身觀法法法法    

 生身觀者。既已觀像。心想成就撿意入定。即便得見。當因於像以念生身。觀佛 

 坐於菩提樹下。光明顯照相好奇特。或如鹿野苑中坐為五比丘說四諦法時。或如 

 耆闍崛山放大光明為諸大眾說波若時。如是隨用一處繫念在緣不令外散。心想得 

 住即便見佛。舉身快樂樂徹骨髓。譬如熱得涼池寒得溫室。世間之樂無以為喻也 
 

        法身觀法身觀法身觀法身觀法法法法    

 法身觀者。已於空中見佛生身。當因生身觀內法身。十力四無所畏大慈大悲無量 

 善業。如人先念金瓶後觀瓶內摩尼寶珠。所以尊妙神智無比。無遠無近無難無易。 

 無限世界悉如目前。無有一人在於外者。一切諸法無所不了。常當專念不令心散。 

 心念餘緣攝之令還。復次一切愚智當其死時。外失諸根如投黑坑。若能發聲聲至 

 梵天。大力大苦大怖大畏無過死賊。唯佛一人力能救拔。能與種種人天涅槃之樂。 

 復次一切諸佛世世常為一切眾生故不惜身命。如釋迦牟尼佛昔為太子時。出遊道 

 見癩人勅醫令治。醫言。當須不瞋人血飲之以髓塗之。乃可得差。太子念言。是 

 人難得。設使有者復不可爾。即便以身與之令治。若為一切眾生亦復如是。佛恩 

 深重過於父母。若使一切眾生悉為父母。佛為一分。二分之中常當念佛。不應餘 

 念。如是種種功德隨念何事。若此定成除斷結縛。乃至可得無生法忍。若於中間 

 諸病。起者隨病習藥。若不得定。六欲天中豪尊第一。飛行所至宮殿自隨。或生 

 諸佛前終不空也。若人藥和赤銅。若不成金不失銀也 
 

        十方諸佛觀十方諸佛觀十方諸佛觀十方諸佛觀法法法法    

 念十方諸佛者。坐觀東方。廓然明淨無諸山河石壁。唯見一佛結跏趺坐舉手說法。 

 心眼觀察光明相好畫然了了。繫念在佛不令他緣。心若餘緣攝之令還。如是見者 

 更增十佛。既見之後復增百千。乃至無有邊際。近身則狹轉遠轉廣。但見諸佛光 

 光相接。心眼觀察得如是者。迴身東南復如上觀。既得成就。南方西南方。西方 

 西北方。北方東北方。上下方都亦如是。既得方方皆見諸佛。如東方已當復端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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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觀十方諸佛。一念所緣周匝得見。定心成就者。即於定中十方諸佛皆為說法。 

 疑網雲消得無生忍。若宿罪因緣不見諸佛者。當一日一夜六時懺悔隨喜勸請。漸 

 自得見。縱使諸佛不為說法。是時心得快樂身體安隱。是則名為觀十方諸佛也 

《思惟略要法》T15 p.0299a~c 

 

2222、、、、五門禪經要用法五門禪經要用法五門禪經要用法五門禪經要用法    

大禪師佛陀蜜多撰 
宋罽賓三藏曇摩蜜多譯 

 坐禪之要法有五門。一者安般。二不淨。三慈心。四觀緣。五念佛。安般不淨二 

 門觀緣。此三門有內外境界。念佛慈心緣外境界。所以五門者。隨眾生病。若亂 

 心多者教以安般。若貪愛多者教以不淨。若瞋恚多者教以慈心。若著我多者教以 

 因緣。若心沒者教以念佛。若行人有善心已來。未念佛三昧者。教令一心觀佛。 

 若觀佛時當至心觀佛相好。了了分明諦了已。然後閉目憶念在心。若不明了者。 

 還開目視極心明了。然後還坐正身正意繫念在前。如對真佛明了無異。即從座起 

 跪白師言。我房中係念見佛無異。師言。汝還本坐。係念額上一心念佛。爾時額 

 上有佛像現。從一至十乃至無量。若行人所見。多佛從額上出者。若去身不遠而 

 還者。教師當知。此是求聲聞人。若小遠而還者。求辟支佛人。若遠而還者。是 

 大乘人。三種所出佛還近身。作地金色。此諸佛盡入於地。地平如掌明淨如鏡。 

 自觀己身明淨如地。此名得念佛三昧境界。得是境界已白師。師言。是好境界。 

 此名初門觀也。師復教係念在心。然後觀佛。即見諸佛從心而出。手執琉璃杖。 

 杖兩頭出三乘人。光焰有大小。如是出已。末後一佛執杖在心正立而住。末後住 

 佛迴身還入。先去諸佛盡來隨入。若小乘人入盡則止。若大乘人入盡已。悉從身 

 毛孔出滿於四海。上至有頂下至風際。如是照已還來入身如淨琉璃。所以光明還 

 來入身者。欲示勇猛健疾境界相好。如是已即往白師。師言。此名一切念處。以 

 能生諸定故名為念處。亦初得此法。皆是諸佛弟子所得。非是邪道神仙所見。上 

 杖者定相也。相光者智慧相也。此內凡夫境界相也。 

 

 師復更教言。汝從今捨前二觀。係心在齊。即受師教一心觀齊。觀齊不久覺齊有 

 動相諦視不亂。見齊有物猶如鴈卵其色鮮白。即往白師。師言。汝更視在處。如 

 師所教。觀已有蓮花。琉璃為莖。黃金為臺。臺上有佛結跏趺坐。第一佛齊中復 

 有蓮花出上復有佛結跏趺坐。如是展轉相出乃至大海。海邊末後第一佛。還入第 

 二佛齊。第二佛還入第三佛齊。如是展轉還入乃至人齊佛。令為一一佛入行人齊 

 中已。行人自身諸毛孔。遍出蓮花滿虛空中。猶如垂寶瓔珞。如是出生見諸蓮花 

 盡入齊。行人爾時身體柔軟輕悅。自見己身明淨如雜寶色。即以所見白師。師言。 

 大善。汝好用心觀此身成定相也。師教言。更觀齊中。即如教觀。見頂有五色光 

 焰。見已白師。師言。更觀五光有五瑞相。如教觀已。見有一佛在光明中結加趺 

 坐。更觀五光中佛有何瑞相。即見佛口中種種蓮花出。出已遍滿大地。更令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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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中佛。一見佛齊中有五師子出。師子出已。食所出諸花已。還入五光中佛齊中。 

 師子入已。五光及佛即從頂入。此名師子奮迅三昧定相也 

 

 行人復觀。光入佛身已。行人身作金色。見金色已見齊中有物。圓如日月白而明 

 淨。見已白師。師言。更觀即見佛出。滿腋下及腰中有佛出。凡四佛出。四佛出 

 已見四佛身。一一佛出無量圓日光。日光甚明淨。因諸日光。見四天下色。上至 

 有頂下至風際。悉皆明了。如見掌中無所罣礙。此名白淨解脫境界也。見如此已。 

 還見四佛隨出處還入。四佛入已。復見白焰諸光。前入後出後入前出。左入右出 

 右入左出。如是四種出入竟。見自身明淨。及水四邊圓滿淨光。此為名明淨境界。 

 見此光已。名成念佛三昧。在四禪中…… 

 

 觀佛三昧佛為法王。能令人得種種善法。是故坐禪之人先當念佛。佛者能令人無 

 量罪微薄得諸禪定。至心念佛佛亦念人。為王所念怨家債主不能侵近。念佛亦爾。 

 諸餘惡法不能嬈亂。若念佛者。佛不在世云何憶念。人之自信無過於眼。當觀好 

 像如見真佛無異。先從肉髻眉間白毫。下至於足。復至肉髻。相相諦觀。還於靜 

 處閉目思惟。係心在像使不他念。若有餘緣攝之令還。心自觀察如意得見。是為 

 得觀緣定。當作是念。我亦不往像亦不來。而得見者由心定想住也。得觀佛定已。 

 然後進觀生身。便得見之。如對面無異也。人心馳散多緣惡法。當如乳母看視其 

 子不令作惡。若心不住當自責心。老病死苦常來逼切。若生天上著於妙欲。無有 

 治心善法。若墮三惡苦惱怖懅善心不生。今於此身當至心念佛。復作是念言。生 

 在末世法欲滅盡。猶如打鼓開門放囚。鼓聲漸止門閉一扇。豈不自知不求出獄也。 

 過去無始世界生死已來。所更苦惱萬端。今始受法未得成就。無常死賊常來侵害。 

 經無數劫生死之苦。如是種種責心令住於相。坐臥行步常得見佛。然後更進生身。 

 得禪定已展轉則易生身觀。法身觀者既以觀像心隨想成就。斂意入定即便得見。 

 當因於像以念生身。觀云如坐於菩提樹下光明顯照相好奇特。又如鹿野苑中為五 

 比丘說四諦法。又如耆闍崛山放大光明為諸大眾說般若時。隨用一處係念在前不 

 令外散。心想得住即便見佛。舉身快樂貫徹骨髓。譬如熱時得清涼池。寒得溫室。 

 世間之樂無以為喻。法身觀者。已於空中見佛生身。當因生身觀內法身。十力四 

 無所畏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無量善業。如人先見金瓶後觀瓶內摩尼寶珠。所以法 

 身真妙神智無比。無近無遠無難無易。無量世界悉如目前。無有一法而不知者。 

 一切諸法無所不了。是故行者。當常專念不令心散。若念餘緣攝之令還。復次一 

 切命過者。知當死時先失諸根。如投火坑。發聲至梵天。甚大怖畏無過死賊。唯 

 佛一人力能救拔。與種種人天涅槃之樂。復次一切諸佛。世世常為一切眾生故不 

 惜身命。如釋迦文佛為太子時。出遊觀看見一癩人。即勅醫言。當須不死人血飲 

 之髓塗之。乃可得差。太子念言。是人難得。設使有者復不可害。一差一死。即 

 便以身與之令治。佛為一切眾生亦復如是。佛恩深重過於父母。假使一切眾生悉 

 為一分。二分之中當念佛。不應餘念。如是種種功德隨念行事。若此念成。斷除 

 結縛。乃至可得無生法忍。若於中間諸病起者。隨病服藥。若不得定。六欲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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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豪尊第一。業行所致宮殿自隨。或生諸佛前無不定也。如人藥和赤銅。若不成金 

 不失於銀也 

 

        觀十方諸佛觀十方諸佛觀十方諸佛觀十方諸佛法法法法    

 念十方佛者。坐觀東方廓然大光。無諸山河石壁。唯見一佛結加趺坐舉手說法。 

 心明觀察光明相好畫然明了。係心在佛不令他緣。心若餘念攝之令還。如是見者 

 便增十佛。既見之後復增百佛千佛乃至無邊身。近者則使轉遠轉廣。但見諸佛光 

 光相接。心明觀察得如是者。迴想東南復如上觀。既得成已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 

 如是。既向方方皆見諸佛已。當復一時并觀十方諸佛。一念所緣周遍得見。定心 

 成就者。於定中見十方諸佛皆為說法。疑網悉除得無生忍。若有宿罪因緣。不見 

 諸佛者。當一日一夜六時懺悔勸請隨喜。漸自得見。縱使勸請不為說法。是人心 

 快樂身體安無患也。 

《五門禪經要用法》T15 p.0325c~327c 

 

3333、、、、禪祕要法經禪祕要法經禪祕要法經禪祕要法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 

 是時會中有一比丘。名禪難提。於深禪定。久已通達。成阿羅漢。三明六通。具 

 八解脫。即從坐起。正衣服。叉手長跪。而白佛言。如來今者。現在世間。利安 

 一切。佛滅度後佛不現在諸四部眾。有業障者。若繫念時。境界不現在前。如是 

 煩惱。及一切罪。犯突吉羅乃至重罪。欲懺悔者。當云何滅是諸罪相。若復有人 

 殺生邪見。欲修正念。當云何滅邪見殺生惡煩惱障。作是語已。如大山崩。五體 

 投地。頂禮佛足。復白佛言。唯願世尊。為我解說令未來世一切眾生。恒得正念。 

 不離賢聖。爾時世尊。猶如慈父安慰其子。告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行慈心 

 與慈俱生。今具大悲無漏根力覺道成就。汝於今日。為未來世一切眾生。問除罪 

 法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爾時世尊即放頂光。此光金色有五百化佛。繞佛七匝。照 

 祇陀林。亦作金色。現此相已。還從佛[7]枕骨入。爾時世尊告禪難提及勅阿難汝等 

 當教未來眾生罪業多者。為除罪故。教使念佛。以念佛故。除諸業障報障煩惱障。 

 念佛者當先端坐。叉手閉眼舉舌向齶。一心繫念心心相注。使不分散。心既定已。 

 先當觀像。觀像者。當起想念。觀於前地。極使白淨取相長短壁方二丈。益使明 

 淨猶如明鏡。見前地已。見左邊地。亦使明淨見右邊地。亦使明淨。及見後地。亦 

 使明淨。使四方地悉平如掌。其一一方各作二丈地想。極使明淨。地既明已。還 

 當攝心觀於前地。作蓮華想。其華千葉。七寶莊嚴。復當作一丈六金像想。令此 

 金像結加趺坐。坐蓮華上見此像已應當諦觀頂上肉髻。見頂上肉髻。髮紺青色一 

 一髮舒長丈三。還放之時右旋宛轉。有琉璃光。住佛頂上如是一一孔。一毛旋生。 

 觀八萬四千毛皆使了了。見此事已次觀像面像面圓滿。如十五日月。威光益顯。 

 分齊分明復觀額廣平正眉間毫相。白如珂雪。如頗梨珠。右旋宛轉復觀像鼻。如 

 鑄金鋌似鷹王嘴。當于面門復觀像口脣色赤好。如頻婆羅菓。次觀像齒口四十齒。 

 方白齊平。齒上有印印中出光。如白真珠。齒間紅色。流出紅光次觀像頸。如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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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璃筒顯發金顏。次觀像胸德字萬字。眾相印中。極令分明。印印出光。五色具足。 

 次觀佛像。臂如象王鼻。柔軟可愛次觀像手十指參差。不失其所。手內外握。手 

 上生毛。如琉璃光。毛悉上靡。如赤銅爪。爪上金色。爪內紅色。如赤銅山與紫 

 金合。次觀合曼掌。猶如鵝王。舒時則現。似真珠網。攝手不見。觀像手已。次 

 觀像身。方坐安隱。如真金山。不前不却。中坐得所。復觀像脛。如鹿王腨。 

 傭直圓滿。次觀足趺。平滿安庠。足下蓮華。千輻具足。足上生毛。如紺琉璃。 

 毛皆上靡。脚指齊整。參差得中。爪色赤銅。於脚指端。亦有千輻相輪。脚指網 

 間。猶如羅文。似鴈王脚。如是諸事。及與身光圓光項光。光有化佛諸大比丘眾 

 化菩薩。如是化人。如旋火輪。旋逐光走。如是逆觀者。從足逆觀。乃至頂髻。 

 順觀者。從頂至足。如是觀像。使心分明。專見一佛像。見一像已。復當更觀得 

 見二像。見二佛像時。使佛像身成瑠璃。出眾色光。焰焰相次如燒金山。化像無 

 數。見二像已。復見三像。見三像已。復見四像。見四像已。復見五像。見五像 

 已。乃至見十像。見十像已。心轉明利。見閻浮提。齊四海內。凡夫心狹。不得 

 令廣。若廣大者。攝心令還。齊四海內。以鐵圍山為界。見此海內。滿中佛像。 

 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皆使分明。一一相好。有無數光。若於眾光。見一一境 

 界。雜穢不淨。從罪報得。復應更起掃兜婆塗地。造作淨籌。謙卑下下。修諸懺 

 悔。復當安心正念一處。如前觀像。不緣餘事。諦觀像眉間。觀像眉間已。次第 

 觀其餘諸相。一一相好。皆使分明。若不分明。更復懺悔作諸苦役。然後攝心。 

 如前觀像。見諸佛像。身色端嚴。三十二相。皆悉具足。滿四海內。皆坐華上。 

 見坐像已。復更作念。世尊在世。執鉢持錫。入里乞食。處處遊化。以福度眾生。 

 我於今日。但見坐像。不見行像。宿有何罪。作是念已。復更懺悔。既懺悔已。 

 如前攝心。繫念觀像。觀像時。見諸坐像。一切皆起。巨身丈六。方正不傾。身 

 相光明。皆悉具足。見像立已。復見像行。執鉢持錫。威儀庠序。諸天人眾。皆 

 亦圍繞。復有眾像。飛騰虛空放金色光。滿虛空中。猶如金雲。復似金山。相好 

 無比。復見眾像。於虛空中。作十八變。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或現大身。滿虛 

 空中。大復現小。如芥子許。履地如水。履水如地。於虛空中。東踊西沒。西踊 

 東沒。南踊北沒。北踊南沒。中踊邊沒。邊踊中沒。上踊下沒。下踊上沒。行住 

 坐臥。隨意自在。見此事已。復當作念。世尊在世。教諸比丘。右脇而臥。我今 

 亦當觀諸像臥。尋見諸像牒僧伽梨。枕右肘右脇而臥。脇下自然生金色床。金光 

 栴檀。種種雜色。眾妙蓮華。以為敷具。上有寶帳。垂諸瓔珞。佛放大光。滿寶 

 帳內。猶如金華。復似星月。無量寶光。猶如團雲。處空明顯。中有化佛。彌滿 

 虛空。見臥像已。復當作念。過去有佛。名釋迦牟尼。唯獨一身。教化眾生。住 

 在此世。四十九年。入大涅槃而般涅槃。猶如薪盡火滅。永滅無餘。我今心想。 

 以想心故。見是多像。此多像者。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從我心想。妄見此耳。 

 作是念時。漸漸消滅。眾像皆盡。唯見一像。獨坐華臺。結加趺坐。諦觀此像。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皆使明了。見此像已。名觀像法。佛告禪難提。及勅阿難。 

 佛滅度後。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欲懺悔者。欲滅罪者。佛雖不在。繫 

 念諦觀形像者。諸惡罪業。速得清淨。觀此像已。復當更觀。從像臍中。便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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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其光金色。分為五支。一光照左。一光照右。一光照前。一光照後。一光照 

 上。如是五光。光光之上。皆有化佛。佛相次第。滿虛空中。見此相時。極使明 

 了。復見化佛。上至梵世。彌滿三千大千世界。於三千大千世界中。見金色光。 

 如紫金山。內外無妨。見此事時。心意快然。見前坐像。如佛真影。見佛影已。 

 復當作念。此是影耳。世尊威力。智慧自在。現作此事。我今應當諦觀真佛。爾 

 時尋見佛身。微妙如淨琉璃。內有金剛。於金剛內。有紫金光。共相映發。成眾 

 相好。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猶如印文。炳然明顯。微妙清淨。不可具說。手執 

 澡瓶。住立空中。瓶內盛水。狀如甘露。其水五色。五光清淨。如琉璃珠。柔軟 

 細滑。灌行者頂。滿於身中。自見身內。水所觸處。八十戶蟲。漸漸萎落。蟲既 

 萎已。身體柔軟。心意悅樂。當自念言。如來慈父。以此法水上味甘露。而灌我 

 頂。此灌頂法。必定不虛。爾時復當更起想念。唯願世尊。為我說法。罪業除者。 

 聞佛說法。佛說法者。說四念處。說四正勤。說四如意足五根五力。說七覺。說 

 八聖道。此三十七法。一一分別。為行者說。說此法已。復教觀苦空無常無我。 

 教此法已。以見佛故。得聞妙法。心意開解。如水順流。不久亦成阿羅漢道。業 

 障重者。見佛動口。不聞說法。猶如聾人。無所聞知。爾時復當更行懺悔。既懺 

 悔已。五體投地。對佛啼泣。經歷多時。修諸功德。然後方聞佛所說法。雖聞說 

 法。於義不了。復見世尊以澡瓶水。灌行者頂。水色變異。純金剛色。從頂上入。 

 其色各異。青黃赤白。眾穢雜相。亦於中現。水從頂上入。直下身中。從足跟出。 

 流入地中其地即時變為光明。大如丈許。下入地中。如是漸深。直到水際。到水 

 際已。復當作意。隨此光去。復觀此水。水下淳空。復更當觀空下有紺琉璃地。 

 琉璃地下有金色地。金色地下有金剛地。金剛地下復見虛空。見此虛空。豁然大 

 空。都無所有。見此事已。復還攝心。如前觀一佛像。爾時彼佛光明益顯。不可 

 具說。復持澡瓶水。灌行者頂。水相光明。亦如上說。如是七遍。佛告禪難提。 

 此名觀像三昧。亦名念佛定。復名除罪業。次名救破戒。令毀禁戒者。不失禪定。 

 佛告阿難。汝好受持此觀佛三昧灌頂之法。為未來世一切眾生。當廣分別。佛說 

 是語時。尊者禪難提。及諸天眾。千二百五十比丘。皆作是言。如來世尊。於今 

 日為諸眾生亂心多者。說除罪法。唯願世尊。更開甘露。令諸眾生。於佛滅後。 

 得涅槃道。禪難提比丘。聞佛說此觀佛三昧。身心歡喜。應時即得無量三昧門。 

 豁然意解。成阿羅漢。三明六通。皆悉具足。佛告阿難。此想成者。名第十九觀 

 佛三昧。亦名灌頂法。 

《禪祕要法經》T15 p.0255a~256c 

    

4444、、、、觀佛三昧海經觀佛三昧海經觀佛三昧海經觀佛三昧海經    

(a)爾時彌勒菩薩白佛言。世尊。惟願天尊大慈大悲。憐愍一切未來世中。多有眾生 

 造不善業。佛不現在何所依怙可除罪咎。佛告彌勒。阿逸多。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如來滅後多有眾生。以不見佛作諸惡法。如是等人當令觀像。若觀像者。與觀我 

 身等無有異。說是語時空中有華。十方諸佛住立空中。叉手合掌讚言。善哉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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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問此事。惟釋迦文救世苦者。為諸末後盲冥眾生說觀像法。今正是時慎勿疑慮。 

 彌勒菩薩重更慇懃勸請世尊說觀像法 

 

 爾時世尊放常光明照尼拘樓陀精舍及十方國。皆作金色。佛神力故令金色地分為 

 二分。一一分中五百億佛。從下方界皆自踊出住立空中。合掌讚歎彌勒菩薩摩訶 

 薩言。善哉佛子。乃能憐愍未來眾生生末法者。勸請世尊說觀像相。時諸化佛說 

 此語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釋迦文佛即自微笑。笑時口中生大蓮華。其華有光 

 如合百億日月星宿。眾宿月間百億化佛。結加趺坐坐師子床 

 

 爾時釋迦文佛告彌勒菩薩言。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如來今者為未來世五苦眾生。 

 犯禁比丘不善惡人。五逆誹謗。行十六種惡律儀者。為如是等說除罪法。爾時阿 

 難白佛。世尊。佛涅槃後此等愚人。無依無怙無歸依處。云何如來說除罪法 

 

 佛告阿難。汝於佛法心未具解。如我在世歸依我者。名歸依佛名歸依法名歸依僧。 

 佛滅度後濁惡世中。諸眾生等欲除罪咎。欲於現世得須陀洹至阿羅漢。欲發三菩 

 提心。欲解十二因緣。當勤修習觀佛三昧。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來在世眾生現 

 見。觀佛相好。觀佛光明。尚不了了。況佛滅後佛不現在。當云何觀 

 

 佛告阿難。佛滅度後現前無佛當觀佛像。觀佛像者。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天龍八部一切眾生欲觀像者。先入佛塔以好香泥及諸瓦土塗地令淨。隨其力能燒 

 香散華供養佛像。說已過惡禮佛懺悔。如是伏心經一七日。復至眾中塗掃僧地除 

 諸糞穢。向僧懺悔禮眾僧足。復經七日。如是供養心不疲厭。若出家人應誦毘尼 

 極令通利。若在家人孝養父母恭敬師長。調心令軟。心若不軟。當強折伏令心調 

 順。如調象馬不令失御。心柔順已住於靖處燒眾名香。禮釋迦文而作是言。南無 

 大德我大和上應正遍知大悲世尊。願以慈雲覆護弟子。作是語已五體投地泣淚像 

 前。從地而起齊整衣服結加趺坐。繫念一處隨前眾生。繫心鼻端。繫心額上。繫 

 心足指。如是種種隨意繫念專置一處。勿令馳散使心動搖。心若動搖舉舌拄齶。 

 閉口閉目叉手端坐。一日至七日令身安隱。身安隱已然後想像 

 

 樂逆觀者。從像足指次第仰觀。初觀足指繫心令專。緣佛足指經一七日。閉目開 

 目令了了見金像足指。漸次復觀兩足趺上令了了見。次觀鹿王〔跳-兆+專〕。心既 

  專已次第至髻。從髻觀面若不明了。復更懺悔倍自苦策。以戒淨故見佛像面。如 

 真金鏡了了分明。作是觀已觀眉間毫。如頗梨珠右旋宛轉。此相現時見佛眉眼。 

 如天畫師之所畫作。見是事已次觀頂光令分明了。如是眾相名為逆觀。 

 

 順觀像者。從頂上諸蠡文間。一一蠡文繫心諦觀。令心了了見佛蠡文。猶如黑絲 

 右旋宛轉。次觀佛面觀佛面已。具足觀身漸下至足。如是往返凡十四遍。諦觀一 

 像極令了了。觀一成已出定入定。恒見立像在行者前。見一了了復想二像。見二  



修行要略 

 36

 像已次想三像。乃至想十皆令了了。見十像已想一室內滿中佛像間無空缺。滿一 

 室已復更精進燒香散華。掃塔塗地澡浴眾僧。為父母師長案摩調身。洗浴身體上 

 塗足油。四方乞食得好美者。先上師長分奉父母。作是行已發大誓願。我今觀佛。 

 以此功德不願人天聲聞緣覺。正欲專求佛菩提道。發是願已若實至心求大乘者。 

 當行懺悔。行懺悔已次行請佛。行請佛已次行隨喜。行隨喜已次行迴向。行迴向 

 已次行發願。行發願已正身端坐繫念在前。觀佛境界令漸廣大。一僧坊中滿中佛 

 像。方身丈六足下蓮華圓光一尋。及通身光摩尼焰相。及眾化佛化佛侍者。光明 

 眾色皆令了了一僧坊已。令心復廣一頃地中滿中佛像。此想成已心得安隱身體悅 

 樂。若行若止心想利故。見一頃地滿中佛像。香華供具及諸幢幡。皆隨像行。以 

 心利故。左右前後盡見像行。心漸廣大見百頃地滿中佛像。開目閉目皆令心想。 

 想想不絕心心相續。如渴思飲。此想成已見一由旬滿中佛像。漸增廣遠滿百由旬。 

 見一切像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皆悉炳然。此想成已想一閻浮提八千由旬滿中佛 

 像。此想成已次想東方弗婆提界八千六十由旬滿中佛像。此想成已復想西方瞿耶 

 尼界廣八千九百由旬滿中佛像。此想成已復觀北方欝單越界一萬六千由旬滿中佛 

 像。此想成已復更廣遠見百閻浮提滿中佛像。此想成已見百億四天下滿中佛像。 

 此想成已唯除食時除便轉時。一切時中恒見佛像。虛空及地滿中佛像。像像相次 

 間無空缺。念想成已身心歡喜。倍加精進。頂戴恭敬十二部經。於說法者起大師 

 想。於佛法僧起父母想。令心調柔不起瞋想。設瞋恚時當於般若波羅蜜前五體投 

 地誠心懺悔。如上所說五法次第應行。念想成已閉目叉手端坐正受。更作遠想。 

 滿十方界見一切像。身純金色放大光明。若有犯戒作不善者。先身犯戒及以今身。 

 見諸佛像或黑或白。以懺悔故漸見紅色。見紅色已漸見金色。見金色已身心歡喜。 

 勸請諸像使放光明。起此想時念想利故見一切像。舉身毛孔皆放光明。一一光明 

 百億寶色。一一色中無量雜色。微妙境界悉自踊出。此念想成名觀立像 

 

 佛告阿難。如是觀者名為正觀。若異觀者名為邪觀。餘相現者別境界出。當疾除 

 之。作是觀者。除却六十億劫生死之罪。亦名見佛。於未來世心想利故值遇賢劫 

 千佛世尊。為其和上。於佛法中次第出家。一一佛所見佛身相了了分明。聞佛說 

 法憶持不忘。於星宿劫光明佛所現前受記。麤心觀像尚得如是無量功德。況復繫 

 念觀佛眉間白毫相光。說是語時大梵天王無量梵眾。持諸天華奉散世尊。脫身瓔 

 珞以奉上佛。其華如雲在空中住。所上瓔珞變成金臺。於金臺中有金色光。其光 

 變為七佛尊像。端嚴微妙色相悉具。蠡髻梵王長跪合掌。勸請世尊而作是言。如 

 來大悲慈愍眾生。願為來世盲冥眾生。具足演說觀像相法。令諸眾生依佛所說恒 

 得值遇諸佛世尊得念佛三昧。三昧力故令諸眾生遠離罪惡。以罪滅故現見諸佛。 

 佛告梵王如是如是如汝所說 

 

 爾時世尊復為來世諸眾生故。更說觀像坐法。觀像坐者。至心繫念令前立像足下 

 生華。此華生時當起想念。令此大地作黃金色作七寶色。隨想而現。一一寶色黃 

 金為界。一一界間生寶蓮華。作此想時有寶蓮華千葉具足。應想而現。既見花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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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諸想像令坐寶華。眾像坐時大地自然出大白光。如琉璃色白淨可愛。眾白光間 

 百億菩薩白如雪山。從想像身毛孔中出。一一菩薩身毛孔中。出金色光其光如山。 

 百千金色閻浮檀金。光明赫奕數不可知。應想而現。一一山頂有一想像高顯可觀。 

 閻浮檀金色其光大盛。照十方界皆作金色。見地及空亦作金色。滿中金像金光金 

 蓋金臺金華金幡。見想菩薩純白玉色。手執白拂有執白華。當起想念極令鮮白。  

 若餘雜想異境界現當疾除滅。若不除滅隨逐餘想。隨他境界喜發風病。此念佛想。 

 是大甘露利益眾生。觀佛三昧。如服良藥利益四大。服此藥者不老不死。 

 

 佛告阿難。若有眾生欲觀像坐。當如是觀。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 

 觀。若有眾生觀像坐者。除五百億劫生死之罪。未來值遇賢劫千佛。過賢劫已星 

 宿劫中。值遇諸佛數滿十萬。一一佛所受持佛語。身心安隱終不謬亂。一一世尊 

 現前授記。過算數劫得成為佛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若有眾生觀像坐已當觀像行。觀像行者。見十方界滿中像行。 

 虛空及地見一一像從座而起。一一像起時五百億寶華。一一華中有無數光。一一 

 光中無數化佛隨心想現。坐像起立未起中間。當動身時眉間白毫旋舒長短。猶如 

 真佛放白光明。為百千色映飾金光。眾白光間無數銀像身白銀色銀光。銀華銀蓋 

 銀幡銀臺。悉皆是銀。時眾金像與銀像俱動身欲起。諸像臍中各生蓮華。其蓮華 

 中踊出無數百千化佛。一一化佛放金色光照行者身。是時行者。入定之時自見己 

 身三十六物惡露不淨。不淨現時當疾除滅。而作是念。三世諸佛身心清淨。我今 

 學佛真淨法身。此不淨觀從貪愛生。虛偽不實用此觀為。作是念已當自觀身。使 

 諸不淨變為白玉。自見己身如白玉瓶內外俱空。作是觀時。宜服[1]酥藥勿使身虛。 

 此想成時。諸像皆起如前立住。見像立時當作想念請像令行。像既行已步步之中。 

 足下生華成蓮華臺。見十方界滿中行像供具妓樂。諸天大眾恭敬圍遶。行像放光 

 照諸大眾令作金色。銀像放光照諸大眾皆作銀色。白玉菩薩放白玉光。令諸大眾 

 作白玉色。雜色諸像放雜色光映飾其間。此想成已更起想念請諸行像。皆令以手 

 悉摩我頭。爾時諸像各申右手摩行者頭。是時眾像放大光明照行者身。光照身時。 

 行者自見身黃金色。此想成已出定歡喜。復更至心禮敬諸佛修諸功德。以是功德 

 迴向菩提 

 

 爾時復當更起想念。我今想見眾多金像。行坐隨意未見神通。起心作想請諸行像。 

 及菩薩像作十八變。應念即作十八種變。見滿十方一切眾像。踊身空中作十八變 

 威神自在。普現色身令行者見。見已歡喜請一切像令轉法輪。應念即時一一眾像 

 異口同音。讚歎持戒讚歎念佛。想聞此已心大歡喜復加精進。以精進故心想得成。 

 心想成時見十方界。一切大地山河石壁皆悉變化為金剛地。金剛地上踊出白光。 

 眾白光間無數化佛坐寶蓮華。一一化佛放無數億百千光明。一一光明復化無數百 

 千化佛。此想現時行者自見身諸毛孔出金色光遍照一切。若餘境起當疾除滅。如 

 此心想疾於猛風。須臾之頃見無數化佛。行者心利如明眼人執頗梨鏡自觀面像。 



修行要略 

 38

 行者觀像亦復如是。此想成已當作是念。諸佛世尊住大寂滅。身心清淨無來無去。 

 如我身者。四大五陰所共合成。如芭蕉樹中無堅實。如水上沫。如水中月。如鏡 

 中像。如熱時焰如野馬行。如乾闥婆城。作是想已諸像尋滅有金色光。於金光間 

 有金佛影。如鏡中像。行住坐臥四威儀中現一切色。此想成時當念如來戒身。念 

 戒身時見諸佛影。眉間光明猶如白絲。空中清淨至行者前。行者見已當作是念。 

 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過去世時以大戒身而自莊嚴。是故今日 

 得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作此念時釋迦文佛坐琉璃窟。身紫金色端嚴微妙。與諸 

 比丘菩薩大眾以為眷屬。住行者前告言。法子。汝修觀佛三昧力故。我以涅槃相 

 力示汝色身令汝諦觀。汝今坐禪不得多觀。汝後世人多作諸惡。但觀眉間白毫相 

 光。作此觀時所見境界如上所說。爾時一念情無所著心大歡喜。應時即得念佛三 

 昧。念佛三昧者。見佛色身了了分明。亦見佛心一切境界。亦如上來觀佛心說。 

 亦見佛身一切光明。亦如上觀佛身光說。亦見佛身一切毛孔。一一毛孔悉生八萬 

 四千蓮華。一一華中復有八萬四千化佛。佛佛相次滿十方界。 

 

 爾時釋迦牟尼佛即申右手摩行者頂。一切化佛亦申右手摩行者頂。得此觀者。名 

 佛現前三昧。亦名念佛三昧。亦名觀佛色身三昧。爾時諸佛異口同音。各各皆為 

 行者說法。雖未得道。見佛聞法總持不失。此名凡夫念佛三昧。得此三昧者。剎  

 那剎那頃恒見諸佛。於念念頃聞佛說法。所謂大乘方等經典。一日一夜即得通利。 

 父母生身惱濁惡世。以念佛故得聞總持。捨身他世必得見佛。於諸佛所得千萬億 

 旋陀羅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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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云何觀如來額廣平正相。額廣平正相中有三相。一者所謂白毛相。佛初生時。王 

 與夫人將太子詣阿私陀仙。令相太子。仙人披[疊*毛]。初見太子眉間白毛旋生。 

 於白毛邊有諸輪郭。隨白毛旋。相師舒毛見毛長大。即取尺度量其長短。足滿五 

 尺如琉璃筒。放已右旋如頗梨珠。顯現無量百千色光。是名菩薩初生時白毫相光。 

 至年八歲。姨母復觀悉達年大。其眉間毛亦隨年長。今試看之。即舒白毛見毛正 

 直如白琉璃筒。於其毛端出五色光明還入毛孔。母甚憐念情無已已。告語諸人。 

 我子毛相乃至如此。諸人見已。如前右旋甚可愛念。是名菩薩童子時白毫毛相 

 

 云何名菩薩納妃時白毫毛相。…… 

 云何名如來出家時白毫相。…… 

 云何名如來出家時白毫相。…… 

 云何名苦行時白毫毛相。…… 

 云何名菩薩降魔時白毫相光。…… 

 云何名為如來成佛時大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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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一時中分為少分。少分之中能須臾間。念佛白毫令心了了。無謬亂想分明正住。 

 注意不息念白毫者。若見相好若不得見。如是等人。除却九十六億那由他恒河沙 

 微塵數劫生死之罪 

 

 設復有人。但聞白毛心不驚疑。歡喜信受。此人亦除却八十億劫生死之罪。若諸 

 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犯四根本罪。不如等罪及五逆罪。除謗方等。如是 

 眾人若欲懺悔。晝夜六時身心不懈。譬如人在深草中行。四面火起。猛風吹來欲 

 燒其身。此人作念。若火燒我。未死之間支節解散。我當云何得滅此火。若不設 

 計命必不濟。誰有智者多諸方便能救我命。設命全濟於彼人所無所悋惜。作是思 

 惟已。如太山崩。五體投地號泣雨淚。合掌向佛。讚歎如來種種德行。作是讚已 

 誦懺悔法。繫念在前。念佛眉間白毫相光。一日至七日。前四種罪可得輕微。三 

 七日時罪相漸滅。七七日後。然後羯磨。事在他經。若比丘。犯不如罪。觀白毫 

 光闇黑不現。應當入塔觀像眉間。一日至三日。合掌啼泣一心諦觀。然後入僧說 

 前罪事。此名滅罪。前五種罪。念白毫光經八百日。然後復有別羯磨法。 

 

 佛告父王如來有無量相好。一一相中。八萬四千諸小相好如是相好。不及白毫少 

 分功德。是故今日。為於來世諸惡眾生。說白毫相大慧光明消惡觀法。若有邪見 

 極重惡人。聞此觀法具足相貌。生瞋恨心。無有是處。縱使生瞋。白毫相光亦復 

 覆護。暫聞是語除三劫罪。後身生處生諸佛前。如是種種百千億種。觀諸光明微 

 妙境界。不可悉說。念白毫時自然當生。如此觀者名為正觀。若異觀者名為邪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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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坐禪三昧經坐禪三昧經坐禪三昧經坐禪三昧經    

 第五法門治等分行。及重罪人求索佛。如是人等當教一心念佛三昧。念佛三昧有 

 三種人或初習行。或已習行。或久習行。若初習行人。將至佛像所。或教令自往 

 諦觀佛像相好。相相明了。一心取持還至靜處。心眼觀佛像。令意不轉繫念在像 

 不令他念。他念攝之令常在像。若心不住。師當教言。汝當責心。由汝受罪不可 

 稱計。無際生死種種苦惱無不更受。若在地獄。吞飲洋銅食燒鐵丸。若在畜生。 

 食糞噉草。若在餓鬼受飢餓苦。若在人中貧窮困厄。若在天上失欲憂惱。常隨汝 

 故令我受此種種身惱心惱無量苦惱。今當制汝。汝當隨我。我今繫汝一處。我終 

 不復為汝所困更受苦毒也。汝常困我。我今要當以事困汝。如是不已心不散亂。 

 是時便得心眼見佛像相光明。如眼所見無有異也。如是心住。是名初習行者思惟。 

 是時當更念言。是誰像相。則是過去釋迦牟尼佛像相。如我今見佛形像。像亦不 

 來我亦不往。如是心想見過去佛。初降神時震動天地。有三十二相大人相。一者 

 足下安平立。二者足下千輻輪。三者指長好。四者足跟廣。五者手足指合縵網。 

 六者足趺高平好。七者伊尼延鹿[跳-兆+專]。八者平住手過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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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視道樹初轉法輪。天人得悟以道自證得至涅槃。佛身如是感發無量。專心念佛 

 不令外念。外念諸緣攝之令還。如是不亂。是時便得見一佛二佛乃至十方無量世 

 界諸佛色身。以心想故皆得見之。既得見佛又聞說法言。或自請問。佛為說法解 

 諸疑網。既得佛念。當復念佛功德法身。無量大慧。無崖底智。不可計德。多陀 

 阿伽度(多陀秦言如阿伽度言解亦言實語又言諸餘聖人安隱道來佛如是來復次更不來後有中也)阿犁(魯迷 

 反)呵(阿犁秦言賊呵言殺佛以忍辱為鎧精進為堅牢禪定為弓智慧為箭殺憍慢等賊故名殺賊)三藐(無灼反)三   

 佛陀(三藐秦言真實三佛陀言一切覺覺苦因習涅槃因道正解見四實不可轉了盡無餘故言真實覺一切)鞞伽(除 

 夜反)遮羅那(鞞伽秦言明遮羅那言善行明三明也行清淨之行以之獨成無師大覺故言明善行也)三般那(秦 

 言滿成)宿伽陀(秦言善解亦名善自得又言善說無患)路伽憊(皮拜反路加秦言智智者知世因知盡道故名世 

 智世智知世也)阿耨多羅(秦言無上善法聖智示導一切大德無量梵魔眾聖莫有及者何況能過佛尊德大故言無 

 上)富樓沙曇藐(富樓沙秦言大丈夫曇藐言可言可化丈夫調御師佛以大慈大悲大智故有時軟美語有時苦 

 切語或以親教以此調御令不失道故名佛為可化丈夫調御師法也)舍(賒音)多(都餓反)提婆魔[少/兔]舍喃(奴 

 甘反秦言天人師盡能解脫一切人煩惱常住不退上法)佛婆伽婆(過去未來現在行不行知行盡不盡一切諸法菩 

 提樹下一切了了知故名佛婆伽婆言有大名聲。復次婆名女根婆名吐永棄女根故女根吐也) 

 

 爾時復念二佛神德三四五佛乃至無量盡虛空界皆悉如是。復還見一佛。能見一佛 

 作十方佛。能見十方佛作一佛。能令一色作金銀水精毘琉璃色。隨人意樂悉令見 

 之。爾時惟觀二事。虛空佛身及佛功德。更無異念。心得自在意不馳散。是時得 

 成念佛三昧。若心馳散念在五塵。若在六覺者。當自勗勉剋勵其心強制伏之。 

《坐禪三昧經》T15 p276a~277a 

 

6666、、、、正觀品正觀品正觀品正觀品    

 爾時不空見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若諸菩薩摩訶薩欲得成就諸佛所說菩薩念 

 佛三昧者。彼菩薩摩訶薩應當親近修習何法。能得成就思惟三昧耶。爾時世尊。 

 告不空見菩薩摩訶薩言。不空見。若諸菩薩摩訶薩欲得成就諸佛所說念佛三昧。 

 欲得常覩一切諸佛。承事供養彼諸世尊。欲得疾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當住 

 正念遠離邪心。斷除我見思惟無我。當觀是身如水聚沫。當觀是色如芭蕉虛。當 

 觀是受如水上泡。當觀是想如熱時焰。當觀是行如空中雲。當觀是識如鏡中像。 

 菩薩若欲入是三昧。當應深生怖畏之想。當念遠離譏嫌。免他訶責。當念除去無 

 慚無愧成就慚愧。當應成就奢摩他毘婆舍那。當應遠離斷常二邊。常念一心精勤 

 勇猛除去懈怠。發廣大心常念觀察三解脫門。常念先生三種正智。常念斷滅三不 

 善根。常念成就諸三昧聚。常念成就一切眾生。常念等為眾生說法。當觀四念處。 

 所謂身念處受念處心念處法念處。當念四食過患。所謂摶觸思識等。於是食中生 

 不淨想。當念四無量。所謂修於大慈。行於大悲。安住大喜。具足大捨。當念成 

 就諸禪而不味著。然復思惟一切諸法。常念不惜其身不保其命。捨身及心攝受多 

 聞。念如是法。應如是護不得誹謗。多聞法財如所聞法如義受持。於諸佛所起尊 

 重心。又於法僧生肅恭意。親善知識遠離惡友。除滅世間無義語言。不著世樂不 

 捨空閑。住於一切生平等心。於諸眾生無有退沒。無損害心亦無妬嫉。於一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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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稱量心。不作罪惡心無垢染。一切諸法無處可得。常求甚深廣大經典。於中恒 

 起增上信心。莫生嫌疑無為異意。如是經典最勝廣大。常念誦持常思演說。何以 

 故。是為諸佛世尊道法。獨能生成佛菩提故。於當來世得彼無量諸佛功德。應當 

 為他如法宣說。降伏憍慢莫亂正聞。恭敬尊重供養是法。捨諸欲求息諸諍競。除 

 諸睡眠滅諸疑網。殄絕迷惑明識我見。不事戲論遠離尼乾邪命自活遮羅迦波梨婆 

 闍語言論等。常應善住檀波羅蜜中。圓滿尸波羅蜜。常念羼提波羅蜜。不捨毘梨 

 耶波羅蜜。遊戲禪波羅蜜 

 

思惟三昧品思惟三昧品思惟三昧品思惟三昧品    

 時彼菩薩念諸如來如是相已。復應常念彼諸如來應供等正覺。心無動亂。亦當安 

 住無所著心。心無著已彼復應作如是思惟。是中何等名曰如來。為當即色是如來 

 耶。為當離色是如來乎。若以色法為如來者。彼諸眾生皆有色陰。一切眾生應是 

 如來。若以離色為如來者。離色則是無因緣法。無因緣法云何如來。菩薩如是觀 

 知色已。次復觀受。彼時更作如是思惟。為當即受是如來耶。為當離受是如來耶。 

 若即受法為如來者。彼諸眾生皆有受陰。一切眾生應是如來。若離受法為如來者。 

 離受則為無因緣法。彼無緣法云何如來。彼既如是觀色受已。乃至觀識亦如是。 

 時彼菩薩復如斯念。若此諸陰非如來者。豈彼諸根是如來乎。如是念已則先觀眼。 

 為當即眼是如來耶。為當離眼是如來乎。若即彼眼是如來者。一切眾生皆有是眼。 

 一切眾生應是如來。若離彼眼是如來者。離眼則為非因緣法。彼非緣法云何如來。 

 菩薩如是觀察眼已。觀耳觀鼻乃至觀意亦如是。時彼菩薩復如斯念。若此諸根無 

 如來者。豈彼諸大有如來乎。如是念已則先觀地。為即地界是如來耶。為離地界 

 是如來乎。若即地界為如來者。彼內外法皆屬於地。如是地界應是如來。若離地 

 界為如來者。離地即為無因緣法。彼無緣法云何如來。彼既如是觀察地界。乃至 

 觀彼水火風界亦如是。而彼菩薩能作如是正思惟時。不以色觀察如來。不離色觀 

 察如來。如是不以受不離受。不以想不離想。乃至不以識不離識。觀察如來亦如 

 是。又彼觀時亦不以眼觀察如來。不離眼觀察如來。如是不以耳不離耳。不以鼻 

 不離鼻乃至不以身意不離身意。觀察如來亦如是。又彼觀時不以色觀察如來。不 

 離色觀察如來。如是不以色不離色。不以聲不離聲。乃至不以觸法不離觸法。觀 

 察如來亦如是。又彼觀時。不以地觀察如來亦不離地。觀察如來如是。不以水不 

 離水。乃至不以風不離風。觀察如來亦如是。彼菩薩如是觀時。即能於彼一切法 

 中。善通達知明了無礙。爾時彼菩薩復應當作如是思惟。是中更以何等真法。而 

 能得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以身得菩提耶。為用心得菩提乎。若身得者。而 

 今此身無覺無識頑癡無知。譬如草木若石若壁。然彼菩提非色非身非行非得。不 

 可見聞不可觸證。此身如是。云何能得成就菩提。若心得者而即此心本自無形無 

 有相貌。不可見聞不可觸證不可執持。猶如幻化。菩提如是亦無有心無有觸對。 

 不可見聞不可知證。此心如是。云何能得成就菩提。不空見。是為菩薩正念思惟。 

 不以身心亦不離身心。而能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佛言。不空見。然彼菩 



修行要略 

 42

 薩常應如是觀察思惟。若能如是觀諸法時。即得安住於正法中。心無遷變不可移 

 動。當知爾時具足菩薩摩訶薩法。自然遠離不善思惟。速疾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正覺平等真實法界。 

《大方等大集經菩薩念佛三昧分》T13 p856c~859b 

 

三三三三、、、、西方淨土念佛法門西方淨土念佛法門西方淨土念佛法門西方淨土念佛法門    

 
1111、、、、    

        觀無量壽佛法觀無量壽佛法觀無量壽佛法觀無量壽佛法    

    觀無量壽佛者。有二種人。鈍根者。先當教令心眼觀察額上一寸。除卻皮肉但見    

  赤骨。繫念在緣不令他念。心若餘緣攝之令還。得如是見者。當復教令變此赤骨 

 辟方一寸令白如珂。既得如是見者。當復教令自變其身皆作白骨。無有皮肉色如 

 珂雪。復得如是見。當更教令變此骨身使作琉璃光色。清淨視表徹裏。既得如是 

 見者。當復教令從此琉璃身中放白光明。自近及遠遍滿閻浮。唯見光明不見諸物。 

 還攝光明入於身中。既入之後復放如初。凡此諸觀從易及難。其白亦應初少後多。 

 既能如是。當從身中放此白光。乃於光中觀無量壽佛。無量壽佛其身姝大光明亦 

 妙。西向端坐相相諦取。然後總觀其身。結跏趺坐顏容巍巍如紫金山。繫念在佛 

 不令他緣。心若餘緣攝之令還。常如與佛對坐不異。如是不久便可得見。若利根 

 者。但當先作明想。晃然空淨乃於明中觀佛便可得見。行者若欲生於無量壽佛國 

 者。當作如是觀無量壽佛也 

 

 諸法實相觀諸法實相觀諸法實相觀諸法實相觀法法法法    

 諸法實相觀者。當知諸法從因緣生。因緣生故不得自在。不自在故畢竟空相。但 

 有假名無有實者。若法實有不應說無。先有今無是名為斷。不常不斷亦不有無。 

 心識處滅言說亦盡。是名甚深清淨觀也。又觀婬怒癡法即是實相。何以故。是法 

 不在內不在外。若在內不應待外因緣生。若在外則無所住。若無所住亦無生滅。 

 空無所有清淨無為。是名婬怒癡實相觀也。又一切諸法畢竟清淨。非諸佛賢聖所 

 能令爾。但以凡夫未得慧觀。見諸虛妄之法有種種相。得實相者觀之如鏡中像。 

 但誑人眼。其實不生亦無有滅。如是觀法甚深微妙。行者若能精心思惟。深靜實 

 相不生邪者。即便可得無生法忍。此法難緣心多馳散。若不馳散或復縮沒。常應 

 清淨其心了了觀察。若心難攝當呵責心。汝無數劫來常應雜業無有厭足。馳逐世 

 樂不覺為苦。一切世間貪樂致患。隨業因緣受生五道。皆心所為。誰使爾者。汝 

 如狂象蹈籍殘害無有物制。誰調汝者。若得善調則離世患。當知處胎不淨苦厄。 

 逼迮切身猶如地獄。既生在世。老病死苦憂悲萬端不得自在。若生天上當復墮落。 

 三界無安汝何以樂著。如是種種呵責其心已。還念本緣。心想住者心得柔軟。見 

 有種種色光從身而出。是名諸法實相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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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生無量壽佛國者。應當如是上觀無量壽佛。又觀諸法實相。又當觀於世間如夢 

 如幻皆無實者。但以顛倒虛妄之法。橫起煩惱受諸罪報。如人見諸小兒共諍。瓦 

 石土木便生瞋鬪。觀諸世間亦復如是。當興大悲誓度一切。常伏其心修行二忍。 

 所謂眾生忍法忍也。眾生忍者。若恒河沙等眾生種種加惡。心不瞋恚。種種恭敬 

 供養。心不歡喜。又觀眾生無初無後。若有初者則無因緣。若有因緣是則無初。 

 若無初者中後亦無。如是觀時不墮常斷二邊。用安隱道觀諸眾生不生邪見。是名 

 眾生忍。法忍者。當觀諸法甚深清淨畢竟空相。心無罣礙能忍是事。是名法忍。 

 新發意者雖未得是法忍。當如是修習其心。又觀諸法畢竟空相。而於眾生常興大 

 悲。所有善本盡以迴向。願生無量壽佛國。便得往生 

《思惟略要法》T15 p299c~300b 

 

2222、、、、    

        智者大師智者大師智者大師智者大師《《《《五方便念佛門五方便念佛門五方便念佛門五方便念佛門》》》》    

  更敘入方便次第。假如行人。口稱南無阿彌陀佛時。心必願生彼國土。即是稱名 

  往生門。行者想像佛身。專注不已。遂得見佛。光明赫奕。照觸行者。爾時所有罪 

 障皆悉消滅。即是觀相滅罪門。又觀此佛。從自心起無別境界。即是諸境唯心門。 

 又觀此心。亦無自相可得。即是心境俱離門。行者爾時趣深寂定。放捨一切心意 

 意識。將入涅槃。緣十方佛加被護念。興起智門。行者爾時於一念頃。淨佛國土。 

 成就眾生。如何前四門所有功德百千萬分不及其一。何以故。無功用位。能以一 

 身為無量身，任運修習故，佛觀護故，諸佛法源盡窮底故，普賢願因悉圓滿故， 

 本願力故。法如是故。即是性起圓通門。已上五門竟。…… 

 

 問曰。人多畫像而以觀禮有何聖教。答。大寶積經第八十九云。爾時大精進菩薩 

 持畫佛[疊*毛]像。入於深山寂靜無人禽獸之間。開現畫像。取草為座。在畫像前。 

 結跏趺坐。正身正念。觀於如來。諦觀察已。作如是念。如來是希有微妙。畫像 

 尚爾。端坐微妙。況復如來正遍知身。復作是念。云何觀佛。爾時林神知彼菩薩 

 心之所念。白菩薩言。善男子。汝念云何觀佛。答言。若欲觀佛。當觀畫像。觀 

 此畫像。不異如來。是名觀佛。如是觀佛。如是觀者。是為善觀。時大精進作如 

 是念。我今云何觀此畫像與如來等。復作是念。如是畫像者。非覺非知。一切諸 

 法亦復如是。但有名字。如是名字自性空寂。本無所有。如來之身其相如是。畫  

 像非證非果。非證者非得者。非住者非去來。非生非滅。非淨非色。非貪瞋痴。 

 畫像非陰界入。非初中後。一切諸法亦復如是，如來身相亦復如是。如此畫像非 

 覺非知非作。一切諸佛亦復如是。觀如來身相亦復如是。乃至六根亦復如是。菩 

 薩如是觀如來身。結跏趺坐。於三七日中。成就五通。供養諸佛。諸天散華以為 

 供養。為佛所讚。會中二萬人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量阿僧祇人住二乘功德。 

 大精進者釋迦牟尼佛是也。 

《五方便念佛門》T47 n1962 p82b~8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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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永明禪師永明禪師永明禪師永明禪師《《《《萬善同歸集萬善同歸集萬善同歸集萬善同歸集》》》》    

 問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一念不生。天真頓朗。何得唱他佛號。廣誦餘經。 

 高下輪迴前後生滅。既妨禪定但徇音聲。水動珠昏寧當冥合。答夫聲為眾義之府。 

 言皆解脫之門。一切趣聲。聲為法界。經云。一一諸法中。皆含一切法。故知一 

 言音中包羅無外。十界具足三諦理圓。何得非此重彼。離相求真。不窮動淨之源。 

 遂致語默之失。故經云。一念初起。無有初相。是真護念。未必息念消聲方冥實 

 相。是以莊嚴門內。萬行無虧。真如海中。一毫不捨。且如課念尊號。教有明文。 

 唱一聲而罪滅塵沙。具十念而形棲淨土。拯危拔難。殄障消冤。非但一期暫拔苦 

 津。託此因緣終投覺海。故經云。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 

 成佛道。又經云。受持佛名者。皆為一切諸佛共所護念。寶積經云。高聲念佛。 

 魔軍退散。文殊般若經云。眾生愚鈍。觀不能解。但令念聲相續。自得往生佛國。 

 智論云。譬如有人初生墮地。即得日行千里。足一千年滿中七寶。以用施佛。不 

 如有人於後惡世稱一佛聲其福過彼。大品經云。若人散心念佛。乃至畢苦。其福 

 不盡。增一阿含經云。四事供養。一閻浮提一切眾生功德無量。若有眾生。善心 

 相續。稱佛名號。如一[(殼-一)/牛]牛乳頃。所得功德過上不可思議。無能量者。 

 華嚴經云。住自在心念佛門。知隨自心所有欲樂。一切諸佛現其像。…… 

 

 問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有好境。取即成魔。何得著相興心而希冥感耶。答修 

 行力至。聖境方明。善緣所生。法爾如是。故將證十地。相皆現前。是以志切冥 

 加。道高魔盛。或禪思入。微而變異相。或禮誦懇志。暫覩嘉祥。但了惟心。見 

 無所見。若取之則心外有境。便成魔事。若捨之則撥善功能。無門修進。摩訶論 

 云。若真若偽。惟自妄心現量境界。無有其實。無所著故。又若真若偽。皆一真 

 如。皆一法身。無有別異。不斷除故。智論云。不捨者。諸法中皆有助道力故。 

 不受者。諸法實相畢竟空。無所得故。 

《萬善同歸集》卷上 T48 p962a~962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