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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楞嚴經》與《圓覺經》的交涉——以華嚴宗的詮釋為主」的課題上，

進行初步探究：首先，華嚴宗五祖宗密《圓覺經》疏鈔中約 36 處引用《楞嚴經》，

而這也正是《楞嚴經》的流行契機，本文展現宗密引用《楞嚴經》的方式與特色，

包括：理證、事證、文證；文句少至一詞，多至三、四百字的引述；在解釋引文

上，或引而未釋，或稍作解釋，或特加釋義，或重覆引用，種種方式，不一而足。 

其次，六祖子璿《楞嚴經義疏》中約 33 處引用《圓覺經》，與宗密共引之處

只佔 1/4，子璿有其自己引用的重點課題。進而，本文將兩者引用情形對比如下：

（1）宗密引，子璿未引。（2）宗密引，子璿亦引。（3）宗密與子璿各別重引之文。

（4）宗密、子璿引用《楞嚴經》或《圓覺經》，長引文之處。相較之下，對宗密

而言，《楞嚴經》10 卷，可增釋《圓覺經》內容；對子璿而言，高比例的徵引短短

1 卷的《圓覺經》，特別用以加強重點課題。從對照中充份看出兩經具有相類的經

文、名句與義理，以及兩經之間互參互補的情形。兩經互詮互證，確更能發揮彼

此的微言大義，呈顯出更完整的如來藏理論與實踐風貌。 

關鍵詞：楞嚴經、圓覺經、華嚴宗、宗密、子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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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簡稱圓覺經）1 卷，據宗密（784－841）《圓覺

經大疏》，是於唐‧長壽 2 年（693 年），佛陀多羅所譯。1《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

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簡稱楞嚴經）10 卷，據智昇（730 前後）《續古今譯

經圖紀》，是在唐‧神龍元年（705 年），般剌密諦譯。2 

呂澂（1896－1989）認為「《圓覺經》本是由《起信論》經《楞嚴經》而發展

出來的，它們的議論基本上一樣」3。而日本學界基本上認為，《圓覺經》是以《楞

嚴經》的思想為基礎，同時融合了《起信論》思想而成立，不過吳彥隆考察多方

論點之後，主張「不管就時間點的考據，或是從經典內在的義理關聯來考察，《圓

覺經》並非完全沒有比《楞嚴經》來得早出的可能性」。4《楞嚴經》與《圓覺經》

的出現，在考據上有諸多問題，對此本文存而不論，本文是在於研究兩經流通後

的交涉情形。 

不論如何，《楞嚴經》與《圓覺經》都在初唐時期譯出或出現，兩經的文句與

義理也多有相似之處，《圓覺經》略似於簡化本的《楞嚴經》，如明代天台宗的中

興祖師傳燈（1554－1628）判定這兩部經「名別而義意俱同」： 

若《圓覺》之為經，名雖不同，而圓覺即圓通同詮一理；奢摩他等三名，

同詮一行。但所談名相，出沒不同，廣略有異。蓋非熟《楞嚴》，無以脩《圓

覺》；非熟《圓覺》，無以脩《楞嚴》。學者當以二經相參而看可也。5 

「義」指義理，「意」則指意旨。兩經所示的理與行皆同歸趣，只是論述的角度、

廣略不同，而有互補增益之效，學習之人應當相參而看。傳燈之說，點出兩經的

會通關要。 

《圓覺經》與《楞嚴經》是唐、宋以來天台宗、賢首宗、禪宗等盛行講習的

經典。最早力倡《圓覺經》的是華嚴宗五祖圭峰宗密，著有《圓覺經》多部註解，

共約 80 卷，現存有《圓覺經大疏》3 卷、《圓覺經大疏釋義鈔》13 卷、《圓覺經大

疏鈔科》2 卷、《圓覺經略疏》2 卷、《圓覺經略疏科》1 卷、《圓覺經略鈔》6 卷、

《圓覺經壇場修證儀》18 卷。在華嚴宗五教判的判攝中，宗密判《圓覺經》為終

                                                 
1 《圓覺經大疏》，X09, no. 243, p. 335, a5-6。 
2 《續古今譯經圖紀》，T55, no. 2152, p. 371, c27-p. 372, a1。 
3 呂澂，《中國佛學思想概論》，頁 222。 
4 吳彥隆，〈《圓覺經》成立史之研究──以宗密《圓覺》疏為中心〉，頁 17。 
5 傳燈，《楞嚴經圓通疏前茅》, X14, no. 297, p. 685, a15-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5%8F%B0%E5%A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3%A2%E9%A6%96%E5%A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6%85%E5%A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8E%E4%B8%A5%E5%AE%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AD%E5%B3%B0%E5%AE%97%E5%AF%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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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教，「此經亦依如來藏故；文云：『知幻即離』等，及云：『名為頓教大乘』故」，

又分攝圓教，「但約直顯一真法界之體，及觀中一多無礙等義」，宗密透過《圓覺

經》會合華嚴思想，又以《圓覺經》「義備性相，禪兼頓漸」來統攝佛學教理與頓

漸禪門。6 

《楞嚴經》的流行契機也正是宗密解釋《圓覺經》時經常引用。7唐武宗（814

－846）滅佛運動下導致佛門教理衰落，華嚴宗在北宋時從六祖長水子璿（？－

1038）、七祖晉水淨源（？－1088）邁向中興，子璿一生講《楞嚴經》三十餘遍，

宋真宗（968－1022）賜號「楞嚴大師」，子璿的《楞嚴經義疏注經》20 卷，是《楞

嚴經》現存註疏中的最早之作了，子璿「以賢首宗旨，述《楞嚴經疏》十卷，盛

行於世」8，判《楞嚴經》「正唯終教，兼於頓圓」9，在《楞嚴經》的諸疏中可謂

華嚴宗的代表作，影響深遠。其實也可說，子璿藉由《楞嚴經》兼述華嚴思想，

別開弘揚華嚴思想的新局面。子璿高徒淨源進而依據宗密《圓覺經壇場修證儀》，

又著有《楞嚴經壇場修證儀》。10 

宗密與子璿相隔約兩百年，但宗密弘揚《圓覺經》與子璿、淨源弘揚《楞嚴

經》，兩者之間具有類似性、延續性，子璿、淨源師徒以華嚴宗思想詮解《楞嚴經》，

延續宗密對於華嚴宗與禪宗、乃至佛教全體的統整發展。宗密原來師從道圓（生

卒 807 年左右）禪師，因《圓覺經》悟入，子璿則從慧覺（生卒 1026 年左右）禪

師處問《楞嚴經》而開悟，宗密與子璿兩者同是禪宗與華嚴宗的傳承祖師，11無怪

乎俱能會通禪教。 

《楞嚴經》、《圓覺經》都與禪宗密切相關，宗密便主張「禪教一致」，在其名

著《禪源諸詮集都序》中也提及《佛頂（楞嚴）經》，尤其宗密「頓悟漸修」的重

要主張，可能便是來自《楞嚴經》，12可惜浩大百卷的《禪源諸詮集》佚失，唯存

「都序」一卷，以致難以更深入探討。延壽（904－975）《宗鏡錄》百卷，詳述禪

宗祖師言論和重要經論宗旨，呈現全部佛法精要，而其全序明顯多用《楞嚴經》

                                                 
6 《圓覺經大疏》，X09, no. 243, p. 324, b6-7；p. 331b3-11。 
7 參見荒木見悟，高正哲譯，〈明代楞嚴經的流行（中）〉，《人生雜誌》124，頁 39。 
8 錢謙益，《楞嚴經蒙鈔》，X13, no. 287, p. 857, c6。 
9 《首楞嚴義疏注經》， T39, no. 1799, p. 824c8-9。 
10 淨源傳承華嚴諸祖的思想，在儀軌的編撰方面，選擇宗密 18 卷的《圓覺經道場修證儀》，將它

刪略為《圓覺經略儀》1 卷，而後再以《圓覺經略儀》為底本，陸續編撰出《普賢行願儀》、《首楞

嚴儀》兩部懺儀。參見釋法幢，〈華嚴中興教主淨源所撰懺儀之略探〉。 
11 子璿是向天台宗山外家別宗華嚴的靈光洪敏法師學習華嚴與楞嚴，又從禪宗慧覺禪師處問楞嚴

而開悟。錢謙益，《楞嚴經解蒙鈔》，X13, no.287, p.857。 
12 參見荒木見悟，〈明代《楞嚴經》的流行（下）〉，頁 33。冉雲華《宗密》，指出：「儘管宗密在禪

學思想和修行方法上，對神會一系非常推崇，但是在一點重要的問題上，卻有明顯的分歧：神會主

張的是『無修』而『頓悟』，宗密卻主張『頓悟漸修』。」（頁 135）冉雲華及黃連忠《宗密的禪學

思想》（頁 137）都針對此點進行深入剖析，但似都未提及「頓悟漸修」正是《楞嚴經》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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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錢謙益（1582－1664）更指出：「《宗鏡錄》一百卷，折衷法門，會歸心要，

多取證於《楞嚴》。所引古釋，即慤、振、沇三家之說也。長水（子璿）疏經，裁

決要義，用《宗鏡》為詮準。」13《楞嚴經》在禪教一致、統攝諸宗的開展上，實

佔有重要地位，宋明以降越益顯著。華嚴宗人弘揚《圓覺》與《楞嚴》這兩部經，

如何影響華嚴宗與禪宗的交涉，自是華嚴宗發展上的重要課題。 

關於宗密對子璿的影響，胡建明綜合考察日本學界的研究成果，在有關《圓

覺經》與《楞嚴經》方面述及：宋代以後的華嚴學者在《圓覺經》的基礎上，更

依《楞嚴經》經意來發展華嚴心性說，教融於禪的傾向就更趨顯著了。子璿力步

宗密和延壽等主張的禪教融合思想之後塵。子璿在《首楞嚴義疏注經》中，尤其

是玄談部份，大量參考了宗密《略疏》，特別是「三、教義分齊」中所說的「五重

本末」體系，以及「四、所被機宜」中所說的「料簡」和「普收」等理論皆是照

搬了宗密的觀點和方法論。子璿在成佛論問題上則具有獨特性，主張無條件的無

情成佛論，卻和天台山家派「色心雙具三千論」相通，並以《楞嚴經》「一切因果、

世界、微塵，因心成體」為經證，以說明真如遍及有情和無情，皆出一心，平等

無二。14 

本文進而探究：（1）華嚴宗五祖宗密《圓覺經》疏鈔中約 36 處引用《楞嚴經》，

而這也正是《楞嚴經》的流行契機，所以展現疏鈔中對《楞嚴經》的引用情形，

在研究《楞嚴經》的開展上有其特殊價值，本文依序羅列疏鈔中對《楞嚴經》的

引用之處並略加解釋，之後歸納宗密引用《楞嚴經》的方式與特色。（2）六祖子

璿《楞嚴經義疏》中約 33 處引用《圓覺經》，本文僅列表對照經文，不加解釋，

否則失之繁瑣冗長，之後與宗密引用情形加以對照，比較兩者引用之間的同異之

處，期有助於更加瞭解《楞嚴經》與《圓覺經》的內容相涉情形，以及子璿弘揚

《楞嚴經》與引用《圓覺經》受宗密影響的程度。 

二、宗密《圓覺經》疏鈔對《楞嚴經》之引用 

宗密先著《圓覺經大疏》，之後精簡成《略疏》，《略疏‧序》中說：「勒成三

卷（大疏），從其易簡，更搜精要（略疏）」15，《略鈔》也是從「大鈔略出」16。 

本文以《略疏》、《略鈔》為主，這是宗密疏鈔中的核心部份，大體上略疏、

鈔與大疏、鈔引用《楞嚴經》之處大同小異，偶有不同之處，本文會加以引用出

                                                 
13 《楞嚴經疏解蒙鈔》，X13, no. 287, p. 503c16-18。 
14 胡建明，《宗密思想綜合研究》，頁 202、262、267、268。 
15 T39, no. 1795, p0524c05. 
16 X09, no.0248, p0821c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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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或者附加說明。宗密或稱《楞嚴經》為《佛頂經》，或稱為《首楞嚴》。在宗密

引用《楞嚴經》注釋《圓覺經》方面，底下依《圓覺》疏鈔的次序羅列，共計 36

處。在疏鈔中，宗密原文常是釋義與引經據典交錯進行，本文論述宗密引用《楞

嚴經》的各處，則先列出《圓覺》經文，再列出宗密引用的《楞嚴》經文，有時

會再對照宗密引出與《楞嚴經》相關的經論文句，以助理解，尤其是《起信論》、

華嚴宗義、惟愨之說等等，與本文研究的相關經論為主，之後再統論宗密的釋義。

宗密解釋經句的引證釋義，在其各種疏鈔中常意旨大同，若一一別列，實太重覆，

對此本文採取綜合統論方式。 

1.疏序17「非中非外」 

《大鈔》解釋「非中非外」，引《楞嚴經》徵心之文： 

故佛以神湯內瀉，徵破阿難執心在內。以針治內障，徵破阿難執心潛在根

內，即中間也。以靈膏反熁，徵破阿難執心在外。廣如《佛頂經》及疏，

具在別卷，可檢之。18 

「神湯內瀉」、「針治內障」、「靈膏反熁」為惟愨《楞嚴經玄贊》中的話，19「神

湯內瀉」指心若在身內，神識應能知身內；「針治內障」應指心若潛於眼根之內，

為何「不見眼根」（內障）；「靈膏反熁」是指靈膏在外燻烤，便能治病，外內相通，

心不能只在身外。 

2.疏序「圓覺」 

《略疏‧序》中： 

一切唯識，識如幻夢，但是一心，心寂而知，目之圓覺。彌滿清淨，中不

容他。20 

此一小段破題解釋「圓覺」，並未明引《楞嚴》經文，但在《略鈔》的解釋中，「圓

覺」、「彌滿」、「中不容他」都有引用《楞嚴》經文進行闡釋。《略鈔》21 引《圓覺

經》： 

                                                 
17 大疏序與略疏序，大都相同，收尾略異。 
18 X09, no. 245, p. 465a12-15. 
19 《楞嚴經疏解蒙鈔》：「萬松《請益錄》，舉《楞嚴經》云：「阿難言如來現今徵心所在，乃至失

汝元常，故受輪轉。」唐惟慤法師科此經，名八處徵心。一神湯內瀉。二靈膏返熁。三針治內障。……」

X13, no. 287, p. 857b13-14. 
20 T39, no.1795, p p . 0524a23- 0524a24. 
21 X09, no. 248, p. 0829a22-b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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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下文云：「證得諸幻，滅影像故，爾時便得無方清淨，無邊虗空，覺所顯

發，覺圓明故，顯心清淨。」乃至一切覺。 

並引《楞嚴經》兩文： 

故《首楞嚴》云：「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虗空，一時消殞。」又云：

「寂照含虗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 

宗密解釋：「圓覺」是總結《圓覺經》所詮釋的教法。萬法虛幻，如夢本空，

以真心為本體，豎窮橫徧，心外無法，一切盡是覺心顯現，故稱「圓覺」。 

3.疏序「彌滿」 

宗密解釋：「彌滿」是即體之相。圓明知覺，是心境俱空，無一塵一念之相，

如此即廓周彌滿法界，無有邊涯，是一味之覺，無不清淨。於真覺境中，無一塵

有體之法，故疏云「中不容他」。《略鈔》22 引《圓覺經》： 

故下文云：「爾時便得無方清淨，乃至一身多身，一世界多世界，盡於虗空，

圓裏三世，一切清淨。」 

並引《楞嚴經》兩文： 

故《佛頂經》云：「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虗空一時消殞」，是知空色俱

絕，故云「不容他」也。……然「中不容他」之言，此是《佛頂經》文勢，

彼云：「云何是中更容他物？」 

又引華嚴宗義解釋： 

「法界觀」中「真空絕相觀」中之「泯絕無寄觀」：會色歸空，空中必無色。

又因覺性亦非空，不可言即色不即色，即空不即空等，非色非空，且生心動念即

失正念，乖背法體。 

「法界觀」中「理事無礙觀」中之「以理奪事門」：事既攬理，遂令事相皆盡，

唯一真理平等，顯現離真理外，無片事可得。 

所以《楞嚴經》說「中不容他」。 

                                                 
22 X09, no. 248, p. 0829b22-c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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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疏序「越彼大虗」 

《略鈔》23引《楞嚴經》： 

《佛頂》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 

引惟愨言： 

慤云：「《首楞》歎虗空之小，《圓覺》嗟法性之寬，比之常談海形牛跡（如

漚），故云越也。」 

宗密解釋：「越彼大虛」之義，若以智觀此空，此空是識所變，這是覺性之中

的一分義；進而，真覺融色，彌徧十方，但太虛卻不能融色，故不徧。 

5.疏序「迷頭」 

《略鈔》24指出「迷頭」典故，出自《楞嚴經》： 

《佛頂經‧第四（卷）》云：「富樓那言：『敢問如來，一切眾生，何因有妄，

自蔽妙明，受此淪溺？』佛告富樓那：『汝雖除疑，餘惑未盡。吾以世間現

前諸事今復問汝：汝豈不聞室羅城中演若達多，忽於晨朝以鏡照面，愛鏡

中頭，眉目可見；瞋責己頭，不見面目；以為魑魅，無狀狂走。於意云何，

此人何因無故狂走？』富樓那言：『是人心狂，更無他故。』佛言：『妙覺

明圓，本覺明妙。既稱為妄，云何有因？若有所因，云何名妄？自諸妄想，

展轉相因，從迷積迷，以歷塵劫，雖佛發明，猶不能返。如是迷因，因迷

自有，識迷無因，妄無所依，尚無有生，欲何為滅？得菩提者，如寤時人，

說夢中事，心縱精明，欲何因緣，取夢中物，況復無因，本無所有。如彼

城中演若達多，豈有因緣自怖頭走？忽然狂歇，頭非外得，縱未歇狂，亦

何遺失。富樓那！妄性如是，因何為在？汝但不隨分別世間、業果、眾生

三種相續，三緣斷故，三因不生，則汝心中演若達多，狂性自歇，歇即菩

提，勝淨明心，本周法界，不從人得，何藉劬勞肯綮修證！』」 

宗密解釋：佛所化之機，有頓漸二類，故舉《楞嚴經》的「迷頭」與《法華經》

的「捨父」兩喻，皆喻眾生迷失本性，致輪迴生死。觀宗密之意，《楞嚴經》的「狂性

自歇，歇即菩提，勝淨明心，本周法界，不從人得，何藉劬勞肯綮修證！」自屬頓教。 

                                                 
23 X09 ,no. 0248, p . 0830b06-b11. 
24 X09, no. 0248, pp. 0831c21-0832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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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疏序「心本是佛」 

《略鈔》25引《圓覺經》： 

前云「眾生成佛」，今牒而舉之，以答金剛之難，難云：「若諸眾生，本來

成佛，何故復有一切無明？若諸無明，眾生本有，何因緣故，如來復說本

來成佛？十方異生，本成佛道，後起無明，一切如來何時復生一切煩惱？」

故今敘佛答大意云：「心本是佛」等也。 

引《起信論》： 

《論》云：「一切眾生，不名為覺，以從無始時來，念念相續，未曾離念，

故說無始無明。」 

引《楞嚴經》： 

《佛頂》云：「煩惱菩提，二俱無始。」 

宗密解釋：眾生無始已來，即具真心之體，所以說本來是佛；然無始來，妄

念相續，自不知是佛。因為，眾生元來是佛，元來未悟，不是先來成佛，後起無

明等故，所以並無《圓覺經》中金剛藏菩薩問難所指的過失。 

7.經文「圓滿十方」 

《圓覺》經文：「身心寂滅，平等本際，圓滿十方，不二隨順，於不二境，現

諸淨土」，宗密《略疏》對「圓滿十方」述及「隨體圓滿」，《略鈔》26 又引《圓覺

經》： 

下云：「覺性徧滿，圓無際故，當知六根，徧滿法界。」 

並引惟愨之言： 

慤云：「《首楞》歎虗空之小，《圓覺》嗟法性之寬，比之常談海形牛跡。」 

〔大鈔〕彼經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27 

                                                 
25 X09, no. 0248, p. 0834c14-c24. 
26 X09, no. 0248, p p. 0873c24-0874a03. 
27 X09, no. 245, p. 550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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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密解釋：「隨體圓滿」是以圓覺為本際，流出真如菩提涅槃等，種種幻化，

皆從其中生。並引《楞嚴經》解釋惟愨所說的海形（覺性如海）、牛跡（虛空如漚）

之喻。 

8.經文「陀羅尼」 

宗密解釋：「陀羅尼」，此云總持。「圓覺」法體為相應空性的無字陀羅尼。《略

鈔》28在多字陀羅尼上舉「一切真言隨求、大佛頂」之類，是祕密藏，含無邊威德

神用。 

9.經文「六塵緣影為自心相」 

引《楞嚴經》： 

〔略疏〕29 《佛頂經》云：「此是前塵分別影事等。」 

〔略鈔〕30 引證《佛頂經》云者，彼經說阿難先被佛推徵心性，在內在外

皆成過失，最後乃云：「世尊今徵我心，我能推求者是為心不？」、「咄哉！

阿難，此非汝心，此是前塵分別相想，惑汝真性，乃至若分別心離塵無體，

斯則前塵分別影事，塵非常住，若變滅時，此心則同龜毛兔角，其誰修證

無生法忍？」 

如引《佛頂》、唯識，證分別心想空無之義，皆同前也。 

宗密解釋：《楞嚴經》指出「分別心」是「離塵無體」，即知「分別心」的體

性只是「前塵分別影事」，既是前塵之影，塵變滅時，心即變滅，滅時既無心，如

龜毛等，誰修法忍？據此，緣影決定是空，「分別心」有眾多過失，證明阿難所認

未是真心，只是妄認緣慮心。若是清淨真心，本無緣影，靈知不昧。大疏、鈔中

引釋《楞嚴》經文略詳，然大同小異，故不覆引。 

10.經文「空實無華」 

《圓覺經》：「譬彼病目，見空中華，及第二月。善男子！空實無華，病者妄

執。」《略鈔》31 引《楞嚴經》二文： 

《首楞》云：「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華。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又

云：「汝身汝心，外洎山河虛空大地，咸是真精妙心中所現物。」 

                                                 
28 X09, no. 0248, p0878c13-14. 
29 T39, no. 1795 ,p. 0533c05-06. 
30 X09 ,no. 0248, p. 0883b03-13. 
31 T39, no. 1795, p. 0534a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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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密扣著《楞嚴經》的引文，申論身心亦可別配二喻：華喻配身，月喻配心。

身則但因心迷，當體妄認，如空華但因眼翳，外無別依。心則內根外塵相依而起，

如幻月下因捏目，上因本月相依而生。 

11.經文「無生處故」 

《圓覺經》：「如眾空花，滅於虛空，不可說言，有定滅處。何以故？無生處

故。」《略疏》32引《楞嚴經》： 

故《楞嚴經》云：「此迷無本，性畢竟空。昔本無迷，似有迷覺。覺迷迷滅，

覺不生迷。」 

引《華嚴經》： 

《華嚴》云：「一切法無生，一切法無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 

宗密解釋：見空華時，空華本無實在的生處，不見之時又何尋滅處？經文引

證皆是無生之理，若決定忍可於心，名無生忍。 

12.經文「漸次修行」 

《圓覺經》：「作何方便，漸次修習。」《大疏》引： 

《首楞》云：「理則頓悟，乘悟併消；事非頓除，因次第盡。」33 

13.經文「種種幻化」 

《圓覺經》：「種種幻化，皆生如來圓覺妙心。」《大鈔》： 

慤法師《佛頂疏》中，亦特開一門，尅明真妄十徵答，如別卷引。34 

14.經文「依幻說覺」 

《圓覺經》：「依幻說覺，亦名為幻；若說有覺，猶未離幻；說無覺者，亦復

如是。」宗密《略鈔》35解釋經文「勢極三重」：初一重拂，對待後兩重；拂有無

                                                 
32 T39, no. 1795, p. 0534b19-26. 
33 X09, no. 243, pp.352, c24- 353a5. 
34 X09, no. 245, p. 586b8-9. 
35 X09, no. 0248 ,p. 0894a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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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自然絕起念之門，上智者從此便契覺心，中下之流則不契合，茫然不知終始，

惶悚失其所守。引《楞嚴經》： 

從茫然下，皆「是見、非見」俱非之義，文是《佛頂經》也。因佛推徵諸

物，大眾茫然云云，此所引文是也。 

宗密此處借用《楞嚴經》描寫茫然未悟的情態與文字。大疏、鈔中則未說明。 

15.經文「堅持禁戒」 

《略疏》36：「律儀戒者，謂十無盡（出自《華嚴經》）。取要言之，即唯四重。

此四清淨，則一切枝葉不生。」「枝葉不生」之詞原出《楞嚴經》：「求菩薩道，要

先持此四種律儀，皎如冰霜，自不能生一切枝葉。」37《略鈔》引《楞嚴經》： 

故《佛頂經‧第六（卷）》云（取意用之）：佛告阿難，汝常聞我毗奈耶中，

宣說修行三決定義，所謂攝心為戒，因戒生定，因定發慧（云云）。若諸眾

生其心不淫，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淫心不除，塵

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淫，必落魔道（殺墮神道，偷墮邪道）。

彼等諸魔（殺云鬼神，偷云羣邪），亦有徒眾，各各自謂成無上道，我滅度後，

末法之中，多此魔民（殺云鬼神，偷云妖邪），熾盛世間，廣行貪淫（殺云食

肉），為善知識，令諸眾生，落愛見坑，失菩提路。汝教世人，修三摩地，

先斷淫心，是名如來第一（殺云第二，偷云第三，妄云第四）決定清淨明誨。

若不斷淫修禪定者，如蒸沙石，欲成其飯，經百千劫，只名熱沙（殺云如

自塞其耳，高聲大叫，求人不聞，欲隱彌露；偷云如水灌漏巵；大妄語云如刻人糞，

為旃檀形，欲求香氣，無有是處）。汝以淫身，求佛妙果，縱得妙悟，皆是淫

根，根本成淫，輪轉三塗，必不能出（殺云相食未已，云何是人得出三界），

如來涅槃，何路修證（殺云服其身分，皆為彼緣，如食地中百糓，足不離地）？

必使淫機，身心俱斷，斷性亦無，於佛菩提斯可希冀（殺云身心二途，不服

不食，我是說人真解脫者）。如我此說，名為佛說，不如此說，即波旬說。 

宗密解釋：《楞嚴經》四戒的文相大多相同，此處依例配記，不同處則加側

注。宗密在解釋「殺盜淫妄」四重戒時，多引楞嚴文義，強調：若欲修無漏觀，

智以戒定為前導，一向絕心誓志的不擬犯此四者，舉心運意所作所為自然一切

清淨。 

                                                 
36 X09, no. 0248, p p. 0895c16-0896a16. 
37 T19, no. 0945, p. 0133a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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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經文「假名為心」 

《圓覺經》：「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

為心。」《略疏》38引《楞嚴經》： 

故《首楞》云：「狂性自歇，歇即菩提，勝淨妙明，不從人得。」 

宗密解釋：若能明了緣心無體，圓覺自現。此處大疏、鈔中未引《楞嚴經》。 

17.經文「無邊虛空」 

《圓覺經》：「無邊虛空，覺所顯發。」引《楞嚴經》： 

〔略疏〕39故《首楞》云：「若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一時銷殞。」 

《首楞》又云：「聞復翳根除，塵銷覺圓淨。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

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 

〔略鈔〕40疏《首楞》下，二含依他相空，故覺顯（上云滅影像故）。其文即文

殊奉佛敕，判二十五賢聖，各陳證入。二十四人，皆不圓通，唯觀音從耳

門中，反聞於性，而不循聲，故得圓通。其文稍繁，今略撮引云：聞非自

然生，因聲有名字，旋聞與聲脫，能脫欲誰名。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一、

旋聞普脫，此雖非所引，要之生起文意），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華，聞復翳根除

（云云次五句兼此一句即疏中是也次下云），摩登伽在夢，誰能留汝形（二、了喻超

塵，此下亦非所引，本義以其文要，因便書之）。如世巧幻師，幻作諸男女，雖見諸

根動，要以一機抽，息機皈寂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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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垢應念消，成圓明淨妙（三、比

幻圓消，此復頓顯圓通，亦非所要）。 

宗密解釋：迷情所覆，則於覺處只見虛空。塵影既銷，則虛空元是覺性。空

有雙絕之後，只存覺心，獨鑑明明，靈知不昧。「空消覺顯」也必須破消能變空相

的心識，心境皆空，方能顯現真實圓明覺性，非空非有，絕待中道。《略鈔》說，

引文只取《楞嚴經》前文「聞非自然生」及後「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等文，

是因經文繁廣而義勢連環，所以只引中間局部，自可牽連前後。另宗密言「二十

四人，皆不圓通」，應是指修行方式與過程上未盡圓通善巧；若從修行結果上說，

在《楞嚴經》中，二十五位聖者皆已證得了圓通境界。 

                                                 
38 T39, no. 1795, p. 0540c26-27. 
39 T39, no. 1795, p. 0542b03-10. 
40 X09, no. 0248, p. 0899a23-b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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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覺經》此處，大疏、鈔中只有略引上文，「一根既返源」之後，置於經文

「根清淨故」之處才略引，本文不覆引。但大疏、鈔於此又引《楞嚴》「空生大覺」

一段文： 

注「空生大覺中」者，此却是合前之文。謂文殊欲判二十五聖，先標宗說

偈云：「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標湛本源）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

（發照遺真）迷妄有虗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眾生。（述相

生故）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從空所生。（喻真生妄）

漚滅空本無，況復諸三有。（妄起即空） 」41 

宗密解釋，今引經證，虛空亦是無，依覺性而妄現。 

18.經文「根清淨故」 

《略鈔》42引《楞嚴經》補充說明六根情狀： 

揀浮根四塵，亦有論云：「眼如蒲桃朵，耳如捲樺皮，鼻如雙爪甲（經云雙垂

爪），舌如偃月刀，身如珠寶光（《佛頂經》云，身如腰鼓顙，意如幽室見）」 

19.經文「覺性遍滿」 

《圓覺經》：「覺性遍滿，清淨不動。」《略疏》43引《楞嚴經》： 

故《首楞》云：「性見覺明，覺精明見，清淨本然，周遍法界。」 

宗密釋此是「理事無礙法界」。 

20.經文「後起無明」 

《圓覺經》：「十方異生，本成佛道，後起無明。一切如來，何時復生一切煩

惱？」《略鈔》44引《楞嚴經》對照《圓覺經》： 

然《佛頂經》富樓那亦有斯難，彼云：若此妙覺，本妙覺明（此云本成佛道）

與如來心不增不減，無狀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此云後起無明），如來今得

                                                 
41 X09, no. 245, p. 611b4-10. 
42 X09, no. 0248, p. 0902a02. 
43 T39, no. 1795, p. 0545c11-12. 
44 X09, no. 0248, p. 0914c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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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空明覺（此云一切如來），山河大地有為習漏，何當復生（此云何時復生一切煩

惱）？ 

前文諸典無文者，但指古今所疏傳，當代之經論宗教，眾皆傳習者，悉無

此文，非謂都無，《佛頂經》中亦有此問，故如小提堰中水少，碾磑停廢，

亦名無水，非全無水。 

宗密解釋：「將彼對此，昭然可解」。又本成佛道又起無明之問難，之前宗密

說「諸典無文」，此處解釋「無文」是指文少，並非全無，如《佛頂經》中亦有此

問。 

21.經文「種種取捨」 

《圓覺經》：「種種取捨，皆是輪迴。」《略疏》45引《起信論》： 

故《論》云：「一切分別，即分別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 

引《楞嚴經》：  

《首楞》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 

宗密解釋：若取若捨，種種不同，皆是顛倒妄心所變現的輪迴之相。 

22.經文「虛空平等法性」 

《圓覺經》：「如來圓覺隨順，而為虛空平等法性。」覺性為虛空的本性，《略

疏》引： 

《佛頂》云：「空生大覺中。」又云：「寂照含虛空。」46 

23.經文「如銷金礦」 

《圓覺經》：「如銷金礦，金非銷有，既已成金，不重為礦。」《大疏》引： 

《佛頂》亦云：「昔本無迷，似有迷覺，覺迷迷滅，覺不生迷。」47 

                                                 
45 T39, no. 1795, p. 0548b12-15. 
46 T39, no. 1795, p. 549a17-18. 
47 X09, no. 243, p. 373a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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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經文「恩愛貪欲」 

《圓覺經》：「一切眾生，從無始際，由有種種恩愛貪欲，故有輪迴。」 

《略疏》48引《楞嚴經》三經證成「貪愛故有輪迴」： 

《首楞》云：「流愛為種，納想為胎。交遘發生，吸引同業。以是因緣，故

有生死。」 

大疏、鈔中未加釋義，唯《略鈔》49又說： 

疏《首楞》下二引三經證成，謂證貪愛是輪迴之本。 

《略鈔》中宗密對《楞嚴經》的用語，進行解釋義，另《涅槃》、《佛名》兩

經引文易了，並未解釋： 

「流愛」者謂：無始愛之習氣，任運流注相續不斷。「為種」者：如女人欲

受胎時，必藉男子之種胤。「納想」者：前是分別之愛，此即俱生之愛，俱

生之愛方能助潤於業受生故也。如《俱舍》說，男胎於母如妻想，而忌於

父；女胎於父如夫想，而忌於母。「遘」者：遇也。交遘是種子現行互相資

熏和合之義。「吸引」者：因緣相牽，如礠石吸針。「同業」者：宿所造之

業成熟，今為若人若畜等也，故云：「以是因緣，有生死矣」。餘《涅槃》、

《佛名》，文皆可見。 

25.經文「能捨諸欲」 

《圓覺經》：「若諸末世，一切眾生，能捨諸欲，及除憎愛，永斷輪迴。勤求

如來圓覺境界，於清淨心便得開悟。」《略疏》50引《楞嚴經》： 

故《首楞》云：「如是貪欲，有名鬼倫，無名天趣。有無相傾，起輪迴性。

有無二無，無二亦滅，於佛菩提方可希冀。」 

宗密解釋：兩文都是先能「除捨」貪欲，方可「勤求」菩提。如出鑛金之後，

始堪作為器具。大疏鈔未引。 

                                                 
48 T39, no. 1795, p. 0551a13-15. 
49 X09, no. 0248, p. 0918b04-13. 
50 T39, no. 1795 ,p. 0552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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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經文「一者理障」 

《圓覺經》：「一者理障，礙正知見。」《略疏》51解釋：「理障」是根本無明，

不達法界性相，礙正知見。引《起信論》： 

故彼《論》云：「是心從本已來自性清淨，以不達一法界故，心不相應，忽

然念起名為無明。」 

《略鈔》52引《楞嚴經》證「忽然」的突兀情狀： 

《佛頂》云：「昔本無迷，似有迷覺。」 

宗密解釋：「忽然」一詞是指，無所從來，亦無所因，由不覺起處，更無染法，

能與此為本，所以稱作「忽然」。其實《楞嚴經》另有明文提及「忽然」情狀： 

演若達多忽於晨朝以鏡照面，愛鏡中頭眉目可見，瞋責己頭不見面目，以

為魑魅無狀狂走。……演若達多豈有因緣自怖頭走，忽然狂歇頭非外得，

縱未歇狂亦何遺失。53 

《楞嚴經》以演若達多為例，迷與悟都用「忽然」來形容。 

27.經文「漸斷諸障」 

《略疏》54解釋：「漸斷諸障」，理雖頓悟其空，事乃漸除方盡。 

《略鈔》55引《楞嚴經》出處： 

《佛頂》云：「理即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 

28.經文「覺礙為礙」 

《圓覺經》：「雖斷解礙，猶住見覺。覺礙為礙，而不自在，此名菩薩未入地

者，隨順覺性。」《略鈔》56引《楞嚴經》： 

                                                 
51 T39, no. 1795, p. 0552b18-21. 
52 X09, no .0248, p. 0922b01-08. 
53 T19, no. 0945, p. 0121b11-22. 
54 T39, no. 1795, p. 0553b29. 
55 X09, no. 0248, p. 0924a08-09. 
56 X09, no. 0248, p. 0926b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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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頂經》云（是彼四善根中頂地之文，亦是地前行相故取為證）：「如登高山，身

入虗空，下有微礙，名為頂地」 

引《唯識三十論》： 

又《唯識論》加行偈云：「現前立少物，謂是唯識性，以有所得故，非實住

唯識。」 

宗密解釋：此等文意皆同。「見覺」猶存即如《楞嚴》之「微礙」（彼說地前頂位）。 

29.經文「如標月指」 

《圓覺經》：「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略

鈔》57引釋： 

故《佛頂》云：「如人以指指月，是人應當看月，不應看指；若復看指，非

唯忘失月輪，抑亦忘指。」 

宗密解釋：標月之指，謂以手指標舉指示月輪，意為傍文照理，勿照於文；

傍指看月，勿看於指。正見舉指，便勿看指，不是且看，後始棄之，如正聞法時，

正看經時，便勿滯情於文字，不是先看後捨，此意隱密。 

30.經文「眾生國土」 

《圓覺經》：「眾生國土，同一法性。」《略鈔》58引《楞嚴經》對照： 

《首楞》亦云：「覺海性澄圓，圓澄覺元妙（經中法性），元明照生所，所立照

性亡。迷妄有虗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國土，知覺乃眾生（今經亦云眾生國

土）。」 

宗密解釋：眾生與國土都本從覺海中起，全同覺海，而覺海亦即法性。 

31.經文「畢竟解脫」 

《圓覺經》：「一切煩惱，畢竟解脫。」《略疏》59引釋： 

                                                 
57 X09, no. 0248, p. 0927b16- 22. 
58 X09, no. 0248, p. 0928b03-06. 
59 T39, no. 1795, p. 0556b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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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頂經》云：「根塵同源，縛脫無二。識性虛妄，猶如空華。」 

宗密解釋：煩惱依識，識性既空，煩惱何縛！ 

32.經文「不加了知」 

《圓覺經》：「住妄想境，不加了知。」《略疏》60引經論： 

《經》說：「非幻成幻」。《論》云：「心不見心。」 

《略鈔》61更明： 

《佛頂》云：「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 

《起信》云：「是故三界虗偽，唯心所作，離心則無六塵境界。」 

宗密解釋：境從心現，元是自心。若加了知，即迷現量。但不生情，自然如

鏡照物。 

33.經文「修行實無有二」 

《圓覺經》：「無上妙覺遍諸十方……於諸修行實無有二。」《大疏》徵引： 

故《佛頂》云：「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62 

34.經文「以寂滅力而起至靜」 

《圓覺經》：「若諸菩薩，以寂滅力，而起至靜，住於清淨，此菩薩者，名先

修禪那，後修奢摩他」。《圓覺經》三觀 25 輪，宗密皆援引惟愨的立名，這段經文，

《大疏》援用惟愨的「寶明空海觀」之名，並解釋此名之義： 

解曰《佛頂》文也，「寶明」是慧，「空海」是定，經云：「同入如來寶明空

海」，今「靈心觀」即本覺明如「寶明」也，後靜觀如「空海」也。63 

「寶明空海觀」之名，原是來自《楞嚴經》的文句，巧妙配合《圓覺經》的

                                                 
60 T39, no.1795, p. 0556c03.宗密於前解釋經文「種種取捨」時，已有引出經論原文。 
61 X09, no.0248, p. 0928c22-23. 
62 X09, no. 243, p. 390b8. 
63 X09, no. 243, p. 396c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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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寂滅力，而起至靜」。《略疏》之說則稍略。 

35.經文「非作得故」 

《圓覺經》：「彼圓覺性，非作得故。」引釋： 

〔略疏〕64歇即菩提，豈從外得？ 

〔略鈔〕65《佛頂》文具云：「狂性自歇，歇即菩提，勝淨明心，不從人得。」 

宗密解釋，但得妄盡，性自開朗。 

36.「遇善境界」 

《圓覺經》：「遇善境界，得心輕安。」《略疏》66： 

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墮群邪。故（圓覺經）下文云：「非彼

所聞，一切境界，終不可取。」 

《略鈔》67 謂「不作聖心」之語是引自《楞嚴經》： 

《佛頂經》中說諸勝相，皆結云「不作聖心」等。今用此語。 

宗密解釋：此處善境界指感應，或見佛像，或見光明等等。《大疏》引文較詳：

「不作聖心，名善境界；若作聖解，即受群邪。」68 

歸納宗密引用《楞嚴經》情形： 

略疏、鈔與大疏、鈔對《楞嚴經》的引用情形大同小異，少處不盡相同，本

研究以宗密《圓覺經》疏鈔中的核心部份《略疏》、《略鈔》為主，本文中引用

《略疏》11 處，《略鈔》25 處，補充《大疏》3 處，《大鈔》2 處。先述宗密引用

前賢之說： 

前後造疏解者：京報國寺惟慤法師，先天寺悟實禪師，薦福寺堅志法師，

并北京詮法師，總有其四，皆曾備計，各有其長。慤邈經文，簡而可覽。

                                                 
64 T39, no. 1795, p. 0569a06-07. 
65 X09, no. 0248, p. 0944b01-03. 
66 T39, no. 1795, p. 0572b01-03. 
67 X09, no. 0248, p. 0951c01-03. 
68 X09, no. 245, p. 745c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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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述理性，顯而有宗。詮多專於他詞。志可利於群俗。然圓頓經宗未見開

析，性相諸論迢然不關，故今所為俱不依也。69 

宗密之前疏解《圓覺經》者，有惟愨、悟實、堅志、道詮等四位，注疏皆已

不存，惟愨大概是首位疏解《圓覺經》之人，而在宗密疏鈔中也唯有引用惟愨之

說，宗密指出惟愨的注疏「簡而可覽」，疏鈔中引惟愨之言共約 25 處，70 其中《大

疏》、《大鈔》、《略鈔》，第 4、7 條，共 3 處都引用惟愨「《首楞》歎虗空之小，《圓

覺》嗟法性之寬，比之常談海形牛跡」之語，此外，第 1、13、34，引惟愨「八

處徵心」、「真妄十徵」、「寶明空海觀」，都與《楞嚴經》有關。不過，宗密說惟愨

等四位注家之說，缺乏對圓頓、性相之理的開闡。惟愨也是《楞嚴經》的第一位

註家，但其注疏也已不存，從宗密引用其說中只可略窺一斑。錢謙益另指出惟愨

深契華嚴，也影響子璿： 

永明《宗鏡》，引慤公論《楞嚴》六十聖位，深契華嚴圓融法界之旨。人知

長水（子璿）釋《楞嚴》用華嚴宗旨，而不知其原本於慤公也。長水解經

首「一時」，有說法、領法四對。（子璿）《金剛刊定記》云：「此是慤公《楞

嚴》疏意」。故知長水之疏，於（惟愨《楞嚴》疏）《玄贊》採擷多矣。萬

松《錄》，載慤師八處徵心科解尤奇。71  

惟愨論《楞嚴》六十聖位，深契華嚴圓融法界之旨，惟愨同時注解《圓覺經》

與《楞嚴經》，其思想影響宗密與子璿，除宗密徵引 25 處之外，子璿《義疏》及萬

松《錄》等處也都有採用。 

宗密援引《楞嚴經》作為經證，用法包括：理證、事證、文證；文句少至一詞，

多至三、四百字的引述；在解釋引文上，或引而未釋，或稍作解釋，或特加釋義，

或重覆引用，種種方式，不一而足。茲略舉理證、事證、文證及發揮《楞嚴》經文

較為鮮明之處： 

理證：補充說理，如第 1 條，引惟愨「八處徵心」之文，解釋「非中非外」；

第 5 條，引《楞嚴經》「迷頭」之喻，說明眾生迷失本性與頓教狂歇之理；第 9 條，

引「徵心」一段解說「六塵緣影為自心相」；第 11 條，解釋空花無定滅處，因為「無

生處故」，引「此迷無本，性畢竟空」之說；第 17 條，連引多處楞嚴文義，如「十

方虛空一時銷殞」、「寂照含虛空」、「三界若空華」、「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一

                                                 
69 《圓覺經大疏》，X09, no. 243, p. 335, a11-17。 
70 見鐮田茂雄，《宗密教學の思想史的研究》，頁 108-111。 
71 《楞嚴經疏解蒙鈔》，X13, no. 287, p. 503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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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成休復，六用皆不成」、「空生大覺中」等等，闡釋「無邊虛空，覺所顯發」；第

21 條，引「自心取自心」解釋「種種取捨」；第 26 條，以「昔本無迷，似有迷覺」

的「忽然」情狀闡釋「理障」；第 30 條，引國土及眾生的產生原由，闡明「眾生國

土同一法性」；第 31 條，引「根塵同源」四句解釋「一切煩惱畢竟解脫」；第 32 條，

引「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闡釋「住妄想境，不加了知」。 

事證：補充事類，如第 15 條，宗密在解釋「殺盜淫妄」四重戒時，多引楞嚴

四種清淨明誨之文義；第 18 條，引《楞嚴經》補充說明六根情狀；第 24 條，自謂

引經「證成」，舉《楞嚴經》談入胎之事的因緣，「證貪愛是輪迴之本」；第 25 條，

引「鬼倫、天趣」之事理，闡釋「能捨諸欲」；第 28 條，引「頂地」情狀闡明「入

未地」之「覺礙」；第 36 條，引禪定諸勝相，「不作聖心，名善境界」。 

文證：引相似之文，如第 2 條，《圓覺》「證得諸幻，滅影相故……無邊虛空，

覺所顯發」，似於《楞嚴》「發真歸源，十方虛空，一時消殞」、「寂照含虛空，卻來

觀世間，猶如夢中事」；第 10 條，「譬彼病目，見空中華」，似於「見聞如幻翳，三

界若空華」；第 12、27 條，「漸次修行」、「漸斷諸障」，似於「事非頓除，因次第盡」；

第 19 條，「覺性遍滿，清淨不動」，似於「性見覺明，覺精明見，清淨本然，周遍

法界」；第 20、23 條，宗密將兩經的本覺與無明並存的問難會合：「本妙覺明（此云

本成佛道）與如來心不增不減，無狀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此云後起無明），如來今得

妙空明覺（此云一切如來），山河大地有為習漏，何當復生（此云何時復生一切煩惱）？」；

第 22 條，「如來圓覺隨順，而為虛空平等法性」，似於「空生大覺中」、「寂照含虛

空」；第 29 條，「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似於

「如人以指指月，是人應當看月，不應看指；若復看指，非唯忘失月輪，抑亦忘指。」；

第 33 條，「無上妙覺遍諸十方……於諸修行實無有二」，似於「十方薄伽梵，一路

涅槃門」；第 35 條，「彼圓覺性，非作得故。」似於「狂性自歇，歇即菩提，勝淨

明心，不從人得。」 

或借用文勢，如第 3 條，宗密自謂其用「不容他」之詞形容「空色俱絕」，是借

用《楞嚴經》「云何是中，更容他物」之文勢；第 14 條，論述「中下之流則不契合，

茫然不知終始，惶悚失其所守」，自謂引用《楞嚴經》描寫茫然未悟的情態與文字。 

發揮《楞嚴》經文：如第 10 條，將「空花」、「第二月」各配「身」、「心」；第

15 條，配比「四種清淨明誨」經文；第 29 條，在指月之辨上，解釋「看指、忘指」，

不是先看後捨，而是正看經時，便勿滯文字，且說「此意隱密」。 

《圓覺經》與《楞嚴經》雷同之處頗多，《圓覺經》略似簡本的《楞嚴經》，在

宗密的《圓覺經》疏鈔中，從多方面大量引用《楞嚴經》，或類似之文或補充事理，

而這也正是後來《楞嚴經》廣為流通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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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璿《楞嚴經義疏》對《圓覺經》之引用 

宗密的《圓覺經》疏鈔中約 36 處引用《楞嚴經》，子璿的《楞嚴經義疏》中

約 33 處引用《圓覺經》，其中有 8 處與宗密交集，只佔 1/4，兩者會合兩經共約 61

處，其中：子璿有 3 處直接引用經文，未標示「圓覺云」之類；有 2 處是引用宗

密的《圓覺疏》，1 次引用《圓覺修證儀》。 

《圓覺經》的內容是佛與 12 位菩薩問答，子璿在《楞嚴經義疏》中高達 33

處對僅只 1 卷的《圓覺經》頻頻引用，甚至有幾處是重覆引用相同的《圓覺》經

文，圓覺第 8 位菩薩以後，則無引用，大概這部份是《圓覺經》較為支節的特有

經義，包括：三觀 25 輪、二種四相、作止任滅四病、三期勤修三觀。本文對於子

璿在《楞嚴經義疏》中 33 處對《圓覺經》引用的不加以一一釋義，否則失之繁瑣

冗長，底下僅列出經文對照表。 

子璿《楞嚴經義疏》引用《圓覺經》之兩經經文對照表 T39, no. 1799 

楞嚴 圓覺 

○1  

三、教義分齊者。 

四、所被機宜者。 

玄談之第三中，仿宗密《圓覺（大）疏》，

引《起信論》「本末五重」配比經文。

第四中，直接依宗密《圓覺（大）疏》，

「略有二種：初料揀，後普收。……」 

（以上文多不錄，p. 825, a8-19） 

○2「殷勤啟請，十方如來得成菩提，妙

奢摩他、三摩、禪那，最初方便。」 

如下經文：佛問圓通，從何方便入三摩

地。 

從初至第四卷半已來，則總明信解真正

為最初方便也。 

如《圓覺經》，此三種義，只在一心。 

如《圓覺經》，「方便隨順，圓攝所歸，

即有三種。」 

《圓覺》中，示三觀，顯諸輪，一一皆

云「悟淨圓覺」。（pp. 830, c23-831, a26） 

○3 約身搖動以辨見。 

下經亦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 

又云：「云何汝今以動為身，以動為境，

從始洎終念念生滅？」 

《圓覺經》云：「妄認四大為自身相。」 

（p. 842, c13-28） 

 

○4 無體如影像 

如下經云：「言妄顯諸真，妄真同二妄。」 

又云：「無為無起滅，不實如空華。」 

《圓覺》云：「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

菩提涅槃」等。 

（p. 846, a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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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嚴 圓覺 

○5「汝今觀見與塵，種種發明，名為妄

想。不能於中出是非是，由是精真妙覺

明性，故能令汝出指非指。」 

 

苟能「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

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

不辨真實。」斯則「隨順覺性」，云何

更容是非是相於其間哉？（p. 852, 

a23-b5） 

○6「如人以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

當應看月。若復觀指，以為月體，此人

豈唯亡失月輪，亦亡其指。何以故？以

所標指為明月故。」 

《圓覺》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

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一切如

來種種言說開示菩薩亦復如是。」（p. 

847, a11-19） 

○7 「見所緣眚，覺見即眚。」 《圓覺》亦云：「依幻說覺，亦名為幻。」

（p. 856, a11-15） 

○8 「此實見見，云何可立覺聞知見？」 《圓覺經》中「無知覺明」（p. 856, 

a28-b1） 

○9「銷我億劫顛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  

迷己為物，觀大觀小。」 

「妄認四大六塵緣影為身心相」（p. 

872, b21-25） 

○10「獲妙本心常住不滅」，何歷僧祇之

有乎？故下文云：「歇即菩提，不從人

得，何藉劬勞肯綮修證？」又云：「彈

指超無學。」 

《圓覺》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

離幻即覺，亦無漸次。」（p. 872, b29-c4） 

○11「願今得果成寶王，還度如是恒沙

眾。」 

即前獲妙本心得法身也。 

即今悲智二願也。 

即向下問修行方便也。 

依《圓覺（略）疏》，頓教因地總有三

重。初了悟覺性。二發菩提心。後修菩

薩行。謂若不了自心。云何知正道。故

多劫修行非真菩薩。次不發大心無由起

行。故善財先陳已發方問修行。（p. 872, 

c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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楞嚴 圓覺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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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遷流終而復始？」  

今經即以常說本性覺體妙明明妙，反而

責之，以辨滿慈解惑之心。解則已知覺

體本妙，無明本空，山河大地如空華

相，夫何致疑？惑則能所妄分，強覺俄

起，三細為本，四輪成界，遂有世界眾

生業果相續。 

 

 

《圓覺》剛藏云：「若諸眾生，本來成

佛」。 

彼云：「何故復有一切無明？」 

彼反難云：「若諸無明眾生本有。何因

緣故如來復說本來成佛？」今經無此難

者，意已含故。 

剛藏所問，反覆成難，文聚一處，鉤鎖

相連。如來答釋亦總示云：「世界始終

念念相續，一切對待，皆由分別生死垢

心輪迴妄見，未離妄見而辨覺性，遂令

覺性成諸輪轉，乃至結云，如是分別非

為正問。」 

如彼經云：「種種取捨皆是輪迴，未出

輪迴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若

免輪迴無有是處等。」此即責剛藏，不

了圓覺自性絕諸對待，生死涅槃猶如昨

夢，遂引無明生死有為，反復成疑，以

難眾生本來成佛。故佛斥，此正是生死

垢心分別妄見，遂令圓覺成輪轉也。由

是舉喻，雲駛月運舟行岸移等，斯皆未

出輪迴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所

陳難剛藏無異。 （pp. 873, c9- 874, a9） 

○13「汝常不聞，如來宣說，性覺妙明，

本覺明妙。」 

《圓覺》亦云：「一切覺故，圓覺普照，

寂滅無二。」（p. 874, b19-c8） 

○14「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

如來藏，隨為色空周遍法界。是故於

中，風動空澄，日明雲暗，眾生迷悶，

背覺合塵，故發塵勞，有世間相。汝以

分別色空之心，於真覺中而現傾奪，彼

真覺性，隨成色空，互相陵滅。」 

上文云：「一切眾生從無始來迷己為

物，故於是中觀大觀小。」 

《圓覺》亦云：「圓覺自性，非性性有，

循諸性起。」（p. 879, b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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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如何世間三有眾生及出世間聲聞緣

覺，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菩提，用

世語言入佛知見？」 

 

《圓覺經》云：「但諸聲聞所圓境界，

身心語言皆悉斷滅，終不能至彼之親證

所現涅槃。何況能以有思惟心，測度如

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終不

能著。以輪迴心生輪迴見，入於如來大

寂滅海，終不能至。」（p. 880, b18-26） 

○16「菩提心生，生滅心滅，此但生滅。

滅生俱盡，無功用道。」 

 

如《圓覺》云：「有照有覺，俱名障礙，

是故菩薩常覺不住，照與照者同時寂

滅。」（p. 882, c7-12） 

○17「本然非然，和合非合，合然俱離，

離合俱非，此句方名無戲論法。」 

《圓覺》亦云：「遠離為幻，亦復遠離。

離遠離幻，亦復遠離。」  

（pp. 882, c27- 883, a4） 

○18「菩提涅槃尚在遙遠，非汝歷劫辛勤

修證。雖復憶持十方如來十二部經清淨

妙理如恒河沙，秖益戲論。」 

不能無心忘照反聞聞性。 

《圓覺》云：「種種取捨皆是輪迴，未

出輪迴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

若免輪迴無有是處。」 

「於無了知，不辨真實。」（p.883, a6-14） 

○19「以湛旋其虛妄滅生，復還元覺，得

元明覺無生滅性為因地心，然後圓成果

地修證。」  

 

 

《圓覺》云：「以淨覺心取靜為行，由

澄諸念，覺識煩動淨慧發生，身心客塵

從此永滅，便能內發寂靜輕安。由寂靜

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

像，此方便者名奢摩他。若能居一切時

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

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是則

名為隨順覺性。」 （p. 885, a28-b12） 

○20「第二義者：汝等必欲發菩提心，於

菩薩乘生大勇猛，決定棄捐諸有為相，

應當審詳煩惱根本，此無始來發業潤

生，誰作誰受？」  

《圓覺》云：「以淨覺心，知覺心性，

及與根塵，皆同幻化。即起諸幻，以除

幻者。變化諸幻，而開幻眾等。」 

（p. 885, b23-c3） 

○21「不由前塵所起知見，明不循根，寄

根明發，由是六根互相為用。」  

《圓覺》亦云：「無知覺明，不依諸礙。」 

（p. 888, b12-18） 

○22「是故性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死

生，了無所得。」 

「生死涅槃，猶如昨夢。」 

（p. 893, b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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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彈指超無學」  《圓覺》亦云：「離幻即覺，亦無漸次。」 

（p. 893, b26-c2）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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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覺》云：「應當遠離一切幻化虛妄

境界。」 

《圓覺》云：「心如幻者，亦復遠離。」 

○25「盡聞不住，覺所覺空。」  

前文云：「空性圓明，成法解脫。」 

《圓覺》云：「遠離為幻，亦復遠離。」 

○26「空覺極圓，空所空滅。」  

前文「解脫法已，俱空不生。」 

《圓覺經》云：「離遠離幻，亦復遠離。」

（以上 p. 903, a21-b15） 

○27「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 《圓覺》云：「無上妙覺，遍諸十方，

出生如來與一切法，同體平等。於諸修

行，實無有二，方便隨順，其數無量。」 

（p. 908, b10-14） 

○28「云何攝心，我名為戒？若諸世界六

道眾生，其心不婬，則不隨其生死相

續。」  

 

《圓覺》云：「一切眾生皆因婬欲而正

性命，當知輪迴愛為根本，由有諸欲助

發愛性，是故能令生死相續。」（p. 912, 

b19-23） 

○29「如是末世清淨比丘，若比丘尼，白

衣檀越，心滅貪婬，持佛淨戒，於道場

中發菩薩願，出入澡浴，六時行道，如

是不寐，經三七日，我自現身，至其人

前，摩頂安慰，令其開悟。」道場次第，

儀範周旋。 

如圭峯山《圓覺修證儀》說：「誦呪加

持，發見佛願。佛現身者名為感應，若

見餘境，背於本習，事與願違，即是魔

境，非真感應。又見真應，心得開悟，

煩惱微薄，智慧明淨。若因見佛，愚鈍

宛然煩惱却重，斯皆魔境，非真佛也」

（p. 915, c25-p. 916, a5） 

○30「十方國土皎然清淨，譬如琉璃內懸

寶月。」 

《圓覺》云：「覺圓明故，顯心清淨。

心清淨故，乃至一世界多世界清淨等。」

（p. 926, b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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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阿難當知，汝坐道場，銷落諸念，

其念若盡，則諸離念一切精明，動靜不

移，憶忘如一。」  

如前文「以湛旋其虛妄滅生，伏還元

覺。」 

即前文云：「得元明覺，無生滅性，為

因地心。」 

《圓覺》亦云：「於一切時不起妄念。」 

 （p. 948, c7-17） 

○32「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

因次第盡。」  

如前文云：「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脫，

塵垢應念消，成圓明淨妙。」 

《圓覺》云：「知幻即離，離幻即覺，

亦無漸次。」 

○33「我已示汝，劫波巾結，何所不明，

再此詢問？」 

如前文云：「巾體是同，因結成異。」 

又云：「畢竟同中，生畢竟異。」 

又云：「六結同體，結不同時。」 

頓漸悟修，如《圓覺疏》。 

（以上 p. 966, b16-c4） 

 

子璿《楞嚴經義疏》中大量引用《圓覺經》，其中也包括宗密《圓覺疏》及《圓

覺經修證儀》，見第○1 、○11、○29、○33，都屬論理、架構的援引，包括《起信論》「本

末五重」、所被機宜多種、頓教因地三重、感應、頓漸悟修等論述，有其必須參引

宗密之論。宗密、子璿兩者都引《起信論》「本末五重」的架構配比經文，間接形

成了以《起信論》的核心架構，進行了一論二經的對比。72 

此外，子璿《楞嚴經義疏》中引用《圓覺經》，大都是相似文義的引徵補充，

角度或廣略稍異而已，兩經參看更能得益。其中較有特色之處： 

1.兩經的修行法門名稱相同，俱是「妙奢摩他、三摩、禪那」，見○2 。宗密、

子璿都有將此三名配合天台三觀詮釋。73 

2.隨順覺性、超越妄想與語言，見○5 、○6 、○12、○15、○18、○19、○31。這方面兩經

                                                 
72 「本末五重」是指《起信論》明染淨諸法，從本至末的五重次序：（1）一心。（2）依一心開二

門：心真如門、心生滅門。（3）依生滅門明二義：覺義、不覺義。（4）依不覺義生三細：業相、能

見相、境界相。（5）依境界相生六粗：智相、相續相、執取相、計名字相、起業相、業繫苦相。 
73 《圓覺經大疏》：「又此三門與天台三觀(依瓔珞經)，義理則同，意趣則異。同者：一泯相即空觀

也。二起幻即假觀也。二絕待即中觀也。異者：此明行人用心方便，彼則推窮諸法性相……」(X09, 

no.243, p.3943-6)、《首楞嚴義疏注經》：「即天台一心三觀」(T39, no.1799, p.830c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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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就有較多的論述，尤其「空花」、「指月」之喻說，相當雷同。 

3.頓漸之說：有關頓教之說，見○10、○23。《楞嚴經》「不歷僧祇獲法身」、「歇即

菩提，不從人得，何藉劬勞修證」、「彈指超無學」，似於《圓覺經》「知幻即離，

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 

另有關論理次第或漸次深入的論述，見○16、○17。《楞嚴》配《圓覺》：「菩提心

生（有照有覺），生滅心滅，此但生滅（俱名障礙），滅生俱盡（照與照者同時寂

滅），無功用道（常覺不住）」，另「合然俱離，離合俱非」配「遠離為幻，亦復遠

離；離遠離幻，亦復遠離」，都是遣之又遣。 

耳根圓通的漸修歷程，見○24、○25、○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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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圓覺》「應當遠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心如幻者，亦復遠離。

／遠離為幻，亦復遠離。／離遠離幻，亦復遠離。」都是重重超越。 

4.本覺與無明並存的問難，見○12。《楞嚴經》與《圓覺經》中的問答，大同小

異。 

子璿對《圓覺經》的大量引用，理當有受宗密影響，但宗密引《楞嚴經》之

處，子璿大多並未徵引此處的《圓覺》經文；而子璿援引《圓覺》之處，宗密也

大多未引《楞嚴》，如上述子璿引用特點的前 3 項。可窺，子璿自有其引用的重點

課題。進而探討： 

1.宗密引，子璿未引：宗密引《楞嚴經》解釋《圓覺經》之處，若《圓覺經》

之該處經文為佛法常談，如 7「圓滿十方」、8「陀羅尼」、13「種種幻化，皆生如

來圓覺妙心」、15「堅持禁戒」、19「覺性遍滿，清淨不動」、24「種種恩愛貪欲，

故有輪迴」、26「理障」、12「漸次修習」、27「漸斷諸障」、33「虛空平等法性」，

或不及《楞嚴經》詳盡，如 10「空中花及第二月」、16「妄有緣氣、假名為心」、

28「雖斷解礙，猶住見覺」、31「一切煩惱畢竟解脫」、35「彼圓覺性非作得故」、

36「遇善境界」。這兩類子璿自可不必引《圓覺經》解釋《楞嚴經》。所以，宗密

所引《楞嚴》經文，子璿大多並未在這些《楞嚴》經文之處徵引《圓覺經》。 

2.宗密引，子璿亦引：子璿亦引《圓覺經》之處，大都足稱名句。如 9○9 「六

塵緣影為自心相」；14○7「依幻說覺亦名為幻」；3○30「一世界清淨故，多世界清淨」；

20○12「若諸眾生本來成佛」之問；21○12○18「種種取捨皆是輪迴」；29○6 「修多羅教

如標月指，若復見月，了知所標畢竟非月」；32○5 ○19「住妄想境不加了知」。 

3.重引：宗密與子璿重引之文，大都名句。宗密引 2、3、17，「若有一人發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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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源，十方虛空一時消（銷）殞」； 4、7，慤云：「《首楞》歎虗空之小，《圓覺》

嗟法性之寬，比之常談海形牛跡」；12、27，「事非頓除，因次第盡」；17、22，「空

生大覺中」、「寂照含虛空」；21、32，「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 

子璿引○3 「妄認四大為自身相」，○9 「妄認四大六塵緣影為身心相」（未標出

處）； ○5 （未標出處）、○19「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

加了知，○18於無了知不辨真實」、「隨順覺性」，○31「一切時不起妄念」；○8 、○21「無

知覺明」；○10 、○32 「知幻即離，不作方便；○23 離幻即覺，亦無漸次」；○12 、○18 「種

種取捨皆是輪迴，未出輪迴而辨圓覺，彼圓覺性即同流轉，若免輪迴無有是處。」；

○12、○22（未標出處）「生死涅槃猶如昨夢」；○17、○25「遠離為幻亦復遠離」；○17、○26

「離遠離幻亦復遠離」。子璿引用《圓覺》卻未明標出處的經文，皆有重引。 

4.長引文：宗密、子璿引用《楞嚴經》或《圓覺經》，長引文之處，多是引用

之文極具特色。如宗密引用之 5「迷頭」之喻，9「徵心」之辨，15 四種「清淨明

誨」，17 耳根圓通，20 本覺與無明之問難。如子璿引用之○12本來成佛與無明之問

難，○15螢火燒山之喻，○19隨順覺性之辨，以及徵引《圓覺疏》及《圓覺經修證儀》

之處。 

四、結語 

《圓覺經》、《楞嚴經》與《起信論》的教理，都屬佛教如來藏真心系統，這

二經一論在漢傳佛教中跨宗派的廣被弘傳，地位特殊，注疏經論時常被互相徵引。

宗密《圓覺經》疏鈔、子璿《楞嚴經義疏》，都用《起信論》的「本末五重」來配

比經文，間接形成以《起信論》的核心架構對照、會通了這一論二經。《起信論》

堪稱如來藏理論的基礎典範，正唯終教，頓圓性質較淡；《楞嚴經》則是如來藏說

的集大成之作，理事兼備，教禪融通，正屬終教，頓圓性質亦顯；《圓覺經》略似

於簡化本的《楞嚴經》，兩經都相應於終頓教，兼於圓教，《圓覺經》立說更加扣

緊行門與頓教，說理簡明扼要，篇幅雖少，卻也有其個別重點的精闢論述。《起信

論》與《圓覺經》各只 1 卷，《起信論》偏重理論，《圓覺經》側重行門，兩書內

容精簡扼要，誠可作為如來藏理論與實踐的入門指導書，《楞嚴經》則深奧難讀，

委曲精盡，將如來藏緣起妙義發揮淋漓盡致，宋明以來倍受推崇。從宗密《圓覺

經》疏鈔中對《楞嚴經》的援引，以及子璿《楞嚴經義疏》中對《圓覺經》與疏

鈔的引用情形，充份看出兩經相似的經文、名句與義理，以及兩經之間互參互補

的情形，兩經互詮，以經解經，以經證經，確更能發揮彼此的微言大義，呈顯出

更完整的如來藏理論與實踐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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