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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

圆通章》 
  
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伦五十二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

言：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其

最后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譬如有人，一专为忆，一人专

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二人相忆，二忆念深，如是乃至从

生至生，同于形影，不相乖异。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忆子。若子逃

逝，虽忆何为？子若忆母，如母忆时，母子历生，不相违远。若众生心，

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如染

香人，身有香气。此则名曰：香光庄严。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

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佛问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

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 
  
《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白话》 
  
大势至菩萨在楞严法会上听了上述修行已有成就的二十三位佛弟子，

谈自己由于修所修法门而得成就的那个圆通法门后，因时节因缘已经成

熟，所以就同他一起共修的、分别有著五十二种修行位的无量大菩萨们，

同时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世尊跟前，恭敬地跪下去，用顶礼佛足的最高

礼节：双手著地，掌心向上，把头磕地于两手之间，表示用自己的双手捧

起佛足，高高举过头顶敬礼。礼拜完后，恭敬地向世尊释迦牟尼佛表白自

己的修行体会说： 
  
我以清净自在功德神通力，回忆起在无量久远的年代、早在像恒河里

沙子那么多的大劫前，有一尊佛，因为佛的大愿及众生根机的成熟，所以

显现在世界上，他的名号称为无量光佛。在这整整一个大劫的长时期里，

有十二位如来依次出现在世上。第一尊佛就是刚讲过的无量光佛，依次有

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智慧光佛、常照光佛、清净光佛、欢喜

光佛、解脱光佛、安隐光佛、不思议光佛，而最后一尊佛的名号称为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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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佛。这位超日月光佛，同前边十一尊佛一样，都亲自教导和传授给我

同一个法门，这个法门的名号称为念佛三昧。 
  
现在以两个譬喻来说明念佛法门。第一个譬喻是：譬如有二个人，是

亲友关系。有一个人特别关心另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一直在想念著另

一个人；而另一个人却不放在心上。有时他们两人相逢，有时他们两人相

见，但由于另一个人没有思念的心，所以即使碰到了，也同没碰到一样，

擦肩而过；即使对面看见了，也同陌生人一样，转脸就走。这是比喻佛一

直在想念众生，要想度脱众生，而许多众生因为业障太重，智慧太浅，暂

时同佛无缘，所以佛也难以度脱他们。倘若这两个人相互忆念，甚至互相

间都想得很苦，都想早日见面，见了面后根本不愿再分开，这样的话，直

至终生想念，甚至发愿生生世世永不分离，好像影子跟人一样，再也分不

开。这是比喻众生由于佛的世世教化，开发了智慧，发愿要最终成佛，所

以无论何时何地，两人总不分开。这是第一个以亲友关系作的譬喻。 
  
第二个譬喻是：十方一切如来，怜悯和思念众生，就如同慈母思念自

己亲生的子女一样，这是最伟大的母爱，其中丝毫不掺杂任何私心。但是

由于子女的愚昧、任性，只想放荡游戏，不想归家同受母子亲情的欢乐，

跑得远远地，连个音信也不通，害得老母亲想煞也是枉然。这是比喻佛一

直在想念众生，要想度脱众生，而许多众生因为业障太重，智慧太浅，暂

时同佛无缘，所以佛也难以度脱他们。倘若子女也因长久流浪在外而思念

起自己的母亲，而且思念的心情也同母亲思念子女的心情同样迫切的话，

那末母子们终生想念，甚至发愿生生世世永不分离，那末母子们也永不会

分开。这是比喻众生由于长久流浪生死，痛苦异常，受到佛的教化后，开

发了智慧，发愿要最终成佛。这是以母子关系作比喻，要比上一个譬喻更

进一层。 
  
倘若众生的心里一直在忆佛、念佛，表现在行动中也是时时处处口念

佛号，身作佛事。这样长期坚持下去，快的话，一年、半年，甚至几个

月、半个月，可以见到佛；慢的话，在这一辈子临终的时候也必定能见到

佛，离开佛总是不远的。非但如此，也不需要再用其他种种方法或法门，

例如去学密、学禅，掐诀念神咒、打坐参话头，只要把一句佛号牢牢溶在

心中，无论行住坐卧、无论喜怒哀乐，无论闲暇繁忙、无论得意失宠，心

佛永不分离，久而久之，功夫到了，自然就达到密宗的三密相应，禅宗的

明心见性的'心开'境界。这情形正好比身上涂抹香料的人会散发出香味一

样，这就叫做'香光庄严'啊！这就是以佛的功德香、以佛的功德光来加持

到你身上，令你身上也同样有佛的香气和光明，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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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菩萨道行道修行时，就是修的念佛法门。以清净的念佛心，得以

证到‘无生法忍’。由此‘无生法忍’步步深入，最终成为补处菩萨。依

照我的本愿，现在就在娑婆世界，以阿弥陀佛大愿的威力来加被，以我本

身菩提愿力作接引，令所有真正发心、具足信愿行的念佛人，都最终归入

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清净佛国中去。 
  
世尊！您要是问我：最好选择甚么样的圆通法门，可以使修行人能最

迅速、最有效地得到成就。事实上我觉得，最根本的选择就是甚么也不选

择。对外，不选六根种种形相（如眼、耳、鼻、舌、身、意等根相）；对

内，不取六根种种根性（如见、闻、觉、知等性），只'依'一个清净精明

的自性（事实上只是名'依'而已，清净自性早离能所了也），便可把六根

统统管住了。以清净的佛号为净念，进一步说，以无杂念为净，以不执念

为念，这便是净念。在事相上，时时处处忆念不舍；在理相上，达到寂而

常照、照而常寂，这便是相继。能按照这个方法坚持去做的话，一旦功夫

到了，自然就进入念佛三昧的正定境界，自然就显示出清净的自性如来，

同佛一样，无二无别了。真能这么做到的话，那才叫真正的第一呢！ 
  
《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注释》  
  
1)大佛顶：指楞严咒，即本经所诵之白伞盖佛顶咒。白伞盖，梵云：

悉怛多般怛罗，译作大白伞盖，以譬佛之大悲光明遍覆整个法界。 
  
2)如来：梵语多陀阿伽度，译作如来，佛的十号之一。如者，真如

也。乘真如之道，来三界垂化者，是应身如来。 
  
3)密因：如来之果德名秘密藏，入此秘密藏之因行名密因。密者，本

经所说之陀罗尼，此非凡小之所能知，故名密，密即因也。又，密因者，

为佛菩萨之本地也。佛菩萨之本地秘而人不能明，故云密因。《同义疏》

曰：‘真圣利物终不可测，以承佛制不妄漏泄，此圣真因唯圣自证，故云

密因，未学之前不可轻说，阴有遗付者，不显称也。’ 
  
4)修证：修者，修行、受持也。受持者，受者，接受，无论何时何

处，执受不放也；持者，持守，牢牢把握而不放也。故知受持者，非一时

一地之功用也，乃精进也。又，执者，兼闻、思双慧也。以闻法、思法之

慧，立信极乐、愿往生之德。持者，即修慧也，以闻思双慧为基，行真修

实行之行。故知‘受持’一词，闻思修齐备，信愿行具足也。证者，印证

也，以佛所说之经教、修法；以佛菩萨或修证有信之祖师、大德认可等，

表征自身修行之层次阶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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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了义：对于不了义而言，显了分别说示究竟之实义，谓之了义。了

义不了义者，乃方便（不了义）真实（了义）之异名也。《宝积经》云：

‘若诸经中有所宣说厌背生死、欣乐涅槃，名不了义；若有宣说生死涅槃

二无差别，是名了义。’ 
  
6)菩萨：菩萨，梵音‘菩提萨埵’之简称也。‘菩提’为觉，为道。

‘萨埵’为有情，为众生。又译作开士、高士、大士等，总名为求佛果之

大乘众生，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者也。有自觉、觉他两义：于己，则上求

佛道，上求菩提以自觉；于人，则下化众生，以菩提法觉、化众生也。故

菩萨者，有觉悟之众生也；能觉悟众生之众生也。 
  
7)万行：万行者，种种之修行也；菩萨万行者，修菩萨道也。菩萨道

者，修菩萨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万行，发菩提

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圆满自利利他之二利而成佛果之大乘行道。 
  
8)首楞严：新云首楞伽摩，译曰健相、健行、一切事究竟。佛所得三

昧之名，万行之总称也。健相者，譬幢旗之坚固也，以譬佛德之坚固，诸

魔不能怖也。一切事究竟者，指佛德之究竟也。 
  
9)经：通题也，契经之简称也。佛所说经，上契诸佛所证之理，下契

众生所具之机，故称契经。经者，径也，入道之通途也；经者，经纬也，

以种种理令万事经纬分明，有条不紊也；经者，常也，历万世而不变之真

理也；经者，线也，贯串种种事理以成文者也；经者，摄化也，摄化种种

根机众生令入佛道也。复有，涌泉：义味无穷，至心持诵，可得无量义味

也；出生：能生妙善，常诵经者，自可依仗经力，化刚为柔，变愚成智，

罪灭福生，成就善法也；绳墨：能为世出世间之楷模，犹木匠之绳墨，立

定规矩方圆，以楷定正邪也；显示：能示正性，令读诵者因之而开示悟入

也。 
  
10)大势至：梵名摩诃那钵，阿弥陀三尊之一，侍于阿弥陀佛之右胁，

主佛之智门者。菩萨之大智至一切处，故名大势至。真言以为胎藏界观音

院之一尊。《观无量寿经》曰：‘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令离三途得无上

力，是故号此菩萨名大势至。’《童子教》曰：‘观音为师敬，宝冠戴弥

陀；势至为亲孝，顶戴父母骨。’ 
  
11)念佛：通常分念佛为四种：一、持名念佛，亦名散心念佛，于日常

行住坐卧中，念佛菩萨名号不断也；观像念佛，观佛菩萨像令心摄于一处

也；观想念佛，凝心不动，想像诸佛国之境界也；实相念佛，观佛之法身

非有非空，中道实相之理也。另有‘定散事理’四种念佛：一、定业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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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即上述之观像及观想念佛也；二、散业念佛，即上述之称名念佛也；

三、有相（事）念佛，即上述之定、散二业念佛也；四、无相（理）念

佛，即上述之实相念佛也。而净宗主要倡导者，乃散业之持名念佛也。

《往生要集》云：‘明寻常念佛者，此有多种，大分为四：一、定业，谓

坐禅入定观佛；二、散业，谓行住坐卧散心念佛；三、有相业，谓或观相

好或念名号，偏厌秽土，专求净土；四、无相业，谓虽称念佛欣求净土，

而观身土即毕竟空，如幻如梦，即体而空，虽空而有，非有非空，通达此

无二，真入第一义空，是名无相业。’ 
  
12)圆通：妙智所证之理曰圆通。就所证之理体而言，体性周遍为圆，

妙用无碍为通；就能证之行门而言，以觉慧周遍为圆，通入法性为通，谓

为圆通。《楞严经》圆通之名目乃据后义，即能证之行门，有二十五种。

经中有二十五大士各依佛之问，陈述各自修证之圆通法门。 
  
13)天竺：印度之古称。《西域记》曰：‘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

身毒，或云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玄应音义》云：‘竺今作

笃，或言身毒，或言贤豆，皆讹也，正言印度，印度名月。一说云，贤豆

本名因陀罗婆他那，此云主处，谓天帝也。’ 
  
14)沙门：又作娑门、桑门、沙门那，译曰息、息心、静志、净志、乏

道、贫道等。新作室摩那弩、舍罗摩弩等，译作功劳、勤息。勤修戒定

慧，熄灭贪嗔痴也。原不论外道、佛徒，总为出家之都名。《注维摩经》

云：‘肇曰，沙门，出家之都名也，秦言义训勤行，勤行趣涅槃也。’

《大经慧远疏》云：‘沙门，此翻为息，息诸恶故。’《法华玄赞》曰：

‘沙门息义，以得法故，暂尔宁息，亦息恶也。’《慧苑音义》云：‘沙

门此云止息，谓止息一切诸不善法。又曰劬劳，谓修一切劬劳苦行。又曰

听闻，谓多闻薰习是常业也。’诸无漏道是沙门性，怀此道者，名曰沙

门。 
  
15)般剌密帝：梵僧名，译曰极量，中印度人。唐神龙元年，在广州之

制旨道场译《首楞严经》十卷。详见《宋高僧传》二。 
  
16)法王子：佛于法自在，故称法王。《法华经 譬喻品》云：‘我为

法王，于法自在。’《维摩诘经》云：‘已于诸法得自在，是故稽首此法

王。’又，西藏喇嘛之职位，亦称法王，起自元世祖封八思巴为大宝法

王。菩萨为生育于法王佛陀之家者，故总称曰法王子。经中多称文殊为法

王子者，以其为释尊二胁士之上座，助佛教化之第一法子也。《大智度

 5



论》云：‘佛为法王，菩萨入法正位乃至十地，故悉名王子，皆任为佛，

如文殊也。’ 
  
17)同伦：伦者，类也。同伦者，即同类也。《礼记 曲礼下》曰：

‘拟人必于其伦’。郑玄注：‘伦，犹类也。’《易》曰：‘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故曰‘声气相应’，名为同类。若依《华严》，则有八十四

同。此处作同道、同修解，谓为同修佛道之道友也。 
  
18)五十二：五十二者，数也。表势至念佛一门，能摄信等五十二位诸

法行故。五十二法行者，一、十信位：信佛是心，信心作佛，即摄十信法

行；二、十住位：住在三昧，观佛实相，即摄十住法行；三、十行位：行

念佛行，度念佛人，即摄十行法行；四、十向位：回念佛心，向佛心住，

即摄十向法行；五、十地位：心地观佛，地如佛地，即摄十地法行；六、

等觉位：忆佛念佛，去佛不远，即摄等觉法行；七、妙觉位：心想佛时，

是心即佛，即摄妙觉法行。十信乃至十地为五十位，等、妙二觉为二位，

共成五十二位也。而此五十二位之菩萨众，则其数无量，皆为大势至菩萨

之同伦也。 
  
19)顶礼佛足：五体投地，以吾之顶礼尊者之足，亦称头面礼足，顶礼

佛足，以我所尊，敬彼所卑，表敬礼之极。 
  
20)白佛：白，表白，向佛陈说，恭敬发问，表白自心的意思，又赞叹

佛的话语，也称为白佛。 
  
21)恒河沙：恒河沙即是指恒河沙数，譬如数量极多。云何以恒河作譬

喻耶？一为恒河之沙既细且多；二以恒河为佛出生之地，佛弟子游行之

处，尽人皆知故。 
  
22)劫：梵语称劫波，译成‘分别时节’，指不能用年、月、日、时来

计算的极长远的时节。或以世界成、住、坏、空一周所须时间为一劫，或

以大、中、小时为一劫。小劫者，以人寿八万四千岁起算，每过百年减一

岁，直减至人寿十岁，为一减劫，合一千六百七十九万八千年；反之，从

人寿十岁起，每过百年加一岁，直加至人寿八万四千岁，为一增劫。增

劫、减劫都称小劫。十次增减，合二十小劫，为一中劫。四个中劫为一大

劫。通常称劫即指大劫，合一十三亿四千三百八十四万年。 
  
23)佛：佛陀之略，译作觉者或智者。觉有觉察、觉悟二义：觉察烦

恼，使之不为害，乃一切智也；觉知诸法之事理而了了分明，如睡梦之

寤，名觉悟，乃一切种智也。觉复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之义：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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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简别于凡夫、外道；觉他者，简别于二乘；觉行圆满者，简别于菩

萨。又，经中通常以此称本师释迦牟尼佛。 
  
24)出世：有二解，一、谓如来之出现于世也。无机不兴，根熟则现

也。《贤愚经》曰：‘如来出世实复奇特，令一切众生皆获利益。’二、

超出世间入于涅槃，亦谓之出世。如《大智度论》曰：‘一人出世，多人

蒙庆。’《心地观经》曰：‘诸佛子等应当至心求见一佛及一菩萨，如是

名为出世法要。’ 
  
25)无量光：十二光佛之一。以佛法身无量，所证一切种智无量，此智

所发之光明自亦应无量也。昙鸾大师《赞阿弥陀佛偈》曰：‘智慧光明不

可量，故佛又号无量光。有量诸相蒙光晓，是故稽首真实明。’此处直指

智慧即光明，智光不二，此光即是真实慧也。又，宋大慧禅师曰：‘只以

此光宣妙法，是佛即是此光明，不离是光说是法。’光能宣法，此乃光之

用也。故知此无量光一名，既显佛法身（体）之无量，亦显佛光明（相）

之无量，更显佛说法功德（用）之无量也。 
  
26)十二如来：阿弥陀佛之光胜于一切诸佛。《无量寿佛经》云：‘阿

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

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亦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亦号智慧

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隐光、超日月光、不思议

光。’今此十二如来，即彼往昔恒沙劫前之十二如来也。《九品往生阿弥

陀三摩地集陀罗尼经》曰：‘是内坐十二曼陀罗大圆镜智宝像，其名曰：

一切三达无量光佛、遍觉三明无边光佛、智道三明无碍光佛、六真理智三

明无对光佛、色善三明光焰王佛、一觉三明清净光佛、普门三明欢喜光

佛、入慧三明智慧光佛、光色三明不断光佛、明达三明难思光佛、五德三

明无称光佛、智力三明超日月光佛。’ 
  
27)念佛三昧：三昧，梵音，旧称三摩地、三摩提、三摩帝，译言定、

正受、调直定、正心行处、息虑凝心、等持、等念、现法乐住等。定者，

心定于一处而不动，故曰定；正受者，以正法为规接受所观之法，故曰正

受；调直定者，调心之暴、直心之曲、定心之散，故曰调直定；正心行处

者，端正心之念流，使合于法之依处，故曰正心行处；息虑凝心者，止息

缘虑，凝结心念，故曰息虑凝心；等持者，平等保持心念，故曰等持；等

念者，诸佛菩萨入有情界平等护念彼等，故曰等念；现法乐住者，能现定

中之法乐且令住者，故曰现法乐住，乃正受之异名也。《智度论》曰：

‘诸行和合，皆名三昧。’《大乘义章》云：‘以心合法，离邪乱，故曰

三昧。’《唯识论》曰：‘于所观境令心专注不散为性，智依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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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玄记》云：‘三昧此云等持，离浮沉，故定慧等，故名等也；心不

散，故住一境，故名持也。’‘定’，在四禅以上，断色界烦恼，‘正

定’断无色界烦恼。念佛三昧者，亦称宝王三昧，乃念佛三昧之美称也。

以念佛三昧为三昧中之至宝，故名宝王三昧。依《会疏》所云，以清净三

昧、解脱三昧、普等三昧为念佛三昧。《无量寿经》四十八愿中有‘皆悉

逮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即此谓也。 
  
28)乖异：乖者，背戾、违逆，不和谐；异者，反常，异常也。乖异

者，指人性情怪僻、异样、反常，不可以常情测度也。 
  
29)十方：四方、四隅及上下二方共称十方也。四方：东、西、南、

北；四隅：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也。 
  
30)怜念：怜者，怜悯；念者，忆念。怜念者，《三昧经》云：‘诸佛

心者，大慈悲是。’慈悲所缘，缘苦众生，若见众生受苦恼时，如箭如

心，欲拔其苦。莫以己之罪恶，疑佛见弃，自生疑阻。当知佛心，专于逆

苦众生之中，种种救度。 
  
31)众生：梵语萨埵，新译有情。有三义：一、初生时共生，以劫初光

音天下生世间，不分男女尊卑，而众共生此；二、由众多之法假和合而

生；三、经众多生死。 
  
32)逃逝：逃者，不辞而别；逝者，一去不返也。逃逝者，喻愚顽众

生，不唯不信佛念佛，仰且毁佛谤佛。以不信故，造诸恶业，自甘堕落于

三恶道中，受无量众苦也。以是之故，虽佛慈悲，念念相忆，终无益也。 
  
33)历生：经历多生多世也。 
  
34)违远：违者，违背，背离；远者，远去。指逃子背离慈母，越去越

远。 
  
35)忆佛：忆者，忆念也。六道众生，恋慕如来，犹如幼子思母，穷子

念父，亦如佛之思生，则能感应道交，永不离佛也。又，忆佛者，忆念佛

之名号、佛之相貌、佛之无缘大慈、佛之无尽大悲、佛之无限光明、佛土

之无量庄严、佛国圣众之无量智慧善行、佛之无量功德等等也。 
  
36)当来：将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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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不假方便：不需要借用种种方便之意。方便：方者，方法，指解决

问题的手段；便者，便利，使事情顺利得到解决的种种措施也。又，方

者，方域，指一定的地区，为了教化大众，需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便

者，便宜行事，指依当时之环境条件随机应变以适应环境也。又，佛菩萨

一时济度众生的权谋称为权；权即方便，方便即权。 
  
38)心开：心解开悟也。开悟者，开智以悟理也。心智闭塞，则未解真

理。开者，心解真理时，方显幽隐之理，说名曰‘开’。心开者，以念佛

心，入佛知见，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是名念佛心开也。 
  
39)香光：香者，五分法身之香也，戒香清净，即发慧光，喻智、断二

德也。戒香喻断德：香能辟恶，有除秽义，故喻断除自他一切烦恼杂染

也；光者，慧光喻智德：光能除暗，故喻以三智之光破除众生一切无明业

障之暗也，自利利他，令一切众生皆得成就佛道也。此以念佛之功德，以

佛之香光功德庄严而自庄严，故名香光庄严。庄严，见下注。 
  
40)庄严：以善美饰国土或以功德饰依身云庄严。又，以恶事积身亦云

庄严，如《观无量寿经》云：‘以诸恶业而自庄严。’有四种庄严：戒、

定、慧、陀罗尼（持善不失，持恶不生也。有法、义、咒、忍四种陀罗

尼）。 
  
41)因地：修行佛道之位也，相对于成佛之位为果地或果上而名。《圆

觉经》云：‘说于如来本起清净因地法行。’《楞严经》云：‘我本因

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 
  
42)无生忍：忍者，安忍也。理本为不生不灭，今但言不生，亦名无

生。菩萨于无生之法，安忍而不动心，谓之无生法忍。无生法忍亦称观察

法忍，观察诸法深理而安然忍可者。一切诸法自性空寂，本来不生。菩萨

证忍此法，则能出毁犯禁戒之罪。《智度论》云：‘无生忍法者，于无生

灭诸法实相中信受通达，无碍不退，是名无生忍。’又，‘乃至作佛，不

生恶心，是故名无生忍。’《大乘义章》云：‘理寂不起，称曰无生；慧

安此理，名无生忍。’《仁王经良贲疏》曰：‘言无生者，谓即真理，智

证真理，名无生忍。’ 
  
43)摄：具吸收、取得、引导、感召、饶益、管束、镇伏等义。此处是

引导、感召、饶益之义。 
  
44)净土：为金、银、琉璃、玻璃等七宝所成之种种庄严，且无四趣、

五浊之杂秽者也，为佛、菩萨及得度众生（圣者）所居之处。净土有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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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化土之分：报土为佛、菩萨历劫修清净行所感之果报也，有自受用净土

（佛土）及他受用净土（地上菩萨）。化土乃佛为众生而变化之净土也，

为地前（初地以前）菩萨及得度众生所居之处。《维摩诘经》中详述十七

种净土及往生净土之八法。 
  
45)六根：指眼、耳、鼻、舌、身、意此六种身心所具之业器也。根之

义，以此六物能造善恶诸业，由业生报，因报招苦，如根之能助他生长蔓

延，故目之为根。又，善业者，虽能生妙果，而以业之故，轮转生死，终

遭苦报，故曰‘由业生报，因报招苦’也。 
  
46)净念相继：清净之念，时时处处相续而不断也。净者，正信不疑，

无垢无染曰净；净念者，清净之念也。一心系佛，余念不生，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是名‘净念’也。相继者，于事相而言，时时处处忆念不舍；

于理相而言，入于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之境，是名‘相继’。寂者，达真

如理体而不动名‘寂’；照者，以般若真智观照万法，了了分明名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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