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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三稱

開 經 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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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法蓮華經①觀世音菩薩②普門品③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④譯

爾時⑤，無盡意菩薩⑥即從座起⑦，偏袒右肩⑧，合

掌向佛⑨，而作是言⑩：「世尊⑪！觀世音菩薩以何

因緣，名觀世音？」

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⑫！若有無量百千萬億

眾生⑬，受諸苦惱⑭，聞是觀世音菩薩⑮，一心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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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⑯，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⑰

若有持是觀世音菩薩名者⑱，設入大火，火不能燒

⑲，由是菩薩威神力故。⑳若為大水所漂， 稱其名號，

即得淺處。㉑

若有百千萬億眾生，為求金、銀、琉璃、硨磲、瑪瑙、

珊瑚、琥珀、真珠等寶㉒，入於大海，假使黑風吹

其船舫㉓，漂墮羅剎鬼國㉔，其中若有乃至一人，

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人等，皆得解脫羅剎之難

㉕，以是因緣，名觀世　。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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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復有人臨當被害，稱觀世音菩薩名者，彼所執刀

杖，尋段段壞，而得解脫。㉗

若三千大千國土㉘，滿中夜叉羅剎欲來惱人㉙，聞

其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惡鬼尚不能以惡眼視之，

況復加害？㉚

設複有人，若有罪，若無罪，杻械枷鎖檢繫其身㉛，

稱觀世音菩薩名者，皆悉斷壞，即得解脫。㉜

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怨賊㉝，有一商主將諸商人，

齎持重寶，經過險路㉞，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諸

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應當一心稱觀世音菩薩名

號，是菩薩能以無畏施于眾生；汝等若稱名者，於

此怨賊，當得解脫！』㉟眾商人聞，俱發聲言：『南

無觀世音菩薩！』 稱其名故， 即得解脫。㊱無盡意！

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威神之力，巍巍如是。㊲

若有眾生多於淫欲，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

欲。㊳若多瞋恚，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瞋。

㊴若多愚癡，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癡。㊵

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饒益，

是故眾生常應心念。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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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女人，設欲求男，禮拜供養觀世音菩薩㊷，便

生福德智慧之男㊸；設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㊹，

宿植德本，眾人愛敬。㊺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有如

是力！㊻若有眾生恭敬禮拜觀世音菩薩，福不唐捐。

是故眾生皆應受持觀世　菩薩名號。㊼無盡意！若

有人受持六十二億恆河沙菩薩名字㊽，復盡形供養

飲食、衣服、臥具、醫藥，㊾於汝意云何？是善男

子善女人功德多不？」無盡意言：「甚多！世尊！」

佛言：「若復有人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號，乃至一時

禮拜供養，是二人福正等無異，於百千萬億劫不

可窮盡。㊿無盡

意！受持觀世音

菩薩名號，得如

是無量無邊福德

之利。」�

無盡意菩薩白佛

言�：「世尊！觀

世音菩薩云何游

此娑婆世界？�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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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而為眾生說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

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國土眾生�應以

佛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即現佛身而為說法�。

應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現辟支佛身而為說法�。

應以聲聞身得度者�，即現聲聞身而為說法�。應

以梵王身得度者�，即　梵王身而為說法�。應以

帝釋身得度者�，即現帝釋身而為說法�。應以自

在天身得度者�，即現自在天身而為說法�。應以

大自在天身得度者�， 即現大自在天身而為說法�。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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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天大將軍身度者�，即現天大將軍身而為說法

�。應以毗沙門身蠼度者�，即現毗沙門身而為說

法�。應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現小王身而為說法

�。應以長者身得度者�，即現長者身而為說法�。

應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現居士身而為說法�。應

以宰官身得度者�即　宰官身而為說法�。應以婆

羅門身得度者�，即現婆羅門身而為說法�。應以

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得度者�，即現

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而為說法�。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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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長者、居士、宰

官、婆羅門婦女身

得度者�，即　婦

女身而為說法�，

應以童男童女身

得度者�，即現童

男童女身而為說

法�。應以天龍、

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

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為說法�。應以

執金剛神得度者�。即　執金剛神而為說法�。

無盡意！是觀世音菩薩，成就如是功德，以種種形

游諸國土，度脫眾生。�是故汝等應當一心供養觀

世音菩薩。�是觀世音菩薩摩訶薩，於怖畏急難之

中，能施無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號之為施無畏者。

�」

無盡意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今當供養觀世音菩

薩。」即解頸眾寶珠瓔珞，  價值百千兩金而以與之。

�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寶瓔珞。」�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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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世瑣菩薩不肯受之。�無盡意複白觀世音菩薩言：

「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瓔珞。」 101 爾時，佛告觀世

音菩薩：「當愍此無盡意菩薩，及四眾 102 天、龍、夜叉、

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

非人等故，受是瓔珞。」即時觀世音菩薩愍諸四眾，

及于天龍人非人等，受其瓔珞， 103 分作二分：一分

奉釋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 104「無盡意！觀

世音菩薩有如是自在神力，游於娑婆世界。」 105

爾時，無盡意菩薩以偈問曰 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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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妙相具 107 ，我今重問彼： 108

佛子何因緣，名為觀世音？」 109

具足妙相尊，偈答無盡意：

「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 110

弘誓深如海，歷劫不思議， 111

侍多千億佛，發大清靜願。 112

我為汝略說，聞名及見身， 113

心念不空過，能滅諸有苦。 114

假使興害意，推落大火坑；

念彼觀音力，火坑變成池。 115

或漂流巨海，龍魚諸鬼難；

念彼觀音力，波浪不能沒。 116

或在須彌峰，為人所推墮；

念彼觀音力，如日虛空住。 117

或被惡人逐，墮落金剛山；

念彼觀音力，不能損一毛。 118

或值怨賊繞，各執刀加害；

念彼觀音力，咸即起慈心。 119

或遭王難苦。臨刑欲壽終；
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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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彼觀音力，刀尋段段壞。 120

或囚禁枷鎖，手足被杻械；

念彼觀音力，釋然得解脫。 121

咒詛諸毒藥，所欲害身者；

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 122

或遇惡羅剎，毒龍諸鬼等；

念彼觀音力，時悉不敢害。 123

若惡獸圍繞，利牙爪可怖；

念彼觀音力，疾走無邊方。 124

蚖蛇及蝮蝎，氣毒煙火然；

念彼觀音力，尋聲自迴去。 125

云雷鼓掣電，降雹澍大雨；

念彼觀音力，應時得消散。 126

眾生被困厄，無量苦逼身；

觀　妙智力，能救世間苦。 127

具足神通力，廣修智方便，

十方諸國土，無剎不現身。 128

種種諸惡趣，地獄鬼畜生，

生老病死苦，以漸悉令滅。 129

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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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觀清淨觀，廣大智慧觀，

悲觀及慈觀，常願常瞻仰。 130

無垢清淨光，慧日破諸闇，

能伏災風火，普明照世間。 131

悲體戒雷震，慈意妙大云，

澍甘露法雨，滅除煩惱焰。 132

諍訟經官處，怖畏軍陣中；

念彼觀音力，眾怨悉退散。 133

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

胜彼世間音，是故須常念。 134

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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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勿生疑，觀世音淨聖，

於苦惱死厄，能為作依怙！ 135

具一切功德，慈眼視眾生，

福聚海無量，是故應頂禮。」 136

爾時 137 ，持地菩薩 138 即從座起，前白佛言：「世尊，

若有眾生聞是觀世音菩薩品 139 ，自在之業 140 ，普門

示現神通力者 141 ，當知是人功德不少。」 142

佛說是普門品時，眾中八萬四千眾生，皆發無等等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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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菩薩妙難酬

清淨莊嚴累劫修

三十二應周塵剎

百千萬刦化閻浮

瓶中甘露常徧灑

手內楊枝不計秋

千處祈求千處應

苦海常作度人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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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注釋

妙法蓮華經略稱法華經，是世尊晚年在王舍城東北耆闍

崛山（又名靈鷲山）宣說的，當時集合在耆闍崛山上的

聽眾，有以文殊、觀音為首的大菩薩八萬人，有以摩訶

迦葉、舍利弗為首的大阿羅漢一萬二千人，還有天龍等

八部大眾，和王家的佛教信眾如國王、大臣、富豪、學

者等等。

妙法蓮華經所以稱為妙法，乃因全經所說的教法皆是不

可思議的諸法實相; 蓮華則是取義於入污泥而不染，即

這妙法就好比入污泥而不染的蓮華。同時，當蓮華開花

時，在萼的地方就已有果實的台座，以花果同時的蓮

華，來譬喻妙法的因果不二，九界眾生以迷為因，佛界

以悟為果，佛界中具有眾生界，眾生界中具有佛界，從

因中有果，從果中有因，生佛不二，因果同時。

經是如來金口宣說的，上能契合諸佛所說的真理，下能

契合眾生的根機，又稱為契經。妙法蓮華經旨在弘揚

「三乘歸一」，即聲聞、緣覺、菩薩之三乘歸於一佛

乘，調和大小乘的各種說法，以一切眾生皆能成佛，顯

示佛為一大事因緣而出現於世之本懷。

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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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世音菩薩與大勢至菩薩同為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之

脇侍，世稱西方三聖。凡遇難眾生誦念其名號，菩薩即

時觀其音聲前往拯救，故稱觀世音菩薩。又因其于理事

無礙之境，觀達自在，故又稱觀自在菩薩。

若深究菩薩名義，依理解釋：觀是能觀之智，世音是所

觀之境；能觀之智一心三觀，所觀之境一境三諦。菩薩

以一心三觀智，觀於一境三諦理，圓觀圓證，故名觀世

音。依事解釋：觀是教，世音是機；教即菩薩尋聲救苦

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機即九界眾生求救稱名之音。菩

薩大慈大悲觀眾生稱名求救之音而來救濟，無苦不拔，

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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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名觀世音。

菩薩是菩提薩埵的簡稱，舊譯為大道心眾生，新譯為覺

有情。菩提為自覺涅槃，薩埵為令眾生覺悟度到涅槃彼

岸。

普即普遍，指觀世音菩薩普具眾德，遍一切法，善巧方

便，到處應現的意思。門為通達，指觀世音菩薩尋聲救

苦，慈悲救濟的眾生，有種種不同的類門而無所不達。

品是品類，在一部經中，區分有幾類，秩序井然，如法

華經分二十八品，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是法華經二十八品

中的第二十五品。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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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秦即南北朝時

的後秦。

三藏法師是指精

通經、律、論三

藏，而以三藏教

法自利利他，化

導眾生，堪為人

天師範者。

鳩摩羅什，意譯為童壽，東晉龜茲國（新疆疏勒）人。

七歲隨母出家，遊學天竺，返龜茲後，王奉為師。前秦

符堅聞其德，遣呂光率兵迎之。呂光破龜茲後，符堅因

淝水敗沒，遂劫持羅什至涼州，自立為王。

羅什留涼州十六年，至姚興攻破呂光，羅什始被迎至長

安，禮為國師，居於逍遙園，與僧肇、僧嚴等從事譯經

工作。在此後的九年中，羅什譯出的經典有七十四部，

包括大品般若、小品般若、法華經、金剛經、思益梵天

所問經、維摩詰經、十住經、中論、百論、十二門論、

大智度論、成實論等，幾乎所有代表性的大乘經綸，都

被羅什介紹過，其翻譯素質，不論文辭技巧或內容的正

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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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性，都是中國翻

譯史上前所未有

的。

羅什在翻譯的時

候，亦隨同講解，

門下著名弟子有僧

肇、僧睿、道融、

道生等，都是學有

專長，對佛教發展

有貢獻的人物。

爾時是指佛說完妙

音菩薩來往品，觀機當說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亦即眾生

因緣成熟要聽普門品之時。

無盡意菩薩是東方不眴世界普賢如來的補處菩薩。他受

了如來慈命，到婆娑世界來輔佐釋尊教化，因此參加靈

鷲山上的法華會。今由他來發問觀世音菩薩的因緣，意

義非常深遠。

無盡意者，以觀世音普門示現，即為無盡意之教化。蓋

隨類應化，化化無盡，皆生於無盡之意；以意無盡故，

⑤⑤

⑥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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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亦無盡。此即菩薩之大悲願力，所謂盡未來際，虛空

有盡，願無窮盡。而且無盡意之願力，佛佛皆同，惟此

菩薩之無盡意最為殊勝，故以其德為名。觀世音菩薩普

門品悲願之力，至無窮盡，而今由無盡意菩薩發起，宜

矣。

無盡意菩薩在靈鷲山釋尊的法華會上，應機發問觀世音

菩薩利益眾生之事，實乃慈愍眾生，欲乘機利益，故從

座起發問。

偏袒右肩，就是以袈裟覆蓋左肩，袒露右肩。表弟子事

師充役恭敬之儀。若依觀解，覆露表空假二諦，又表權

實二智。空諦是實智，因不可

說，故左肩覆蓋，表有冥益；

假諦是權智，善巧化便，故右

肩露出，表有顯益。

合掌是雙手手掌十指相合，即

手本二邊，今合為一，表不敢

散誕，恭敬專至一心。依觀解

則表返本還源，入非權非實，

事理契合。且十指如十法界，

⑦⑦

⑧⑧

⑨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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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合而為一，成十界一

如，表示眾生與佛，迷

與悟，是不二的。向

佛，表萬善之因，向萬

德之果。

從「爾時」到「而作是

言」是本品的序分。從

以下的長行，到後面的

重頌是正宗分。

釋迦牟尼佛是三界的導師，四生的慈父，于世出世間最

尊無上，所以稱歎為釋尊。

善男子是指無盡意菩薩，即世尊稱讚無盡意菩薩能知時

應機，發起請問以利益眾生。

無量百千萬億為通略之數，用此意歷十法界萬機之徒，

實至無量不可說，不可說。此總答文略而意廣，實徧該

十界而不止人道。

受諸苦惱即現遭苦厄危難，如後面所講的七難，三毒等

等一切的苦難。此苦由於結業，果多故因亦多。

眾生聞觀世音菩薩名號而稱名，則菩薩與眾生相聞相

⑩⑩

⑪⑪

⑫⑫

⑬⑬

⑭⑭

⑮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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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感應道交，故能解脫一切苦難。此「聞」字是從耳

根圓通一義而來。

若用心存念，念念相續，餘心不間，一心歸憑，更無二

意，此為事相一心稱名。若達聲相空，呼響不實，能稱

所稱皆不可得，是為無稱，即理性一心稱名。既達心

空，從心所生，一切皆空，故令聲響能稱所稱皆非生

滅。以此為因，故離開能念之心別無所念觀音，離開所

念觀音亦無能念之心，能念之我與所念之觀音，合而不

二。我是觀音心中之我，觀音是我心中之觀音，彼此相

契。如此，則我的理性就是觀音的理性，觀音的慈心就

⑯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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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慈心，故能解脫一切苦難。

由過現惡，故遭諸苦；復由二世之善，而得聞名，此善

惡合為機。因眾機厄急，故應速一時。聞即稱，是機

速；稱即應，是應速。如此實由觀音應赴心內眾生，眾

生機感心內觀音，若不然者，不遍不速。經云：觀世音

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如何觀之，能令眾苦普

皆解脫，聞者宜善思之。皆得解脫即是蒙應利益。皆

者，非但顯於多機眾益，亦是顯於圓遍之應。

持是口為誦持而心為秉持，即為一心稱名。

火有多種，有果報火、業火、煩惱火。報火由宿業所

招，可眼見身覺。業與煩惱，但有燒義，令世善業及三

觀壞，故名為火。若報火起，稱名求救，即對本時果上

慈 悲 ， 拔 苦 與

樂；業火起，即

用持戒修定中慈

悲；煩惱火起，

即用無漏入空入

假入中等慈悲救

治。

⑰⑰

⑱⑱

⑲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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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世音菩薩今住補

處 ， 威 神 力 用 無

盡，以本誓力、同

體 慈 悲 ， 冥 熏 眾

生，未曾舍離，隨

有機感，即能垂應

拔苦。若眾機競起，一時牽感，菩薩能慈悲遍應，使其

皆得解脫。

水亦有果報水、惡業水、煩惱水，報水者如地獄鑊湯，

大水海河等；惡業水者，如諸惡破壞諸善業者是；煩惱

水者，如沒溺眾生被無明所盲而不能出。菩薩寂而常

照，見眾生被水所漂，即起慈悲。對事慈悲以救果報

水，戒定慈悲以救惡業水，三觀（觀諸水火，皆是因緣

所生法，體之即空；又從水火空而觀其假分別因緣；又

觀水火中，見其實相。如是次第，節節皆有慈悲。）慈

悲以救煩惱水，令無染濕，一切一時，皆得解脫。見諦

證果即名淺處，究竟解脫諸水，即達彼岸。

此七寶又含有七聖財之意，即聞、信、戒、定、進、

舍、慚愧等七種深入法海之聖財。

⑳⑳

㉑㉑

㉒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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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海又謂佛海，即修行人為入佛海采聖財寶，被報

風、業風或煩惱風吹慧行船。今入風實相，以事慈悲救

果報風，以戒定慈悲救惡業風，三觀慈悲救煩惱風。此

果報風即世界中風，黑業風可吹失人道善寶，煩惱風則

吹失無漏聖財。

羅剎鬼本毗沙門天王所管，有其二部：夜叉（捷疾鬼）

和羅剎（食人鬼），遍在諸處。然其本居海外有國，或

人飄往其國，或鬼來此惱人，皆由惡因相關故也。

今黑風猛吹船舫（比喻身體），在心中掀起貪瞋癡的波

浪，此即惡鬼羅剎之心。如果此時有一人生起「南無觀

世音菩薩」平等大慈的心，此無明煩惱風即能止息，三

毒波浪亦能平靜，而得解脫這個苦難。

以是因緣者，略

言境智因緣。觀

者，能觀之智，

即 一 心 三 觀 ；

世 音 者 ， 所 觀

之境，即十法界

機。境是機感，

㉓㉓

㉔㉔

㉕㉕

㉖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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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即聖應，境智雙舉，故名觀世音。若就眾生，則以善

惡兩機為因，聖人靈智慈悲為緣；若就聖人，則以觀智

慈悲為因，眾生機感為緣。

刀杖非但世間殺具，惡業亦能傷善業身命，無名煩惱更

能斷喪法身慧命，此皆名刀杖。刀杖機應遍滿法界，良

由本修別圓觀時，見諸鋒刀傷毀，即起慈悲，我當救

護。修善遮惡時，於善惡業復起慈悲。若觀刀杖是因緣

生法，修三觀時，復起慈悲，願行填滿。今住三昧中，

無量神力，以本事慈悲對果報刀箭，以修善慈悲救惡業

刀箭，以三觀慈悲救煩惱刀箭。

㉗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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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大千國土，

在此是為一佛所

教化的世界。

夜叉羅剎皆為惱

人之惡鬼，依觀

解：若果報論鬼

難者，地獄道有

弊惡大力鬼惱諸罪人，鬼道中大力者惱于小鬼，畜生道

鬼亦啖眾生，人中可知，諸天領鬼亦為鬼所惱。惡業亦

名為鬼，三毒當體是鬼，淫破梵行，瞋破慈悲，貪鬼惱

不盜戒，嗜鬼惱不飲戒，乃至十善諸禪亦如是，皆為惡

業鬼，毀損人天動不動業。若論無明煩惱鬼，則可滿三

千大世界，此非假設之言。

若別圓本觀，慈悲機應者，別觀菩薩初發心時，見諸惡

鬼惱亂世間，無能救解，即興起慈悲，為作擁護。若修

諸善，為惡所壞，亦起慈悲，令善成就。若觀報鬼及業

鬼皆是因緣生法，從假入空，出假入中，皆節節慈悲誓

願。若于諸煩惱深達實相，以誓願熏修，法界眾生若遭

鬼難，能遍法界救護，以事中慈悲，救果報鬼；修善慈

㉘㉘

㉙㉙

㉚㉚

34 35

普門品 注釋



悲，救惡業鬼；以三觀慈悲救愛見無明等鬼，悉令諸鬼

堪忍乘禦，不能以惡眼觀之。

依觀釋，枷鎖亦可略分為果報、惡業、無名煩惱等。今

稱名系念，必蒙靈應，若發定慧是械斷，若發權實是杻

斷，若破無明是枷斷，法身顯現是鎖斷，入無餘涅槃是

縛斷，免三相是離檢，出三界是出獄。

菩薩見眾生以空識成果報身，還為空識所惱。修諸善

時，空識之業亦能壞善。觀空識有三諦之障，有三諦之

理，如是皆起慈悲，拔眾生苦，與眾生樂。若實相論，

菩薩能遍十法界垂應，以事中慈悲救果報空識難，以修

㉛㉛

㉜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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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慈悲救惡業空識難，以三觀慈悲救煩惱空識難。故知

觀音於空識法門，而得自在。

奪命劫財者為果報怨賊，惡業與無名煩惱亦為修善出世

法怨，皆遍滿大千國土。

觀釋：商主是三師羯磨，受戒人是商人，無作戒重寶，

六塵是怨賊。或法師是商主，商人是徒眾，理教是重

寶，兩遇魔事是怨賊。或心王是商主，心數是商人，正

觀之智是重寶，覺觀為怨賊。或般若是商主，五度萬行

是商人，法性實相是重寶，六蔽是怨賊。

其中若有一人稱念觀世音菩薩名號，因菩薩因中修行，

入流亡所，外脫聲塵，內證聞性，故能稱性而起無緣慈

力加被眾生，令眾生經過險路。若遇煩惱內賊，能一心

持念觀音名號，至內無能念之我，外無所念菩薩，能所

雙忘，不念而念，念而不念，頓除妄念，頓殺煩惱怨

賊，頓證真如之理，這才是究竟解脫怨賊之難。

南無是歸命，此即歸命於平等慈悲，既行事中慈悲、修

善慈悲、三觀慈悲，自能無畏，止消怨會而得解脫。

摩訶薩埵略稱摩訶薩，解為大眾生或大菩薩。觀世音菩

薩力大護廣，實不止上述七難而已，當知其遍法界皆能

㉝㉝

㉞㉞

㉟㉟

㊱㊱

㊲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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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護，故言巍巍有如是神力。

眾生稱念聖號，念不離心，心不離念，稱性起念，全念

契性，性中本然清淨，即無妄念，何來貪毒？貪愛乃生

死之根，能毒害法身慧命，故欲斷生死之苦，首當除貪

欲之毒。

自忿為恚，忿他為瞋，一念瞋起，障百法明門；劫功德

財，無過瞋恚。菩薩以瞋乖慈，障道事重，故行慈為一

切善法根本，能息滅瞋恚之火，成就功德法身。

自惑為愚，惑他為癡，若至心存念觀音，即得離也。

經稱常念，即是正念，體達煩惱，性無所有，無能無

所，念性清淨，如此正念即是智慧，能淨毒根，至成佛

道無疑。若常念觀世音菩薩聖號，必能隨機應赴，永離

此三煩惱。

經意是指女人無子而求子，或謂因厭女身而求受生為

男。供養是進供資養之義，概有：莊嚴堂舍，恭敬供

養；讀經禮佛，修行供養；飲食衣服，利益供養；常隨

佛學，善順佛心，即心供養。

觀音用遍三千法界，于諸眾生，得大自在。無生緣者，

令植生緣；無福慧者，亦能令種。福慧受生，皆由緣

㊳㊳

㊴㊴

㊵㊵

㊶㊶

㊷㊷

㊸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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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觀音既能與其生緣，故能與福慧緣。

端正無邪醜，表中道正觀，離二邊之醜，此即慧義。有

相即三十二相，慈心所種，此表定義。經言男女各具定

慧二德，此解方得法義，蓋修一切善法，皆不出定慧。

依法義可論：善心誠實為男，慈悲心為女。佛性正觀，

決破無明，為福德智慧之男；中道慈悲，含覆一切，為

端正有相之女。既植定慧二德，故受人愛敬。

因有定慧二力，故能以佛為父，經教為母，出生一切佛

子。佛于一切得自在，尊嚴如父；經教含理，開發智

慧，養育如母；佛法和合，生三乘僧。

修此中道男女法門，即是恭敬禮拜觀世音菩薩。求男如

㊹㊹

㊺㊺

㊻㊻

㊼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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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之證真，求女如二乘之入俗；證真是修慧，入俗是

修福，此即福慧雙修。以福慧莊嚴自性，自性為所莊嚴

福慧為能莊嚴，能所不二，是名妙男妙女具足之妙莊

嚴。無論是世人求男求女，或二乘菩薩求中道權實男

女，只要身口意三業供養觀世音菩薩，便能自在如意所

求，故言福不唐捐。

楞嚴經云：此三千大千世界現住世間諸法王子，有六十

二億恆河沙數之多，皆修法垂范，隨順教化眾生，方便

智慧，各各不同。

飲食、衣服、臥具、醫藥為四事供養，以四事供養表供

㊽㊽

㊾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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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大，盡形壽供養表精進大，供養眾生多菩薩表發心

大。若有人能遍持六十二億恆河沙菩薩名字，並盡形壽

以四事供養，是顯其福田大。

觀世音菩薩昔已成佛，號正法名如來，釋尊當時曾在其

座下，充當苦行弟子而親近之。但菩薩度生心切，故倒

駕慈航，示現菩薩，且以三十二應身教化眾生，其功德

巍巍，不可思議。六十二億恆河沙菩薩雖多，但俱屬權

事，如其他珠寶。觀音大士是果後修化，帶果修因，猶

如摩尼寶珠。其德但舉一毫，雖普賢菩薩亦莫知其際，

故一名能等餘號，如摩尼珠寶能勝眾寶。且因觀世音菩

薩因中修行，獲耳根圓通常三真實，為一切圓通根本。

不但微妙應化無窮，鑒機不謬；且能身遍十界十方，心

含三際無量眾生，自他不二，一切無礙。僅念觀音聖

號，其餘六十二億恆河沙菩薩亦莫不在內。楞嚴經云：

由我所得圓通本根，發妙耳門，然後身心微妙含容，周

遍法界，能令眾生持我名號，與彼共持六十二億恆河沙

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無異。世尊！我一名號，與

彼眾多名號無異，由我修習，得真圓通。故能以一根敵

眾門，以一號勝眾名。持菩薩名號，並非事相有漏之

㊿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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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而是能轉眾生塵勞妄想為正念。如此不但得福，且

能破惑；不但能了生死，且能證菩提。故知其福是不可

窮盡。

受持觀音一名，與持六十二億恆河沙菩薩名號，福德正

等。而且能救七難，離三毒，應二求。又因其證得金剛

三昧，能與眾生同一悲仰，而以十四無畏施于眾生之無

作妙力。故言受持名號，能得如是無量無邊福德之利。

前問何緣得名？佛答眾生三業顯機為境，法身靈智冥

應，境智因緣，名觀世音。此義已竟。（稱名、常念、

禮拜三業現前，故為顯機，菩薩以此為所觀境，法身靈

智，望于眾生，即能觀智，乃以此智冥應拔苦。即此境

智而為因緣，亦名感應，以此因緣名觀世音。）以下再

問，亦示此意。

娑婆是梵語，譯為忍土或堪忍，此界眾生，受是三毒及

諸煩惱，能忍斯惡，故名忍土。云何遊，是問身業。

云何說，是問口業。

方便是問意業。無盡意問云何遊此娑婆世界？佛答以普

門示現，三業顯應，應眾生冥機等，乃明觀音意業鑒

機，身業現相，口業說法，既令眾生知覺見聞，故云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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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而且不說眾生三業修行之相，此由宿善冥伏在懷，

乃能致感，故云冥機。

國土為依報，眾生為正報。菩薩利生，必先有機感，然

後應化，國土眾生乃依正同舉。正報眾生即四聖六凡，

依報國土為凡聖同居土、方便有餘土、實報莊嚴土、常

寂光土。

若有國土眾生成佛機緣已熟，一見佛相，即得成就菩

提，觀世音菩薩即隨其機緣，示現佛身，為說成佛法

門，令他斷惑證真。

楞嚴經言：若諸菩薩，入三摩地，進修無漏，勝解現

圓，我現佛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此乃觀世音菩薩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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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菩薩機而說頓入佛乘之法。

辟支佛譯為緣覺或獨覺，為悟十二因緣法者。

楞嚴經：若諸有學，寂靜妙明，勝妙現圓；我於彼前現

獨覺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若諸有學斷十二緣，緣斷

勝性，勝妙現圓；我於彼前現緣覺身而為說法，令其解

脫。

聲聞者即聞佛聲教，悟四諦理，斷見思惑而入涅槃者。

若有樂修四諦法者，大士即現阿羅漢相而度之。楞嚴

經：若諸有學得四諦空，修道入滅，勝性現圓；我于彼

前現聲聞身而為說法。

梵王即色界梵天主，斷欲離愛，戒善具足，得初禪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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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45



力；且修四無量心，具大福慧。

楞嚴經：若諸眾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塵，欲身清淨；

我于彼前現梵王身而為說法。

帝釋即釋提桓因，忉利天主，統三十三天。

若有欲生忉利天者，大士即現帝釋身，為說五戒十善行

慈之法，令其成就。

自在天即他化自在天，在欲界頂，能以旁天所化，作為

己樂，攝為己有，自在無礙。

若欲身自在行遊十方，大士即現自在天身，為說上品十

善等法，令其成就自在天福報。

大自在即摩醯首羅，在色界頂。此類眾生有三眼八臂，

騎白牛，執白拂，飛行虛空，為大千界主，得大自在，

故名大自在天。

若 有 眾 生 心 慕 彼

天，飛行自在者，

大士即現大自在天

身，為說諸禪三昧

之法。

天大將軍是統領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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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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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擁護佛法，救護國土之大將，具大威武。

若有人慕其武勇，欲統鬼神而護眾生者，大士即現天大

將軍身，為說救護眾生之法。

毗沙門譯為多聞，是四天王中之北方多聞天王，此王常

護如來道場而福德名聞。

若有人欣樂此天，大士即現毗沙門身，為說護教治世之

法。

天王為大，人王為小，小王即南閻浮提大小各國之王，

就是現今世界各國國王。

若有人樂為人王，欲治國安民者；大士即現人王身，為

說治國安民之法。

長者是智深行淨，上歎下歸，世所推崇者。

若有人欣慕長者，淑世範民者；大士即現長者身，為說

淑世範民之法。

在家志於佛道的居家之士，名為居士。

若有人願守道自恬，寡欲蘊德；大士即現居士身，為說

清淨無為之法。

上至宰相，下至州郡，凡治國牧民者，皆名宰官。

若有志存匡濟，欲治邦國者；大士即現宰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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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說輔政安邦，修齊治平之法。

婆羅門即淨修士，是古印度四姓之一，亦為外道，妄稱

其為梵天後裔，故又名淨裔。

若有人欲返邪歸正，達妄即真；大士即現婆羅門身，為

說世智調攝自居之法。

比丘、比丘尼是出家二眾，優婆塞、優婆夷是在家二眾

即男女居士，皆歸依佛法，精持禁戒者。

若志樂佛法，能持禁戒者；大士即現四眾身，為說具足

戒、五戒、八戒等法。

即長者婦、居士婦、宰官婦、婆羅門婦。

若有此四種婦女欲內政立身，以修家國；大士即現婦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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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說端莊淑慎，修身內助之法。

童男童女即不破童貞，喜清淨行者。

若有眾生不壞男根，若有處女愛樂獨身，不求侵暴，大

士即現童男童女身為說清淨童貞之法。

天眾即欲界六天、色界四禪天、無色界四空處天；龍眾

為水族之王；夜叉即捷疾鬼，能飛行空中；乾闥婆以香

為食，又能作樂；阿修羅譯為無端正或無酒，多瞋好

鬥；迦樓羅即金翅鳥神；緊那羅為帝釋的樂神，又譯為

歌神；摩睺羅迦即大蟒神，人形蛇首。人非人等是指此

八眾中有似人或不似人的。

若有天龍等八部眾樂脫其倫者，菩薩皆現身為說脫離本

倫，趣入勝道之法。

執金剛神即執金剛杵以護佛法者，即山門兩脇，右是金

剛神，左是密跡力士。

若有欲以金剛杵之威德，降魔制惡，擁護佛法者，菩薩

即現金剛神為說勇猛護持之法。

以種種形是示現身廣，游諸國土是所化處廣，度脫眾生

是得益者廣。眾生無盡，觀音皆能示其三業而度脫之，

經文所列三十三身，僅是略示，故言以種種形游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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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觀世音菩薩功德如

此，故一切眾生皆

宜至誠一心供養恭

敬。

一心供養之意，正

由菩薩能施眾生無

畏，從德受名。施無畏者，以無畏施於人。觀世音菩薩

以救七難，赴二求，免三毒，于眾生怖畏急難之中，能

施無畏，令其離苦得樂。

無盡意菩薩聞佛說應當供養之囑，即解頸飾貴重珍寶全

獻于觀世音菩薩。菩薩以瓔珞即心，心即瓔珞，稱性佈

施，內無能施之我，外無所施之物，亦無受施之觀音，

三輪體空，雖財施亦等如法施。又菩薩佈施實屬表法，

頸項表中道實相妙體，寶珠瓔珞喻戒定慧陀羅尼種種法

門。以瓔珞莊嚴其身，表以戒定慧陀羅尼種種法門，莊

嚴中道實相理體；解頸眾寶瓔珞，則表已證中道實相而

不住於一切法門。實皆示吾人如何修行以莊嚴法身。

今言法施，正以財通於法，名財即是法財。即因緣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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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即空，即假，即中，三諦一心，一切具足，於法平

等，於財亦等，如此施者，即是法施。實財與法無二無

別，財外無法，法外無財。施及受者皆空、假、中，無

非法界，如是乃名以法界心，對法界境，起法界施。

不肯受者，既在佛前，未奉佛命，故不應受，亦是事須

遜讓。觀解者，不受即畢竟空，一心三觀，不受於有、

空、中，故無所受。

無盡意為四眾故施，觀世音愍四眾故受。以無所施而

施，以無所受而受。

四眾即出家比丘、比丘尼，在家優婆塞、優婆夷等四

眾。

��

101101

102102

50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51



佛勸愍者，即是愍一切眾生，正以菩薩為之故施，為之

故受。

多寶佛塔見於法華經第十「見寶塔品」。二分表事理二

因，奉二佛即將二因趣二果。理圓即法佛，事圓即報

佛，二佛即表二果。觀音本地唯佛能知，今現因身，須

求極果。故雖受施，回奉敬田，以一瓔珞作二分者，表

于一行必具二因，理則正因，事則緣了，理事不二，能

成二身不思議果。今以事理之因，趣於法報之果，雖不

論應身，則因人趣果，合表二身，法報若成，應用自

發。

本體無限——平等——空諦——理 } 圓融（中諦）
現象有限——差別——假諦——事

法身——理佛——多寶佛塔 } 冥合
報身——事佛——釋迦牟尼佛

體——法身——多寶佛塔

相——報身——釋迦牟尼佛

用——應身——觀世音菩薩

如是自在神力是指上文三十三應身、十九說法而言。前

文無盡意問觀世音云何遊此娑婆世界，故佛如此答之。

103103

104104

105105

50 51

普門品 注釋



本品偈頌是羅

什原譯所無，

後人據隋闍那

崛多譯本而增

入之。

世尊是佛十種

德號的總稱，

就是娑婆世界

最尊無上之意。妙相具是指世尊內具萬德，外顯三十二

相八十種好，相好具足微妙難思。

我即無盡意菩薩自稱，彼是指觀世音菩薩。

佛子是指觀世音菩薩，能紹佛種，不令斷絕，名為佛

子。

無盡意以偈問，故佛以偈答。妙相尊即佛也。以下為佛

答。觀音行者，一心三智，觀彼類音，令無量苦一時解

脫，即是已成利他行。不動真心垂形十方，處處現往，

故名善應諸方所。

凡菩薩皆有四弘誓願：四弘誓願中，第一願是利他，第

二願和第三願是自利，第四願是二利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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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無邊誓願度—————— 利他

} 佛道無上誓願成
（二利圓滿）

煩惱無盡誓願斷——止惡 } 自利
法門無量誓願學——修善

附錄觀世音菩薩的十大願文，茲與四弘誓願對照如下：

四

弘

誓

願

一、 法門無量
誓願學 { 所學之法—願我速知一切法

觀

音

十

大

願

文

能照之智—願我早得智慧眼

二、 眾生無邊
誓願度 { 所化之境—願我速度一切眾

能化之法—願我早得善方便

三、 煩惱無盡
誓願斷 {

根本癡海—願我速乘般若船

生死流浪—願我早得越苦海

貪瞋癡——願我早得戒定道

四、 佛道無上
誓願成 {

究竟涅槃—願我早登涅槃山

成菩提道—願我速會無為舍

三身圓成—願我早同法性身

觀世音菩薩始心四弘願廣，行行經劫難量。以誓深故，

長時不退；以時長故，值佛唯多；隨佛作為，方名侍佛

修諸佛行。於一一佛所，皆發淨願，故能真智遍拔眾

苦，應身普度一切。

11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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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聞菩薩聖號，目睹其身相。聞名故稱，是口業機；見

身故禮，是身業機。

心念正當意業機，故機具三業，既能冥應又能見身，二

應具也。

此下頌與長行事相不同，又增幾種謂十四無畏，特舉大

略，實具一切功德，能救一切急難，故加頌之。此行頌

是免火難。

頌第二是免水難。

第三免墮須彌山難。須彌華言妙高，為山中之王，從須

彌下墜尚不墜傷，余山可知。如日住虛空不致下墜，怨

敵既去，還立本處。

此行加頌免墜金剛山難。金剛山舊譯鐵圍山，在須彌山

外。

此行超頌免怨賊難。聞觀音聖號，忽息惡念，咸起慈

心，既不謀財，亦不害命。

此行頌免刀杖難。或偶觸刑章，或遭逢喪亂，或受誣傾

陷，以致身被刑戮。念菩薩號即能獲免。

此行頌免枷鎖幽執難。

此行加頌免咒詛毒藥難。凡咒詛毒藥欲害於人，前人邪

113113

114114

115115

116116

117117

118118

119119

120120

121121

122122

54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55



念，方受其害，若能正念，則還著本人，而此非觀音使

之也，譬如含血噴天，還汙己身；以頭觸火，遂焦己

額，不期然而然。

此行追頌免惡鬼羅剎難。

此行加頌免惡獸難。

此行加頌免蛇蝎難。

足前七難而為十二，皆具約報業煩惱六道。若論所表，

不出六種。須彌金剛亦是地種，雷雨屬水，獸蛇咒詛同

是有情，皆表識種。菩薩因中，於此六種修別圓觀，今

住六種如實之際，故遍法界救諸苦難，皆令得住六種本

際。斯是觀音證惡法性，于惡自在，方能任運遍赴諸

難。以要言之，一切依正，皆是觀音妙身妙心，一切眾

生於聖色心而自為難，求救三業，亦即觀音，是故機成

即時而應。當以此義念念觀之，何患不同觀音利物？

一切眾生多於界內貪瞋邪見，及以界外三毒之惑，外則

無於報得男女，內則乏於定慧男女，致招二種生死困

厄，是故名為無量苦逼。若其能以正助為機，即感真身

妙智之力，救於二種世間之苦。

長行總答云：以種種形，游諸國土，度脫眾生。今頌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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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能應之由，由神通力及智方便。若非全體之用，不名

具足神通力。通雖性具，復由廣修妙智方便，照性發

通，故得普門示現自在，十方無外，不離一心，遍應諸

剎。

常論惡趣，但局三途，而今言之，通指九界望佛，皆名

為惡，別舉三途，極惡故也。雖三惡方沈幽昏，未應得

度，悉令漸滅其苦。實九界二死皆有四相，漸令除滅，

歸於常寂。

真以息妄，淨以治染，智以破惑，悲以拔苦，慈以與

樂，以此五觀加被群迷，妄染惑苦，應念息滅，故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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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常願仰而依之。詳言之，觀真諦理，斷見思惑，名

曰空觀，即真觀也。斷見思已，于清淨身復斷塵沙惑，

名曰假觀，即清淨觀也。已斷無名惑，得廣大智慧，名

曰中觀，即廣大智慧觀也。以上三觀，觀眾生而拔其

苦，即悲觀也。以上三觀，觀眾生而與以樂，即慈觀

也。

三觀慈悲，因中立誓也。智光遍照，果上益物鑒機也。

無垢淨光，照窮正性，察其本末，若其不破三惑諸暗，

二死風火，何能普益二世間機？火災燒至初禪天，喻同

居生死；風災吹至三禪天，喻實報生死；水災淹至二禪

天，喻方便生死；舉二不言水者，中可例知。

法身無體，以悲為體。戒者，法身流出之教誡。驚動群

機有如雷震。慈心遍覆，濟度眾生，妙如大云。口輪說

法，教化眾生，如雨普潤，滅煩惱焰，與清涼樂。

事系訟庭，身臨戰陣，心憂刑罰，命慮兵殘，今昔怨

仇，此時會合，一心致感，眾難皆祛，更顯大士神智之

力。

妙音者，說法不滯；觀音者，尋聲救苦；梵音者，音性

無著；潮音者，應不失時；四音圓具，故云勝世間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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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士具如是德，度脫

眾 生 ， 故 須 時 常 持

念，不間不疑，無不

隨 心 滿 願 。 若 詳 釋

之，初三句中有五音

字，皆是眾生稱唱言

音。以由菩薩妙智觀

故，皆成妙境。三智

照 故 ， 音 成 三 境 。

雙 遮 空 有 ， 即 成 妙

音 ； 雙 照 空 有 ， 即

成世音；世即二世間也，不別而別，此二音字，中智境

也。梵是四等，慈悲喜舍四觀照之，即成俗諦，故名梵

音。稱俗照機，若熟若脫，時節不差，名海潮音。此二

音字，假智境也。畢竟空智，出九界情，照眾生音，超

二世相，是故名為勝世間音。此一音字，空智境也。言

雖次第，觀在一心，智外無音，音外無智，境智冥一，

思慮頓忘，是故須常念者，正勸持念也。此類音雖是眾

生口業所發，大聖三智，照成三諦，即是三身，故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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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念此三身。言常念者，即是正念，非破非立，無能無

所，三諦俱照，三觀俱亡，不次不偏，名常名正，若其

然者，名為妙機。

上先舉境智，次勸常念，今勸勿疑，次陳感應，左右互

顯。

觀聽反入，離諸塵妄，是名淨聖，冥資不虛，於二死

中，如父如母，可依可怙。具一切功德則隨所求而應

之，不止十四無畏也。慈眼視眾生，則擇可度而度之，

不止三十二應也。其福聚萬行，如海利澤無窮，故須歸

命頂禮。結示普門，勸修供養，禮既屬身，身必具口，

非意不行，頂禮已成三業供養。

13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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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以下，是普門品的流通分。

寶云經云：菩薩有十法，名持地三昧，如世間地。一廣

大，二眾生依，三無好惡，四受大雨，五生草木，六種

子所依，七生眾寶，八生眾樂，九風不動，十師子吼亦

不能驚，菩薩亦爾，昔遇毗舍浮佛教平心，地一切皆

平，是能以妙法內平自心，外患自平，故聞此品而稱歎

之。

即普門品。

此明自在業者，若是凡夫之業，為愛所潤，有漏因緣，

不得自在。觀音為調伏十法界，示此三業，慈悲力潤，

隨感受生，不為煩惱所累，故言自在業，為中道第一義

137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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諦所攝，於二諦中得自在。

無求不應，無苦不拔，故云神通之力。

功德不少者，顯自在之業，普門之行，實為心地法門，

聞持者苟能以是平持心地，則外患自平，不能為害，于

諸怖畏能施無畏，由是自在之業，普門之行，遂為己

有，故云聞者功德不少，此菩薩聊知分曉也。

眾指法華會上諸大眾。八萬四千眾生，乃以人數用表法

門，剎那剎那，莫不具足八萬四千淨穢之法。此一一

法，無非實相，若緣諸法作念而修，塵劫不等，性中八

14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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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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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若即實相無緣發心。剎那能等八萬四千究竟之法，

發實相心，是生理善，即為人也。無等等者，二乘雖出

三界，猶有上法，非是無等，是可等法；佛是極地，佛

智無上，故言無等，是無等法。發求佛心，初發大心，

等於無等，故言無等等，等於佛也。觀音體此以成普門

之行，隨類應化，無等與等，故聞其風者，皆能發如是

心，經文結益，正在真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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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無邊誓願度

煩惱無盡誓願斷

法門無量誓願學

佛道無上誓願成　　
三遍

自性眾生誓願度

自性煩惱誓願斷

自性法門誓願學

自性佛道誓願成　　
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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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淺譯

當佛在講完東方妙音菩薩來往品時，無盡意菩薩從

自己的座位上起來，遍露右肩，恭敬合掌，向佛問說：

「世尊！觀世音菩薩究竟是以什麼因緣而得名觀世音菩

薩呢？」

佛告訴無盡意菩薩說：「善男子！假若有無量百千

萬億的眾生，遭受了很多苦惱，如果能聽到觀世音菩薩

的名號，就一心稱念。觀世音菩薩會立刻觀聽他們稱名

的聲音，前來救度，使他們

皆得解脫痛苦煩惱。

若有持念觀世音菩薩名

號的人，如果遇到大火，也

不會被燒傷。

若有人遇到大火而被水

沖走，如能一心稱念觀世音

菩薩的名號，就會漂到安全

的地方。

若有眾生為求金、銀、

琉璃、硨磲、瑪瑙、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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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真珠等寶，乘船

入海，假使遭到大風吹

襲，飄墮到羅剎鬼國。

船上若有很多人，甚至

只有一人，稱念觀世音

菩薩的名號，這許多人

皆得解脫羅剎鬼難。由

於這種尋聲救苦的因

緣，所以這位菩薩得名

為觀世音。

若有人在將被殺害

時，能稱念觀世音菩薩

名號，那個加害者所拿

的刀杖就會一段一段的折壞，既不能打，又不能殺，因

而解脫刀杖難。若在三千大千世界，有很多的夜叉、羅

剎要來害人，只要聽到有人稱念觀世音菩薩名號，這些

惡鬼就不敢以惡眼看他，那裏還敢加害他？

若有人不論有罪或無罪而被拘捕，戴上手銬腳鐐，

由於稱念觀世音菩薩名號的力量，能使鐐銬枷鎖等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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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壞，即得解脫枷鎖之難。」

現在三千大千世界都充滿怨賊，在這樣惡劣的環境

中，有一個商主率領著許多商人，帶著一大批貴重的寶

物要經過一段很險要的道路，當眾人正在提心吊膽的向

前走時，其中忽然有一人高聲對大家說，『名位！這段

路難然很危險，但你們不要害怕，只要大家能一心稱念

觀世音菩薩名號，菩薩就能以無畏施救我們，令我們安

全的通過這條險路。』於是眾商人都異口同聲的稱念：

南無觀世音菩薩！因為稱念菩薩的名號，所以都解脫了

怨賊危難，安然的經過這條險路。

佛告訴無盡意菩薩說：「無盡意！觀世音菩薩的大

威神力巍峨如山，就是我說也說不完！若有眾生多生淫

欲，只要時常憶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能脫離淫欲。

若有眾生多發瞋怒，只要時常憶念恭敬觀世音菩

薩，便能脫離瞋怒。

若有眾生多患愚癡，只要時常憶念恭敬觀世音菩

薩，便能脫離愚癡。

無盡意！觀世音菩薩能令眾生遠離淫欲、瞋怒、

愚癡等不可思議的大威神力，饒益一切眾生，所以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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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應一心稱念觀世音菩

薩。

若 有 女 人 想 求 生

男孩，禮拜供養觀世音

菩薩，便能生個具備福

德智慧的男孩。若想求

生女孩，便能生個端正

美麗的女孩，由於宿世

廣植福德善根，所以很

受人敬愛。無盡意！觀

世音菩薩有此等的大威

神力！若有眾生恭敬禮

拜觀世音菩薩，福不空

過。因此，眾生皆應受持稱念觀世音菩薩的名號。

無盡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億恆河沙菩薩的名號，

一直到他死的時候，他都是熱心的供養飲食、衣服、

臥具、醫藥，你認為這個善男子或善女人的功德多不

多？」無盡意菩薩回答說：「這功德太多了，世尊！」

佛又說：「若有人只一時受持觀世音菩薩的名號，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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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生的來受持，在那一時，能受持禮拜供養，則與先

前終身禮拜供養六十二億恆河沙菩薩的功德相同無異，

這種功德在經過百千萬劫時，也是沒有窮盡的。無盡

意！人人都要受持觀世音菩薩的名號，如能受持，就可

以得到如是無量無邊福德的利益。」

無盡意菩薩又向佛問說：「世尊！觀世音菩薩是怎

樣來這個娑婆世界？如何為眾生演說妙法？他究竟是以

什麼方便之力，在娑婆世界教化眾生？」佛回答無盡意

菩薩說：「善男子！娑婆世

界若有眾生應該用佛身來度

化的話，則觀世音菩薩就顯

現佛身來為他說法。

應以辟支佛身得度者，

觀世音菩薩就現辟支佛身來

為他說法，應以聲聞身得度

者，觀世音菩薩就現聲聞身

來為他說法。

應以梵王身得度者，就

現梵王身來為他說法。應以
6� 69

普門品 淺譯



帝釋身得度者，就現帝釋

身來為他說法。應以自在

天身得度者，就現自在天

身來說法。

應以大自在天身得度

者，觀世音菩薩就現大自

在天身來為他說法。應以

天大將軍身得度者，就現

天大將軍身來為他說法。

應以毗沙門身得度者，就

現毗沙門身來為他說法。

應以小王身得度者，就現小王身來為他說法。應以

長者身得度者，就現長者身來為他說法。應以居士身得

度者，就現居士身來為他說法。

應以宰官身得度者，就現宰官身來為他說法。應

以婆羅門身得度者，觀世音菩薩就現婆羅門身來為他說

法。

應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得度者，

觀世音菩薩就分別顯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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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而來為他說法。

應以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等婦女身來度化

的，觀世音菩薩就現出婦女身來為他說法。

應以童男或童女來度化的，觀世音菩薩就現童男

或童女身，而來為他說法，應以天龍、夜叉、乾闥婆、

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身得度

者，觀世音菩薩就現出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

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身，而來為他說

法。

應以執金剛神得度者，就現執金剛神來為他說法。

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成就如前面示現度眾的大功德，現

種種的身形，遊遍十方世界，度脫一切眾生，因此，你

們應當一心供養觀世音菩薩。這位大菩薩在眾生處於怖

畏急難之時，能給眾生無畏安樂，所以在這娑婆世界，

都稱他為『施無畏者』。」

無盡意菩薩聽到佛所說的觀世音菩薩的廣大功德，

因此向佛說：「我今日應當供養觀世音菩薩。」說後，

隨即從頭上解下價值百千兩金的寶珠瓔珞，奉呈給觀世

音菩薩說：「仁者！請你受此法施珍寶瓔珞。」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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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世音菩薩不肯接受，無盡意菩薩再奉上說：「為了憐

愍我等故，還是請你接受下來！」這時，佛告訴觀世音

菩薩說：「你應當哀愍無盡意菩薩及四眾天、龍、夜

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

非人等，接受寶珠瓔珞。」這時，觀世音菩薩慈愍眾

生，所以接受了瓔珞的供養，把它分作二分：一分奉給

釋迦牟尼佛，一分奉給多寶佛塔。佛告訴無盡意菩薩

說：「無盡意！觀世音菩薩以如上所述的不可思議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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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力，游化於娑婆世界。」這時，無盡意菩薩用偈頌

來問佛說：「我今再重問具足莊嚴妙相的佛陀，這位觀

世音菩薩是由於什麼因緣而得名的呢？」佛也偈來回答

無盡意菩薩說：「你好好的聽聽觀音的妙行，觀世音菩

薩能普應於十方世界，他的弘誓如海，甚深難測，曆劫

久遠不可思議。他隨侍過無數的佛而受教，曾發過廣大

的清淨願。

我再為你略說觀世音菩薩的化他之行；凡是聞名或

見身禮拜，乃至一心憶念菩

薩而不空過者，都能解脫一

切的煩惱痛苦。

假若有人興起害意，將

你推落大火坑，因為仰仗稱

念觀音聖號的神力救護，能

使火坑變成池。

或漂流到大海中，將遇

到龍魚和羅剎鬼的危難，因

為仰仗稱念觀音聖號的神力

救護，海浪雖大，也不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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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沉沒。

或有人在須彌山峰，被人推落，因為仰仗稱念觀音

的神力救護，就如太陽在虛空中懸住而不會墮落下去。

或被惡人追逐，墮落到金剛山下，因為仰仗稱念觀

音的神力救護，而將不會損壞一根毛髮。

或遇到怨賊圍繞，各拿刀要加害，因為仰仗稱念觀

音的神力救護，能使他們都生起慈心而不忍加害。

或遇到監獄行刑等苦難，當將行刑命終時，因為仰

仗稱念觀音的神力救護，

能使行刑的刀一段段的斷

壞而不能殺害。

或被囚禁枷鎖，手足

被杻械鐐銬，因為仰仗稱

念觀音的神力救護，即得

被釋放而解脫枷鎖之難。

若有人以咒詛或各種

毒藥想加害你，因為仰仗

稱念觀音的神力救護，而

使咒詛毒藥還著在他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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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上，自受損傷。

或遇到惡羅剎、毒龍或

種種惡鬼等，因為仰仗稱念

觀音的神力救護，使他們當

時都不敢加害。

或被惡獸圍繞，都露出

鋒利可怕的爪子，因為仰仗

稱念觀音的神力救護，使惡

獸都很快的遠離。

或遇到蚖蛇及蝮蠍，吐

出像煙火般的毒氣，欲使人喪命，因為仰仗稱念觀音的

神力救護，他們就會隨著聖號的聲音而自然回避離去。

若遇到烏雲雷電或冰雹大雨，因為仰仗稱念觀音的

神力救護，能立即雲消雨散，雷電停止。

眾生被困厄而無量苦逼身，觀世音菩薩能以不可思

議的智慧神力，尋聲救脫世間的一切苦難。

觀世音菩薩具足廣大的神通力，廣修各種智慧方

便，現身於十方世界一切的國土，雖是地獄、餓鬼、畜

生等惡趣，亦皆現身普應，使他們漸漸消滅解脫生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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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等痛苦。

觀世音菩薩以真觀、清淨觀、廣大智慧觀、悲觀及

慈觀等妙智力，應現教化眾生，令其離苦得樂，所以眾

生應常願大悲者的施救，常瞻仰大悲者的功德。

觀世音菩薩能以無垢的清淨智光伏滅風火等一切的

災難，普照破世間所有的黑暗苦難，使世間普遍光明。

觀世音菩薩所證大慈大悲的法身戒體，能教化眾生止惡

行善，以三十二應普現十方，如百雷震動，能滅伏一切

惡難，又如和藹慈雲，普降甘露法雨，能滅除煩惱的火

焰。

遇到爭論、訴訟或身陷軍陣戰爭時，雖然很恐怖畏

懼，但若這時能一心稱念觀音聖號，因仰仗神力救護，

能退散一切眾怨而息訟罷戰。

觀世音菩薩以妙智觀照世間苦惱眾生的稱名之音而

來尋聲救苦，如同海潮終日不休息的活動，其慈悲救世

清淨之音，勝過世間一切聲音，因此眾生必須常念觀音

聖號，於念念之中，切勿生疑，觀世音菩薩是教化娑婆

世界的一位清淨聖者，常於苦惱死厄怖畏之中，如父如

母的為作眾生的依怙。他具足一切功德，以慈眼視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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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能令眾

生受享如海水

般無量的福德

和智慧，所以

眾生應該頂禮

報 謝 他 的 恩

德。」

釋 尊 說

完後，會中有

位持地菩薩就

從座位起來，

走向佛前說：「世尊！若有眾生聞到這觀世音菩薩普門

品，讚歎觀世音菩薩三業妙用，救護一切厄難，能令眾

生解脫自在，和見到觀世音菩薩門示現三十三身，聽觀

世音菩薩說妙法等神通功妙力者，當知此人功德實在不

少！」

當佛說這普門品時，八萬四千大眾聽了以後，皆發

了無上正等正覺的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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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向 偈

願消三障諸煩惱

願得智慧真明了

普願罪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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