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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無上甚深微妙法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P76 於是普賢菩薩在大眾中，
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右繞三匝，
⾧跪叉手而白佛言：
大悲世尊，願為此會諸菩薩眾，
及為末世㇐切眾生，修大乘者，
聞此圓覺清淨境界，云何修行。
及為末世㇐切眾生，修大乘者，
聞此圓覺清淨境界，云何修行。

【講】圓覺清淨境界，即前文圓照清淨覺相。
前章是顯性，故圭峰判入正宗。
此章是示修，故請云何修行。
足證性修二門，俱不得偏廢也。



意謂佛前所說知是空華，即無輪轉，亦無身
心受彼生死。是約最上根人，一念頓悟，當
下即了者可然。

至若無如是人，又且如何？想必不假修行，
定難了脫。若必修行，宜云何能修也？故總定難了脫。若必修行，宜云何能修也？故總
問云何修行。



P78 世尊，若彼眾生
1. 知如幻者，身心亦幻，云何以幻

還修於幻 ?(修甚麼? 一切萬法如幻)

2. 若諸幻性㇐切盡滅，則無有心，
誰為修行 ?(誰在修行)

3. 云何復說修行如幻 ?
誰為修行 ?

3. 云何復說修行如幻 ?(為何又說所作之修行

亦如幻)

4. 若諸眾生，本不修行，於生死中常
居幻化，曾不了知如幻境界，令妄
想心云何解脫?



普賢菩薩所問,是因為眾生尚未證悟才會有此疑問, 
真正證悟後就不會產生這樣的疑問……

P78 【講】問意有三：
1.謂若彼眾生，知一切無明 身心，皆如空華，
即是知如幻者。
此如幻是四大假合之身，六塵緣影之心，
皆如幻不實也。皆如幻不實也。

既皆如幻不實，又如何以如幻不實之身心，
而還修治於如幻不實之無明耶？

…這裡大家想想如幻的身心,要如何修治如幻不實
的無明呢? … 迷悟



2.謂縱若無明幻性，一切盡滅，則亦無有身心，
以身心從無明有故。P79 無明既無，則身心亦
無。既無身心，設有頓悟，教誰修行 (究竟又是誰

在修行?)。

云何如來尋常復說，必要歷事造修，淨治如幻云何如來尋常復說，必要歷事造修，淨治如幻
之無明，以成正果耶？

3.謂若諸眾生，聞說如幻，即知不實，本來不
用修行。謂理觀事修，均可不用也。
……一般根氣的眾生與六祖的差異



補：諸佛菩薩知如幻，證如幻，只為一件事而來 …度
如幻眾生!

……其實就算我們在聽經聞法後, 知道如幻，但與自己有關的當下，
卻都還是覺得真實有的，所以才會依然有欲望、爭奪、執取種種
不斷發生，身口意造業招報，生死輪迴皆實華生處
……所以知道是一回事， 要能做到又是一回事……所以知道是一回事， 要能做到又是一回事

換個方式來看：若我們真的覺得一切如幻，眾生還會汲汲營營為
自己追求，執取嗎 (住著不放，困住自己)?

諸佛菩薩了知一切如幻，依然悲心度如幻眾生， 因諸佛菩薩也是
過來人，知道眾生苦，欲度眾生離苦得樂 !



P79 【講】果爾，則一切眾生，常在生死，而
起惑造業，業必招報。乘善業則升天上人間，
隨惡業則墮地獄鬼畜。惑業不絕，果報常淪，
塵沙劫波，莫之能返。

謂不假理觀，無由頓悟，曾不了知如幻境界。謂不假理觀，無由頓悟，曾不了知如幻境界。
不歷事修，無明宛爾，令妄想心，云何解脫？

心尚不能，何況於身？但益繫縛，終無解脫之
期。如是則舉世皆成夢漢，誰為大覺人耶



P80 願為末世㇐切眾生，
作何方便 漸次修習，令諸眾生永離
諸幻。

P81 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如是P81 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如是
三請，終而復始。



P81 爾時世尊告普賢菩薩言：
善哉善哉，善男子，
汝等乃能為諸菩薩及末世眾生，
修習菩薩如幻三昧，方便漸次，
令諸眾生得離諸幻，汝今諦聽，
當為汝說。時普賢菩薩奉教歡喜，
令諸眾生得離諸幻，汝今諦聽，
當為汝說。時普賢菩薩奉教歡喜，
及諸大眾默然而聽。

補：如幻三昧者，菩薩如實知 一切法緣生如幻，
如幻無性，即是真如。菩薩如是知已，乃能不被外
境所轉，能轉一切法。如是境界，名如幻三昧



P82 【講】良以菩薩和光六道，垂手入廛，凡歷
一切境界，無論逆順，皆以如幻二字印之。

遇順境 (合意)也，識得如幻，則不生喜心。
逢逆境(不合意)也，識得如幻，則不起瞋心。
空也如幻。有也如幻。
利衰毀譽，稱譏苦樂 ，皆如幻也。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八風)，皆如幻也。
乃至生死，涅槃，二邊，中道，亦如幻也。

如是則在在(處處)皆為解脫之場。無處不是安樂之
地。
終日度生，不見度相。如斯修習，乃名如幻三昧。
初學菩薩，宜漸次而修習，故曰方便。



【記】…三昧，此曰正受，亦曰正定。
了得一切境界如幻，自不見其順逆，而起歡喜
之愛心，煩惱之憎心。憎愛不生，不為境轉，
自不造業。一切境界不受(不住)，乃是正受，
然必由修習如幻得來，故曰如幻三昧。

菩薩了得生死如幻，故入生死海，不受生死苦。菩薩了得生死如幻，故入生死海，不受生死苦。
了得涅槃如幻，故能不住涅槃，而度眾生。
此三昧之大用也。

憎愛不起，即枝末無明不生，
得離諸幻，無明永斷。P83 根本無明既斷，枝
末無明亦除。



P83 吾人用功，宜將如幻二字，
念茲在茲，刻刻不忘。
補：身如幻，心如幻，人如幻，事如幻，
境如幻，物如幻，現象如幻，無明如幻(無實體)，
一切萬法皆如幻…皆無實體 !!

不但身心世界如幻，即遇圓覺境界，亦當以如不但身心世界如幻，即遇圓覺境界，亦當以如
幻二字印之。
何則？自以為清淨，即不清淨故。

如不了此，最為誤事。
倘墮入清淨無為坑中，佛亦難救。
乃法身上之大病，不可不知。



複習此段經文
P81 爾時世尊告普賢菩薩言：
善哉善哉，善男子，
汝等乃能為諸菩薩及末世眾生，
修習菩薩如幻三昧，方便漸次，修習菩薩如幻三昧，方便漸次，
令諸眾生得離諸幻，汝今諦聽，
當為汝說。時普賢菩薩奉教歡喜，及
諸大眾默然而聽。



P83 善男子，㇐切眾生，種種幻化(用)，
皆生(生於、本具)如來圓覺妙心，
猶如空華，從空而有，幻華雖滅，空性
不壞，

【講】圓覺妙心，具含世出世間一切諸法。不獨如來有【講】圓覺妙心，具含世出世間一切諸法。不獨如來有
之，而一切眾生，無不全體具足也。…
言一切眾生種種幻化，即所謂身心無明等皆是也。…
空華，喻種種幻化。虛空，喻圓覺妙心。
從空而有，喻妙心隨緣而起也。隨緣而起，起即無起。
隨緣而滅，滅即無滅。故曰幻華雖滅，空性不壞。…

若爾，直須以理觀力，悟得緣起無性，覺體常圓。



P84 眾生幻心，還依幻滅，
諸幻盡滅，覺心不動，

【講】前普賢別問中，起三執疑，故發三問。
其第一問云：若彼眾生，知如幻者，身心亦幻，云何
以幻還修於幻? 
今此釋第一疑也。佛意謂眾生幻心，還依幻滅。今此釋第一疑也。佛意謂眾生幻心，還依幻滅。

幻心即是無明。以根本無明，是出世眾生之妄想心。
枝末無明，是世間眾生之妄想心故。

還依幻滅者，謂眾生無明幻心，還依幻妄之身心，
歷事進修而得滅故。…(當眾生一念了知身心如幻的當下，幻即滅)



【記】眾生無明幻化之心，如何得滅？
下手時，仍須即此四大假合之身，歷事進修，
方了生死。
仍須用此六塵緣影之心，修習理觀，方得解脫，
而後無明幻心乃滅。

須知所滅者，特幻心耳。
覺心本來不動，何以故？本無生滅故。

是故吾人修行，先須悟此覺心，而後進修，
方可得不生滅果。若誤認生滅幻心為覺心，
P85 即得生滅果。切宜認清。



複習此段經文

P83 善男子，㇐切眾生，種種幻化，
皆生(生於、本具)如來圓覺妙心，
猶如空華，從空而有，幻華雖滅，空
性不壞，
猶如空華，從空而有，幻華雖滅，空
性不壞，

P84 眾生幻心，還依幻滅，
諸幻盡滅，覺心不動，



P85 依幻說覺，亦名為幻，若 說 有
覺，猶未離幻，說無覺者，亦復如是，
是故幻滅，名為不動。

【講】此釋第二疑也。(補：2+3疑)

其二問云：若諸幻性，一切盡滅，(則無有心，誰為修行?..人)

至云何復說修行(迷到悟的過程)如幻耶(修行..事)？
(P84經文)：眾生幻心，還依幻滅，諸幻盡滅，覺心不動。

然此猶是依幻說覺，亦名為幻。
何故亦名為幻耶？以若說有覺，猶未離幻，以是對待
法故。然亦不可說為無覺，以說無覺者，猶名為幻，
故云亦復如是。



蓋以無之與有，亦是對待法也。
以是義故，幻滅名為(覺心)不動。
由不動故，方能和光六道，教化眾生，建水月道場，
作空華佛事，降鏡裡魔軍，證夢中佛果，是名菩薩
深修如幻三昧之行也。

【記】覺心之覺，乃絕待之覺，並非對幻說覺。【記】覺心之覺，乃絕待之覺，並非對幻說覺。
若依幻說覺，非真覺也。是故亦名為幻，以其因塵
而有也。

所以書中心性二字，言心而必兼性者，表其非生滅
心也。我輩凡夫，離依他性，固是無心可談，須知
依他即是圓成。…(悟後方知依他本即圓成)



然必待參究之一念脫落，方是不生滅。
若稍帶有參究之念，尚是幻心。
故曰，依幻說覺，亦名為幻也。若說有覺，猶未離
幻，說無覺者，亦復如是，此四句更細。

蓋謂稍有微細分別，自以為覺，猶未離幻。然則無
覺耶？不知既說無覺，尚有無覺之一念存，亦復是覺耶？不知既說無覺，尚有無覺之一念存，亦復是
幻。

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到了連自己也不知的時
候，方是不生滅。
所謂淨躶躶，赤灑灑地，一念不生，寸絲不掛，是
名幻滅，是名不動。此段文微細極矣！下文則尤細。



複習此段經文
P85 依幻說覺，亦名為幻，
若 說 有覺，猶未離幻，

說 無覺者，亦復如是，
是故幻滅，名為不動。是故幻滅，名為不動。



P86 善男子，㇐切菩薩，及末世眾
生，應當遠離㇐切幻化虛妄境界，
由 堅 執持 遠離心故，
1.心如幻者， 亦復遠離，
2.遠離為幻， 亦復遠離，2.遠離為幻， 亦復遠離，
3.離 遠為幻，亦復遠離，

得無所離，即除諸幻，



【講】其三問云：若諸眾生，本不修行，至令妄想心，
云何解脫？今佛釋云：當今現前一切菩薩，及末世中
發清淨心人。應當 遠離 一切幻化虛妄境界…

蓋普賢意，恐末世眾 生聞說如幻，即知不實，何必修
行…今佛云應當遠離者，意顯幻化虛妄境界，務須修
行而遠離之。…

但以遠離非易，要在堅固執持(用功方法)遠離之心，不得
放鬆一點，或理觀頓除，或事修漸遣，念茲在茲，不
可暫時不防也。

然此以心遣幻，果其幻滅，此心亦無所用。設存此心，
猶是淨眼中翳，亦如幻者，故應亦復遠離，此遣第一
重能離之心也。…前經文:1.心如幻者， 亦復遠離



次言遠離為幻者，謂上已知心如幻，重起遠離。
若果心既不有，則重離亦無所用。
設存此重離，則麤翳雖離，細翳猶在，
仍為如幻，故應亦復遠離。
此遣P87二重離心之離也。
…前經文: 2.遠離為幻， 亦復遠離

上以遠離為幻，復起遠離以遣之令化。上以遠離為幻，復起遠離以遣之令化。
若遠離巳化，則上之所謂離遠離者，如淨目之虛光，亦
名為幻， 故應亦復遠離。
此遣第三重離遠離之離也
…前經文: 3.離 遠為幻，亦復遠離

得無所離者，無可離故。至無可遣，如淨目之真精，故
云即除諸幻。



P88 譬如鑽火，兩木相因，火出木
盡，灰飛煙滅，以幻修幻，亦復如是，
諸幻雖盡，不入斷滅。
…..盡顯淨圓覺心
若如譬喻,還會有誰在修?修甚麼?真有修行這件事嗎? 

P89 善男子，知幻即離不作方便，
離幻即覺，亦無漸次，㇐切菩薩及末
世眾生，依此修行，如是乃能永離諸
幻，…前面經文：修習菩薩如幻三昧,方便漸次令諸眾生,

得離諸幻…



P89【講】…既知是幻，但自不著，不著即離，
故云知幻即離，則不須更作方便以離幻也。
離幻即覺者，謂既已知幻即離，則離無所離，以離
於幻也。既離於幻，圓覺妙心，昭昭不昧，故云離
幻即覺。
又何勞漸次修證為哉？故云亦無漸次。
然雖如是。猶是理觀，未涉事修，所謂理雖頓悟，
乘悟併銷，是也。若更重起事修，乃能永離諸幻，乘悟併銷，是也。若更重起事修，乃能永離諸幻，
所謂事必漸除，因次第盡，是也。

【記】此章所說之修，為上根人說。重在理觀，乃
頓教之修也。頓者，智慧明了，知即能離，離即全
離，故不落於階次。然知是悟，離是修(功夫)，隨修
隨證，頓教法門，亦不能不賴修功。況中下根人，
多生習氣，若無事修，安能永離乎？



複習此段經文
P86 善男子，㇐切菩薩，及末世眾生，應當遠離㇐切幻化虛
妄境界，
由 堅 執持 遠離心故，
1.心如幻者， 亦復遠離，
2.遠離為幻， 亦復遠離，
3.離 遠為幻，亦復遠離，

得無所離，即除諸幻，得無所離，即除諸幻，

P88 譬如鑽火，兩木相因，火出木盡，灰飛煙滅，以幻修幻，
亦復如是，諸幻雖盡，不入斷滅。

P89 善男子，知幻即 離 不作方便，離 幻即覺，亦無漸次，㇐
切菩薩及末世眾生，依此修行，如是乃能永離諸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