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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避免之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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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二 示四病應除（分三）

子初、總標徵起

子二、別明行相

子三、結明真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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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初 總標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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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323

善男子！彼善知識所證妙法，

應離四病。云何四病？

此答二問，依何等法也。善男子！

彼善知識所證妙法者：即指圓覺為妙法

；包羅法界，涉入無礙，故稱妙法。

此法應離四病，若有其一，即不堪為師

。但聽所說法，心住相者，則為法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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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離法病，則知見自正，方可依故。

究竟云何是四病？

講義碼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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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三 止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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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止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

我今自心，永息諸念，得一切性寂然

平等，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止合

故，說名為病。

三者，止病，即止息妄念。

若復有人作如是言：若復有一類修行者

，作如是思惟計度之言：

講義碼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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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326

我今於自心中，永息妄念，

得一切諸法之性，寂然平等。其念若起，

分別自生，故見外境差殊；念若止息，

分別不生，故見物我一如，自他平等，

欲求圓覺。此是錯會靜觀中，

取靜為行，及澄諸念之義。

實不達彼，先悟淨圓覺，然後依淨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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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326

雖悟即動即靜，而以靜境安心，

漸修諸行，方得成就。今乃虛妄計度，

止妄即真，何須別照。彼圓覺妙性，

大用無方，非止合故，說名為病。

三止病竟。



10

癸初 修學靜觀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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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子！若諸眾生修奢摩他，

先取至靜，不起思念，靜極便覺；

如是初靜，從於一身至一世界，

覺亦如是。

此示奢摩他靜觀方便。言悟淨圓覺

，以淨覺心，修奢摩他觀，如前所說。

講義碼353



12

講義碼353-354

若諸末世，未悟眾生，修奢摩他者，

最初從何下手？故教以先取至靜為方便

。靜而云至者：即一念不生也。

不起一切諸念，凡情聖見，悉皆斷盡，

至靜之極，則圓覺妙心，脫體畢露，

故曰：便覺。如是修習，必由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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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靜從於一身者：觀我今此身，

四大和合，四大各離，今者妄身，

當在何處？我今此心，六塵緣影，

各歸散滅，畢竟無有緣心可見。

所謂內脫身心，名一身靜。

以身靜時，當體是覺，名一身覺。

講義碼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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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既爾，一切身亦然。

情界既爾，器界亦然。

所謂外遺世界，內外平等，寂然不動，

身心世界，融為一覺，

故云：至一世界，覺亦如是。

講義碼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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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子！若覺徧滿一世界者，

一世界中有一眾生起一念者，

皆悉能知，百千世界亦復如是。

非彼所聞一切境界，終不可取。

此覺性靈明，自然寂照，

與一切融為一覺。一世界中有一眾生起

一念者，皆悉能知；

講義碼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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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既全成覺，眾生全在覺中，

故所起念，無不了達。如影入鏡，

鏡照無遺。一世界既爾，則一切世界，

融為一界，故云：百千世界，亦復如是

。覺發則同時徧滿，所謂靜極光通達，

寂照含虛空，如此方名為正觀。

講義碼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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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彼從佛所聞，一切修證境界，

叮嚀告誡，終不可取。

初修學靜觀方便竟。

講義碼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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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87-88

眾生幻心，還依幻滅。

幻心，指本末無明。還依如幻身心，

借假修真，而得除滅。此一解也。

又眾生隨染緣，所起之幻心，

還依隨淨緣，所起之幻智，而得除滅。

前疑云：知如幻者，身心亦幻，

云何以幻，還修於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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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答意：以身心無明，皆幻也，

不妨起幻智，以除諸幻。

講義碼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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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幻盡滅，覺心不動。

前疑云：若諸幻性，一切滅盡，

則無有心，誰為修行，恐落斷滅？

故此答云：如幻之身、心、無明雖滅，

尚有幻智，不致落空。惟是幻智，

亦須不立，故曰：諸幻盡滅。

講義碼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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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88

雖然諸幻皆滅，能所雙亡，畢竟顯露，

圓覺妙心，常住不動。

合前喻中，幻華雖滅，空性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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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二 別明行相（分四）

丑初、作病

丑二、任病

丑三、止病

丑四、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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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初 作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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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324

一者，作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

我於本心作種種行，欲求圓覺。』彼

圓覺性非作得故，說名為病。

此釋四病行相。一者，作病，

即生心造作。若復有人作如是言者：若

復有一類修行者，作如是思惟計度之言

，我於本心，作種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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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324

此是錯解幻觀中，起種種行，

欲求圓覺義也。實不達彼，

先悟淨圓覺，然後依淨覺心，

發起幻智，觀諸幻眾，而起幻行，

乃至幻相永滅，方得圓滿菩薩，

清淨妙行。今乃虛妄計度，欲契覺心，

既是造作生心，豈合無為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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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圓覺之性，天然本具，不假造作，

今以有作之修，而求圓覺妙性，

且此妙性，豈造作而可得耶？

故說名為病。初作病竟。

講義碼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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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二 正陳請詞（分五）

己初、總問云何修行

己二、別難幻幻何修

己三、別疑斷滅誰修

己四、別遮不修永失

己五、結請方便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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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初 總問云何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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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世尊！願為此會諸菩薩眾，

及為末世一切眾生修大乘者，

聞此圓覺清淨境界云何修行？

此就機請修。大悲世尊，解見前章

。前章佛答文殊，已顯頓悟法門，

悟必依智，故以文殊表智。

講義碼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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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章悟後請修，修假立行，

故以普賢表行。此經以二菩薩居前者，

正以智行相資，得入圓覺故。

普賢因聞佛答文殊：

知是空華，即無輪轉，亦無身心，

受彼生此；不假修行，亦無方便，

非上上根人，莫能領荷。

講義碼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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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未來，此等根器眾生不多，

若不假修行，必難悟入，若不假方便，

不能造修。故願為此會諸菩薩眾，

及為末世一切眾生，凡修大乘者，

聞此因地法行，云何依解修行？

先問修行，後問方便漸次。

講義碼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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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此圓覺清淨境界者：

即文殊所問，如來本起清淨，因地法行

。佛答圓照清淨覺相，永斷無明，

方成佛道。此乃頓悟頓了之境界，

纖塵不立，無事修證矣。

然宗門悟修，亦不一概。

有頓悟漸修，如日出冰消。

講義碼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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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悟，如朝曦忽出，大光普照；漸修，

如煖氣所熏，堅冰漸化，此為解悟。

有頓修漸悟，如學射中鵠。

頓修，如射箭，一發即發；

漸悟，如中鵠，久習方中。

有漸修頓悟，如起程入都。

漸修，如每日行路；頓悟，如一旦入都

。

講義碼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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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漸修漸悟，如登高遠眺。

漸修，如步步登高；漸悟，如所鑑漸遠

。此三為證語。

更有頓悟頓修，此是上上根器，

如以刀斬繩。此通三義：

一、先悟後修：先悟，則豁然貫通，

頓了一切；後修，則不著不證，

任運合道，此為解悟。

講義碼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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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先修，後悟；先修則如人服藥

；後悟如病除愈，此為證悟。

三、悟修同時；如發電話，

隨發隨到，此通解證。若云本具一切佛

法為悟（如飲大海水），一念萬行為修（

自得百川味），亦通解證。

講義碼80-81



36

此《圓覺經》，如上悟修諸義皆具，

細研自知。〈文殊章〉，圓照清淨覺相

，是頓修，知是空華，即無輪轉，

是頓悟。

餘章隨文研究，不難明瞭。

初總問云何修行竟。

講義碼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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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二 別難幻幻何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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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若彼眾生，知如幻者，

身心亦幻，云何以幻，還修於幻？

此因聞知是空華，即無輪轉而起疑

。空華是幻。知如幻者：

知，即能照之智；

如幻，即無明不實如空華。

既知無明如幻，則身心亦皆是幻。

講義碼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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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以幻，還修於幻者：

上幻字是幻智，下幻字為幻惑

（惑，即無明）。無明身心，既皆是幻，

則不必起幻智，而消幻惑矣！

云何，是反難（去聲）辭，

謂云何更要依圓照清淨覺相，起幻智，

還修治如幻之無明，而求成佛道耶？（

下佛答：眾生幻心，還依幻滅，不妨以幻修幻

。）

講義碼81



40

己三 別疑斷滅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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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諸幻性，一切盡滅，則無有心，

誰為修行？云何復說修行如幻？

若諸幻性，一切盡滅者：

幻性，指無明，為能生幻法之性。

一切，指幻法，即身心世界，一切諸法

。

講義碼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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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聞上章，以幻智滅除諸幻，

故難（去聲）云：

若諸無明幻性與一切幻法悉皆盡滅，

則身心亦不可得。心為修行之因，

若無有心，則將誰為修行？

故反難：云何復說修行如幻耶？

（下佛答：諸幻盡滅，覺心不動，不入斷滅。）

講義碼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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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四 別遮不修永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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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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諸眾生了知無明本空，佛性本有

，自恃天真不肯修行斷惑，

則於生死輪迴之中，起惑造業，

隨業受報，輪轉不休，故曰：常居幻化

。

講義碼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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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在幻化，並不曾瞭知（覺悟也）如幻境

界。又不知以求離幻，則妄想顛倒之心

，云何而得解脫耶？

講義碼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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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五 結請方便漸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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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為末世，一切眾生，作何方便，

漸次修習，令諸眾生，永離諸幻？

上擧三疑，總請開示，此專為未來

，請示應修方便，故曰願為末世。

一切眾生之下，文意太略，當為補足，

分別演說一句，則文意連，義理顯。

講義碼83



48

普賢之意：求佛說示，既知是幻，

作何方便，漸次修習，方能令諸眾生，

永離諸幻？（下佛答，知幻即離，不作方便

，離幻即覺，亦無漸次。）

講義碼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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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如是三請，

終而復始。

此請法之儀，義準前釋。

二正陳問詞竟。

講義碼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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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二 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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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任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

我等今者，不斷生死，不求涅槃。

生死、涅槃，無起滅念，

任彼一切隨諸法性，欲求圓覺。』

彼圓覺性非任有故，說名為病。

二者，任病，即任意浮沉。

講義碼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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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復有人作如是言者：

若復有一類修行者，作如是思惟計度之

言：悠悠任性，我等今者，不斷生死，

以生死本空，更何所斷？不求涅槃，以

涅槃本寂，何假尋求？

涅槃生死，不欣不厭，無起滅念者

：無涅槃之念起，無生死之念滅，

講義碼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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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任彼一切，隨諸法性，如火性是熱

，水性是溼，各各差別也。妄從他妄，

真隨他真，任運而行，隨緣而住，

飢來喫飯，睡來便臥，東西南北，

無定去住。此是錯會〈普眼章〉中，

覺成就故，不與法縛，不求法脫，

不厭生死，不愛涅槃等義。

講義碼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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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不知彼，圓覺成就，頓同佛境，

冥一如之無心，即萬物以恆寂，

故得普照，寂滅無二。今乃虛妄計度，

任運隨緣，以求圓覺。當知圓覺性，

雖本無修習，不妨幻力修習，

豈任意而得有耶？故說名為病。

二任病竟。

講義碼32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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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子！由彼妙覺性徧滿故，

根性、塵性無壞無雜；根、塵無壞雜

故，如是乃至陀羅尼門，無壞無雜。

首句總承上文，由彼妙圓覺性，

周徧圓滿之故。若泯相歸性，

是攝事歸理，但成理法界。此乃即一一

事相之法，更互徧滿，互不相礙。

講義碼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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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38

以一入多，而一無壞；

以多入一，而多無雜。根塵相入相攝，

無壞無雜故，如是世出世法，一一皆然

；乃至陀羅尼門，無壞無雜。

此明事事無礙之境，乃十玄門中，

一多相容不同門。觀下喻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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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百千燈光照一室，其光徧滿，

無壞無雜。

百千燈，喻一切事法。光照一室，

喻一切事相之法，徧滿法界。

其百千燈光徧滿，無壞無雜，

喻一根入諸根時，一根無壞；

以多根入一根時，多根不雜；

講義碼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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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塵攝多塵時，一塵不壞；

以多塵攝一塵時，多塵不雜。

其餘諸塵、諸法互相攝入，例此可知。

一光容多光，多光容一光。光光相容，

光光不同，皆無壞雜，是為：

一多相容不同門。

妙用難思，即屬圓覺用大義。

本科周徧含容觀竟，併二觀行成就竟。

講義碼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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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初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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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39

善男子！覺成就故，

當知菩薩不與法縛，不求法脫。

不厭生死，不愛涅槃。

不敬持戒，不憎毀禁。不重久習，

不輕初學。何以故？一切覺故。

此明用心與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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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證知，覺性徧滿一切法，悉皆無壞

無雜故，呼善男子，名為覺成就。

蓋此成就，全由觀行成就之功。

當知菩薩，到此境界，不與諸法作繫縛

。不求諸法成解脫，深知縛脫無二故。

而於生死則不厭，而於涅槃則不愛；

而於持戒則不敬，而於毀禁則不憎；

講義碼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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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於久習則不重；而於初學則不輕。

四對之法雖殊，因其心平等，而無勝劣

之分。經自徵云：何以故？釋曰：一切

覺故。論云：「所言覺者，謂心體離念

。」離前與求、厭愛、敬憎、重輕諸念

，以覺性徧滿，迥離分別，寂滅無二，

無法不覺也。初法竟。

講義碼139-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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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二 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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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眼光，曉瞭前境，其光圓滿，

得無憎愛。何以故？光體無二，

無憎愛故。

眼光，即眼根照境，現量所得，

不落思量，不起分別，曉了現前境界。

講義碼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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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楞嚴經》云：「但如鏡中，

無別分析。」其光圓滿普照，

以其平等故，得無憎愛。

徵云：「何以故？釋曰：光之體，

即妙覺明之體，妙覺圓照，法界一相，

同是一覺，故無憎愛也。初用心同竟。

講義碼140



66

癸二 見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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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子！此菩薩及末世眾生，

修習此心得成就者，於此無修，

亦無成就。

此承上既用心同佛，故見境亦同。

此菩薩及末世眾生，修習此心，

得成就者：即依圓覺妙觀，觀照自心，

日久月深，功用純熟，而一旦豁然貫通

講義碼14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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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悟此心，朗然虛靜，寂滅真境，

一味平等，本無行之可修，

亦無果之可證，故曰：無修、亦無成就

。圭峯大師云：泯前心迹，起後依正聖

凡平等之文。若不泯之，則雖無憎敬，

尚見持毀等，故須泯之，方同佛見。

自此以下，正顯其同。

講義碼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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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覺普照，寂滅無二。

由自己心迹已泯，惟有妙明覺性，

圓照法界。普照，即圓照也。冥一如之

無心，即萬物之恆寂，故曰：寂滅無二

。普照，是如如智；寂滅，是如如理。

佛之所極，極於寂照。

講義碼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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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瓔珞經》說：「等覺照寂，妙覺寂照

。」今云同佛境界，是等覺義，

故云普照寂滅，方歸一心本源也。

講義碼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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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百千萬億阿僧祇不可說恆河沙諸

佛世界，猶如空華，亂起亂滅，不即

不離，無縛無脫；始知眾生本來成佛

，生死涅槃，猶如昨夢。

於中，即寂滅無二，圓覺真境之中

；隨緣現起照用，照澈恆河沙數，

諸佛世界。

講義碼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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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恆河沙，乃有不可說恆河沙，

諸佛世界；不是一不可說，乃有阿僧祇

，不可說諸佛世界；況且不是一阿僧祇

，乃有百千萬億阿僧祇，不可說恆河沙

諸佛世界。然此中意旨，蓋直指盡虛空

，徧法界，所有世界，不是算其數量，

是引機造詣無邊境界，故假增積多數耳

。

講義碼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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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佛世界者，以淨穢等土，皆佛所統也

。

猶如空華者：喻現起世界，從緣無

性。一切世界，皆依妄念，念既剎那不

住，界亦起滅紛紜。成、住、壞、空，

曠觀世界，變遷不定，故曰：亂起亂滅

。

講義碼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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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顯空華無實，世界非有，惟有圓覺普

照，寂滅無二也。

不即不離者：明此世界，不即圓覺

，以本無自性故；不離圓覺，

以全體即真故。如空華無異，由不即故

，所以虛幻起滅；由不離故，所以華處

即是空處。上約依報世界也。

講義碼142

講義碼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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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約正報身心。

無縛無脫者：於寂滅無二，圓覺真境之

中，隨緣現起，十種法界。因惑、業、

結縛，而成六凡有為之法界；

由修、證、解脫，而成四聖無漏之法界

。雖縛脫不同，俱是從緣無性，

當體即真，故雙無也。

講義碼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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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知眾生，本來成佛者：

始知者，昔日迷而不知，今日觀行成就

，悟後方知，一切眾生本來成佛。

眾生個個具有本覺佛性，由始覺有功，

本覺方顯，與佛無異，故曰本成。

然說眾生，本來成佛，惟華嚴與本經有

之。

講義碼143



77

但以語驚凡聽，理越常情，佛既罕言，

生多不信。當知諸佛，言皆真實不虛，

只怪自己未悟，並非諸佛妄談。

生死涅槃，猶如昨夢者：

以既知眾生，本來成佛，返觀從前，

六凡之輪迴生死，四聖之取證涅槃，

皆無明夢中之事。

講義碼1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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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無明夢破，返觀往事，如昨夢耳。

二見境同竟。

講義碼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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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三 稱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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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子！如昨夢故，

當知生死及與涅槃，無起無滅，

無去無來。

此躡前，既見生死涅槃，猶如昨夢

，即稱合圓覺實性，同佛境界也。

但了夢體本空，則一切自無。

講義碼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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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生死空故，無起煩惱，而成生死；

了涅槃空故，無滅生死，而證涅槃。

無漏聖法非心來，有為凡心非滅去，

而如來藏中，求於去、來；迷、悟；

生、死，了無所得。

講義碼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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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證者，無得無失，無取無捨。

其能證者，無作無止，無任無滅。

於此證中，無能無所，畢竟無證，

亦無證者，一切法性平等不壞。

其所證者：約理，無得真失妄，

無取妙捨麤。

講義碼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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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能證者：約行，其心平等，

離諸分別，無作、止、任、滅四病。

由所證得、失、取、捨四相既空，

而能證之作、止、任、滅四病自遣。

於此證中，無能無所者：即躡前，

於此能證所證之中，悟得能證之行不立

，而所證之理自無，故曰：無能所無。

講義碼145

講義碼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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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則能所雙亡，對絕悉泯。

故《華嚴》云：「若有見正覺，

解脫離諸漏，不著一切世，彼非證道

眼。」

講義碼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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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法性，平等不壞者：

總結稱合圓覺實性。

一切法性，即圓覺實性。寂滅無二：

寂滅者，名為一心。

一心者，一真法界之心，平等無二，

常住不壞也。三頓同佛境竟。

講義碼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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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四 結合問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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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子！彼諸菩薩，如是修行，

如是漸次，如是思惟，如是住持，

如是方便，如是開悟，求如是法，

亦不迷悶。

重呼善男子，令其注意也。

彼諸菩薩，指現會新學，

求淨圓覺之菩薩，併及末世，

講義碼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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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45-146

初心之眾生，亦在其中。如普眼問云：

願為此會菩薩，及末世眾生，演說菩薩

，修行漸次。此為當被之機，

故佛答如是修行者，謂如我所說，

如是而修，如幻三昧。如前云：

欲求如來，淨圓覺心，應當正念，

遠離諸幻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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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漸次者：謂如我所說，

如是而立初漸次。如前云：先依如來，

奢摩他行，堅持禁戒，安處徒眾，

宴坐靜室。是也。

如是思惟者：謂如我所說，初觀身

、恆作是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

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

講義碼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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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46

即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為相，

實同幻化。

次觀心、妄有緣氣，於中積聚，

似有緣相，假名為心。於中緣塵，

各歸散滅，畢竟無有緣心可見。

身心俱空，究竟無我，即我空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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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法空觀者：如前云，彼之眾生，

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

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

幻滅滅故，非幻不滅。

譬如磨鏡，垢盡明現，乃至彼愚癡者，

說淨圓覺，實有如是，身心自相，

亦復如是是也。

講義碼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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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住持者：謂如我所說，

住持進修之法。如前云：由此不能，

遠（去聲）於幻化，是故我說，

身心幻垢：對離幻垢，說名菩薩。

垢盡對除，即無對垢，及說名者，

乃至一真法界科止，爾時便得無方清淨

，無邊虛空，覺所顯發是也。

講義碼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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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方便者：謂如我所說，

真空絕相觀中，由內身根識清淨，

乃至外境，六塵清淨。內外四大清淨，

世間諸法清淨，出世諸法清淨，

自他正報清淨，一多依報清淨，

以及色空同如。

乃至八萬四千陀羅尼門徧滿清淨是也。

講義碼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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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理事無礙觀中，如前云：

覺性徧滿，清淨不動，圓無際故。

當知六根徧滿法界；根徧滿故，

六塵徧滿法界。如是乃至陀羅尼門，

徧滿法界是也。

講義碼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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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開悟者：

謂如我所說，周徧含容觀。

如前云：善男子！由彼妙覺性徧滿故，

根性塵性，無壞無雜。

乃至頓同佛境科中，一用心同云：

覺成就故，當知菩薩，不與法縛，

不求法脫，不厭生死，不愛涅槃。

講義碼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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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譬如眼光，曉了前境，其光圓滿，

得無憎愛。何以故？光體無二，

無憎愛故是也。

求如是法，亦不迷悶者：

謂如我所說，見境同科中，

此菩薩及末世眾生，修習此心，

得成就者，於此無修，亦無成就，

圓覺普照，寂滅無二。

講義碼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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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生死涅槃，猶如昨夢。

又如稱實同科中，當知生死，及與涅槃

，無起無滅，無來無去，乃至畢竟無證

，亦無證者，一切法性，平等不壞。

求如是法，何迷悶之有哉！初長行竟。

講義碼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