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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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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者、聞修多羅說，依如來藏，

故有生死；依如來藏，故得涅槃。

此執染淨有始終也；先敘起執緣。

生死，染法也。涅槃，淨法也。

若染若淨，皆不離藏性，是故曰依。

卷下講義碼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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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解故，謂眾生有始。以見始故，

復謂如來所得涅槃，有其終盡，

還作眾生。

次明所起執。因不知如來藏隨流

，成生死染法，則染法全體性空，

本無始相可得，遂執眾生有始。

卷下講義碼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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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染既計有始，於淨必計有終，

故云以見始故，乃至還作眾生等。

○楞嚴經，富樓那云:本妙覺明，

與如來心，不增不減，

無狀忽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

有為相指眾生也；此同眾生有始之計

。

卷下講義碼39



5

又云:如來今得妙空明覺，山河大地，

有為習漏，何當復生；

其意以如來返妄歸眞，

得復本來無物妙空之體，

同眾生未生諸法之前妙明覺性，

平等無二。

卷下講義碼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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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既從眞起妄，則如來亦應從眞復起

其妄；此同涅槃有終，還作眾生之計。

○又圓覺經，金剛藏問云:十方異生，

本成佛道，後起無明；一切如來，

何時復生一切煩惱?

俱是執眾生因性有始，如來果德有終也

。

卷下講義碼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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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對治?以如來藏無前際故，

無明之相亦無有始。若說三界外，

更有眾生始起者，即是外道經說。

後辨對治法。

當知如來藏，即是一心。

一心為諸法之本源，無有前際。

無明之相，亦無有始。

卷下講義碼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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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金與礦，二俱無始。眾生生死，

豈有始起耶。

若說三界外，更有眾生始起者，

如仁王經云:若說三界外別有一眾生界

者，是外道大有經中說；非七佛說也。

卷下講義碼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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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來藏無有後際。

諸佛所得涅槃與之相應，則無後際故

。

如來藏，過去無始，未來無終。

諸佛斷德究竟，復本心源，始本合一。

所得涅槃，與如來藏相應，常恆不變。

如金出鑛，既已成金，不復為鑛。

卷下講義碼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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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未來際，不生不滅，如來涅槃，

豈有終盡耶?此三皆墮有見，

合前二共成五見，乃凡夫有人我見者，

以六識分別，聞教謬執，

不能離言得義也。ㄧ人我見竟。

卷下講義碼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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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二 法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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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我見者，依二乘鈍根故，

如來但為說人無我。以說不究竟，

見有五陰生滅之法，佈畏生死，

妄取涅槃。

前敘起執緣。依二乘人，根機愚鈍

；如來不與說諸法緣起之理，但為說人

無我理。

卷下講義碼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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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所以稱我者，不過積聚五陰，

假名為我。離却五陰生滅之法，

本無我相可得。

○下明所起執。以但說人無我理，

悟證我空。為說諸法真常之理，

是謂說不究竟；故不了法法唯心，

生死即是涅槃。

卷下講義碼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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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見心外實有五陰生滅之法，

怖畏生死，求出三界，妄取涅槃也。

卷下講義碼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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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對治?以五陰法，自性不生，

則無有滅，本來涅槃故。

後辨對治法。不獨我空，

即五陰諸法，亦復全體全空。生實不生

，滅亦無滅，眾生本來常住，入於涅槃

。古德有云:幻化空身即法身。若知此義

，則法執自遣矣。一對治離竟。

卷下講義碼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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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二 究竟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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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下講義碼 41

復次，究竟離妄執者，當知染法淨法

，皆悉相待，無有自相可說。

妄執，即人法二執；五住惑地，

需要亡言絕思，妙契眞如，方得究竟離

。下明忘言所以。當知染淨諸法，相待

而成。如中論云:若法因待成，是法還成

待。既屬對待，本無自相可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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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非色非心，

非智非識，非有非無，畢竟不可說相。

是故，承上相待之故。一切法雖多，

色心二字，收無不盡。若究諸法本源，

唯是一眞法界，離一切法差別之相。

以無六塵境界，故非色。

又無虛妄心念，故非心。

卷下講義碼 42



19

離聖見，故非智。離凡情，故非識；

此二仍顯非心。不著相，故非有；

不滯空，故非無；此二仍顯非色。

能所雙亡，色心互泯。如中論云:

今則無因待，亦無所成法。畢竟亡言，

以顯真如也。

卷下講義碼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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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言說者，當知如來善巧方便，

假以言說,引導眾生。

此會釋伏疑。

問:法既亡言，如來何以說出種種言教?

答:而如來有所言說，皆屬善巧方便，

隨機破執，因病設藥。但以假言說，

引導於眾生。

卷下講義碼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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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下講義碼 42-43

其旨趣者，皆為離念歸於真如。

此辨定聖意。其字指佛，趣即歸也。

佛之說法，或空有互破，色心並遣；

或染淨相遮，聖凡不立。其旨趣，

皆為以言而顯無言之理，

令眾生永離差別妄念，歸於平等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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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云:當知一切法，不可說，不可念，

名為真如。皆指歸離念真如也。

卷下講義碼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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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念一切法，令心生滅，不入實智故

。

此反顯念之當離。

因念一切法，令心分別，生滅相續，

不入真如寂滅實智故。

若離於念，名為得入。二對治邪執竟

。

卷下講義碼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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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二 顯真如熏習 二

卯ㄧ 標列

二 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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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下講義碼4

眞如熏習義有二種。云何為二?

ㄧ者自體相熏習，二者用熏習。

自體相，自即本也。體，謂眾生本具，

無漏法身理體，亦即正因佛性；

相，謂自性本具無漏功德之相，

亦即稱性功德。此二俱屬真如，

能為眾生作內熏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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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謂法身業用；能為眾生作外熏助緣。

ㄧ標列竟。

卷下講義碼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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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二 辨相

辰ㄧ 別釋

二 合明 初中二

巳ㄧ 體相

二 用大 初又二

午ㄧ 正顯

二 除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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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下講義碼 5

自體相薰習者，從無始世來，具無漏法

，備有不思議業，作境界之性，

依此二義，恆常薰習，以有力故，

能令眾生，厭生死苦，樂求涅槃。

自信己身，有真如法，發心修行。

此明真如內薰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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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無漏法者；謂不空本覺體中，

具足無量性功德相，即此體相，

名無漏法。有冥薰眾生作用，

非物能了，故云備有不思議業，

此屬佛性。又非但能熏眾生妄心，

令起厭求，成能觀智，亦能與彼觀智，

作所觀境界性，此為法性。

卷下講義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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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二義下，顯熏功能。

二義，謂體相二大，或境智二法；

常熏眾生有力故，能令起厭求心。

自信己身，具有如來智慧德相，

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於是發心修行。

ㄧ正顯竟。

卷下講義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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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二 除疑二

未一 問

二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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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下講義碼 5

卷下講義碼 6

問曰:若如是義者，一切眾生，悉有

真如，等皆熏習；云何有信無信?無

量前後差別，皆應一時自知有真如法

，勤修方便，等入涅槃?

若如是義，承上真如體相熏習，

能令眾生自信真如，發心修行。

則一切眾生，真如等具，自應等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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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有信不信，無量差別:利根鈍根，

前後差別耶?既同仗真如內熏，

真如一性平等，眾生皆應同時自知真如

，起信生解，勤修法門，等入涅槃!

不應有疑信利鈍之異也?一問竟。

卷下講義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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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二 答二

申一 約無明厚薄

二 約因緣具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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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曰:真如本一，而有無量無邊無明

，從本已來自性差別，厚薄不同故，

過恆沙等上煩惱，依無明起差別。

我見愛染煩惱，依無明起差別。

如是一切煩惱，依於無明所起。

前後無量差別，唯如來能知故。

卷下講義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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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意以真如本來平等一性，

但因無明內熏，自性差別，

而有厚薄不同，依之所起煩惱，

亦有麤細不一。細即恆沙上煩惱，

麤即我見愛煩惱，二者俱依無明而起，

細者前起，麤者後起。

煩惱頭數，無量差別。唯佛能知。

卷下講義碼 7

卷下講義碼 6

卷上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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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致令眾生，根機不等，

故不得同時信解修證；此皆無明過咎，

非真如不平等也。一約無明厚薄竟。

卷下講義碼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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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二 約因緣具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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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諸佛法，有因有緣。因緣具足，

乃得成辦。如木中火性，是火正因，

若無人知，不假方便，能自燒木，

無有是處。

下明因緣具闕不ㄧ，文有法喻合三

。法中因緣雙具。佛法有三性:本具真如

，為正因佛性；

卷下講義碼 7



40

卷下講義碼 7

經教善知識，而能助發正因，

為緣因佛性；因緣具足，方得開悟，

成辦道果，為了因佛性。如鑽木取火:

火性喻本具正因，鑽取喻助發緣因；

火出木燒，喻智斷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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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木中雖有火性，若無人知，

不假鑽取方便，火不能發，木不能燒，

則因具緣闕，反言能燒無有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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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下講義碼 7-8

眾生亦爾。雖有正因薰習之力，

若不遇諸佛菩薩，善知識等，

以之為緣。能自斷煩惱，入涅槃者，

無有是處。

下法合。此因具緣闕也。

眾生雖有本具眞如，正因佛性，

能為內薰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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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遇佛、菩薩、善知識開導，

即眞如所流教法，以為助發之緣，

則智不能顯，惑不能斷。

反言能斷煩惱，證涅槃者，無是理也。

卷下講義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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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雖有外緣之力，

而內淨法未有熏習力者。

亦不能究竟厭生死苦，樂求涅槃。

此緣具因闕也。雖有外緣熏力，

若無明煩惱障厚，內眞如淨法，

未有熏習勝力。亦不能究竟厭苦求樂也

。

卷下講義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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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內淨法未有熏習力句，

非眞如無熏力，乃障厚熏力不能敵，

故眾生有信無信，前後差別，不得一時

也。

卷下講義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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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因緣具足者，所謂自有熏習之力，

又為諸佛菩薩等，慈悲願護故；

能起厭苦之心，信有涅槃，修習善根

。以修善根成熟故，則值諸佛菩薩，

示教利喜，乃能進趣向涅槃道。

此因緣雙具。謂內仗自性真如勝

因，熏習之力，外又得諸佛菩薩勝緣，

卷下講義碼 8

卷下講義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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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發之力。故令厭生死苦，信有涅槃。

此則從本覺真如，發始覺智，起厭求心

。當信位修習出世善根，十信滿心。

善根成熟，登三賢位，則值諸佛菩薩，

開示教誡，依教行道。得利益成法喜，

趣向無上涅槃之道。一體相竟。

卷下講義碼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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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講師 湛然
(蔡玉鳳老師)

P.175-P.178

彌勒菩薩

輪迴性有幾種?

日期:2021.0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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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三 深究輪迴根本（分五）

庚初、彌勒啟請

庚二、正陳請詞

庚三、如來讚許

庚四、承教靜聽

庚五、正答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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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初、彌勒啟請

於是彌勒菩薩在大眾中，即從座起，

頂禮佛足，右繞三匝，

長跪叉手而白佛言：

此請佛之儀，用表三業恭敬。

講義碼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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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二 正陳請詞（分二）

辛初、慶前

辛二、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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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初、慶前

大悲世尊！廣為菩薩開祕密藏，

令諸大眾深悟輪迴，分別邪正。

能施末世，一切眾生無畏道眼。

於大涅槃生決定信，

無復重隨輪轉境界，起循環見。

講義碼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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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具同體大悲，為有情、正覺二世

間之尊。廣為菩薩開秘密藏者：

菩薩，指現前所為之機，

如金剛藏等皆是也。

圓覺覆於輪迴，非機不說，故為秘藏。

縱說亦不顯了，故為密藏。前致三難，

喻說法說，重重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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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諸大眾，深悟輪迴，如雲駛月運，

舟行岸移等，悟得真隨妄轉，分別邪正

。不僅利益現會，兼亦遐被當來。

能施末世，一切眾生，無畏道眼者：

能施末法之世，發菩提心，

修行圓覺之眾生，辨識修道之眼，

以正慧決定，邪正分明，得無所畏也。

講義碼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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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是佛所證斷果，轉二種生死而成

，故名為大。生決定信者：於此大涅槃

，生決定信心，無復重隨輪轉境界，

而起月運、岸移等循環之見。

初慶前竟。

講義碼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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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二 請後

世尊！若諸菩薩及末世眾生，

欲遊如來，大寂滅海，

云何當斷輪迴根本？

據前章，以輪迴心，生輪迴見，

入於如來，大寂滅海，終不能至。

是故我說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

先斷無始輪迴根本。

講義碼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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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勒聞說此語，心已明悟，

代為新學菩薩：及末世初心眾生致問：

欲遊如來，大寂滅海，云何當斷輪迴根

本？前云：

入於如來大寂滅海，終不能至。

此云遊於大涅槃海，具含萬德，

故喻如海。

講義碼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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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當斷，輪迴根本者，前章云：

有作思惟，從有心起，是的指六識，

未曾顯了而說，故請問：

云何當斷輪迴根本？按世尊答處，

而云由有諸欲，助發愛性，

能令生死相續，此總陳所請也。

講義碼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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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諸輪迴有幾種性？

修佛菩提幾等差別？迴入塵勞，

當設幾種教化方便度諸眾生？

此別陳所請有三：

一曰：於諸輪迴，有幾種性？

因前章云：種種取捨，皆是輪迴。

故此問輪迴之性，共有幾種？

講義碼177

講義碼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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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曰：修佛菩提，幾等差別？

意謂既識輪迴之苦，必須依解起修，

速求證入佛果菩提，未知其中，

有幾等差別？

三曰：迴入塵勞，當設幾種，

教化方便，度諸眾生？上問大智修證

菩提，此問大悲迴入塵勞世間，

當設幾種方便，教化眾生。

講義碼1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