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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講師 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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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勒菩薩

輪迴性有幾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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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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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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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義碼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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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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176
楞嚴經講義碼103-156

心包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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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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楞嚴經講義碼103-156

表解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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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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講義碼173，倒數第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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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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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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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義碼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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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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義碼183

講義碼187 講義碼194

講義碼158

B.講義碼18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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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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義碼177

C.講義碼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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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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講義碼194

講義碼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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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願不捨救世大悲，

令諸修行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

慧目肅清，照耀心鏡，

圓悟如來無上知見。

惟願如來，不捨救世大悲心，

使斷愛欲之因，得出輪迴之苦。

講義碼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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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78

令諸修行，一切新學菩薩，

以及末世初心眾生，

慧目肅清，照耀心鏡者：

慧目，即能照之慧眼，不向外出流，

攀緣塵境，乃向內返觀，照耀心鏡，

以心淨如鏡，而能映現萬法，了知法法

惟心，故曰：圓悟如來，無上知見。

講義碼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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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謂正知，無所不知，

正見、無所不見也。

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如是三請，

終而復始。

二正陳請詞境。

講義碼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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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79
庚三 如來讚許

爾時，世尊告彌勒菩薩言：「善哉

！善哉！善男子！

汝等乃能為諸菩薩及末世眾生，

請問如來深奧秘密微妙之義，

令諸菩薩潔清慧目，

及令一切末世眾生永斷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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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悟實相，具無生忍。汝今諦聽，

當為汝說！」

當爾之時，彌勒請問已竟，

即告之曰善哉善哉者：讚其所問，

近益現會，遠被末世，故重言之。汝等，

指彌勒等，乃能為諸新學菩薩及末世初心

眾生，請問如來深奧秘密微妙之義者：

講義碼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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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一乘如來知見，

此是甚深幽奧秘密之義，微妙難思。

佛於漸教門中，久默斯要，不常演說。

今既廣為菩薩開秘密藏，

能令諸新學菩薩，潔清正慧之目。

愛欲不萌於心，無有翳病，

及令一切末世初心眾生，永斷輪迴。

講義碼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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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文云：由有種種恩愛貪欲，

故有輪迴。愛欲既已不萌則翳病既除，

空華自滅，故曰：永斷輪迴。

心悟實相，具無生忍者：實相無相

。如《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

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若

見諸相，離相而見，即見清淨法身如來

!」

講義碼17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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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未悟，翳眼妄見空華，

實則空華本不生，畢竟亦無滅。

今心悟無生，實相妙理，於三界內外，

不見有少法生，不見有少法滅。

如是忍可於心，名具無生忍。

汝今諦實而聽，吾當為汝宣說。

三如來讚許竟。

講義碼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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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四 承教靜聽

時，彌勒菩薩奉教歡喜，

及諸大眾默然而聽。

四承教靜聽竟。

講義碼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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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初 長行（分四）

壬初、云何當斷輪迴根本

壬二、於諸輪迴有幾種性

壬三、修佛菩提幾等差別

壬四、迴入塵勞幾種方便

講義碼180
庚五 正答所問（分二）

辛初、長行

辛二、偈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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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初 云何當斷輪迴根本（分三）

癸初、略明

癸二、詳示

癸三、結成

講義碼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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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初、略明

善男子！一切眾生，從無始際，

由有種種恩愛貪欲，故有輪迴。

善男子！一切眾生：指分段生死，

變易生死之眾生。因界外法愛不亡，

故下文云：法愛不存心，漸次可成就。

講義碼181

講義碼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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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無始際者：自從最初一念不覺，

妄起無明之時。心無初相可得，

故謂無始際。

由有種種恩愛貪欲者：由發業根本無

明，引起潤生枝末無明。如《楞嚴經》

云：「流愛為種，納想為胎，交遘發生

，吸引同業，以是因緣，故有生死。」

講義碼181

楞嚴經講義碼579

表解80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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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欲境，引動愛心，能令眾生，

生死不絕，故有輪迴。初略明竟。

癸二 詳示

若諸世界一切種性：卵生、胎生、

濕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

當知輪迴，愛為根本。

此詳示，

講義碼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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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依報諸世界，及正報一切種類之性。

卵、胎、濕、化，四類受生。

卵，唯想生；胎，因情有；

濕，以合感；化，以離應。

皆因淫欲而為受性稟命之正也。

情、想、合、離四生，

更相變易，當知皆在輪迴；

輪迴之事，貪愛以為根本。二詳示竟。

講義碼18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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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三 結成

由有諸欲，助發愛性，

是故能令生死相續。

由有諸欲者，境也。不獨色欲，

而六塵皆在其中。助發愛性者，心也。

講義碼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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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有塵欲之境，助發能愛之心，

貪愛於境，則屬惑。心境和合，則造業

。依業故受報，無邊生死，從此相續。

故《肇論》云：「眾生所以久流轉者，

皆由著欲故也。」

初云何當斷輪迴根本竟。

講義碼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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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二 於諸輪迴有幾種性（分三）

癸初、顯愛相續

癸二、依輪分性

癸三、結斷應先

講義碼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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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初、顯愛相續

欲因愛生，命因欲有，眾生愛命，

還依欲本。愛欲為因，愛命為果。

欲，即淫欲；命，為身命。

淫欲，原因貪愛而生，不愛則無欲。

身命，只因淫欲而有，無欲則無身，

身尚不有，命將安寄？

講義碼18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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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眾生既已受生，莫不愛命，

既已愛命，還依欲本。

欲本，即身，以身為行欲之本故。

是知愛欲，為將來受生之因；

愛命，為將來成身之果。

此愛心所以不斷，而生死所以相續也。

初顯愛相續竟。

講義碼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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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二 依輪分性（分三）

子初、惡種性

子二、善種性

子三、上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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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初、惡種性

由於欲境，起諸違順，

境背愛心而生憎嫉，造種種業，

是故復生地獄、餓鬼。

此由於可以行欲之境，

如男，以女為境；女，以男為境。

起諸違順者：言境有相背愛心，名違；

講義碼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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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合愛心，名順。

若順境、則恣情縱意，著樂無厭，

必至為惡，姑置不論；若境違背愛心，

便生熱惱憎嫉。

由憎嫉、故生瞋恨，殺害逼惱，

打罵凌辱等，造種種業，極重則墮地獄

。謂地下有獄，拘繫罪人，受諸苦報。

講義碼18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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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墮餓鬼，飢火交然，

五百生不聞漿水之名，

千萬劫常受饑虛之苦。

次墮畜牲，亦云旁生，旁身橫行故，

愚癡成性，合為三惡道。

文中不言者，取其文潤成句，

以二例知故。初惡種性竟。

講義碼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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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84

子二 善種性

知欲可厭，愛厭業道，捨惡樂善，

復現天人。

知淫欲一事，實屬可厭，

近則損身敗名，遠則招愆致墮。

或閱經教明言，或聞善友開導，

淫欲為惡業道之因，深生厭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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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離淫之行，深生愛慕。

捨惡樂（去聲）善者：由是捨十惡業，

樂修十善道，便生六欲天中，

復現天人勝報。二善種性竟。

講義碼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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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85子三 上善性

又知諸愛可厭惡故，棄愛樂捨，

還滋愛本，便現有為增上善果。

又知諸愛可厭惡者：

諸愛，指上品十善，為生六天之因。

天上五衰卒至，甚可厭惡（去聲），

由是棄彼愛心，樂（去聲）修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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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85

捨定，即四禪、四空、八定。

樂，是好樂。

還同彼愛，故云還滋愛本。

愛本，指上界身心。謂修色界定時，

漸次捨下下麤身，受上上細身。

修空界定時，漸次捨下下麤心，

受上上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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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身心，還能生愛，故以愛本稱之。

便現有為，增上善果者：

以修捨定為因之，便現有為，

漸次增上善果。雖修捨定，

終是有漏有為，非是無漏無為，

故不得解脫。二依輪分性竟。

講義碼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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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85-186
癸三 結斷應先

皆輪迴故，不成聖道。

是故眾生欲脫生死，免諸輪迴，

先斷貪欲及除愛渴。

首二句結上文，以愛捨愛，

生死不斷。所謂：「饒君修到非非想，

也落禪家第二籌。」報盡還來，散人諸

趣，況其下者，故曰：皆輪迴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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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成聖道，常隨生死流轉也。

是故眾生，有心脫離生死，免諸輪迴，

先斷除貪欲之心，則下界之生因迥脫。

及除愛渴者：愛心臨境，如渴思飲之狀

，及其斷除，則上界之生因絕分，

故結斷應先也。

講義碼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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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86

善男子，菩薩變化示現世間，

非愛為本。但以慈悲令彼捨愛，

假諸貪欲而入生死。

此防難。恐難云：菩薩涉世利生，

示有父母妻子，其於欲愛何？故防之曰

：言菩薩，多皆變化，示現世間，

不因父母所生，非是欲愛，以為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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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86

設有妻子，心恒清淨。

但以大慈大悲，愍念欲愛眾生，

令彼捨愛，欲行教化，須現受生，

示同凡夫，同事利物，假諸貪欲，

而入世間生死，故菩薩常不離世間。

現示者、悲深也；非愛者、智深也。

二於諸輪迴有幾種性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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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三 修佛菩提幾等差別（分二）

癸初、斷迷成悟

癸二、因修顯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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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初 斷迷成悟

若諸末世一切眾生，

能捨諸欲及除憎愛，永斷輪迴，

勤求如來圓覺境界，

於清淨心便得開悟。

若諸末世，一切眾生，欲修佛果菩

提之道，能捨種種貪欲，及除憎愛。

講義碼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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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愛而兼憎者，何也？

憎、愛是對待之法，境違於心，

故生憎，是知憎亦由於愛，故雖兼憎，

意但在愛。欲愛是迷，且是輪迴根本。

今永斷輪迴根本，勤求如來圓覺境界，

捨欲除愛，令心清淨。

講義碼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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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既清淨，便得開悟，圓覺境界，

清淨本然，由來無有染污故；

不悟圓覺，終滯有為，不能修佛菩提也

。初斷迷成悟竟。

講義碼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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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二 因修顯別（分二）

子初、總標

子二、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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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初、總標

善男子！一切眾生由本貪欲，

發揮無明，顯出五性差別不等，

依二種障而現深淺。

善男子！一切眾生：指厭凡愛聖，

已發心修菩提之眾生。

講義碼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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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只知六道眾生，而說輪迴，

何以發心修菩提者，亦在其中？

然厭凡愛聖，未離取捨，由厭捨凡夫，

取證聖位也。

前云：種種取捨，皆是輪迴，

因此本所貪愛，以為根本、發揮無明：

助發揮揚，欲斷無明。

講義碼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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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又顯出五性差別，或凡夫性，

或聞緣性，或菩薩性，或不定性、

或外道性，種種差別不等。

凡、聖、大、小，不得齊等也。

依二種障，而現深淺者：

若依凡夫性，我法二執，極為堅固，

名之為深。

講義碼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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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依二乘人，已證我空，

法執尚在，對前為淺。若依菩薩及佛，

深淺相望可知。初總標竟。

講義碼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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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二 別明（分二）

丑初、別明二障

丑二、別明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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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初、別明二障

云何二障？一者理障，礙正知見；

二者事障，續諸生死。

首句徵，下釋。

理障者：唯識名所知障。

所知二字非障，被障障所知之理，

致令知見成礙，故云：礙正知見。

講義碼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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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障者：唯識名煩惱障。能障真如，

起諸煩惱，致令生死不斷，故云：

續諸生死。初別明二障竟。

講義碼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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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二 別明五性（分五）

寅初、凡夫性

寅二、聞緣性

寅三、菩薩性

寅四、不定性

寅五、外道性

講義碼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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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89

寅初、凡夫性

云何五性？善男子！

若此二障未得斷滅，名未成佛。

首句徵，下釋。先釋凡夫性，

本以發修佛菩提之心，約斷二障，

故成五性。此二障未得斷滅，故非五數

。亦未發心遇教，故言未熏，名未成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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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89-190

若據《楞伽》之文，

即當第五無性。初凡夫性竟。

寅二 聞緣性

若諸眾生永捨貪欲，先除事障，

未斷理障，但能悟入聲聞、緣覺，

未能顯住菩薩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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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熏成五性，文四，而二乘性，

合而成一。若諸眾生，仍指初發心人，

厭生死苦，樂求涅槃，止息攀緣，

永捨貪欲，但斷六識三毒，先除事障，

而出分段生死，保守偏真，止住化城，

不肯進趨寶所，故云：未斷理障，

但能悟入聲聞法界，與緣覺法界。

講義碼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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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經》云：

「雖至長者之家，猶在後園除糞，

止宿草庵。」未能顯住菩薩境界，

但得人空，未得法空。

此科攝五性之二。二聞緣性竟。

講義碼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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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三 菩薩性

善男子！若諸末世一切眾生，

欲汎如來大圓覺海，

先當發願勤斷二障；二障已伏，

即能悟入菩薩境界。若事、理障，

已永斷滅，即入如來微妙圓覺，

滿足菩提及大涅槃。

講義碼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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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91

此菩薩性。雖言末世一切眾生，

獨指發大乘心之眾生。

志在菩提，故云：欲汎如來，大圓覺海

。汎者，浮木行也。

入於如來，大圓覺海。取喻如海者，

明其橫無邊涯，豎無底蘊。

先當發願精勤，以斷煩惱、所知二障。
表解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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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二障，有分別、俱生二種。

同伏同斷，非同二乘，根器狹劣，

先斷事障，急於脫離分段生死。

三賢位、已伏分別二障，現行、種習，

已能次第治伏，進成見道，

故云：即能悟入菩薩境界。

講義碼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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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指初地名見道位，初地而至十地，

漸次斷滅事理二障俱生，至等覺後心，

金剛道後異熟空，則二障已永斷滅。

即入如來，微妙圓覺者：謂證入佛位，

以稱妙覺故。

講義碼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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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菩提及大涅槃者：此二轉依號。

謂轉煩惱滿足，五住究竟，以成菩提，

轉生死滿足，二死永亡，證大涅槃。

三菩薩性竟。

講義碼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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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四 不定性

善男子！一切眾生皆證圓覺，

逢善知識，依彼所作因地法行。

爾時修習，便有頓漸，

若遇如來無上菩提正修行路，

根無大小，皆成佛果。

講義碼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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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言一切初發心眾生，皆得證入

圓覺，以其各各皆具如來種性故，

何有不定之差耶？

但彼各人所逢遇善知識，依彼知識，

各各所修因地法行，而開導之，

爾時依之修習，便有頓教、漸教之分。

講義碼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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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定性，在師、不在根。

所謂聞熏成種也。

頓教皆當成佛，非不定性。

漸教菩薩，三祗行滿，亦得成佛。

聲聞緣覺，有迴心、不迴心。

迴心者成，不迴心者不成，

故此名不定性。

講義碼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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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更求最勝大善知識，得遇如來，

無上菩提，即最上一佛乘也。

亦即不生不滅之因地心，依此因心，

而成果覺，因該果海，果澈因源。

《楞嚴》所云：「十方婆伽梵，

一路涅槃門。」故云正修行路。

依此開圓解，起圓修，得圓證，

講義碼192

講義碼764，首行

表解108

(四卷) (八卷)(卷五.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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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92

根無大小，圓融無礙，皆成佛果，

以同具圓覺性故。上云：

一切眾生，皆證圓覺者，即此也。

四不定性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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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五 外道性

若諸眾生雖求善友，遇邪見者，

未得正悟，是則名為：外道種性。

邪師過謬，非眾生咎。

是名眾生五性差別。

此外道種性。既云一切眾生，皆證

圓覺，無不成佛，何得有外道耶？

講義碼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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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諸初發心眾生，為求菩提，

必求善友引導，是則內心雖勝，

外緣不足，竟遇邪見者：謂知見不正。

既遇邪宗，聞教熏心，積習成種，

起諸邪悟，未得正悟，而於聖道，

難起信心，是則名為外道種性。

心遊道外，邪執不移，由此障佛種性，

不得成佛。

講義碼193

楞伽經義貫碼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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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師過謬，非眾生咎者：

意顯此性定是新熏，屬於邪師之過謬，

非是本有故，非眾生之罪咎也。

是名眾生，五性差別者：眾生本同覺性

，但以遇教成差，遂有大、小、邪、正

之分，故知發心求菩提者，

必須善辨宗途邪正，不可不審也。

三修佛菩提幾等差別竟。

講義碼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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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四 迴入塵勞幾種方便（分二）

癸初、大悲下化

癸二、大智上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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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初 大悲下化

善男子！菩薩唯以大悲方便，

入諸世間，開發未悟，

乃至示現種種形相，逆順境界。

與其同事，化令成佛，

皆依無始清淨願力。

前問迴入塵勞，當設幾種教化方便？

講義碼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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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答此問，乃呼善男子而告之曰：

菩薩自覺已圓，而欲覺他，乃迴入塵勞

，唯以大悲方便為主。雖遇種種機緣，

應化不同，但有大悲，必能普化，

而以方便，必稱機宜。

講義碼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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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義碼194-195

《思益經》云：「眾生行世間，

而不知世間，菩薩行世間，明瞭世間相

。世間虛空相，虛空亦無相。

菩薩如是知，不染於世間。」

入諸世間，開發未悟者：

世間即塵勞。入廛垂手，開示發明，

正知正見，令得正悟，不為邪知邪見所

惑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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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示現，種種形相者：變化示現，

世間種種形相，或現同類身，或現異類身。

逆順境界，與其同事者：

或現正信男女，依戒、定、慧，

修諸淨行，名順境界。或現外道邪魔，

起貪、瞋、癡，作諸非法，名逆境界。

與其同事，密結其心，令易信從故。

講義碼19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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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信論》云：「或為眷屬親友，

或為怨家，能令眾生，增長善根。」

若見若聞，得利益故。

化令成佛者：唯依最上乘，

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法華經》云：「我本立誓願，

欲令一切眾，如我等無異。」

講義碼195下冊講義碼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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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依無始，清淨願力者：遙指多劫

，初發菩提心時，乘此願力，所生之處

，便不退轉。心若疲倦，即憶昔願力，

以自策勵，所為不是隨情，

故云：皆依願力。又非圖報，

亦非愛見之悲，故言清淨。

初大悲下化竟。

講義碼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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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二 大智上求

若諸末世一切眾生，於大圓覺起增上

心，當發菩薩清淨大願。應作是言：

『願我今者，住佛圓覺，求善知識，

莫值外道及與二乘。依願修行，漸斷

諸障，障盡願滿，便登解脫清淨法殿

，證大圓覺妙莊嚴域。

講義碼19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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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不但菩薩利生：依大願力，

即末世修行，一切眾生，亦當大願持心

，不墮邪見。

於大圓覺起增上心者：正明大智，

上求菩提，對前大悲，下化眾生也。

因大智故，信知一切眾生，自具大圓覺

性，本來成佛，雖因迷故，覺性不失。

講義碼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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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起增上心，即菩提心，有大力用，

決定趨向。

當發菩薩，清淨大願者：以願導行

，彌綸諸行，速至成佛，若無願力，

則多退轉。

應作是言者：即發願之語也。

講義碼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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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我今者，住佛圓覺：本住如來

圓覺性中，發心趣向，此則內心既勝，

外緣須湊。求善知識，莫值外道邪師，

及二乘劣器，壞我善根。願得菩薩知識

，假彼正知正見，開示無上菩提，

正修行路，依願修行。但依願力，

而自策勵，精進修行。

講義碼19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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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是總相，能通悲智故。此二段中，

皆說願力，具悲智願，即菩提心也。

漸斷諸障者：理雖頓悟，事必漸除

。先伏二障，若二障已伏，

則能悟入菩薩境界，由三賢而入初地。

若事理障，已永斷滅，則障盡願滿。

講義碼197



90

煩惱、所知二障，分別、俱生皆盡，

成佛之願，亦得滿足，

由十地而至等覺也，便登解脫。

清淨法殿者：等覺進證佛果，

不隔餘位，故云便登。如《楞嚴經》云

：「如來逆流，如是菩薩，順行而至，

覺際入交，名為等覺。」

講義碼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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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云：如來因圓果滿，得證涅槃果海，

因不捨眾生，倒駕慈航，逆涅槃流而出

，入生死海度生。如是等覺菩薩，

順涅槃流，修行而至，覺際入交。

菩薩始覺，與佛妙覺之際，分劑正齊，

但有逆順之不同耳。

講義碼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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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入海採寶，前商已得諸寶，

逆流而出，到於海門，後商方以進取，

順流而入，亦到海門。是二船恰齊，

但前商船頭向外，後商船頭向內，

為不同耳。

便登解脫，清淨法殿者：

解脫，自在義。

講義碼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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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指常寂光土，二死永亡，故曰解脫。

清淨，無染義。亦指常寂光土，

五住究盡，故曰清淨。

法身所依，故以法殿稱之。

便登者，不待移時也。

證大圓覺，妙莊嚴域者：證者，證入，

昔為眾生，本具大圓覺性，

講義碼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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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依願修行，而得證入，大圓覺妙莊嚴

域，依自受用土，現微妙莊嚴，

自受用身之所受用耳，故名曰域。

域者，疆域，即境界也。初長行竟。

講義碼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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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頌（分二）

壬初、標頌

壬二、正頌



96

壬初 標頌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壬二 正頌（科同長行。）

彌勒汝當知：一切諸眾生，

不得大解脫，皆由貪欲故，

墮落於生死。若能斷憎愛，及與貪瞋

癡，不因差別性，皆得成佛道。

講義碼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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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五句頌輪迴根本。

彌勒汝應當以智知，一切九界眾生，

不得無餘涅槃大解脫者，

皆由無始貪欲故，以為輪迴根本，

所以墮落於生死流轉。

次四句頌輪迴有幾種性。長行云：

有惡種性、善種性、上善性、棄愛樂（

去聲）捨，以愛捨愛，還滋愛本。

講義碼199



98

若能斷憎愛之心，立志勇猛，勤修戒、

定、慧，永斷貪、瞋、癡，

自可不因二障而受差別之五性，

皆能得成無上菩提之佛道矣。

講義碼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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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障永銷滅，求師得正悟，

隨順菩薩願，依止大涅槃。

此四句頌修佛菩提，幾等差別。

長行云：欲泛如來大圓覺海，先當發願

，勤斷二障，求師而得最勝知識，

正知正見，正悟菩提。

講義碼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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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之修習，二障已永銷滅，

隨順菩薩願，滿足菩提，及大涅槃。

此約義略頌也。

講義碼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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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諸菩薩，皆以大悲願，

示現入生死。現在修行者，

及末世眾生，勤斷諸愛見，

便歸大圓覺。

此頌迴入塵勞，當設幾種教化方便

。十方諸菩薩，迴入塵勞，教化眾生，

皆以大悲願力為主，變化種種形相。

講義碼1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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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現同類身，或現異類身，

皆以妙觀察智之力，觀機施教，

入於生死。

即現在菩薩修行，及末世發菩提心之眾

生，當依十方菩薩，發大悲願，

勤斷事理二障，不墮愛見之悲，

障盡願滿，即便歸於大圓覺。

講義碼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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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覺稱之為歸者，以圓覺乃眾生本具，

昔日雖迷不失，如暫離，今日既證為得

，如便歸。三深究輪迴根本竟。

講義碼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