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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 

  善男子！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由坚执持远离心

故，心如幻者，亦复远离。远离为幻，亦复远离。离远离幻，亦复远离。得无所离，

即除诸幻。譬如钻火，两木相因，火出木尽，灰飞烟灭。以幻修幻，亦复如是。诸

幻虽尽，不入断灭。 

  善男子！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渐次。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依

此修行，如是乃能永离诸幻。」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普贤汝当知 一切诸众生 无始幻无明 皆从诸如来 

   圆觉心建立 犹如虚空华 依空而有相 空华若复灭 

   虚空本不动 幻从诸觉生 幻灭觉圆满 觉心不动故 

   若彼诸菩萨 及末世众生 常应远离幻 诸幻悉皆离 

   如木中生火 木尽火还灭 觉则无渐次 方便亦如是 

 
  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继续《圆觉经》。 
  我们看经文： 
  善男子！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 

  佛继续对普贤菩萨说：「善男子啊！一切菩萨以及末世一切众生，应当

要远离一切幻化的虚妄境界。」这个是第一步，佛现在传这个法怎么修，第

一步，要远离一切的幻化境界。 
  接下来： 
  由坚执持远离心故，心如幻者，亦复远离。 

  当我们想要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的时候，就会坚固、执持有一个能

远离的心，要知道这个能远离的心也是如幻，也要远离。像我们知道一切

是如幻的，一切幻化的虚妄境界，就是前面我们所谓虚空中的花朵，都是

虚妄的境界，都是如幻的，所以这一切的幻化都应当要远离。所以我们平

常碰到任何的事情，生烦恼也好、想不开也好、看不破、放不下都好，不

管任何的一切境界现前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它是如幻的境界，由无明而

生起一切如幻的境界，都是由一念无明而来的。所以，碰到对境的时候，

我们就要提醒自己：「这一切的虚妄境界都不是真实存在的，要远离！」小

孩子烦我，这是虚妄的境界，要远离！小孩子功课不好、小孩子不听话，

这是虚妄的境界，要远离！工作不顺利，这是虚妄的境界，要远离！不管

你生什么烦恼，都要知道它是幻化的虚妄境界，应当要远离。所以这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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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你就有一个「要远离、要远离」这样的一个心，这个是能远离的心；

你要远离的境界，是所远离的境界，所以它有能、所，对不对？有一个能

远离的心，要远离什么？一切虚妄的境界，是所要离的境界。有一个能离

的心，有一个所要远离的境界，就是一切幻化虚妄的境界是需要远离的，

这个想要远离的心也是如幻的，这是第二句话。我们会因为想要远离一切

幻化的虚妄境界，因此就有一个坚固、执持要远离的心，要知道这个心也

是如幻的，为什么？有能、所，就是二元对立，我们昨天讲的，二元对立，

只要有能离、所离，它是二元对立。所要远离的境界是如幻的，你能远离

的心也是如幻的，所以一碰到境界来的时候，你就生起：「喔！那个是假的

啦！不要执着啦！我们就远离就好了！」这个能远离的心，要知道它也是如

幻的，这就是第二句：「由坚执持远离心故，心如幻者，亦复远离。」要知

道这个想要远离的心，这个心也是如幻的。既然想要远离的境界是虚妄的、

是幻化的，我们能离的心也是幻化的、也是如幻的，一切的境界是虚妄的、

不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境界我们知道它是幻化的、是虚妄的，这个境界就

不会再障碍我们了，所以你这个能离的心还需不需要？不需要了，因为境

界是虚妄的，你这个想要离开虚妄境界的心也是如幻的。境界如幻，境界

远离，这个能远离的心，它也是如幻的，我们就再远离。这个时候还有没

有剩下什么？一切虚妄的境界我远离了，我能离的心也远离了，能离的心

也远离了，这个时候还剩下一个什么？「远离」的这一念，对不对？一切

虚妄的境界远离，能离的心也是如幻的，也要远离，还剩下一个远离的念，

对不对？这一切都要远离嘛，所以这一念「远离」也是如幻，这就是下面

一句： 
  远离为幻，亦复远离。 

  远离了能离的心之后，远离的这一念也如幻，也要远离。连要远离的

心远离了，远离的这一念也是如幻的，也要远离，这时候连远离的这一念

也远离了，这时候还有没有剩下什么？我的心要远离一切虚妄的境界，这

个能离的心是如幻的，所以我要远离。我再把远离的这一念，我再远离，

还剩下什么？还有没有剩下什么？远离的这一念也没有了，那是不是应该

没有念头了，对不对？远离的这一念再把它空掉，就应该没有念头了，对

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无念就会现前，或所谓的空的境界会现前，这个无

念、或者是空的境界还要不要远离？就好像很多人，他不管是诵经也好、

打坐也好、念佛也好，他就念到那种好像没有什么念头了，我们就叫做无

念，给它一个名称叫无念，然后他就抓住那个境界，抓住那个无念的境界，

或者他证到空，他就抓住那个空的境界，请问这个无念或者是空，它是有

生灭的吗？它是真实存在的吗？它是我们昨天讲的那个真心，没有生灭的

那个圆觉妙心吗？是吗？你已经见到你的本性了吗？有没有？这时候有没

有见性？有的举手，没有的举手。所以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如果觉得说我

已经没有什么念头了，或者说那个空的境界现前了，这个还是二元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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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知道这个空、还有无念的境界是怎么现前的？相对前面那个「有」的

境界现前的。我们昨天也讲过，空跟有是二元对立，所以你这个空相怎么

来的？也是因缘所生，什么因缘？刚才一步一步远离，然后达到的，所以

它是因缘所生，它不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还没

有见到你的真心，你的圆觉妙心也没有现前。所以，尽管空的境界现前，

或者无念的境界现前，也要知道这个境界也是如幻的，只要是二元对立的，

它都是如幻的，「空」相对「有」来说的，所以它是如幻的，所以也要远离。

这个就是下面一句： 
  离远离幻，亦复远离。 

  就是离去了前面那个「远离为幻」，就是把远离的这一念空掉之后，就

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空、无念的境界现前，要知道这个境界

也如幻，也要远离，所以就要把这个空再空掉，把这个无念再空掉（再空

掉就是再远离的意思），请问这个时候是不是都没有东西剩下了？这下远离

得够彻底了吧？应该没有什么剩下了吧？没有什么可以再远离的了，远离

的那一念把它远离，然后就无念、空境界现前，再把这个再空掉、再远离，

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它远离，已经没有东西了，这个时候会是什么样

的一个状态呢？连空也空掉了之后，没有东西再可以远离了，这个时候就

剩下一个，剩下一个那个没有办法远离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的真心，就

是我们的圆觉妙心，那个是没有办法远离的，因为它是不生不灭的，懂吗？

你那个能够生灭的，能够远离的，全部都离了，剩下那个没有办法远离的，

那个就是我们的真觉，这个时候就能够现前，这就是下面一句： 
  得无所离，即除诸幻。 

  所以一直要到再没有什么可以远离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尽除一切的

幻化境界，因为一切幻化的境界都远离了，连那个念头也没有了，连空的

境界也再远离了，没有什么剩下来的，没有什么剩下来就是可以远离的剩

下来，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自性就自然能够现前。 
  那个修《楞严经》观音法门的，这个就很类似观音法门，观音法门有

修的你们就知道，「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

这个就是第一句：「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接下来，就是「如是渐

增，闻所闻尽」，这个就是第二句：「由坚执持远离心故，心如幻者，亦复

远离」，就是能闻跟所闻。我们前面也有师兄问过，我们上次讲的那个跟这

个圆通章能不能相通？我上次的回答的是说这个法门是更直接，可是如果

说勉强要对照一下的话，现在四句刚好就等于耳根圆通的那四句，它有三

重的能所，把这个三重的能所（能所，就是有对待，有能、有所，二元对

待），把这三个能所都像我们现在讲的远离，寂灭就能够现前。所以，第二

句就等于是能闻跟所闻尽（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就等于是把它远离，所

以它第一重的能所，就是能闻跟所闻。「远离为幻，亦复远离」，这个就等

于能觉、所觉空，第二个能所，能觉跟所觉再把它空掉，就是「尽闻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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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所觉空」。接下来，「离远离幻，亦复远离」，这个就等于「空觉极圆，空

所空灭」，就是能空跟所空再把它灭掉，这就是我们说的把空跟无念再远离，

它也是如幻的，然后再远离，结果就是「生灭既灭，寂灭现前」，这就是现

在讲的「得无所离，即除诸幻」。「生灭既灭，寂灭现前」，就是同样证到这

样的境界，就是我们的真觉，这时候就能够现前。所以一定要到「得无所

离」，没有什么可以远离的时候，才能够真正尽除一切的幻化境界。这种情

况像什么呢？就是下面讲的： 
  譬如钻火，两木相因，火出木尽，灰飞烟灭。 

  这种情况就好像钻木取火，以前没有火柴、也没有瓦斯、也没有打火

机，他怎么取火呢？他就用一根木钻子去钻那个木材，一段时间以后，火

就着起来了，所以他用木钻子来钻木材，钻到那个火生起来了之后，火就

把那个木材也烧掉了，把木钻子也烧掉了，因为两个都是木的，这就是讲

「譬如钻火，两木相因」，相因的意思，就是说相依，互相摩擦，两根木头

互相摩擦，一个是木材、一个是钻子，木头做的钻子，去钻那个木材。「火

出木尽」，等钻出火来，把木材都烧光了，到最后烟也灭了、灰烬也飞散了，

什么都没有剩下，就是「灰飞烟灭」，你那个火烧木材，烧到最后怎么样？

只剩下烟，到最后那个烟也没有了，剩下灰，对不对？一阵风吹过来，灰

也散掉了，什么都没有剩下，用这个来比喻我们一步一步的远离，到最后

什么都没有剩下，就好像灰飞烟灭一样。所以，一直要到没有可以远离的

时候，才能够尽除一切的幻化境界，就好比灰飞烟灭，如果还有一个空没

有空掉，或者还有什么剩下可以远离的话，就好比这个木材烧完了，还留

下木炭、还留下灰烬一样，有些木材它是烧完它就变成木炭了，那个就是

还有木炭剩下，或者是它变成灰了，有一堆灰留下，这个就比喻说你应当

远离的还没有全部远离完，还有留下一个什么可以远离的，或者还有一个

空、或者是无念，你没有远离，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能够尽除一切的幻

化境界。 
  以幻修幻，亦复如是，诸幻虽尽，不入断灭。 

  我们现在以如幻的身心来修习，除去如幻的无明，也是同样的道理，

虽然一切的幻化都灭尽了，但并不入断灭。「不入断灭」，入断灭，就是什

么都没有了，连圆觉妙心也没有了，那个就是入断灭。所以以为这一切幻

化的境界都灭尽了之后，就入断灭的话，那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明心见性，

也没有办法见到我们的真如本性，因为它也跟着灭了，跟这一切幻化的境

界消失了之后，我们的真心跟它一起消失，这样就入断灭。可是我们昨天

晚上讲，并不入于断灭，为什么？因为真心是没有生灭的，我们的圆觉妙

心是常住不灭的，所以它不入于断灭，就是它这边讲的「诸幻虽尽，不入

断灭」，还有一个没有办法远离的那个就是我们的真心。所以我们前面用的

功夫一步一步远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见到我们的真心，它是没有办法

再远离，它是剩下的，它是一直都在的，它是常住不灭的。佛传我们法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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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传完了，平常就是这么用功。 
  所以我们继续看： 
  善男子！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渐次。一切菩萨及末

世众生，依此修行，如是乃能永离诸幻。 

  所以，最后佛说：「善男子啊！知道是幻，当下就已经离幻，所以也不

需要再用什么方法来离幻；既然已经离幻，就是真觉，所以也没有什么次

第，一步一步地到达真觉。一切菩萨和末世众生，依这个法门来修，就能

够永离诸幻。」这个就回答了普贤菩萨的所问，普贤菩萨前面第三个请佛开

示的是：「作何方便渐次修习，令诸众生永离诸幻？」佛现在回答：「知幻

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渐次。依此修行，乃能永离诸幻。」你怎

么能够达到永离诸幻？怎么用功呢？就是第一步，知幻即离，你知道一切

是幻化的，当下你就远离了，就好像你做梦，梦中不管是什么样的境界，

好的、不好的，可是你醒过来，啊哟！那是一场梦！马上就知道它是假的。

所以你知道一切都是幻化的虚妄境界，当下就远离了，所以是「知幻即离

（即，就是马上、立刻、当下）」你知道一切境界是虚妄的、是幻化的，当

下就远离一切幻化，因为知道它是幻化的、假的，你当然就不会去执着了，

「知幻即离」。还需不需要另外再用一个什么方法来离幻呢？需不需要？不

需要了，对不对？很多余，对不对？当下就已经离幻，你再想说我再用什

么方法、还是方便（方便，就是方法），我用什么方便来达到离幻，你就已

经知道它是假的了，它是如幻的、它是虚妄的，你当下就已经离幻了，所

以是知幻即离，你知道一切是幻化的，当下其实你就已经离幻了，你还需

不需要用什么方法来离幻呢？就不需要了，所以是「不作方便」。「知幻即

离，不作方便」这个口诀背下来，「知幻即离，不作方便」，它不用再用什

么方法来离幻，只要知道一切是幻化的，当下就已经离幻，所以不需要再

用什么方法来离幻。「离幻即觉」，既然已经离幻，你的真觉就现前，就是

已经远离一切。知幻即离，你知道一切幻化，当下就已经离幻；离幻，就

觉了嘛，也是当下就觉，离幻的当下就是真觉，就是我们说的你见到了你

的圆觉妙心。离幻即觉，既然已经离幻，真觉当然就现前，那还需不需要

用什么次第，说我第一步怎么样、第二步？第一步离一点，然后证一点真

觉，再离一点，然后再证一点真觉，一步一步慢慢证，一直到圆觉？不需

要，因为你离幻的当下就是真觉现前，所以也不需要用什么次第一步一步

地达到真觉，这就是「离幻即觉，亦无渐次（渐次，就是次第）」，渐渐地、

一步一步地怎么样达到那个真觉，不需要。所以，普贤章第二章，它的修

行的口诀、方法就是「知幻即离，离幻即觉，不作方便，亦无渐次」，不用

另外找什么方法，也没有次第可言，因为它是大乘的圆顿教，大乘的顿教，

顿，就是很快，我们说的顿悟、顿修、顿证，顿，就是当下、当下、当下，

你当下悟到，当下就是顿修，顿悟、顿修，顿证，就是这个。知幻是顿悟，

即离是顿修，离幻即觉是顿证，即觉是顿证。知幻是顿悟，你知道一切是

圆觉经 4－普贤章(上) 5



幻化的，你当下就顿悟了；顿悟的当下就顿修，你知道一切是幻化，当下

就远离了，就是顿修，没有需要用什么方法；顿修，然后就顿证，就是离

幻即觉，就是顿证，都是当下、当下、，所以它是属于顿教，大乘的顿教就

是顿悟、顿修、顿证。「知幻即离，离幻即觉」，这就是普贤章它所用的法

门。 
  佛到这个时候就已经开示得差不多了，所以佛现在回答：「知幻即离，

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渐次。依此修行，乃能永离诸幻。」把法已经传

给我们了。后面就是偈颂，把前面的长行再用偈颂的方式，简单地重复一

遍。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这个时候，世尊为了重新宣说前面的义理，而说了下面的偈颂。 
  普贤汝当知 一切诸众生 无始幻无明 皆从诸如来 圆觉心建立 

  这个我们昨天讲过了。普贤你应当知道，一切众生无始以来，如幻的

无明都是从如来藏圆觉妙心所建立的，我们现在为什么变成如来藏呢？那

是以凡夫来说的。圆觉妙心在众生迷失自性的时候，称为「如来藏」，前面

它是说如来圆觉妙心，它为什么称为「如来圆觉妙心」？因为只有如来祂

已经圆证圆觉，所以称为「如来圆觉妙心」，凡夫还有无明，所以只能叫做

「如来藏圆觉妙心」。什么是如来藏呢？如，就是不变的意思；来，是随缘

的意思；藏，是能够含藏一切染净诸法。我们常常说「不便随缘，随缘不

变」，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讲本体，一个讲现象。本体，就是我

们从昨天讲到今天，前面也已经开始讲，那个没有生灭的真心，它是不变

的，因为它没有生灭，所以它是不变的，是常住不动的，圆觉妙心是常住

不动的，我们的真心是常住不动的，因为它没有生灭，不生不灭，没有生

灭，所以它是常住不动，离一切的二元对立，常住不动，这个是讲我们的

本体，我们的真心本性，它是不动的。但是，用则随缘，随不同的缘，起

不同的作用，它能够随染缘、随净缘，随染缘就变成了六道的众生，随净

缘就是四圣法界的众生。十法界怎么生起的呢？就是从我们的真心，昨天

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它虽然不变，但是用则随缘，看你是随染缘、

还是随净缘，而有了十法界，四圣、六凡的差别，所以我们才会说这个「藏」

是能含藏一切染、净诸法，能够含藏一切的染净诸法，它的本体是不变的，

但是作用生起的时候，能够随染缘、或者随净缘，用则随缘，这就是「不

变随缘」的意思，也就是「如」跟「来」的意思，就是因为它能够含藏一

切的染法，所以「无明」才能够依它而建立。它不是说「一切诸众生，无

始幻无明，皆从诸如来，圆觉心建立」？无明为什么能够依它而建立？就

是它也能够含藏一切的染法，这无明才能够依它来建立。我们昨天也讲，

你这个一切的无明，这些幻化从那里生起的呢？都生于如来圆觉妙心，它

不是无因生，它也不是突然就生起来了，没有任何的原因，或者是没有任

何的理由，它就生起来了，它一定要依一个什么东西，只要是因缘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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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一定要依一个什么，它就是依圆觉妙心而生起，它能够为染法所依，这

个就是随缘，随染缘。它虽然为染法所依，但是它不会被染法所染着，这

就是「不变」，你再怎么生烦恼、再造更多的业、一直再轮回，随这个染缘

在六道当中不断不断地轮回，但是会不会染污我们那个真心呢？那个不变

的真心呢？不会，因为它是本自清净，菩提自性本自清净，它本来是清净

的，所以它不会被污染，不会被染缘所污染，这个就是不变，但是它能够

随缘，能够随染缘然后生起一切，不管是无明也好，一切的染法都能够生

起所，以一切染法是依这个如来圆觉妙心而建立的。等到断尽无明，圆证

圆觉的时候，如来藏就称为如来圆觉妙心。所以我们就看，他如果说如来

圆觉妙心，那个就是他已经断尽一切的无明，已经圆证到圆觉了，这个时

候就称为「如来圆觉妙心」，可是我们凡夫还有无明的话，就称为「如来藏

圆觉妙心」，有这样的差别，多了一个「藏」。 
  犹如虚空华 依空而有相 空华若复灭 虚空本不动 

  一切众生无始以来的无明，依如来藏圆觉心建立的情况，就好比虚空

中的花朵，是依虚空而有相，等到虚空中的花朵灭了，虚空并不会跟着灭，

因为虚空之性本来不动，这个我们昨天解释过了，虚空中的花朵，就是等

你眼睛病好了，才发觉虚空中本来没有花朵，这时候的花朵好像在虚空中

灭掉了，虚空中的花朵灭了，这个虚空还是常住不动，虚空之性本来不动，

不会跟着花朵灭，虚空也跟着灭，不会。 
  幻从诸觉生 幻灭觉圆满 觉心不动故 

  同样的，一切幻化从圆觉妙心生的情况也是一样，等到一切的幻化灭

尽了以后，圆觉妙心并不会跟着灭，因为圆觉妙心本来不动。 
  若彼诸菩萨 及末世众生 常应远离幻 诸幻悉皆离 如木中生火 

  木尽火还灭 觉则无渐次 方便亦如是 

  所有的菩萨以及末世的众生，应当经常修习远离一切的幻化，不但虚

妄的境界要离，坚执远离的心也要离，连「远离」这一念也要离，就能够

达到无念，我们刚才说的，最后「无念」这个妄念也要离，一直到达再也

没有任何可以远离的地步，剩下的那个不能够远离的，就是我们的圆觉妙

心，它一直都在，从来没有动过，所以这个时候真觉就能够现前。这种情

况就好像用火来烧木材，到最后木材烧完了，火也灭了，什么都没有剩下。

所以，在了知一切如幻的当下就已经离幻，不用再藉助任何的方便，既然

已经离幻，真觉自然现前，当然也不用依任何的次第。 
  这个就是第二普贤章它所用的法门：「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

亦无渐次」。这个是佛为上上根人所说的法门，顿悟、顿修、顿证的法门，

所谓顿教的法门，就是没有方便、渐次可言，这个就是顿教，都是当下，

刚才我们讲的，顿悟、顿修、顿证，这个就是所谓顿教的法门，是没有方

便、渐次，不用再另外用什么方法，当下就证了，也没有什么次第可以说

的，这个就是顿教的法门，这就是佛为上上根的人所说的法门。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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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知道第一章的文殊章，还有现在第二章的普贤章，都是属于顿教的法门，

佛为上上根人所说的「知幻即离，不作方便」，就是了知一切是幻化的当下，

就已经远离一切的幻化，自然就不需要任何的方法；「离幻即觉，亦无渐次」，

既然已经远离一切幻化，当下就是真觉，当然也不用藉助任何的次第，我

们再复习一遍，这就是本章所用的法门。 
  我们做个比喻，就好像你在梦中生病了，病得很严重，快死了，这个

时候你要赶快去找医生，对不对？去找最好的医生，你找医生干什么？赶

快问啊！有什么方法可以医我的病，然后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二步要做什

么、第三步要做什么……，因为很严重，你身上很多病，从那个最严重的

开始医，最严重的好一点，第二个次第就是那个第二严重的，这个又好一

点了，那就最轻的最后了，找医生做什么？就是赶快医病，所以要告诉我

怎么样治疗我病的方法，还有次第，第一步要怎么来医、第二步怎么医、

第三步要怎么医，这就是方便跟渐次。可是你在梦中生病，那一天你梦醒

了，原来是一场梦，我根本就没有生病啊！这时候要不要用方便跟渐次？

还要不要？方法跟次第，要不要？还要不要医病？不用医病！因为本来没

有病嘛，就用这个来比喻「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渐次」，

这个时候治病的方法和次第自然就不需要，为什么？本来没有病，干嘛要

治病的方法跟次第？所以等我们从无明的大梦中醒过来的时候，才发觉无

明本来就不存在，根本就没生病，无明的大病，无明根本不存在，就像虚

空中的花朵一样，这就是当下顿悟，根本就没有无明的存在，虚空中本来

没有花朵，是因为眼睛生病了，眼睛生病就比喻无明，现在眼睛的病好了，

才发觉虚空中本来没有花朵。所以「知幻即离，离幻即觉」，只要你明白无

明是幻化的，如幻的虚妄境界，幻化的虚妄境界，它根本不存，在就好像

虚空中的花朵一样，当下就可以远离一切的诸幻，对不对？因为一切的幻

化从那里来？从无明来，无明根本不存在，由无明而生起的一切身心世界，

一切的幻化虚妄境界存不存在？根本不存在！这样是不是可以远离一切的

幻化？那就远离一切的幻化，远离一切的幻化，离到没有什么可以离的，

那是什么东西剩下？真觉现前，就开悟了嘛，这就是这一章的法门，当下，

顿悟、顿修、顿证，没有方便、也没有渐次可言，都是当下就可以证得到

的，只要明白无明本来无，后面就都没有了，自然就远离一切幻化，一切

幻化由无明来，无明根本不存在，所以一切幻化就远离了，很自然就远离

了，当下就远离了，因为无明都不存在，由无明而生起的一切幻化当然不

存在，那是不是远离一切幻化境界？对啊！一切都远离了之后，剩下的那

个就是我们的真心就现前，就明心见性，就开悟了！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希望各位可以顿悟、顿修、顿证。 
  有问题可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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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净莲上师，您好！请上师慈悲开示：什么是菩提心？怎样发菩提

心？用什么方法来发菩提心？感恩！谢谢上师！ 
  答：我又要打广告，请上网看，广论「如何发菩提心」那个部分，我

们明年会讲怎么发菩提心，因为内容很多，我们应该可以用明年来的四次

的时间把它讲完，如何发菩提心，就是详细地介绍。我现在简单地说，什

么是菩提心？菩提者，觉也。觉什么呢？真觉现前，觉什么？菩提者，觉

也。觉什么？觉悟，「我」不是真实存在的，「我」是无明的产物，就是觉

这个。一切法无我，因缘所生法都是无自性、空的，所以没有我跟法的真

实存在，就是觉悟，悟到这个。悟到这个有什么作用呢？你才能够发愿要

度众生，你还有我执之前，就是当然先想到我啰，我的利益、先保护好我

啦，为什么要一道一道的防守呢？就是要保护我啰，保护我的利益，所以

这个时候能不能发菩提心？利他的心就很难，对不对？因为你要先保护自

己，所以觉悟到「无我」的这个道理，也就是般若空性的智慧，你悟到了

这个，你才可能真正的发菩提心，就是不但自己觉悟，还要帮助一切众生

觉悟的这个心，就是菩提心，完全利他的心就是菩提心，为什么能够完全

利他，都不会想到一点点自己呢？就是因为你已经觉悟到无我、空性的道

理了，所以你才能够真正的完全去利他，简单地说是这样，详细的话，就

请你上网，因为我们在台湾已经把菩提心的部分讲解完毕，上网了，如果

要讲的话，明年我们会讲，就是花四次来的时间，把怎么发菩提心，详细

地把它介绍完，等不到明年的，就请你上网看。 
 
  问：净莲上师，你好！请问上师：「心外法非有，心识里非无」这一个

偈颂，祈请上师慈悲开示。 
  答：「心外法非有」，就是我们讲的一切因缘所生法无自性、空，离开

你的心，一切法都不是实有的。「心识里非无」，这个就是我们昨天讲的「唯

识所变」，一切身心世界都是八识的变现，阿赖耶识的变现，所以以这个来

说，你不能说第八识没有，懂吗？「唯识所变」这个立场来说，你不能说

第八识没有，这个就是「心识里非无」。非无，就是有；非有，就是无。离

开了你的心，一切法没有办法存在，为什么？一切法都是从什么？昨天讲

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两句也就是这两句的意思，唯心所现，唯识

所变。所以离开了真心，有没有妄心、无明、后面的正报、依报、身心、

世界的存在？没有嘛！你离开了真心，后面都没有办法起作用。我们这两

堂也讲，一切的无明、种种的幻化从那里来？圆觉妙心，依圆觉妙心而建

立，对不对？由圆觉妙心生，生于圆觉妙心，所以一切的幻化虚妄境界从

那里来？从妄心来。妄心从那里来？一念无明来。一念无明从那里来？从

真心来。所以离开了真心，后面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心外法非有」，非有，

就是没有，离开了真心，都没有办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既然是唯识

所变，都是八识的变现，所以你不能说没有。就是这样子，解释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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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上师您好！请问上师，什么是八识三能变？ 
  答：这个是唯识，唯识我们也有讲过，我们有一本唯识的书你也可以

参考。 
 
  问：什么是诸法空相？ 
  答：一切法无自性、空，就是诸法的空相，也是诸法的实相，一切法

的真实面貌。 
（三能变要讲很久，我们就不要讲，好不好？那个等于在上唯识的课。） 
 
  问：净莲上师，您好！请问上师，有些居士拜了几十年的佛，脾气还

是很急躁，瞋恨心很强，又很有分别心，如果这个瞋恨心很强的人，和我

们的祖先或亡者诵经超度，我们的祖先会得到利益吗？ 
  答：还是有利益，只是比较小，因为你用瞋恚心念的嘛，瞋恨心很强

的人来帮我们祖先或者亡者诵经超度，那他能够得到利益吗？如果我们用

瞋恚心很强的人诵经，他有功德吗？还是有嘛，对不对？会打折扣啦，看

打几折。 
 
  问：他常常怀着瞋恨心，又没修行，诵经回向给众生，众生会不会跟

他一样的起瞋恚心呢？ 
  答：应该不会吧。 
 
  问：搞到他鸡犬不宁、障碍重重呢？ 
  答：不会。他常常怀着瞋恨心是他自己，诵经回向的那个还是他诵经

的功德，所以他诵经的功德不会带着他的瞋恚心让别人也变得鸡犬不宁、

障碍重重，不会这样子的，因为回向的还是他诵经的功德，他还是有功德，

只是比较小，因为瞋恚心的关系。 
 
  问：对不起！上师，我们还没有修到对一切人事物如幻、离幻，请净

莲上师慈悲为我们一群众生解答，感谢上师！ 
  答：就是前面的希望能够解答，我已经解答了。还没有修到对一切人

事物如幻、离幻，就我们这两晚、还有上次的两晚多听、多思惟、多修习，

看能不能早一点知幻即离，离幻即觉。 
 
  问：尊贵的净莲上师，师父，到现在我还搞不懂「永离诸幻」。 
  答：永离诸幻，就是一切幻化都永远远离。永离诸幻，永远远离诸幻，

就是一切幻化的虚妄境界，由无明而生起的一切幻化的虚妄境界，只要由

无明而生起的，全部都是诸幻，诸，就是很多，由无明而生起一切的幻化

虚妄境界，都是属于现在讲的诸幻，所以它的内容很多，你的烦恼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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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一个我，我的心、还有我的家、我的什么家庭、事业、子女，都是啊，

都是诸幻，都要远离的。这一章圆觉经有很多幻，幻到我们胡里胡涂。 
 
  问：祈请上师慈悲开示。（到现在我还搞不懂「远离诸幻」。） 
  答：就是想要永远离开一切的幻化虚妄境界，就是明白它是怎么来的。

一切虚妄的幻化境界，它是怎么来的？一切幻化的虚妄境界，它是从那里

来？两个字来，无明。无明从那里来？再追，追追追，无明从那里来？无

明从那里来？唯心所现。妄心从那里来？从什么心来？妄心从真心来。无

明从那里来？妄心就是一念无明，它从那里来？唯心所现，从真心来嘛！

都要依圆觉妙心而建立。真心离念，真心没有妄念，真心不会起一念的无

明，这样还有没有无明？就没有无明。我们真心里面本来没有啊，本来没

有无明，虚空中本来没有花朵，就是一念妄动，一念无明，就起了无明，

一念真心妄动，就起了无明，无明有没有？无明也是如幻的，为什么是如

幻的？只要是有生灭的，它就是如幻的，只有真心不生不灭的，它是真实

存在，不是如幻的，除了真心以外，都是如幻的，这个就是「诸幻」。一切

诸幻都是由无明而生起的，因为「无明」的意思就是不明白嘛，不明白一

切法是因缘所生，不明白一切法无我的道理，只要是因缘所生的，它都是

无自性、都是无常的，所以它不是实有的。所谓的「我」，是因缘所生，五

蕴、五大，都是因缘所生，所以我不是真实存在，因为它是有生灭的、它

是无常的，只要是有生灭、无常，它就不是真实存在，所以「我」不是真

实存在，一切法也不是真实存在的，只要是因缘所生法都是生灭、无常，

都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所谓的无明，就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不明

白一切法空的道理，刚才说「诸法空相」，就是不明白诸法空相的道理，不

知道一切法，或者是所谓的「我」、或者人，人、我、众生，只要是因缘和

合的，众缘和合而生的，叫做众生，众缘和合，就表示它是因缘所生的，

因缘所生的都是生灭、无常，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它不是永恒的，只

有不生不灭才是永恒真实存在的，才是常住不灭的。所以，什么叫无明？

就是不明白一切法无我的道理，才会执着有我、有法，以为「我」是真实

存在的，一切众缘和合而生的众生是真实存在的，一切法是真实存在的，

这个就是无明。有了这个执着，不明白这个一切法的真实相貌，所以才会

幻化出后面的八识所变现出的身心、世界，正报、依报，还有所谓的十法

界，就是这样变现出来的，唯识所变，八识的变现，不同的种子变现出不

同的身心、世界、正报、依报来。所以，怎么样做到「永离诸幻」呢？就

是你明白了，你回归到真心了，不生不灭的真心，后面所有的幻化就没有

了，对不对？无明本来没有，一念妄动才有的，你只要见到真心，安住在

这个不生不灭的真心的状态，后面是不是都没有了？那个就是「永离诸幻」，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真觉现前，就是我们的真心现前了，真心是没有生灭的，

所以所有的有生灭的、幻化的虚妄境界就远离了，这个就是永离诸幻。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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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不懂，就等我们的 DVD 做出来，每天听三遍，总有一天开悟，因为道理

就是这样子，因为从道理明白到实证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点小功夫，所以平

常没事也多念两句「诸幻即离，离幻即觉」，也是熏，算是熏，虽然它是顿

悟、顿修、顿证的法门，可是没有办法当下证得的话，也只有就是方便渐

次来多念几遍，多多熏。 
 
  问：请上师慈悲开示，第八识是否是依这圆觉妙心而生？ 
  答：不是，不是，第八识不是依圆觉妙心而生，对！对！我把它看成

相反了，圆觉妙心而生，依圆觉妙心而生，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真心

一念无明动，一念无明，然后就有了第八识，然后第八识再变现，所以可

以说第八识是依圆觉妙心而生，没错。 
 
  问：请问上师，如来圆觉妙心，为何会有一念妄动？敬请师父开示，

谢谢！ 
  答：圆觉妙心，我们的真心本来是没有生灭，本来不动的，常住不动，

它什么时候起了一念的无明呢？为何会有一念妄动呢？问得好！问得好！

没有开始，也没结束，无始之始，就是这样子开始的，就好像一个圆，它

没有开始，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就是你这一念的妄动就起了无明，无

明从什么时候开始？没有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也没有结束。 
 
  问：尊贵的上净下莲上师，question1，《圆觉经》普贤菩萨第二章，第

二段，第二行，如幻三昧，是怎样的大乘正受呢？ 
  答：这个要上网看，我们在台湾有详细解释什么是如幻三昧？什么是

正受？这要讲很久。 
 
  问：三昧如何才能如幻？ 
  答：三昧如何才能如幻？这个就不对了。 
 
  问：是观修吗？ 
  答：大乘的三昧有很多种，有各种不同的三昧，你们都知道嘛，有首

楞严三昧、法华三昧、什么三昧，很多，大乘的三昧有很多，海印三昧，

对不对？大家都听过的。现在我们是修，一路上幻幻幻，如幻，所以它就

叫做「如幻三昧」，这就是三昧的名称，它就是修如幻，所以它的三昧正受

（三昧，就是正受的意思），这个三昧就是修如幻，「如幻」就是我们这两

堂晚上都在讲什么如幻、如幻，就是这个大乘三昧它最主要修的就是如幻，

所以它称为「如幻三昧」，因为大乘菩萨证得这个如幻三昧，他就能够起很

大的作用，什么作用呢？他就有勇气发愿再来娑婆世界度众生，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娑婆世界是如幻的、众生是如幻的，所以他才有勇气发愿再来，

再来如幻的娑婆世界，度如幻的众生。他会不会去入涅盘呢？涅盘也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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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的，所以他也不会去入涅盘，这就是大乘菩萨他如果知道如幻三昧，他

就能够起这样的作用，就是「智不住三有，悲不入涅盘」，这个就是如幻三

昧的作用之一，所以它很好用的。我们这两个晚上讲的也很好用，你知道

无明如幻，由无明而生起的一切幻化境界就不存在了，这个也是很好用的。

所以，你想要对治一切的烦恼、对治一切的妄念、还是一切能够说出来的，

用「如幻三昧」这个法门都能够全部灭尽，灭尽一切的幻化虚妄境界，这

个就是如幻三昧的作用。大乘菩萨为什么要修如幻三昧？就是因为它很好

用，它会让我们不再执着，让我们彻底地见到这个空性，知道一切都是如

幻的，都是幻化的，我们要开悟也好，要见我们的圆觉妙心、还是真心也

好，它都是非常的快速的，所以大乘菩萨都要来修习如幻三昧。 
 
  问：这个如幻三昧，如果修成或证得，是否成就了圆觉清净境界？ 
  答：是。 
 
  问：一般上所听闻过的三昧，如法华三昧、海印三昧、还有首楞严三

昧的共同点及不共同点何在？ 
  答：共同点，就是它都是三昧正受。不共同点，就是它的三昧境界不

一样，一个是首楞严的境界，一个是海印的境界，还有一个是法华的境界，

所以三昧是一个正受的名称，一种境界的名称，你这个三昧里面是什么样

的三昧，是如幻的，你是如幻的法门，就叫做如幻三昧；首楞严有它的三

昧的修法，叫做首楞严三昧，所以它的不同点，就是因为不同的三昧的内

容，所以它就有不同的名称，这个就是它的不同点。 
 
  问：question2，方便渐次，以何方便修如幻三昧，以幻修幻吗？ 
  答：如果以我们现在讲的，它就已经告诉我们了，没有方便渐次，对

不对？是以幻修幻，但是没有方便，亦无渐次，经文的最后一行「方便亦

如是」，就是说也是同样的道理，不需要方便，不需要渐次、也不需要方便，

因为它是属于顿教的法门，是顿悟、顿修、顿证，所以没有方便、也没有

渐次，不用另外再找一个方法，或者是一步一步按照次第来证到，不需要，

因为它是顿教的法门。 
 
  问：经文的最后一行「方便亦如是」，是表示以「无方便」为方便吗？ 
  答：不是。「方便亦如是」，就是一样的，也是不需要方便，跟那个不

需要渐次一样，它也不需要方便，是这个意思。 
 
  问：普贤菩萨第二章是圆顿法门，正如您在三月份时告知我们的即是

圆顿，为何普贤菩萨在请法时提及渐次呢？ 
  答：他是请佛开示用什么方便？用什么渐次？可是佛最后回答说：「没

有方便，也没有渐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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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第一章及第二章皆为圆顿，其它第三章至十二章以圆顿多？或渐

次多？为什么是如此呢？弟子柳宗达合十。 
  答：《圆觉经》，佛为上根、中根、下根的人宣说不同的法门，佛开示

不是从最下根的，有渐次的、有方便的开始介绍，不是，祂先从没有方便

渐次的下手，就是圆顿法这个法门先下手，所以第一章第二章属于圆顿法

门。后面的，上根人的法门开示完了，接下来为中根人，最后为下根人，

所以祂是从上根、中根、下根这样慢慢一步一步地介绍，为什么是这样的

次第呢？佛为什么要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每一章的内容呢？那是因为如

果是上上根的人，他不需要从有方便渐次的下下根的那个内容开始听，那

个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佛先讲顿悟法门，第一章文殊章听懂了，你就懂了

嘛，如果还没有懂，就第二章再听，第一章有点懂，第二章懂了，顿悟了，

那后面也不用了嘛，因为已经都懂了，后面就是你接引众生的方便的时候

用，因为众生有上根、中根、下根，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听后面，是为了方

便度众生的法门。所以，上根的部分为上根人宣说的部分，如果听不懂没

关系，还有为中根人说的，再听，继续听，看能不能明白，如果还不能够

契入，没关系，还有为下根人说的部分，那个方便渐次就介绍得非常详细，

最后面的内容愈来愈多，前面很短，就是明白了，几句话就明白，不用讲

那么多，现在就是「知幻即离，离幻即觉」两句话就讲完了，可是后面那

些有方便、有渐次的就很长了，第一步怎么样、第二步怎么样……，我们

后面就慢慢介绍，所以佛祂为什么要按照这样的次第来说明的原因就在这

里。 
 
  问：如果一个人要想受，怎么去形容那个人？ 
  答：这什么意思啊？想受？再写，不知道你要问什么。 
 
  问：法师慈悲，昨晚讲到「若诸幻性，一切尽灭，则无有心，谁为修

行？」若修行的人能修到将诸幻性一切尽灭，则无有心，请问法师这个修

行人已经修行达到什么境界了？ 
  答：它这个是问，不是答案，请法师开示「若诸幻性，一切尽灭，则

无有心」，这个是它的问题，不是答案。它是说：「若诸幻性一切尽灭，则

无有心，谁为修行」？就是「不妨以幻除幻」，佛是这样回答的。虽然能修

的身心是如幻，所要对治的无明也是如幻，但是不妨以幻除幻。为什么都

是如幻的，还要以幻除幻呢？就是如果你不修行的话，你如果不以如幻的

身心来修习的话，那个如幻的无明也没有办法灭尽，懂吗？所以，不妨以

幻除幻，就是还是要修行的意思，虽然一切如幻，可是还是要修。 
  都回答完了，没有问题，那我们就到这里。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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