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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師利菩薩章 

於是文殊師利菩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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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為此會諸來法眾，

說於如來，本起清淨，因地法行；及說菩薩，於大乘中，發清

淨心，遠離諸病。能使未來末世眾生，求大乘者，不墮邪見。」

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如是三請，終而復始。 

本起清淨因地法行：一、以發出離心，菩提心，故曰：清淨。二、發心求覺，

從覺而明，從明成行。三、因地法行：正發心，正覺悟，正修行。 

簡單講：「本起清淨，因地法行」，即是從求覺悟之心，而覺悟性理。 

遠離諸病：知見不具足故，為本有習性業障，或惡知識、外道鬼神、天魔所迷

惑，非道為道，未證為證，以盲導盲，共入魔坑。 

這段經文，重點只有一句話：「本起清淨，因地法行」。很多人喜歡問：你

現在修到什麼境界？或費心去揣摩佛、菩薩最後修成什麼境界？其實這都不重

要。重要的是我們「當從哪裡下手?」 

常謂「因圓果滿」，如果因是偏的，那果一定不可能圓滿。就像打基礎，基

礎要打得堅固，才能往上提昇。如果基礎不堅固，可能到一半就倒了，可能到

一半就出狀況了！所以最重要的，其實是「因地法行」。 

其實，「因地法行」還是得從「正知見」著手，沒有正知見，即不可能有正

確的修行。而正知見，又可以分做兩個層次：第一是正解，第二是初證。 

「正解」是對義理，完全清楚而無任何疑惑。就像我在讀過《中觀》之後，

對性空的道理，已完全肯定而無疑惑。雖再看其它經典，也都「萬法不離其中」

也。這即是解悟，而不是證悟。 

云何而非證悟？在清楚地當下，業障未必消了。故於對境時，業習就現行

了。而「證悟」是修到某種程度，業稍歇而有體證。如果體證了，就證得初果。 

所以解悟，相當於「十住」裡的「正心住」。大乘常謂修行、成佛，要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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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阿僧祇劫，但三大阿僧祇劫不是從初發心開始算，而是從「正心住」才開始

計時。 

因為沒有正知見者，常常迷途、退轉，都沒辦法計時的。要不退轉，才開

始計時！而不退轉者，從「正心住」而能不退轉。如果證得初果、初地，即已

過一大阿僧祇劫。 

所以從正知見，到證得初果。就是「本起清淨，因地法行」。 

因此清淨可以分為兩種：一是證之前的清淨，一是證之後的清淨。證前的

清淨，就是「發心」要正確。若期盼有神通，覺得神通妙用很稀奇；以此發心，

就是有問題的。甚至覺得當為法師，名利雙收；以此發心，更是有問題的。 

真正發心我們常講：要發「菩提心」，即求覺悟之心。有人謂：小乘是發出

離心，大乘才發菩提心。這種講法其實是偏一邊，因為就算發的是出離心，若

不覺悟，云何出離？反過來講，如真覺悟一切法空，會不出離嗎？所以覺悟跟

出離，其實是一體的兩面。所以用不著再去分：小乘是發出離心，大乘才發菩

提心！舍利弗如果不發菩提心，怎可能在一偈下就頓悟而證得初果呢？ 

還有人謂：不只要發菩提心、出離心，還要發大悲心。然大悲心能夠不經

過覺悟的關卡嗎？不覺悟怎能度眾生？ 

所以求覺悟，是菩提心、出離心與大悲心的關鍵。如發的是求覺悟之心，

就不會誤入歧途。比如我們都知道，釋迦牟尼佛剛開始修的是外道定。雖眾皆

認為他成就了，但他自認為未成就。為什麼呢？原來的疑情，還未消化！既自

己的疑情，還未消化，則別人再怎麼安撫、灌讚，都是沒有用的。這發求覺悟

之心，是屬於悟之前的清淨。 

至於覺悟後，又是怎麼清淨呢？初果斷三結，對應怎樣修行就非常清楚。

這稱為「斷戒取見」。永不會再生外道見、永不會再走冤枉路，這是覺後的清淨。 

總之，關鍵乃在於：云何從解悟到證悟？ 

對修行人而言，最重要的是從「正知見」而啟「正修行」，從「正修行」而

能證得初覺──即初果的證量。 

下面，我們看佛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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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世尊，告文殊師利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

等乃能為諸菩薩，諮詢如來，因地法行，及為末世，一切眾生，

求大乘者，得正住持，不墮邪見。汝今諦聽！當為汝說。」時

文殊師利菩薩，奉教歡喜，及諸大眾，默然而聽。 

得正住持：以正理住心，以正理持行。 

這只是佛回應文殊菩薩所問，不用再特別解釋。 

善男子！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為圓覺。流出一切

清淨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羅密，教授菩薩。 

大陀羅尼門：總持，以一法攝無量法曰總持。 

一法者，真如心；無量法者，法界中種種性相生化。 

以真如心圓照法界性相，世出世間種種現象因果。 

流出一切清淨、教授：因圓果滿，果徹因源，從已成果中啟示正因，喻如已上

山頂者，示來時路。 

波羅密：到彼岸。眾生執著小我、假我，自起迷惑煩惱，曰此岸。 

聖者從法性緣起，法界無礙中，頓捨我見愛染，能與法界圓融無礙曰彼岸。

在此岸者不知彼岸，到彼岸者不離此岸。 

不來不去，非彼非此，無有界限岸海者，曰：到彼岸。 

真如：前後際斷，止於當下曰「真」。（真不離假） 

如鏡映物，圓照十方曰「如」。 

以大圓鏡智，圓照法界一切境相。 

涅槃：任法界生化，心雖覺照明了，而恆不動不亂。 

這重點其實只在「名為圓覺」。「大陀羅尼門」，陀羅尼是「總持」的意思，

以一法攝無量法，曰「總持」。這一法即是「圓覺」，圓覺這法，可以攝無量法。

能以一法攝無量法者，一定是「性」，而非「相」。相既有局限，即不可能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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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攝無量法。 

我們再三說：乃為有心，才能覺！且能覺的是「心性」。故從覺悟「心性」

而慢慢成就「圓覺」者，即稱為「大陀羅尼門」。 

因為「性雖不是相」，但「性也不離相」。性是不動的，相是流轉的，這是

謂「性不是相」。性必需從很多相法的存在與變化，才能凸顯出來的；也因為有

性的關係，才能造就相法的變化，這是謂「性不離相」也。 

心性既屬普遍性，本來就包含一切相法。所以從見性，而涵蓋無量相法，

即稱為「圓覺」。 

下面「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羅密，教授菩薩」。這些名相不

用詳細解釋，因為在證量上都差不多！ 

這是說佛已圓覺了，所以才能教導我們，如何起真修行！是以所有的教授

法門，乃不離「圓覺」的前提。 

一切如來，本起因地，皆依圓照清淨覺相，永斷無明，方

成佛道。 

圓照清淨覺相：從圓悟清淨覺性中生，由解而證。 

圓悟清淨覺性，即是見心性也。 

解：一、眾生心非一非異──心性非有自、他之別。 

二、心物合一，心不在身內，身外，一處，異處。 

三、心無開閉啟合，非作意境界。 

證：無明已斷者，其他漸次枯萎。初果七番生死後，從根本到枝末全部消

盡無餘，才能圓滿解脫道，才能圓照清淨覺相。「以真如心證法界身，是謂

成佛」。 

永斷無明：無明及業障。 

十二因緣從無明、行、識……生、老死。 

無明：根本。妄識：幹。愛取：枝。生老死：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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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見「心性」，為入道的關鍵。 

其實「文殊師利菩薩章」重點就只有這句話，但是這句話卻是錯的！為什

麼呢？「圓照清淨覺相」這是已經圓滿的果位，而非因位的「因地法行」。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我講到「覺」有兩種覺：一是對相的覺，乃稱為「覺

照」；另是對性的覺，而稱為「覺悟」。相是覺照，性是覺悟。 

修行的過程，乃是從「見性」後，再去「轉相」。相云何轉？眾生因為無明，

所以都是「染相」，不只是染而且是狹隘的。所以見性後，乃轉成兩種相：第一

是廣大、能容；第二是清淨、無染。 

廣大、能容是「大圓鏡智」，清淨、無染是「蓭摩羅識」，若轉成既廣大又

清淨的相，即稱為「圓照清淨覺相」。但這是已圓滿的果位，而非因位！ 

因地要從哪去入手呢？從「圓悟清淨覺性」入手。因為是性，所以用「悟」，

而不用「照」。在因地法門，最重要的是「見性」，尤其是見「心性」。才能斷除

無明，而慢慢證得佛道。 

所以我說：很多經論對於「性、相」，常常釐不清楚。或將性說成相，或將

相說成性。所以如果心中無主，就被他們帶過來、牽過去，永遠都在渾噩的狀

態中！但是，如果用我說的「性、相」去看，就很分明了！ 

否則，誰敢說：「這個地方錯了！」憑什麼？憑我們對性、相的認知，非常

篤定！有很多人跟我學一段時間後，也會說：「欸！這經文怪怪的！」以前哪敢

懷疑！ 

這「圓悟清淨覺性」，即是禪宗講的「見性」。見性我們再三說到：有見法

性是空，及見心性是明。心性是明，即《楞嚴經》所謂的「妙淨明心」。 

見到性後，才能永斷無明，無明主要是指「我見」，所以見性是入道的關鍵。

其實《圓覺經》最重要的，也是這句話而已──要見心性。不過真的很冤枉，

卻寫做「圓照清淨覺相」。用我們的思考方式，即可很確認：應該是悟性，而不

是照相。 

從悟性的基礎慢慢啟修，修到最後「轉識成智」，才能「圓照清淨覺相」，

而有果位的圓滿！因圓果滿，因圓就是悟心性，果滿就是「圓照清淨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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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們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繼續看「云何無明」？ 

其實，既見性而明。關於什麼是「無明」？就不值得再說啦！但因為有經

文，順便看一看。 

云何無明？善男子！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猶

如迷人，四方易處。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六塵緣影，為自心

相。譬彼病目，見空中華、及第二月。 

四大身相：將四大和合的假相，惑為自身──分段生死。 

地：堅固，無明─我見。水：潤濕，和合──愛欲。 

火：燥動，生化─瞋怒。風：散亂，妄動──攀緣。 

《楞嚴經》：「譬如澄清百千大海，棄之，唯認一浮漚體」。 

六塵緣影：根塵和合而生識用（第六識），無常，虛妄，變易，斷絕，侷限，干

擾，煩惱，迷惑──變易生死。 

無明者，即我見、自性見，個體見、實有見、常斷見。 

猶如迷人，四方易處：即是俗謂的「南轅北轍」─為求幸福，而以鬥爭為手段；

為求解脫，而以著相為標竿。 

一個人如果真覺悟了，就知道什麼是無明。至於未覺悟者，你跟他講什麼

是無明，他還是在無明當中。所以我覺得，應該把前面的「圓悟清淨覺性」，多

講清楚；至於無明的部分，反而不需要講這麼多。但是我們還得把經文稍微消

一下： 

云何為「無明」？佛法裡講的無始無明，主要是指「我見」。如果詳細說，

我見又分做兩種：一是「分別我見」，一是「俱生我見」。 

分別我見，或經自己思惟，或經惡知識教授，而認定有我。因為是思維出

來的，所以可用「聞思」去破除。或親近善知識而建立正見，或經嚴謹正思惟

而確認無我後，其「分別我見」就可破除。 

至於「俱生我見」是生生世世帶下來的。就算意識上已認定無我，可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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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可能還很重。故要經過嚴謹的修行，才能慢慢降伏。因此才有二果、三果、

四果的差別。 

「猶如迷人，四方易處。」簡單講就是把方向搞錯了，而形成「南轅北轍」

的反效果。我們努力的方式跟想要達到的目標，剛好是顛倒的。 

且不說修行，世間人基本上都是希望得到幸福快樂。可是有很多人卻以鬥

爭為手段，用鬥爭做手段可能得到幸福快樂嗎？不可能！就算不鬥爭，而是用

計較，可能得到幸福快樂嗎？也不可能！因為計較跟鬥爭也只是粗細的差別，

愈計較，心量就越小；哪可能幸福快樂呢！ 

再說修行人希望得解脫，卻以「著相為標竿」──把一個相法當作修行的

指標。相法本是流轉變化的，故永遠不可能真安下心來，所以這也是南轅北轍。 

最後，大部分人雖求解脫，基本上都是以有我的前提去求解脫。有我就有

所求；有所求心就不能安。故本來就是生死的根源，云何得解脫呢？ 

我相，主要又有兩種：一是身相，一是心相。「妄認四大為自身相」，即把

四大和合的身體當作我身。這個問題卻沒有那麼嚴重，因為我們都知道這個身

體乃有生老病死，遲早有一天會死亡、消散的。 

故比較嚴重的是下面的「六塵緣影為自心相」。每個人都認為我有心，這心

是什麼呢？能在六塵中產生了別、思惟的作用，簡單講就是有六識的變化。把

六識的變化當作我們的心相。 

在西洋哲學史裡，有一句很有名的標題：「我思故我在」。云何確認我的存

在呢？因為能夠思，當然不只是思考，而是包括感覺、判斷、抉擇。反正以種

種作用而確認有心，以有心而當作「我存在」的見證。 

這有什麼問題呢？請問：不思的時候，你還在不在？你不可能二十四小時

都在思啊！那不思的時候，你竟在何處呢？這就沒辦法回答了。 

其次，今天思這個、明天思那個，這兩個思者，會是同一個人嗎？你也沒

辦法回答。所以要從識相裡去找心，要從識相裡去肯定有我，都是了不可得的。

這種情況就像在《楞嚴經》裡，阿難找心，「三番徵心」、「七番破處」，都找不

到真心。識相既是流轉變化的，把這當做我；就不免跟著生死流轉了！ 

「亦如病目見空中花，如第二月。」空中是沒有花的，但如眼睛病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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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看到空中花。這即比喻：諸法是無我的，可是無明的眾生，卻認定有我。 

真正的月只有一個，至於影現千江的月，即非真月。云何為第二月？識心

不是真心，但識心也不離真心。所以真心是第一月，識心是第二月。無明的眾

生，都以識心為心。 

善男子！空實無華，病者妄執；由妄執故，非惟惑此虛空

自性，亦復迷彼實華生處。由此妄有，輪轉生死，故名無明。 

惑此虛空自性：虛空本來清淨無花，喻法界本無界限，眾生本無生死煩惱。但

由妄執、我見，徒取隔閡，自成生死煩惱。 

迷彼實花生處：花本妄有，故非定有來處及去處；迷彼實有故，謂定有來處及

去處。 

「生從何來？死從何去？」生本無生，故本不來；死非斷滅，故亦不去。 

從空中花的比喻來看的話，空中當然本來是沒有花的，因為眼睛生病所以

才看到空中花。可是一般人不認為自己生病了，而且把這個空花當做是真實的。

空實無花，病者妄執。他不止看到花，而且把這個花當做真實的，變成虛空中

有花。 

由妄執故，非惟惑此虛空自性。虛空本來是沒有花的，可是他把它當作花；

這對虛空來講是認知錯誤的。第二個、亦復迷彼實華生處。然後再來問這個花

從哪裡來？這個花往哪裡去？本來就沒有花的嘛！哪還問從哪裡來、往哪裡去

呢？ 

我們都知道：釋迦牟尼佛為何出家？因為他就是在問「生從何來？死往何

去？」從四城門裡，看到生老病死的現象後，就一直在問：一定要有生死嗎？

生從哪裡來？死往哪裡去？ 

這其實就是在問「我到底是什麼？」他把我當作實有的，才有「從哪裡來、

往哪裡去」的問題。如果是虛妄的，就不必再問了。就算不是虛妄而是緣起的：

因緣和合就有，因緣離散就消；也沒有「從哪裡來、往哪裡去」的問題。 

因此，眾生的我執主要有三種特徵：第一、相信外面是變的，但裡面有個

不變的。比如身體會變，這我們都知道。想法會變，這我們也承認。但總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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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有個不變的，這就是「常見」。 

若姑且承認：裡面有個不變的。那它跟外面變的，竟是什麼關係呢？這就

講不清楚了。 

第二、這不變的，還可以主宰、指揮。你看：我現在手可以動、口可以說，

因為有個不變者，在裡面指揮。 

然既是不變者，為何還能指揮？指揮不就是在變嗎？可是一般人還認為指

揮者是不變的，被指揮的才會變。這是因為都落入「體不變、用隨緣」的思考

方式。事實上，這從《中觀》來看，根本是沒道理的。 

第三、認為有個體、有界限。我跟你不一樣，心跟物不一樣。總從種種的

界限，區隔出我跟萬物的差別。所以我常說：我見、自性見其實就是個體見─

─認為有個獨立的個體。 

現在有很多人開口閉口，皆曰：我是獨立的個體。是獨立的個體，那就不

要吃飯啊！如果要吃飯才能活，就表示不是獨立的。如果是獨立的個體，那別

人殺你、你也不會死；因為你是獨立的。你敢下這保單嗎？不敢啦！ 

所以很多人學了緣起法後，還說我是獨立的個體；這學緣起真是學到牛背

上去。其實什麼是個體呢？個體就是總相，所有的相加起來就是你所謂的個體；

故離開這些相法，即無個體矣！ 

「由此妄有，輪轉生死，故名無明。」所以眾生的「我見」，乃有很大的矛

盾。既我是「不變的」，云何又有「輪迴」？既我是能主宰、指揮者，云何常陷

自己於煩惱生死中？既認為是獨立的個體，又怕受傷害！ 

所以很多人的觀念，都是糊裡糊塗的、都是自相矛盾的。於是「失之毫釐，

差之千里」。把真心當作我，跟把識相當作我，好像沒有很大的差異；但是用下

去，差別就很大！一是生死，一是解脫。 

所以云何是無明？還是回歸到根本的我見，且這我見是與生就有的。然雖

都是我見，可是已學佛者的我見，跟未學佛前的我見，還當不一樣。因為我見

不是固定的，既人跟人之間、也過去和現在的我見，都不一樣。 

不一樣，因為都是相法。無我是性，我見則是相法，相法則能改變；因為

可改變，才可能斷除我見。怎麼改變？透過正思維、透過親近善知識，慢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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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 

善男子！此無明者，非實有體。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

至於醒，了無所得。 

此無明者，非實有體：無明乃觀念的誤導，故非有體，如以繩為蛇，迷人易處。

若無明實有體性，乃不可消破。 

無明者，當然非實有體。因如果是實有體的話，就不可能改變，而恆為無

明。所以我們還是說：因無明是相法，所以可改變。 

「如夢中人，夢時非無；及至於醒，了無所得。」其實，這比喻還非很貼

切。夢中人的境界，對正夢者當不能說無。及至醒來，便一無所有。但就修行

而言，雖已覺悟到眾生本來無我；但是慣性的力量還是很大，而非夢醒過來，

就一切沒事。所以還得「悟後啟修」。 

如眾空華，滅於虛空，不可說言：有定滅處。何以故？無

生處故！一切眾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是故說名輪轉生死。 

「於無生中，妄見生滅」： 

一、身無生：1.沒有個體。所謂眾生，非謂有很多別異的個體；緣起如網，

相涉相入故。2.沒有始終：因緣果報，如瀑流相續。 

二、心無生：亦無單獨的念頭。所謂念頭者如浪頭，乃大海中眾濤交涉而

成。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而大海的體性亙古長存。 

三、證身無生：了分段生死，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以願力故，示現入胎、

出胎等事。 

四、證心無生：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於無功用心中，建水月道場，行空

華佛事。 

空中花如滅了，是到哪裡去呢？如眼根已正常，它就消失了。只是純消失

而已，而非到哪裡去！何以故？因為它本來就是「莫須有」的。 

「一切眾生，於無生中，妄見生滅，是故說名輪轉生死。」意思是：一切

眾生於無我中，妄見有我，是故虛受生死，輪迴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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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法裡講到「生滅」時，多是指相法而言。但有時，也把相法稱作「不

生不滅」。為什麼呢？因為講到生滅，都是就個體而說的。如果沒有個體，就談

不上生滅。 

其次，世間以生是從無到有，滅是從有到無。但事實上，所有的現象都只

是「從此到彼」不斷在流轉變化。既不會從有到無，也不會從無到有。所以稱

為「不生不滅」。 

於是，既因為無個體，也因為現象不可能從無到有，故曰「無生」。當個體

見去除之後，我們的生命現象，還是繼續流轉；只是裡面沒有我而已！ 

因果業報的理則還在，但沒有不變的我、沒有可主宰的我，也沒有界限隔

閡的我。這冰才會慢慢融化，而與大海合為一體。合為一體後，它的作用反而

更寬廣、更有彈性了。 

善男子！如來因地，修圓覺者，知是空華，即無輪轉；亦

無身心，受彼生死。非作故無，本性無故。 

知是空華，即無輪轉：其實，還有初果、二果、三四果的差別。 

非作故無，本性無故：以緣起之理，知諸法本無界限，無個體，無始終，無常

斷、生滅，無去來、分合；無矛盾，無煩惱，無身心，無生死。 

「修圓覺者」，剛才說是怎麼修圓覺呢？從見心性著手。一般人都把能了別

的，當作是自己的六根；然後再把六根，當作我。但事實上，真能了別的是心

性，這才能完全棄除我見。 

有人問說：但我們還是可思考，可抉擇、判斷哩！那到底是誰在思考、誰

在抉擇、判斷呢？乃「眾因緣生法」而已。所有相法的變化，都必歸到眾因緣

生法的理則裡。 

「知是空花，即無輪轉。」從心性與心相去看，一切的顯示與作用，都是

無我的。於是確認無我後，還有沒有輪轉呢？因為不常不斷，現象還是在輪轉。

可是被執著的那個我已經不在了。 

故云何為「不受後有」？這不是斷滅，不是到後來，就一切滅盡了。而是

云何為「有」？把這生命現象當作我，就稱為「有」。因此過去有、現在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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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有。若不把這個當作我，就「不受後有」矣！ 

「亦無身心，受彼生死。」身心的現象還是繼續存在，不可能沒有。但是

那已經不是我了！「非作故無，本性無故。」從性的角度來看，諸法本來就是

無我的。但也要透過覺悟、修行之後，才能跟無我真正相應。 

有些人講過頭了，竟說：只要悟了，就不用再修。悟只是見性，相還是要

去轉化的；不是相就沒事了。如果見性了就沒事，就不會有初果、二果、三四

果的差別。 

「知是空花，即無輪轉」，在原始佛教都講到：雖初證無我，可能還有七番

生死，因為我執慣性的力量還是存在。要慢慢用減法去修行，才能把貪瞋慢斷

盡，而證得解脫。 

彼知覺者，猶如虛空；知虛空者，即空華相。亦不可說，

無知覺性，有無俱遣，是則名為淨覺隨順。 

彼知覺者，猶如虛空：知相覺性，從見聞知萬象與變化，以覺悟明事理與心性。

以有心故能知相覺性，譬如虛空廣大能容，超然不變，而任雲卷雲舒，春去

秋來。 

虛空性：一、廣大無邊。二、超然不動。三、靈敏覺照。即指心性也。 

知虛空者，即空花相：能知與所知，本不相隔礙，故不能於所知外別求能知。

如以心知物，以何知心？若以別有能知者，則亦空華之無明相爾。 

若於相中，別求能知者，則亦空華之無明相爾。 

《楞嚴經》：「性覺必明，妄為明覺」。性覺必明，即指心性。妄為明覺，即

於相中找心也。 

亦不可說，無知覺性：有知覺之用，而無能知之別體。能知者，心性爾。 

淨覺隨順：隨順淨覺，以所覺悟的理，隨順本覺、淨覺之心性。 

「彼知覺者，猶如虛空。」知覺者即是指「能知覺者」。什麼像虛空呢？「性」

像虛空。因為虛空是廣大能容，一切的變化都包含在虛空當中。故「彼知覺者，

猶如虛空」，即是指能覺的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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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虛空者，即空華相。」其次，所覺的是空華相。是以在《楞嚴經》有：

「性覺必明，妄為明覺。」云何謂「性覺必明」？從心性上看，那才是真正的

明。 

但很多人卻都從相法裡去找明，這就像剛才講的「我思故我在」。若從心的

作用去肯定有心，即已是第二月了。要從性上去悟心，那才是不動不搖的月。

所以「性覺必明」的明，即是「法爾如是」的明。如果從相上去認明，就變成

「妄為明覺」了。 

性像虛空不動不搖，相是流轉變化。但既有心性，即一定有心相，因為性

不離相。許多人包括如來藏系，都會有這樣的錯誤：以性不是相，所以性就得

離相。事實上，性不可能離相的，性如果離相就變成頑空斷滅。 

所以「亦不可說無知覺性」。因為性不離相，所以還是有覺相的功能。是則

名為「淨覺隨順」，這樣才能真正了解覺性的功能、覺性的特質。 

何以故？虛空性故，常不動故；如來藏中，無起滅故，無

知見故。如法界性，究竟圓滿，遍十方故，是則名為因地法行。 

如來藏中，無起滅故：虛空不動而任浮雲去來，大海長存而隨眾浪迴漩。真心

雖不動，不妨隨萬物之生化，而起見聞覺知的作用。性清淨故不動，用如幻

故隨緣。 

無知見故：不於相中（鏡中），覓能知見者。 

「虛空性故，常不動故。」從性上去看，性本來就是不動不搖的。「如來藏

中，無起滅故。」性非流轉變化，故無起滅也。 

「無知見故」在唯識裡，乃把諸法四分：相分、見分、自證分、證自證分。

我的看法是：證自證分是不必要的，因為自證分就夠了。否則，是否還需要有

「證證自證分」呢？這就沒完沒了了。 

那「自證分」是什麼？唯識卻從來沒講清楚過。我的看法：自證分就是性，

因為性是法爾如是，法爾自明的。故稱為「自證分」。 

從性所顯現的相，就是相分，所以相分很清楚。至於見分是什麼？見分就

是無明我見。因很多人把見者，當作我，所以見分就是無明我見。能見者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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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若在相上去找一個能見者，這就變成見分的無明我見也。 

所以，用我的講法乃比他們單純多了，只是心性跟心相。至於有沒有知見

呢？從性上來說，是無知見的。從相上去看，還是有知見的差別。 

「如法界性，究竟圓滿，遍十方故，是則名為因地法行。」如將之改為「以

心性故，究竟圓滿，遍十方故。」則更清楚、貼切。因為現在講的「圓覺」，是

從心性去切入的。心性本遍滿十方，從覺悟後，能慢慢轉識成智，到究竟圓滿。 

「是則名為因地法行」，所以因地法行的重點，乃在於能夠覺悟心性而已。

因此在這章裡，講到「圓照清淨覺相」時，講的太含糊了，卻反而花了很多時

間在解釋無明。似有些顛倒！ 

菩薩因此，於大乘中，發清淨心；末世眾生，依此修行，

不墮邪見。 

見性不著相故，能發清淨心。 

「菩薩因此，於大乘中，發清淨心。」這是悟後起修而發的清淨心。如剛

才說的，證初果者已斷三結：第一我見，第二戒禁取見，第三疑。把三結都斷

除了，即能發清淨心，起正修行。如此修行，才能證不退轉。故在《阿含經》

裡有個比喻：如木頭掉到河流，遲早會歸入大海，它不會倒回去的。 

前在研討《楞伽經》時，有一段經文我不太認同。經文說：菩薩如果發願

度眾生，則不會入涅槃，很多大乘也都這麼講。可是在原始佛教講得很明確：

如果證得初果，遲早會匯歸大海。這兩種說法哪一個對呢？ 

我認為：法力必大於願力，因為法是總則，願是別相。所以證初地後，遲

早會入涅槃的。但這裡最大的問題，不在於發願後，能不能入涅槃？而在於入

涅槃後，就不能度眾生嗎？既佛入了大定，還可以說法度眾生。云何菩薩入了

涅槃，就不能說法度眾生呢？ 

事實上，大乘都落入二分法：小乘入了涅槃就不度眾生，大乘為了度眾生

而不入涅槃。事實上，在涅槃中照樣可以說法度眾生的；因為八地菩薩，證量

即等於入了涅槃，但還是繼續說法度眾生的。 

依法修行一定證得解脫，發願或不發願，規則和方向是不會變的。由此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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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清淨心，終能證得解脫果。至於度不度眾生呢？隨緣度眾生，既非發願度眾

生，也非作意不度眾生。總之，是從斷三結，而能發清淨心也。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文殊汝當知！ 

一切諸如來，從於本因地，皆以智慧覺，了達於無明。 

知彼如空華，即能免流轉；又如夢中人，醒時不可得。 

覺者如虛空，平等不動轉；覺遍十方界，即得成佛道。 

眾幻滅無處，成道亦無得；本性圓滿故。 

菩薩於此中，能發菩提心；末世諸眾生，修此免邪見。 

「文殊汝當知」當只是開頭，而不在偈頌裡，否則再斷句，就很麻煩了，

因為偈，一般都是四句一頌的。 

「一切諸如來，從於本因地，皆以智慧覺，了達於無明。」偈頌這樣，才

比較完整。在因地，最重要的就是要能「覺悟心性」。覺悟後，就清楚什麼是無

明。 

「知彼如空華，即能免流轉；又如夢中人，醒時不可得。」這跟前面長行

所講的，差不多。 

「覺者如虛空，平等不動轉；覺遍十方界，即得成佛道。」這覺是指覺悟

到心性如虛空，遍滿十方界。 

從覺悟後，漸銷我慢，心量才會越來越大，以致遍滿十方，圓滿成佛道。

但佛道還是從性相圓融到理事無礙，一直到最後的福慧圓滿。 

「眾幻滅無處，成道亦無得；本性圓滿故。」這偈頌有點奇怪，只有三句，

似不太圓滿。所以我把它補成「眾幻滅無處，本無生處故。」本無生處故，是

前面長行講的。為本來沒有生處，當就沒有滅處了。 

「成道亦無得，本性圓滿故。」我之前就講過修行的模式是「內攝和外延」，

內攝是減法，即慢慢消除我見、貪瞋慢，若減到斷盡了，即證得解脫。這稱為

內攝或內銷。然在內攝、內銷的同時，我們的心量會更寬廣，境界更開明，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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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也更圓滿，這稱為外延。 

所以內攝為解脫道，外延為菩薩道，兩者本是相輔相成的。不需要把解脫

道和菩薩道一刀為二。我覺得：北傳的人學佛很辛苦，都在大小乘的區隔裡打

轉，而大小乘講難聽一點，只是宗派情節，有點像選舉時互相抹黑，卻把我們

帶得團團轉，橫生是非、徒惹腥垢。 

「成道亦無得」得或不得，其實是看我們如何去定義。但內攝是前提，外

延是附帶的。如果將外延當前提，則內攝一定沒辦法銷盡的。「本性圓滿故」性

的圓滿不等於相的圓滿。以悟，才確認性的圓滿。需悟後啟修，才能達成相的

圓滿。 

從這去修行，才能慢慢證得解脫道和福慧的圓滿。 

「菩薩於此中，能發菩提心；末世諸眾生，修此免邪見。」菩薩於此能發

菩提心，菩提心就是覺悟的心，從自覺到覺他，都包括在內。所以從菩提心去

發心，從菩提心去修行，就可以慢慢趨向解脫，趨向福慧的圓滿。 

雖很多人修行都是從定起修，但我覺得：這個時代是比較適合從解慧起修。

因為這是一個動態的時代、資訊發達的時代，更方便以宏觀的視野，去覺悟諸

法不變的特質。 

不要以「現在是末法時代，所以只能持名念佛」而自暴自棄。每個時代都

有其特勝處，徒羨慕過去人是沒有用的。要掌握這個時代的特勝，更往那方向

去努力，才是最實在的。 

在「文殊菩薩章」裡，即以「見心性」為最重要的標竿。過了這標竿後，

剩下的就自己走了，不用擔心會再迷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