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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經疏論節要研習報告〈１〉 
30/08/97〈星期六〉講於新加坡佛教居士林 

 

云何名修菩薩道？有往有復，名修菩薩道。 

１．觀眾生心所樂欲，名之為往。隨其所應而為說法，名之為復。 

２．自入三昧，名之為往。令諸眾生得於三昧，名之為復。 

３．自行聖道，名之為往。而能教化一切凡夫，名之為復。 

４．自得無生忍，名之為往。令諸眾生皆得此忍，名之為復。 

５．自以方便出於生死，名之為往。又令眾生而得出離，名之為復。 

６．心樂寂靜，名之為往。常在生死教化眾生，名之為復。 

７．自勤觀察往復之行，名之為往。為諸眾生說如斯法，名之為復。 

８．修無相無願解脫，名之為往。為令眾生斷於三種覺觀心故而為說法，名之為復。 

９．堅發誓願，名之為往。隨其誓願拯濟眾生，名之為復。 

１０．發菩提心，願坐道場，名之為往。具修菩薩所行之行，名之為復。 

以上十句，皆上句自利為往，往涅槃故。下句利他為復，復於生死，化眾生故。雖

有往復，總為返本還源，復本心矣。〈疏１頁５〉 

 清涼著疏，首敘法界；以是此經之所宗，又是諸經之通體，諸法之所依，一切眾

生迷悟本，一切諸佛所證窮。諸菩薩行自此生故。初成頓說，故不同餘經。〈疏１

頁９〉 

 法性本空寂，無取亦無見，性空即是佛，不可得思量。 



華嚴經疏論節要研習報告〈２〉 
31/08/97﹝星期日﹞講於新加坡佛教居士林 

 

 若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離妄想及諸取，令心所向皆無礙。 

 知妄本自真，見佛則清淨，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心佛與眾生，是三無差別。

〈疏１頁１１〉 

 如來智海，識浪不生，澄渟清淨，至明至靜。無心頓現一切眾生心念根欲。 

 心念根欲，並在智中，如海含象。〈疏１頁１７〉 

 一切法皆如，豈妄外有真。真如遍一切，豈真外有妄。是知真妄常交徹。亦不壞

真妄之相。則該妄之真，真非真而湛寂。徹真之妄，妄非妄而雲興。〈疏１頁３８〉 

 求佛智者，無所求中，吾故求之。心鏡本淨，久翳麈勞故。恆沙性德并埋麈沙煩

惱中故。以順性無慳貪等，修檀施等故。諸佛已證，我未證故。又理不礙事，不妨

求故。事不礙理，求即無求故。若此之修，名為無修，無修之修，修即無修，為真

修矣。〈疏１頁３９〉 

深入法性，永出有海。依佛功德，離結使縛。住無礙處，其心寂靜，猶如虛空。於

諸佛所，永斷疑惑。於佛智海，深信趣入。〈疏１頁４８〉 

 



華嚴經疏論節要研習報告〈３〉 
06/09/97﹝星期六﹞講於新加坡佛教居士林 

 

文殊菩薩勸諸比丘，住普賢行，入大願海，成就大願海故心清淨。心清淨故身清淨。

身清淨故身輕利，身輕利故得大神通，無有退轉。得此神通故，不離文殊師利足下。

普於十方一切佛所，悉現其身，具足成就一切佛法。〈疏１頁５５〉 

若離信根，心劣憂悔。功行不具，退失精勤。於一善根心生住著，於少功德，便以

為足。不能善巧發起行願，不為善知識之所攝護。不為如來之所護念。不能了知如

是法性，如是理趣，如是法門，如是所行，如是境界。若周遍知若種種知，若盡源

底，若解了，若趣入，若解脫，若分別，若證知，若獲得，皆悉不能。〈疏１頁５

６〉 

經偈云：如有大經卷，量等三千界；在於一麈內，一切麈悉然。有一聰慧人，淨眼

悉明見；破麈出經卷，普饒益眾生。佛智亦如是，遍在眾生心，妄想之所纏，不覺

亦不知。諸佛大慈悲，令其除妄想，如是乃出現，饒益諸菩薩。〈疏１頁５８〉是

以諸師，盡命弘傳。〈疏１頁６１〉 

 



華嚴經疏論節要研習報告〈４〉 
07/09/97﹝星期日﹞講於新加坡佛教居士林 

 

大方廣佛華嚴經者，即無盡修多羅之總名。大以曠兼無際，方以正法自持，廣則稱

體而周，佛謂覺斯玄妙，華喻功德萬行，嚴謂飾法成人，經則貫攝常法。〈疏１頁

６３〉 

三種三寶： 

１．同相三寶：約佛上論同體 

佛體之上，有覺照義，名為佛寶，軌則義為法寶。違諍過盡，是名僧寶。即以無漏

法界功德為體。 

法上有三，法有覺性，即是佛寶。軌持即是法寶。法體無違，即是僧寶。 

僧上三者，觀智為覺，即是佛寶。軌則為法寶。在眾無違，無違眾生，名為僧寶。

若約理義融現；心性本覺，即是佛寶。恆沙性德，皆可軌持，即是法寶。此恆沙德，

性相不二，冥合無違，名為僧寶。 

淨名云：佛即是法，法即是眾。是三寶皆為無相，與虛空等。是故若就覺義，並稱

佛寶。軌則而言，無非法寶。冥符和合，莫不皆僧。義說有三，不可為一，然無別

體，豈為異耶，故云同相。 

別相三寶：即如前科，佛則橫該一切，豎徹十身。法則通四。僧雖該攝，偏語大乘，

但舉文殊普賢。 

住持三寶： 

十身之中有力持身，及形像等。即住持佛。 

其修多羅，即住持法。 

住持之僧，此會含菩薩中。 

  然三三寶通於諸乘，有其勝劣。以義料揀。歸勝非劣。一理統之，三三無異，

並皆歸敬，顯敬無遺。〈疏１頁７０〉 

 



華嚴經疏論節要研習報告〈５〉 
13/09/97﹝星期六﹞講於新加坡佛教居士林 

 

著述所為，使令法眼圓滿，化盡含生故。但願大法弘通，眾生利樂。本意皆為眾生，

得同普賢諸佛耳。良心普賢該因徹果，佛前佛后皆悉有故。普賢即是諸佛根本故。

法界體故。金剛頂經云，十方諸佛禮普賢者，亦斯義矣。〈疏１頁７２〉 

無邊海會，各入解脫之門。境界萬差，同趣如來智海。 

海慧菩薩云：如來境界無有邊，各隨解脫能觀見。是以經論有多家解釋，或登地菩

薩，或加行賢人，或當代時英。皆思拔群伍，智出眾情。而所見不同，槃傳於世。

各申其美共讚大猷。依之修行，無不獲益。〈疏１頁７４〉 

以聖教為明鏡，照見自心。以自心為智燈，照經幽旨。使造解成觀，即事即行，口

談其言，心詣其理。心同諸佛之心，無違教理之規，暗蹈忘心之域。〈疏１頁７５〉 

如來化身，所轉法輪，無有窮盡。所謂智慧演說法輪，斷諸疑惑法輪，照一切法法

輪，開無礙藏法輪。令無量眾生歡喜調伏法輪，開示一切諸菩薩行法輪，高升圓滿

大智慧日法輪，普然照世智慧燈法輪，辯才無畏種種莊嚴法輪。〈疏２頁５〉 

 



華嚴經疏論節要研習報告〈６〉 
14/09/97﹝星期日﹞講於新加坡佛教居士林 

 

無用而常足者，莫妙乎道，有用而弘道者，莫大乎位。〈疏２頁１６〉 

行布是教相施設，圓融是理性德用。相是即性之相故，行布不礙圓融。性是即相之

性故，圓融不礙行布。〈疏２頁１９〉 

欲登妙位，非行不階。行亦二種，一頓成諸行，一行一切行故。 

十住品云，一即是多多即一。普賢行品說，一斷一切斷，一障一切障。一修一切修，

一證一切證。若如此修，則頓成勝行。 

一念瞋心起，百萬障門開。 

偈云，不可說諸劫，即是須臾頃。莫見修與短，究竟剎那法。皆以圓融也。 

二遍成諸行，此即行布。謂自大菩提心體相功德，五位等覺中行。 

菩提心為始，體即三心。 

直心，正念真如法故。即是大智無所執著。 

深心，樂修一切諸善行故。即是大願，謂四弘等。 

３．大悲心，救護一切苦眾生故。〈疏２頁２０〉 

 



華嚴經疏論節要研習報告〈７〉 
20/09/97﹝星期六﹞講於新加坡佛教居士林 

 

經云，菩提心燈，大悲為油，大願為炷，光照法界。光即直心，炷即深心，油即大

悲心。多以三心為體，上求下化，照理起行，不出此故。 

又云，欲見十方一切佛，欲施無盡功德藏，欲滅眾生諸苦惱，宜應速發菩提心。菩

提心為萬行之本，即此發心，便名為行。 

欲成行位，須解法理，不體理事，行亦非真。 

因果理事，皆由眾生性有。若性非金玉，雖琢不成寶器。良以眾生色性德而為體，

依智海以為源。但相變體殊，情生智隔。今令知心合體，達本情亡，故談斯經。 

諸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欲令眾生開示悟入佛知見故，出現於世。 

 



華嚴經疏論節要研習報告〈８〉 
21/09/97﹝星期日﹞講於新加坡佛教居士林 

 

有作之修，多劫終成敗壞。無心體極，一念便契佛家。 

應發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心，以等法界三業悔過，一斷一切斷。若如是知，是真實

懺悔，一切罪惡悉得清淨。〈疏２頁３０〉 

如來法身是妙功德果。功德無邊，果亦無邊。功德無相，果亦無相。功德方便，果

亦分便。無邊，故量齊虛空。無相，故妙同實相。方便，故無感不形。是為如來真

妙法身。陰界不攝，非有非無，以有此身，為萬化之本，故得於中無感不應。〈疏

２頁５６〉 

眾生真心，名如來藏。隨無明等緣，作諸眾生，流轉三界。而此真心，自性不失。

〈疏２頁７０〉 

若諸眾生，觀察境界，修習法門。則得智慧，清淨明了。而如來智平等無二無有分

別，但隨眾生，心行異故，所得智慧各各不同。〈疏２頁７０〉 

體相二大，俱名法身，以性功德本自有故。用即報化。〈疏２頁７８〉 

依三昧將有說，必須靜鑒前理。受諸佛加。縱定起而發言。言必真當。故受者之心

自然篤矣。〈疏２頁７９〉 

此三昧是法體。非證不說。不證而說，則是生滅心行，說實相法。觀機審法，須藥

病相當，方可說故。為受佛加，成軌儀故。〈疏２頁７９〉 

 



華嚴經疏論節要研習報告〈９〉 
04/10/97﹝星期六﹞講於新加坡佛教居士林 

 

故於諸會，多明入定為說經緣。其所入定，皆盡法源，業用難思。以盡法源故，並

感諸佛三業加等。〈疏２頁８１〉 

法無廢興，弘之由人。佛法無人說，雖慧莫能了。般若論云，法欲滅者，修行滅故。

〈疏２頁８４〉 

今此能說，通三世間。開即為五。謂佛，菩薩，聲聞，眾生，及器。〈疏２頁８５〉。

若無聽者，終無有說。〈疏２頁８７〉 

內無德本，外豈能談。〈疏２頁８８〉 

慈悲深厚，無問自談。敬法重人，誠請後說。初心識昧，未解咨求。上智慈悲，騰

疑咨請。 

聖無常應。應於克誠。心冥至極。故得佛加。以三昧力故，感十方諸佛現前。〈疏

２頁８９〉 

諸佛同加即同說。一說一切說有四句。一說是一說。一說一切說。一切說是一說。

一切說是一切說。〈疏２頁９１〉 

口業勸說以益辯。意業與智以益智。身業摩頂以增威。如來有力有慈，常冥加故。

未定緣闕，不容有顯，故唯有冥。又有意加，故言必有。 

〈疏２頁９４〉 

經有五義：﹝一﹞涌泉﹝二﹞出生﹝三﹞顯示﹝四﹞繩墨﹝五﹞結鬘湧泉則注而無

竭。 

出生則展轉滋多。義同井索，有汲引故。 

顯示正是聖教，顯事理故。 

繩墨則楷定正邪。亦是繩之為經，能持於緯，同席經義。 

結鬘同線。線能貫華，結成鬘故。〈疏３頁８〉 

 



華嚴經疏論節要研習報告〈１０〉 
05/10/97﹝星期日﹞講於新加坡佛教居士林 

 

毗尼翻為滅。滅有三義， 

﹝一﹞滅業非 ﹝二﹞滅煩惱 ﹝三﹞得滅果。〈疏３頁１３〉 

教誨沖深。法雲彌漫。智光無際。妙辯叵窮。 

法華云：諸法寂滅相，不可以言宣，是法不可示，言辭相寂滅。〈疏３頁２４〉 

◎ 以無言之言，詮言絕之理。以無變之變，應無窮之機。 

經云：了法不在言，善入無言際，而能示言說，如響遍世間。如來隨一切眾生心行

欲樂無量差別，出若干音聲而轉法輪。〈疏３頁２５〉 

如來祕密藏。大法明大法照大法雨亦復如是。唯除第十地菩薩，餘一切眾生，聲聞

獨覺，乃至第九地菩薩，皆不能安不能受不能攝不能持。〈疏３頁２６〉 

經云﹕如來知是一相一味之法。所謂解脫相，離相，滅相，究竟涅槃常寂滅相，終

歸於空。〈疏３頁２８〉 

經云：過去諸佛，以無量無數方便，種種因緣譬喻言辭，而為眾生演說諸法，是法

皆為一佛乘故。一佛乘者，即華嚴矣。〈疏３頁２９〉 

隨聞一法，起種種解。圓機受教，無教不圓。偏機受教，圓亦偏矣。〈疏３頁３１〉 

佛有三語，隨自意語。說自所證一實等故。 

隨他意語。一向方便引眾生故。 

隨自他意語。半稱自證，半隨機故。 

 



華嚴經疏論節要研習報告〈１１〉 
11/10/97﹝星期六﹞講於新加坡佛教居士林 

 

善會佛意。所說權教，乃是隨宜。所說實者，稱理究竟。說彼權教，是方便門。說

於實教，是真實相。不謂方便為真實，則方便門開。 

知實理之普周，則真實相顯。〈疏３頁３２〉 

不識權實，以深為淺，失於大利。以淺為深，虛其功故。〈疏３頁３３〉 

初發心時便成正覺。而謂但是如來方便說者。是以深為淺也。不能正修，高推聖境，

即不能速證無上菩提。故云失於大利。〈疏３頁３５〉 

戒經云：善護於口言，自淨其志意，身莫作諸惡，此三業道淨。能得如是行，是大

仙人道。〈疏３頁５１〉 

中論云：諸佛說空法，為離於有見，若復見有空，諸佛所不化。 

〈疏３頁５３〉 

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

便說。 

吾從成佛以來，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演言教，無數方便，引導眾生，令離諸著。

〈疏３頁７４〉 

事乃是即理之事，理乃是即事之理。無理之明。無事不具。不滯一邊。必須融攝。

〈疏３頁８２〉 

別則教理等皆別。圓則教理等皆圓。 

從假入空，從空入假，從假入中，三觀一心中得。即空即假即中。即一而三。即三

而一。非先非後。非一非三。〈疏３頁８５〉 

 



華嚴經疏論節要研習報告〈１２〉 
12/10/97﹝星期日﹞講於新加坡佛教居士林 

 

華嚴之圓，是頓中之圓。法華之圓，是漸中之圓。華嚴名為頓頓，法華名為漸頓。

〈疏３頁８８〉 

經云：寧起有見如須彌山，不起空見如芥子許。空有無二，總忘心境，即事而真。

〈疏４頁６〉 

但以假名字，引導於眾生。然後再以大乘而度脫之。〈疏４頁１５〉 

偈云，未來世諸佛，雖說百千億，無數諸法門，其實為一乘。諸佛兩足尊，知法常

無性，佛種從緣起，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於道場知已，導師方便說。〈疏４

頁１６〉 

涅槃云：一切眾生皆有佛性。凡是有心，定當作佛。 

又云：一切眾生，同有佛性，皆同一乘。同一解脫。一因一果。同一甘露。 

一切當得常樂我淨。是名一味。〈疏４頁１９〉 

天台立四土：﹝一﹞凡聖同居土。﹝二﹞方便有餘土。﹝三﹞實報無障礙土。﹝四﹞

常寂光土。〈疏４頁２１〉 

◎ 不輕品中，示現禮拜讚歎，作如是言，我不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者。 

示諸眾生皆有佛性故。〈疏４頁２３〉 

涅槃云：彼一闡提雖有佛性。而為無量罪垢所纏，不能得出。如蠶處繭。 

以是業緣。不能生於菩提妙因。流轉生死，無有窮已。〈疏４頁２８〉 

 



華嚴經疏論節要研習報告〈１３〉 
18/10/97﹝星期六﹞講於新加坡佛教居士林 

 

眾生即佛性。佛性即眾生。直以時異，有淨不淨。生之與性。二互相即。 

明有眾生即有佛性矣。〈疏４頁３０〉 

佛性有二。一者理性。二者行性。理性定有。行性或無涅槃云：或有佛性，善根人

有，闡提人無。即是行性。或有佛性，二人俱有。即是理性。 

依於理性，明其等有。故云凡是有心，定當作佛。不言凡是有行，定當作佛。〈疏

４頁３７〉 

眾生遇緣，熏習三乘種性，及不定無性，故有五耳。習近聲聞，成聲聞定性。 

習近緣覺，成緣覺定性。習近菩薩，成菩薩定性。習近三乘，則成不定性人。 

若都不習近三乘者，則成無性，卒難教化。故知熏習成五種性。 

真理寂寥，不屬諸數。借一以遣三，三亡則一遣。一亦不為一，此以非一遣一也。

〈疏４頁４６〉 

令物除執。常說權實，亦莫執之。 

偈云：諸論各異宗，修行理無二，競執有是非，達者無違諍。〈疏４頁４７〉 

海東曉公云：如言而取，所說皆非。得意而談，所說皆是。貴在得意亡言耳。 

〈疏４頁４８〉 

言一念不生，即名為佛者，即心本是佛體。妄起故為眾生。一念妄心不生。何為不

得名佛。 

達磨碑云：心有也，曠劫而滯凡夫。心無也，剎那而登正覺。〈疏４頁５２〉 

 



華嚴經疏論節要研習報告〈１４〉 
19/10/97﹝星期日﹞講於新加坡佛教居士林 

 

頓詮此理，故名頓教。達磨以心傳心，正是斯教。〈疏４頁５４〉 

若詮三乘，即是漸教，若詮事事無礙，即是圓教。〈疏４頁５３〉 

佛地論云：大覺地中無邊功德略有二種。一者有為。二者無為。 

無為功德，淨法界攝。淨法界者，即是真如。無為功德，皆是真如體相差別。 

有為功德，四智所攝。無漏位中智用強故。〈疏４頁６６〉 

有諍說生死，無諍說涅槃，生死及涅槃，二俱不可得。〈疏４頁６８〉 

勝鬘經云：不染而染，難可了知。染而不染，難可了知。即不變隨緣，隨緣不失自

性也。〈疏４頁７０〉 

第一義空，該通真妄，真非俗外，即俗而真故。雖空不斷，雖有不常。〈疏４頁７

１〉 

楞伽云：初生則有滅。不為愚者說。一切法不生，我說剎那義。 

照惑無本，即是智體。照體無自，即是證如。非智外如為智所證。非如好智能證於

如。〈疏４頁７６〉 

約斷惑。不二而二，能斷是智。所斷是惑。惑體智體無二體故，故名不二。 

 



華嚴經疏論節要研習報告〈１５〉 
25/10/97﹝星期六﹞講於新加坡佛教居士林 

 

涅槃云：明與無明其性無二。智者了達，無二之性即是實性。不壞相故，有能所斷，

即名為二。二而不二，說為內證。以能合所故。惑即如故。 

智無自性，即是如體。無心存智，是曰證如。智即是如，如即是智。法界寂然曰如，

寂而常照曰智。〈疏４頁７７〉 

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疏４頁８１〉 

言真如者，亦無有相。謂言說之極。因言遣言，此真如體無有可遣，以一切法悉皆

真故。亦無可立，以一切法皆同如故。當知一切法不可說不可念，故名為真如。 

智因如立，智體亦空。如假智明，本來常寂。〈疏４頁８２〉 

法雖無量，不出色心。離心心如。離色色如。則契心體離妄念矣。〈疏４頁８３〉 

亡言者可與道合，虛懷者可與理通，冥心者可與真一，遣智者可與聖同。 

文殊師利問維摩詰言。我等各自說已。仁者當說何等是入不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

無言。文殊師利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不二法門。〈疏４頁

８４〉 

法華云：開方便門，示真實相。方便即隨他意語，真實即隨自意語。又方便是三乘，

真實是一乘。 

直顯一乘如華嚴。開權顯實如法華。會權歸真如涅槃。斥權讚實如淨名思益。權實

雙明如諸般若。帶權說實亦如般若。帶實明權亦如般若。〈疏４頁８９〉 

 



華嚴經疏論節要研習報告〈１６〉 
26/10/97﹝星期日﹞講於新加坡佛教居士林 

 

如來於一語言中，演說無邊契經海。無論小大，三一顯密，一剎那中皆具演耳。〈疏

４頁９４〉 

兜率偈云：色身非是佛，音聲亦復然，亦不離色聲，見佛神通力。〈疏４頁９６〉 

宗通自修行，說通示未悟。 

若說法不違佛，不違法，不違僧，是名說法。若知法即是佛，離相即是法，無為即

是僧，是名聖默然。 

正說之時，心契法理，即不說耳。明非緘口名不說也。〈疏４頁９７〉 

見一切空，不見不空，不名中道。中道者名為佛性。約其所見，空與不空即是中道

佛性。約其能見，即是智慧。若不雙見，不識佛性。若見中道，名見佛性。〈疏５

頁１６〉 

覺林菩薩偈云：心如工畫師，能畫諸世間，五陰悉從生，無法而不造。 

次頌云：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應知佛與心，體性皆無盡。〈疏５頁１７〉 

由事理相即，故起滅同時。同時四相，不待後無。〈疏５頁２３〉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若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為是有為，為是無為。佛言。非有

為法，非無為法。何以故。離有為法，無為法不可得。離無為法，有為法不可得。

須菩提。有為無為，不合不散。〈疏５頁２６〉 

 



華嚴經疏論節要研習報告〈１７〉 
15/11/97﹝星期六﹞講於新加坡佛教居士林 

 

一行為純，萬行為雜等，即事事無礙義，若一理為純，萬行為雜，即事理無礙。〈疏

５頁３０〉 

唯心現者。一切諸法真心所現。如大海水，舉體成波。以一切法無非一心故。大小

等相，隨心迴轉，即入無礙。〈疏５頁６６〉 

法無定性。即唯心現。從緣而生。無有定性。性相俱離。小非定小，故能容太虛而

有餘。以同大之無外故。大非定大，故能入小麈而無間。以同小之無內故。是則等

太虛之微麈，含如麈之廣剎，有何難哉。〈疏５頁６６〉 

如幻夢者。一切諸法，業幻所作，故一異無礙。〈疏５頁９２〉 

如夢。論云：處夢謂經年，覺乃須臾頃，故時雖無量，攝在一剎那。〈疏５頁９３〉 

普賢行品云：了達諸世間，假名無有實，眾生及世界，如夢如光影。 

      于諸世間法，不生分別見，善離分別者，亦不見分別。 

      無量無數劫，解之即一念，知念亦無念，如是見世間。 

      無量諸國土，一念悉超越，經于無量劫，不動於本處。 

      〈疏５頁９４〉 

十忍品云：譬如夢中見，種種諸異相，世間亦如是，與夢無差別。〈疏５頁９４〉 

偈云：譬如水中影，非內亦非外，菩薩求菩提，了世非世間，不於世住出，如影現

世間，入此甚深義，離垢悉明徹，不捨本誓心，普照智慧燈，世間無邊際，智入悉

齊等，普化諸群生，令其捨眾著。〈疏５頁９８〉 

 



華嚴經疏論節要研習報告〈１８〉 
16/11/97﹝星期日﹞講於新加坡佛教居士林 

 

唯心所現，法性融通，如幻夢，如影像。緣起無性故，觀法唯心，此六句該一切法。

若染若淨，若依若正，若因若果，同類異類。皆以六觀貫之。〈疏５頁９８〉 

◎ 論云：不正信。隨言生解，不稱實故。退勇猛。不能亡相，趣實理故。誑他。 

以己謬解，為人說故。謗佛。指己謬解，是佛說故。輕法。以淺近解，解深旨故。 

﹝一﹞正為。此經不為餘眾生說。唯為乘不思議乘菩薩說。謂一運一切運，圓融行

位，即深不思議，又能遍達諸教。即廣不思議。兼為。即時雖未悟入，而能信向成

種。 

引為。權教菩薩。不受圓融之法。故十地之中寄位顯勝。借其三乘行布之名。彼謂

同于我法。後因熏習，方信入圓融。以離此普法無所歸故。權教極果無實事故。 

權為。二乘。既不聞。況于受持。故諸菩薩權示聲聞。或在法會而聾盲，彰其絕分。

或示在道而啟悟，知可迴心。 

遠為。凡夫外道闡提悉有佛性。今雖不信，後必當入。〈疏６頁４〉 

經云：佛子。我今告汝。設有眾生見聞于佛。業障纏覆，不生信樂，亦種善根。無

空過者。乃至究竟入於涅槃。〈疏６頁５〉 

大般若廣說謗法之罪。謂此方墮阿鼻地獄，此土劫壞，罪猶未畢，移置他方阿鼻地

獄中。他方復經劫壞，罪亦未盡，復移他方。如是巡歷十方阿鼻，各經劫盡，還生

此土阿鼻獄中。千佛出世，救之猶難。若欲說其所受之身。聞者當吐血而死。故善

現請說所受之身，佛竟不說。是知謗方等大經，非可輕也。〈疏６頁６〉 

 



華嚴經疏論節要研習報告〈１９〉 
22/11/97﹝星期六﹞講於新加坡佛教居士林 

 

若除妄想，皆見佛智。〈疏６頁７〉 

約圓融。一切即一切。無情之境亦是所被。況色性智性本無二體。〈疏６頁８〉 

維摩詰言：一切諸法，如幻化相。汝今不應有所懼也。不著，故無所懼。 

經云：何等名為諸法實相。所謂諸法畢竟空無所有。以是畢竟空無所有法念佛。復

次如是法中，乃至少念尚不可得，是名念佛。〈疏６頁２８〉 

但能顯義理，一切諸法皆為教體。〈疏６頁２９〉 

 



華嚴經疏論節要研習報告〈２０〉 
23/11/97﹝星期日﹞講於新加坡佛教居士林 

 

阿難。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有以諸菩薩而作佛事。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

事。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有以佛衣服臥具而作佛事。有以飲食而作佛事。有以園

林臺觀而作佛事。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而作佛事。有以佛身而作佛事。有以虛

空而作佛事。眾生應以此緣得入律行。有以夢幻影響、鏡中像、水中月、熱時燄，

如是等喻而作佛事。有以音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 

如是阿難。諸佛威儀進止，諸所實為，無非佛事。〈疏６頁３０〉 

生公云：若投藥失所，則藥反為毒矣。苟曰得會，毒為藥也。是以大聖為心病之醫

王，觸事皆是法之良藥也。苟達其會，眾事皆畢矣。菩薩既入此門。 

便知佛土本是就應之義。好惡在彼，於我豈有異哉。〈疏６頁３１〉 

香積世界，餐香飯而三昧顯。極樂國土，聽風柯而正念成。絲竹可以傳心，目擊以

之存道。〈疏６頁３２〉 

苟能得法契神。何必要因言說。 

華嚴性海，雲臺寶網，同演妙音。毛孔光明，皆能說法。華香雲樹，即法界之法門。

剎土眾生，本十身之正體。一切世間諸境界，皆悉能令轉法輪。〈疏６頁３５〉 

 



華嚴經疏論節要研習報告〈２１〉 
29/11/97﹝星期六﹞講於新加坡佛教居士林 

 

一切所有，唯心現故。梵行品云：知一切法即心自性。〈疏６頁３６〉 

經云：佛子。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如來于此分別演說。皆依一心如是而立。〈疏

６頁３８〉 

自善為因，佛力為緣，影像為果。〈疏６頁４０〉 

說法者無說無示。聽法者無聞無得。〈疏６頁４６〉 

 



華嚴經疏論節要研習報告〈２２〉 
30/11/97﹝星期日﹞講於新加坡佛教居士林 

 

自性如如。言來者，約從自性來至得果，是名如來。 

性雖是一，因名應得，果名至得。其體不二，但由清濁有異。在因位時，違二空理，

故起無明而煩惱所雜亂，故名為染濁。雖未即顯，必當可現，故名應得。若至果時，

與二空合，無復惑累，煩惱不染，說名為清。果已顯現，故名至得。〈疏６頁４９〉 

眾生即因。因稱法界。法界攝法無遺，故眾生亦攝無遺矣。 

佛本覺與眾生本覺無有二體。同一覺故。本覺即法身故。法身同故。眾生未證。佛

證法身。〈疏６頁５２〉 

眾生心中佛，為佛心中眾生說法。佛心中眾生，聽眾生心中佛說法。〈疏６頁５２〉 

如來不說法，亦不度眾生。我從得道來不說一字，汝亦不聞。〈疏６頁５４〉 

真如于一切法中最勝。由緣真如起無分別智。無分別智是真如所流。此智于諸智中

最勝。由此智流出後得智。後得智所生大悲。此大悲于一切定中最勝。因此大悲，

如來欲安立正法救濟眾生，說大乘十二部經。此法是大悲所流，此法于一切法中最

勝。菩薩為得此法，一切難行能行，難忍能忍。由觀此法，得入三地。〈疏６頁５

６〉 

 



華嚴經疏論節要研習報告〈２３〉 
06/12/97﹝星期六﹞講於新加坡佛教居士林 

 

法輪者。法本如，應頌如，乃至論議如。一切法皆如也，則無如非教。〈疏６頁５

７〉 

萬法從緣，故無定實。如鐵之堅，遇火則鎔。如水之溼，遇寒則堅。明知從緣則無

定性。假名而已。〈疏６頁６６〉 

不知三界由乎我心。從痴有愛。流轉無極。迷正因緣故，異計紛然。 

心法剎那自類相續。無始時界輾轉流來。不斷不常，憑緣憑對，非氣非稟，唯識唯

心。〈疏６頁９４〉 

 



華嚴經疏論節要研習報告〈２４〉 
07/12/97﹝星期日﹞講於新加坡佛教居士林 

 

從痴有愛，流轉無極，大乘有二義： 

無明發業，愛能潤業。 

過去無明，現在愛取。 

大乘說，唯心為因，痴愛為緣。小乘亦以痴愛為因，業等為緣。 

因緣性空，真如妙有。〈疏６頁９５〉 

依外道教行，但招苦果，無所成益。〈疏６頁９９〉 

儒釋道三教之不同：西方外道，明說三世，多信因果，知厭生死，欣求涅槃。但真

源小差，致去道懸遠。 

互融有是即空之有，空是即有之空。語空必攝有，言有必攝空。故曰互融雙絕，有

即空故有絕，空即有故空絕。言不礙兩存者，不壞相故。有即空而有不泯，空即有

而空不亡。真如隨緣，具恆沙德。〈疏６頁１０７〉 

 



華嚴經疏論節要研習報告〈２５〉 
14/12/97﹝星期日﹞講於新加坡佛教居士林 

 

經云：宗通自修行，說通示未悟。宗通說不通，如月被雲曚，宗通說亦通，如日處

虛空。宗說兼暢。〈疏６頁 112〉 

此經以法界緣起不思議為宗。理實即大方。緣起即方廣。因果即佛華嚴。〈疏６頁

115〉 

龍樹指此為大不思議經。 

若就題中分體宗用。理實為體，緣起為用，因果為宗。 

普賢法界為因，遮那法界為果。因果不離理實法界。 

五周因果： 

所信因果 ﹝二﹞差別因果 ﹝三﹞平等因果 ﹝四﹞成行因果 ﹝五﹞證入因果 

而此因果互為宗趣。一經始終，不離因果。故但因果為宗，不違所依法界。〈疏６

頁１１８〉 

清涼大師遺教曰：勿穿鑿異端，勿順非辯偽，及迷陷邪心，勿固牢鬥諍。 

大明不能破長夜之昏，慈母不能保身后之子。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 

真理玄微，非言說所顯。要以深心體解，朗然現前。對境無心，逢緣不動。 

則不孤我矣。〈纂１－１８〉 

如來出世，始終不離剎那際。為此定體，稱法界性。更無長短始終，三世總為一際

故。〈纂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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