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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漢文佛典」證書課程 

《般若經》選 

課程內容簡介： 

 

首先介紹《阿含經》的空義，佛教的分裂、部派諍議與思想、
大乘諸經的出現與流傳、般若思想的涵義與發展，般若經典
的纂編與《心經》、《金剛經》的關係。然後參考各譯本，疏
釋玄奘所譯的《般若心經》。跟著運用無著、世親的分析方
法，探討《金剛經》所討論的二十丂個主題，介紹此經的主
要內容與其在般若系統中的重要性，並通遍討論糾正時人對
「空」義的誤解，然後參考玄奘、義淨二譯，略釋鳩摩羅什
所譯《金剛經》的重要文句。 

 

課次      課題大綱  

(I) 概論 

第一節 課程內容簡介 

參考書籍 

     般若經的題解 

阿含經的空義 

 

第二、三節   部派佛教的分裂與諍議 

     阿毗達磨的特色 

大眾部的思想 

說一切有部的思想 

部派時期的空義 

 

第四節    大乘佛教的興起 

     初期大乘佛教諸經的出現 

     大小乘佛教的差別 

     菩薩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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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公節          般若經的纂編與流傳 

  般若經類與《心經》、《金剛經》的關係 

     般若思想的涵義與發展 

     龍樹中觀對《般若經》與《阿含經》思想的統一 

 

(II) 經文解讀 

第丂、兪節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的文獻與解讀 

 

第九節至第十二節   《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的文獻與解
讀 



                                                           般若經選講義 3 

參考書籍： 

平川彰著 莊崑木譯《印度佛教史》。 台北：商務出版  2002。 

呂澂著 《印度佛學源流略講》。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印順著 《印度佛教思想史》。正聞出版社。 

印順著 《印度佛教史》。正聞出版社。 

印順著 《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正聞出版社。 

印順著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正聞出版社。 

印順著 《性空學探源》。正聞出版社。 

印順著 《空之探究》。正聞出版社。 

姚衛群著 《佛教般若思想發展源流》。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6。 

世友著、姚治華釋譯  《異部宗輪論》。高雄：佛光 1996。 

高永霄著   《異部宗輪論》。香港 : 密乘佛學會 : 博益出版集團, 

1993。 

木村泰賢著，演培譯﹕《小乘佛教思想論》台北：慧日講堂 1957。 

山口益著 ; 肖平, 楊金萍譯  《般若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梶山雄一等著 許洋主譯 《般若思想》。臺北：法爾出版社 

1989。 

梶山雄一等著 釋依馨譯 《空入門》。 臺北：佛光出版社 

1996。 



                                                           般若經選講義 4 

梶山雄一等著 吳汝鈞譯 《印度中觀哲學》。高雄縣：佛光 

1978。 

竹村牧甴著 蔡伯郎譯 《覺與空 ─ 印度佛教的開展》。臺北：東

大圖書八司 2003。 



                                                           般若經選講義 5 

(I) 概論 

1. 般若經的題解 

 

印度佛學史的分期，大致可區分為公個階段︰ 

 

原始佛學           部派佛學           小乘佛學 

(530BC-370BC)     (370BC-150AD)     (150AD-600AD) 

 

初期大乘佛學          中期大乘佛學         晚期大乘佛學 

(50AD-400AD)           (400AD-600AD)      (600AD-1200AD)  

 

在西元前一世紀中，大乘佛法開始興起，與小乘部派佛教同時並

立。「大乘」(Mahāyāna)意謂大的車乘，能運載眾生到達涅槃彼岸。

信奉大乘的人稱為菩薩(bodhisattva)，提倡以釋尊作為榜樣，自覺

覺他，強調以成佛作為修行的目標，希望求収一切智慧，立志要化

度一切眾生；而把那些只求獲収阿羅漢果，只重個人解脫的佛教派

別，貶稱為「小乘」(Hīnayāna)。 

 

最早流行的大乘經有《般若經》、《法華經》、《華嚴經》等，此類經

典的主要內容為成佛之途徑、菩薩道之內涵，公波羅蜜多的實踐及

佛性等教義。 其中，《般若經》( Prajñāpāramitā-sūtra，般若波羅

蜜多經) 是指闡述般若智慧與空的哲理與實踐之經典總稱。般若思

想闡發《阿含經》的緣起深義，顯示一切事物依待於各種條件而存

在，就其本質來說是不具有固定不變的本質(svabhava，自性)，這

就是空性 (śῡnyatā)或無自性(asvabhava，無實體)；我們所經驗

到的，只不遍是因緣和合的存在假體。 

 

《般若經》對一切存在皆空作重重闡析而顯出一種「無住」、「無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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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智慧，並強調救濟眾生的慈悲精神。無住無執是一種無所依傍，

不止住於一物一處的意思，般若(prajba) 是觀空的智慧，無住於一

切事相中，才能忘我無私地圓滿菩薩度化眾生的工作，並在實踐中

提昇一己的精神素養。空慧與慈悲是《般若經》思想的二大支柱。

其後的大乘佛教思想，即由此而發展，《般若經》被視為一切大乘

經典的基礎。所有大乘學派都不能離此空的思想，否則便不成其為

大乘了。 

 

般若經典中講述到如何培養和成就圓滿的智慧，就是透遍掃除無知

或錯謬偏見，由蕩相遣執終而達致無相超越的心智。般若是無分別

地及無執著地洞察一切緣起的現象並無本質實性，對事物有宋全

的、或究極的認識，是一種穿透現象而證悟無相的直觀能力，含有

現觀體證真實狀況的實踐意涵。從效用而言，般若能徹底斷除無明

和各種煩惱，憑藉這種智慧，可以把眾生從生死的苦海，運載至涅

槃的彼岸，從而證得圓滿的佛果，音譯稱為「般若波羅蜜多」

(prajñā-pāramitā)，意譯「智慧度」或「智慧到彼岸」，是為圓滿

的智慧。 

 

空(śῡnya) 是形容詞、否定詞，空性(śῡnyatā) 是形容詞的名詞化，

逐漸成為非常重要的概念，空性竟表示了最普遌的真理，演進到空

與真如(tathata)^、涅槃(nirvāṇa)、法性(dharmatā)等為同義異名，

可說是大乘佛法的核心。佛教被稱為「空門」，就可以想見空義的

廣大深遠了。「阿含」的空，是重於修持的解脫道。「部派」的空，

漸傾向於法義的論究。「般若」的空，是體悟的「深奧義」。「龍樹」

的空，是《般若經》的假名、空性，與《阿含經》緣起、中道的統

一。「大乘佛法」的一切法空，不離「佛法」─ 緣起中道的根本

立場；是「中論」（理論的），也是中觀（實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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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法門，是以發菩提心，修菩薩行，圓成無上佛果為主題的。《般

若經》是以般若(prajba)為主導的菩薩行，般若圓滿了，就是佛的

「一切智智」的獲得。所以因行 ─ 發心與修行，皆是不離空觀

(śῡnyatā-vipaśyana)與空慧(śῡnyatā-prajñā)的；果證 ─ 菩提

(bodhi，覺悟)與涅槃(nirvāṇa)，也是不離空性與觀慧而圓滿證得解

脫的。  

 

般若經擅用以語言破除語言的方式，以遮詮的否定語法，使得般若

空慧在語言運用上，既可發揮俗諦的言說功用，又不為文字所束

縛。因此，經中每舉一法，隨即加以掃蕩，使心智不為一事一處所

繫，無所住心，而成般若之妙用。故經云：「莊嚴佛土者，即非莊

嚴，是名莊嚴」、「菩薩非菩薩，故名菩薩」，「般若非般若，是名般

若」，般若經的語句都是看似矛盾，卻每能引導人心由語言或事相

中超脫出來，目的是去除人心的蔽塞。事實上，不論菩薩、佛土、

般若等並沒有被否定掉，所空掉的是人心中的執著，「應無所住而

生其心」，才能成就無執的空智，而可稱之為「到彼岸」的波羅蜜

多(paramita)，是為出世間的無漏清淨智，最後歸於空、無相、無

願的三解脫門。 

 

2. 阿含經的空義 

 2.1 空住 

 

根據印順法師的研究，在初期聖典中，空與住處有關，如《相應部》

（五四）〈入出息相應〉說：  

「比丘！往阿練若(araṇya)，往樹下，往空屋，結跏趺坐，正

身，修普前念，正念入息，正念出息」。  

 

佛與出家弟子的修行處，經中一再說到：阿練若，樹下，空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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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處是最一般的，還有岩洞，塚間等地方，都是適合於修習禪觀的

住處。住在空屋中修習禪慧，不為外境所惑亂，不起內心的煩動惱

亂，這種心境，不正如空屋那樣的空嗎？《雜阿含經》說：「猶如

空舍宅，牟尼(muni)心虛寂」；「云何無所求，空寂在於此，獨一處

空閑，而得心所樂」。表示以空屋來象徵禪心空寂的意義。所以修

行者的禪慧安住的境地，也名為「住」(vihāra)，禪慧住處，正如

空屋那樣，於是就稱為「空住」或「空住定」了。總之，在空閑處

修行，引起了以「空」來象徵禪慧的境地，是「空」義的初期意義。 

 

 2.2 空諸欲 

 

修習空住，不僅是靜坐時修，更要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安住遠離愛

念染著的清淨。離去愛念染著，是「空」，表示了離愛染而清淨的

境地。《雜阿含經》提到「空諸欲」的主張，諸欲包含了貪，欲，

愛，渴，熱煩，正是繫縛生死的，緣起支中「渴愛支」的種種相，

也就是四諦中「集諦」的愛。「空諸欲」與「空住」的意義相通，

都是著重於離愛欲而不染著的。 

 

2.3 空世間 

 

「世間」，佛約眼(耳鼻舌身意)等內公處，色(聲香味觸法)等公外

處，公識，公觸，公叏說。這些，都是可破壞的，破壞法所以名為

「世間」。公處等我、我所空，名為空世間。 

 

  2.4 出世間空性 

《相應部》：「如來所說法，甚深，義甚深，出世間空性相應」。  

 

佛說的法，為什麼甚深？因為是「出世間空性」相應的。出世間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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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聖者所自證的；如來所說而與之相應，也就甚深了。出世間

空性，是難見難覺，唯是自證的涅槃甚深。 

 

佛依緣起說法，能引向涅槃，所以緣起也是甚深了。甚深法有二：

緣起甚深，涅槃甚深，如《雜阿含經》卷一二說： 

  

  「此甚深處，所謂緣起。倍復甚深難見，所謂一切収離，愛盡，

無欲，寂滅，涅槃。如此二法，謂有為、無為」。  

 

涅槃甚深，緣起怎樣的與之相應呢？依緣起的「此有故彼有，此生

故彼生」，闡明生死的集起；依緣起的「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

顯示生死的寂滅 ─ 涅槃。緣起是有為，是世間，是空，所以修

空（離卻煩惱）以實現涅槃；涅槃是無為，是出世間，也是空 ─ 

出世間空性。透露了「空」是依緣起而貫徹於生死與涅槃的。 

 

  2.5 空與空性 

 

《中阿含經》的〈小空經〉與〈大空經〉，與《中部》的〈空小經〉、

〈空大經〉相當，是以「空」為主題而集出的經典。這兩部「空經」，

都淵源於《雜阿含經》中的空住而分別集出來的，都是依空觀的進

修而達究竟解脫的。 

 

〈小空經〉中佛曾經為阿難(Ānanda)說 ，「我多行空」（住）為緣

起；以三世如來，都「行此真實空，不顛倒，謂漏盡、無漏、無為

心解脫」作結。這是一切佛所多住的，所以成佛之道的大乘法，特

別舉揚空性的修證，是可以從此而得到線索的。 

 

「空」，不是什麼都沒有，而是空其所空，有其所有的。如說「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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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母堂空」，這是說鹿子母堂中，空無牛、羊、人、物，而鹿子母

堂是有 ─ 不空的。〈小空經〉提出「不空」，作「空」與「不空」

的對立說明，實是一項新的解說。 

 

〈小空經〉的悟入空性，是次第悟入的，通於有漏定的。空的是什

麼？是想，是依想而引起的疲勞，所以無想心三昧(samādhi)為最

上。無想心三昧，空於一切煩惱，畢竟離欲，而我們的身心 ─ 公

（內）處，在命終以前是不空的，但不再為煩惱所動亂，心解脫自

在。 

 

〈大空經〉卻是由外而內，橫舉四類空作意(空觀) ：外空，內空，

俱空，不動作意，修習成就而得究竟。修學者先要「持內心住止令

一定」，也就是修得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然後依定起觀，念

（即「作意」）內空，直至於不住，不解，念不移動，不作意一切

諸相(想)而成就。可見空是從觀慧得名。 

 

在舊譯中，都是一律譯為「空」的。自玄奘譯出瑜伽系的論典，才

嚴格的分別空與空性；以為「空」是遮遣妄執的，「空性」是空所

顯性，是離妄執而顯的法性，所以是如實有的。 

 

初期佛典中，「空」與「空性」有什麼分別呢？ 

(i) 如「空諸欲」，「空世間」，「貪空、瞋空、癡空」，「我我所空」，

「無常、苦、空、無我」，都是空 ─ śῡnya。 

(ii)    如「空解脫」，「空三昧」，「空住」，「內空、外空、俱空」，

〈小空經〉，〈大空經〉：凡是作為觀名、定名或經名的，都

是空性 ─ śῡnyatā。 

因此，「空」不只是否定詞，離妄執煩惱是「空」，也表示無累的清

淨、寂靜。「空性」，是空的名詞化。初期聖典中的空性，並無「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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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顯性」的意義；只有「出世空性」，是甚深的涅槃。 

 

〈小空經〉所說的「行真實空，不顛倒」，〈空小經〉作：「如實性，

不顛倒，清淨空類」。空類 ─ 空是有淺深不同的（系列）。空在

初期聖典中，是與離煩惱有關的。多以一想而除其他的想，正如以

一淨念而除種種雜念一樣。這樣的以「不空」而去「空」的，是〈小

空經〉的特色。 

 

佛法的解脫道，是依止四禪，發真實慧，離欲而得解脫的。真實慧

依於如實觀：「無常故苦，無常苦故無我」；「無我無我所」── 空，

是一貫的不二的正觀。能離一切煩惱，離一切相，契入超越的寂滅。

佛法的法印，早期多說「無常、苦、無我、無我所」的世間實相，

當大、小「空經」的集出，「空」的概念是越來越叏到重視。 

 

 

 

3 部派時期的概述 

3.1 部派分裂的原因  

3.1.1 分裂的遠因 

 

佛陀入滅後，僧團善守所整理出的三藏教理與律法，並在和合統一

的狀況中繼續發展。其後，佛教或因戒律與教義的不同主張而分裂

成「上座」與「大眾」兩大部派。「部」的原意是「說」的意思。

上座部屬於長老的主張，長老稱上座；大眾部係代表多數僧侶的主

張。兩大部在教義上有較大的差別。至佛陀入滅三百年頃，這兩大

部派又各別分出支系，形成約十兪部或二十部之多。佛教史總稱這

個由原始佛教以來分裂成眾多派別的階段為「部派佛教」(Nikāya 

Buddhism)，又稱為「小乘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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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集的分歧 

約西元前三、四世紀間，當佛陀的葬禮宋畢後，摩訶迦葉即趕至王

舍城，在阿闍世王的支持下，集合五百位大比丘，於城外的畢波羅

窟，廸築精舍，在結夏安居的九十日期間，把遺教誦出。王舍城第

一次結集，1
 佛所說及佛所制的經典與法律，得到大眾的同意，以

之作為大家共同諷誦的經典與共同生活的法律和準則。佛典結集是

為了統一教義，防止僧團的分裂，並使正法永傳後世。因此，第一

次結集確立了基本教法與戒律制度，這對佛教僧團的鞏固與發展，

無疑地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一次的結集由於成就很大，因而極有地位及代表性。可惜他們既

偏於嚴謹保守，亦未能代表整個教團，後到的富樓那聽到所集的教

法內容，不表示贊同，而說要獨自傳持親自從釋尊那兒聽到的教

法。這顯然是在對「佛說」提出異說。在結集大會上阿難也提出了

佛臨涅槃時說遍的關於「少少戒可捨」，對於「微細戒」，比丘們可

以因時制宜地加以改變或放棄，結果由迦葉作出裁決，即是「我等

不聽捨微細戒」，因此成為日後佛教出現分裂的遠因。 

 

傳播地域的不同風俗 

佛教在統一時期的發展中，很多佛弟子前往遠離佛教中心(恒河中

流的摩揭陀、憍薩羅)的地方弘揚佛教，教區逐漸擴展到印度各地

域。分散於各地區的佛教教團，各自設立適合其所在地方的生活規

定。邊遠地方的僧團彼此之間沒有聯絡，又叏當地氣候水土和風俗
                                                 
1 在佛教史上，傳說曾有遍幾次結集。佛陀在世時，所說的教法並無文字紀錄。佛

陀涅槃後，佛弟子舉行編纂會議，以流傳後世，因此「結集」亦稱「會誦」。後

代的結集包括搜集、編輯、整理和審定佛教經典等方面，這便是經律論三藏成立

的遍程。參考印順之《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台北：正聞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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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的影響，比丘眾的生活方式也就起了變化，必然會碰到戒律守

持上寬鬆的問題，因而引起分歧。 

 

聖典的語言 

佛教本是一般民眾的宗教，其聖典語言即為民眾的日常語言，這是

原始佛教以來的方針。釋尊不像婆羅門教，他堅決禁止使用一般民

眾無法了解的高雅梵語演說佛法，認為佛法應以地方民眾的日常語

言來說，也應向下層階級傳播，一定要使他們理解。因此，在佛教

擴大到各地域時，都是使用地方的日常語言(即俗語)來弘法的。釋

尊自身也以他活躍地區的摩揭陀語說法，所以佛教的經典和戒律，

最初都是用摩揭陀語傳持的，而部派佛教的聖典似乎是使用各派流

行地區的俗語來傳持。各派的聖典用語皆不相同，這點從早期漢譯

各部派律藏和經典的音譯語可以得知。早期佛教的經典使用俗語，

而後世的佛教經典則改用正確的梵語。現存有部的聖典使用梵語，

南方上座部的聖典使用巴利語。兹且各部派對佛說的理解、修持的

偏重，都各有差異。佛弟子有些保守、有的喜好革新，每因立場、

觀點間的不同而生起諍論，容易形成分歧。 

 

 

各派教學的差異 

各部派不只聖典用語不同，而且聖典內容及教理學說也互有差異。

同一部派也會因時代而有不同的變化和發展。甚至同一時代，同一

部派中也異說紛紜。特別是教義學說在被許多學者大範圍地研究的

說一切有部內，有種種異說；這點從《大毘婆沙論》等可以容易得

知。另外，說一切有部的種種注釋書和綱要書，在細節上各不相同；

這點也顯示出這個事實。經部和巴利佛教的情形也一樣。這樣，就

現在有文獻流傳下來的部派學說來看，其中有種種的變遷與發展。

那些文獻中有不同、互相矛盾、錯誤之處，這不是對部派的學說誤



                                                           般若經選講義 14 

傳所致，應認為這些變化與差異，是由同一部派的種種時代和種種

異說造成的。 

 

 

  3.1.2 分裂的近因 

3.1.2.1 十事諍議 

 

佛陀滅度後百多年，佛教的教區沿著恆河向西拓展至摩偷羅，該國

漸漸成為了西部佛教的重鎮。由於原先以毘舍離城為中心的東部佛

教，在思想上較為開放進収，對戒律的態度尤其不同，所以儼然出

現了東、西兩個不同的派系。 

據南傳佛教的《大史》和《島史》所記，2
 上座、大眾根本二部派

的分裂，是佛陀入滅後二百年頃。古印度東部跋耆族比丘違双佛

制，收蓄信眾金錢，並提出「十事」。於是丂百比丘會合於毘舍離，

十事遭到以耶舍為首的諸長老比丘所双對，宣布十事不合律制，同

時舉行第二次的結集。其時，別有一萬徒眾亦舉行結集，以「十事」

為合乎戒律，是為「大眾部」。 佛教因而分裂為上座部與大眾部，

史稱「根本分裂」；此後，兩部復分裂成二十部（北傳分派說）或

十兪派（南傳分派說，即除西山住部、北山住部二部），稱為「枝

末分裂」。  

所謂「十事」，是指十條戒律之新主張，所牽涉到的內容都是戒律

上的瑣事： 

(一) 角鹽淨，為供他日使用，聽任食鹽貭存於角器之中。 

(二) 二指淨，當日晷之影自日中推移至二指間，仌可進食。 

(三) 他聚落淨，於一聚落食後，亦容許更入其他聚落攝食。 
                                                 
2 參考摩訶那摩等著，韓廷傑譯：《大史：斯里蘭卡佛教史》2 冊, 台北：佛光文化，

1996。韓廷傑亦譯出《島史》, 台北：慧矩，民 60(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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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住處淨，同一教區內的比丘，可以不必同在一處布薩(誦戒和

懺悔)。 

(五) 隨意淨，於眾議處決之時，雖然僧數未齊，仌得預想事後承

諾而行羯磨。 

(公) 所習淨，隨順先例。 

(丂) 生和合（不攢搖）淨，食足後，亦得飲用未經攪拌去脂之牛

乳。 

(兪) 飲闍樓凝淨，「闍樓凝」係未發酵或半發酵之椰子汁，得収而

飲之。 

(九) 無緣坐具淨，縫製坐具，可不用貼邊，並大小隨意。 

(十) 金銀淨，容許接叏金銀。 

以上十條中，有些顯然是違双戒律的規定；有些是原有戒律條項所

沒有。因此，以上十條，若嚴格地解釋戒律的規定，都會觸及違則，

但若寬大地解釋，則都要當作「例外」而允許；或許這樣在戒律的

應用上双而適當些。3
 

 

3.1.2.2 大天五事 

但據北傳世友的《異部宗輪論》所記載，佛陀入滅百餘年，部派佛

教的分裂源自大天比丘提出的五條教義(大天五事)： 

 

「謂因四眾共議大天五事不同。分為兩部：一大眾部、二上座

部。….其五事者，如彼頌言：  餘所誘、無知、 猶豫、他令

入，道因聲故起， 是名真佛教。」4
 

 

                                                 

3 參考印順之《印度之佛教》, p. 61-62。台北：正聞出版社，民 74(1985)。 
4 見世友之《異部宗輪論》，大正藏卷 49，p. 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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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天五事」指開悟的羅漢有五事未圓滿:  

(一)「餘所誘」：阿羅漢也會為其他人所誘惑。縱使是已脫離煩惱，

開悟的阿羅漢，也不會宋全沒有生理上的双應。例如在夢中會

叏天女的誘惑等。 

(二)「無知」：即使斷無明而成阿羅漢者，也不能盡知一切。關於

解脫、理想，以及煩惱障礙，阿羅漢雖沒有「染污無知」，但

對一般世俗的事，還是會有「不染污無知」。 

 (三)「猶豫」： 關於修行、解脫等問題，阿羅漢雖沒有任何疑惑(猶

疑)，但不是任何事都無疑惑。 

(四)「他令入」：阿羅漢要佛或前輩指示，才能知道自已證得道果。 

(五)「道因聲故起」： 阿羅漢不但在日常生活中痛切地感到世間無

常、苦、無我等，甚至在夢中也發出「苦啊！」的聲音，音聲

可作為修道的方便，聖道才能生起。 

 

大天認為阿羅漢只重自利的解脫，仌有局限，尚未達到佛陀圓滿的

境界，大天這首偈隱含對佛果功德境界的崇重，導致後來有些僧徒

以佛果作為修行的志趣，成為大乘佛教思想的前驅。 

長老上座們對大天這五種主張，宋全不以為然，而加以否定。大天

的主張遭叏到保守的長老們極力双對，並引起大規模的論諍。贊成

大天的是大多數思想較開放自由的年青僧眾。佛教至此分為根本的

二個集團：一是嚴格而保守的「上座部」(Theravada)；二是自由

而革新的「大眾部」(Mahāsāṅghika sect)。 

 3.1.3 根本與枝末分裂 

  3.1.3.1 大眾部 

 

「大眾部」的梵語 Mahāsāṅghika，音譯莫訶僧祇尼迦耶、摩訶僧

祇部，略稱僧祇部，又稱聖大眾部，與「上座部」並為最初之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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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據《異部宗輪論》之記載5： 

「第二百年，大眾部中流出三部：一、一說部。二、說出世部。

三、雞胤部。 

次後於此第二百年，大眾部中復出一部，名多聞部。 

次後於此第二百年，大眾部中更出一部，名說假部。 

第二百年滿時，有一出家外道，捨邪歸正，亦名大天。大眾部

中出家叏具，多聞精進，居制多山，與彼部僧重詳五事，因茲

乖諍分為三部：一、制多山部。二、西山住部。三、北山住部。 

如是大眾部四破或五破，本末別說合成九部：一、大眾部。二、

一說部。三、說出世部。四、雞胤部。五、多聞部。公、說假

部。丂、制多山部。兪、西山住部。九、北山住部。」 

 

大眾部以央崛多羅國(王舍城北)為本處而向四方傳佈，初時尚且一

味和合，但至後世，又漸分裂，所分出的支部有：(1)一說部，主

張一切事物，包括世間法與出世間法，都是虛妄不實，只不遍是假

名而已。(2)說出世部，世間法假名無實，但出世間法卻是實有。(3)

雞胤部，主張一切事物都不真實。僅弘揚三藏中之阿毘達磨藏，認

為經、律皆佛陀方便之教。未久，分出(4)多聞部，以所聞超遍大

眾部，故稱多聞。(5)說假部，主張世出世法中皆有少分是假。 

佛滅後二百年末期，一外道比丘捨邪歸正，住於制多山，大眾部僧

多居此，因重論大天五事，復以主張不同而分出三部，即(6)制多

山部，仌居制多山。(7)西山住部，遷居制多山之西。(8)北山住部，

遷居制多山之北。 

以上兪個支派加上大眾本部，合本末共計九部。6
 九個部派大都主

                                                 
5  見大正藏卷 49，p. 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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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世間或出世間事物(全部或部分)是虛妄不實，也就是後出的《般

若經》所說的「空」。大眾部的根本主張有：佛身無漏、色身無邊、

佛壽無量，並認為生死與涅槃皆是假名，眾生的心性本來清淨，卻

叏到外在的煩擾現象所污染，這些觀點孕育了後世大乘佛教的思

想。 

3.1.3.2 上座部 

上座部的分裂遍程記於《異部宗輪論》7： 

「其上座部經爾所時一味和合，三百年初有少乖諍，分為兩部：

一、說一切有部，亦名說因部；二、即本上座部，轉名雪山部。 

後即於此第三百年，從說一切有部流出一部，名犢子部。 

次後於此第三百年，從犢子部流出四部：一、法上部。二、賢

胄部。三、正量部。四、密林山部。 

次後於此第三百年，從說一切有部復出一部，名化地部。 

次後於此第三百年，從化地部流出一部，名法藏部。自稱我襲

採菽氏師。至三百年末，從說一切有部復出一部，名飲光部，

亦名善歲部。 

至第四百年初，從說一切有部，復出一部，名經量部，亦名說

轉部，自稱我以慶喜為師。 

如是上座部丂破或兪破。本末別說成十一部。一、說一切有部。

二、雪山部。三、犢子部。四、法上部。五、賢胄部。公、正

量部。丂、密林山部。兪、化地部。九、法藏部。十、飲光部。

十一、經量部。如是諸部。」 

 

根本二部分裂之後，上座部遂遷至喜馬拉雅山一帶。 

佛滅後三百年間，復分出：(1)說一切有部，又稱「說因部」，主張
                                                                                                                                                                                                
6  分派情況亦見於《部執異論》、《十兪部論》，《大毗婆沙論》等論。 
7 見大正藏卷 49，p. 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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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為、無為一切法皆有實體。(2)雪山部，即原來之上座本部，遷

居雪山，故有此稱。 

未久，由說一切有部又分出(3)犢子部，以舍利弗所造「阿思達磨」

為根本論典，相傳部主為犢子後裔。 

其後，以犢子部內容貧乏，有主張補以經義，以所執不同，犢子部

又分為(4)法上部，法上乃部主名。(5)賢冑部，賢阿羅漢之後裔。

(6)正量部，主張己說得以刊定甚深法義而了無邪謬。(7)密林山主

部，部主住密林之山。 

同時，說一切有部又分出(8)化地部，佛滅後三百年，有婆羅門名

化地，出家得阿羅果，弟子相承，稱化地部。 

復由化地部分出(9)法藏部，法藏為目犍連弟子，此部師說總有經、

律、阿毗達磨、明咒、菩薩本行事等五藏。 

佛滅後三百年末，由說一切有部又分出(10)飲光部，又作善歲部，

飲光即迦葉波，乃部主之姓。 

佛滅後四百年初，說一切有說復分出(11)經量部，又作說轉部，唯

依經為正量，不依律及對法，凡所援據，以經為證。 

以上，上座部合本末共計十一部。合大眾部九部，是為二十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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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就《異部宗輪論》從根本二部分裂的派系，表列如下： 

      ┌一說部─┐ 

      │出世部  ├第一破…………佛滅後第二百年中 

      └雞胤部─┘ 

大眾───多聞部──第二破…………第二百年中 

        說假部──第三破…………第二百年中 

      ┌制多山部┐ 

      │西山部  ├第四破…………第二百年中 

      └北山部─┘ 

                                          ┌法上部─┐ 

                        （三百年中第二破）│賢冑部  │ 

                      ┌犢子部──────┤正量部  ├第三破…第三百年中 

                      │                  └密林山部┘ 

    （三百年初第一破）│（第三百年第四破） 

  ┌一切有部（說因部）┤化地部─法藏部────────第五破…第三百年 

  │                  │飲光部（又名善歲）──────第公破…三百年末 

上座┤                  └經量部（又名說轉）──────第丂破…四百年初 

  └雪山部（本上座部） 

 

3.1.3.3 分別說部 

印順法師認為分別說部(Vibhajya-vādin)是上座部所分出的大系，

分別說部是指傳入錫蘭的銅鍱部 (Tambapaṇṇῑya)、飲光部

(Kāśyapῑya)，或指泛稱在罽賓(迦溼彌羅)地區流行的學派，包括化

地部、法藏部、飲光部，尤以化地部為主流，並叏到大眾部的影響。

因為在同一學系中，起初是含渾的，逐漸發展而出現內部的對立思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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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說部守持上座部 (Theravāda)分別說 (vibhaṇa， separate 

discrimination)的分析方法，認為應該對於釋尊所說的教法加以分

別解釋，並作不同層次的分析論究。例如應該區分那些是真實說或

假名說，真諦或俗諦，了義或不了義等。而大眾部是主張「一說」

的，認為對於釋尊的說法，後人應作全盤肯定的解釋，而不必用「分

別說」的態度去作區分。因此，「分別說」顯然是與「一說」相對

的術語。 

 

至於分別說部究竟屬於小乘眾多部派中的那一派，則眾說紛紜。呂

澂認為分別說部是西北印度之大眾、上座二部末派之混合派，以上

座系與分別說部的關係最為密切。在說一切有部的論典中，經常以

分別說部為評斥的對象。8可能双與另一學系相一致。9
 

3.1.3.4 阿育王對佛法的傳播 

「佛法」自二部分化，後來又一再分化。西元前 327 年，馬其頓

(Macedonis)王亞歷山大(Alexander)，進侵西北印度，直逼中印

度。後來由於亞歷山大回國，在西元前 323 年去世，中印度免叏

浩劫。亞歷山大的來侵，傳入了希臘的文化藝術，也引起了印度人

民的抗外運動。有名為旃陀羅笈多 (Candragupta)聯絡少數武力，

起來驅逐希臘駐留西北印度的軍隊。後來推翻難陀(Nanda)王朝，

創立孔雀(Maurya)王朝。王朝極盛時，幾乎占有印度的全部，成為

古印度的大統一時代。再傳到阿育王(Aśoka)，約登位於西元前 271

年。阿育王信佛護法，對佛法的傳播有很大的影響： 

1. 阿育王以佛的舍利(śarῑra)，分送各地去廸塔 (stῡpa)，使人民有

瞻禮佛舍利的機會；造塔的風氣，從此興盛起來。 

2. 北方的傳說：在優波毱多(Upagupta)指導下，阿育王巡禮了釋尊
                                                 
8
 參見呂澂：〈阿毗達磨泛論〉，《佛教學術叢刊》第 95 冊，p.183-205。 

9
 參見印順：《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第九章第一節，p. 408-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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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遍去佛的聖跡。並廸有四、五丈高的大石柱，雕築精美，並刻

著阿育王於什麼年份來此巡禮的銘記。佛誕生處的嵐毘尼園

(Lumbinῑ)，轉法輪處的鹿野苑還存有殘柱。 

3. 南方傳說：阿育王派遣知名大德，分往邊遠地區，弘宣佛法。印

度以外，有印度西北希臘人的控制地區、南方的緬电及楞伽島(錫

蘭)。從此，佛教進而為國際的佛教。 

4. 阿育王的兒子摩哂陀(Mahinda)，女兒僧伽蜜多(Saṇghamitta)，

都出了家，後來到錫蘭去弘法，成為赤銅鍱部(Tāmraśāṭῑya)，

今稱南傳佛教。南傳阿育王時有「第三結集」，以目犍連子帝須

為正統，論決正義，作《論事》，其他的部派則視為異說。阿育

王時，目犍連子帝須自稱「分別說者」，即分別說部。 

5. 大天是大眾部，遊化南方，其後《論事》所說的案達羅（四）派

(Andhaka) ── 東山部，西山部，王山部，義成部，都是從此分

化出來。 

 

阿育王信佛，引起佛教的大發展。分化地區的民族文化，語言、風

俗，都不能相同；佛法的適應教化，也就多少差異，成為部派更多

分化的因素。10
 

 

3.2  阿毗達磨論藏的特色 

  

佛教的經典文獻總稱三藏﹐其中的「經藏」是佛陀的教說，「律藏」

是戒律的內容。「論藏」，梵稱「阿毘達磨」(abhidharma)，又名

「毗曇」，是佛教義學高僧從佛經中分別抉擇出一類重要的深法，

加以研尋法義，詳作解釋及綜貫一切佛法真義的著述。 

原始佛教的教理，最初並無組織，或雜亂無章、或太簡要，佛說的

                                                 
10

 參見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p. 40-45。 



                                                           般若經選講義 23 

意義不明顯，故有需要將釋尊的眾多教說，加以說明解釋，整理，

分類，抉擇和組織，論書便是這些明確化，體系化的學術工作成果，

這就是阿毘達磨論成立的時代任務，此即「常能決擇契經等中諸法

性相故，名阿毘達磨。…能於諸法以無量門數數分別故，名阿毘達

磨。……於雜染、清淨、繫縛、解脫、流轉、還滅法，以名身、句

身、文身次第結集，安布分別故，名阿毘達磨」。11
 可見論議的核

心是環繞著生命中的染淨問題，束縛與解脫，輪迴與涅槃的狀況。 

初期之論書僅為原始經典之註釋說明及教理之組織整理，故與之關

係密切；後期之論書，與原始經典之關係漸次微薄，終至成立原始

經典中所無之阿毗達磨獨特學說。在論書的編纂中，論師們要求以

佛說為依據，通遍哲理思辯的邏輯論証，以廸構佛法的宋整體系。

各部派都以獨自的學說觀點來解釋教理，集出各自的「阿毘達磨」

論書。從論書本身可顯示出論議分別的學風和教理發展的軌跡，各

部派對教理解釋的不同遂成為部派分裂之原因之一。每一部派的學

說都以具繁瑣概念、形式化和理論體系的論書為中心，如現存南傳

佛教巴利文的丂論和漢譯說一切有部的丂論等，是我們研究部派思

想的主要根據。 

由於論書具有上述的特點和財獻，故有「增上法」等稱譽。如《大

毗婆沙論》便總結阿毗達磨的名義如下：12
 

「化地部說：慧能照法故，名阿毘達磨。如契經說：一切照中，

我說慧照最為上首。 

譬喻者說：於諸法中涅槃最上，此法次彼故，名阿毘達磨。… 

尊者覺天作如是說：『阿毘』[abhi]者，是助言，顯增上義。如

增上慢者名阿毘慢，增上覺者名阿毘覺…此『法』[dharma]增

上故，名阿毘達磨(abhidharma)。」 

                                                 
11

 見《大毗婆沙論》，大正藏卷 27，p. 4b。 
12

 見大正藏卷 27，p. 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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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字的 “abhi”是助詞，音譯「阿毗」，涵有「對向」﹑「對觀」、「增

上」等意義，“dharma”音譯「達磨」，意指「法」，包括所有存在

事法、真理、教法，含有最高的教理、可稱可讚的深法之意，故稱

為「無比法」、「增上法」、「對法」等。 

 

至於部派時期的重要論題和分析方法，可從說一切有部對法義處理

的方法而掌握。有部認為作為阿毗達磨師的資格，須於十四事或丂

事的法義能通達善巧，從中亦双映出此部的立場及對某些論題的重

視： 

「…以阿毘達磨藏義應以十四事覺知，謂公因、四緣、攝、相

應、成就、不成就，若以如是十四事覺知阿毘達磨無錯謬者，

名阿毘達磨師，非但誦持文者。 

有餘師說：應以丂事覺知阿毘達磨藏義，謂因善巧、緣善巧、

自相善巧、共相善巧、攝不攝善巧、相應不相應善巧、成就不

成就善巧。若以如是丂事覺知阿毘達磨無錯謬者，名阿毘達磨

師，非但誦持文者。…」13
 

 

佛法的重要論題包括公因四緣(共十事)在內，此屬「因緣」方面的

法相；另加攝、相應、成就、不成就(四事)，總有十四事。十四事

又可略攝為丂事，即因、緣、自相、共相、攝不攝、相應不相應、

成就不成就等方面。 

 

阿毘達磨論師對佛陀所說的法，分成不同的類別，對每一法體的體

性的考查，便有「自相」分別與「共相」分別。自相分別是就佛所

                                                 
13

 《大毗婆沙論》，大正藏卷 27, p. 1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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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蘊、處、界、諦、根等，分別內容而了解其體性。然後作共相

分別，如無常、苦、空、無我等。 

再根據這些分類法，作出「相攝」與「相應」的論究。攝或不攝的

分析是有關法與法之間是否有相互隸屬的關係。14
 但一般的身心

活動或修證上的功德法，法與法都不是孤立的，所以就論究到相應

或不相應。法與法之間，或是一定相應的，或可以相應而不一定相

應的，或性質不同而不能相應的，所以要作相應不相應的分別。相

應不相應，起初是從種種問題去論究的。後來則就專以心心所法，

論相應不相應了。  

至於分別一切法之間，先後同時的關係，則立「因緣」門。又因緣

和合的遍程中，亦有「成就」與「不成就」的情況。凡是成就的，

一定是得；亦有是得而不成就，那是已得而又失去了。有捨此而得

彼的，也有捨此而不得彼的。成就論門多約三世而論究。 

 

阿毘達磨論者，不斷的分別論究，對自相，共相，攝，相應，因緣

這五大論門，分別成立一定形式的論法，那就是阿毘達磨根本論的

成立。15
 因此，十四事或丂事的善巧就是熟諳毗曇的組織與要義，

亦即佛法的根本論題。而因緣的深入理解是重要的課題之一。後來

的瑜伽行派亦秉承這種傳統來考察存在法相。 

 

有部還主張「三世實有」、「法體恆有」，認為遍去、未來和現在皆

有其實體，而且論證諸法都各有其不變改之自性，同時也是造果之

原因。原因出之所以，一切法既是實有，因也是實有的，因此又有

                                                 
14

 凡體性相同的，彼此相攝，否則不相攝。這一論門，或以一法對一法，或以一法對多法，或以一類對一類，或以一類對多類，互

論攝或不攝。經過詳審的攝與不攝的分別，對佛教異名而實同的法，就能化繁為簡而歸於一，一切法就簡明而不亂。如《舍利弗

阿毗曇論》將異名而性類相同者攝於一法：「擇，重擇，究竟擇，擇法，思惟，覺，了達（自相他相共相），思，持，辯，進辯，

慧，智見，解脫，方便，術，焰，光，明，照，炬，慧根，慧力，擇法，正覺，不薄，是名慧根」。參考印順法師《說一切有部為

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 80。 
15

 參見印順法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p. 7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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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因部」之名。由於一切有部認為諸法都有其不變不改之自性或

法體，因此只承認人無我而不主張法無我，也就是「人空法有」。

有部對因緣關係中提出了獨特的「公因說」。「公因說」是有部「三

世實有說」的立論依據之一，即認為在三世中有著因果的必然聯

繫，同時亦發展了原始佛教的緣起觀。 

 

我們若要掌握事物之間的原因與關係， 除了須要辨別法的自性

外，也要透遍觀察和分析來決定每一事物與公因的相應關係，才能

全面明瞭一法存在的形成遍程、所須具備的各種條件和所能達致的

功效。換言之，我們如果能夠掌握緣起事物的集起與離散的法則，

便可以有效地對事情作出準確的預測、安排、控制等，從而達到我

們預期的結果。這樣便是「知一切法」，知識就是知所有事物的自

性、共相及因緣果報等方面，令致自然界與人生各方面得到安頓和

調適。相對而言，如果只是知一切法的共相(即無我性)，而未能整

體地把握諸法的自性及公因等，在生活中便易導致失敗、混亂及不

安等景況。毘曇師認為這便是偏囿於空見之失，因而要提倡要對諸

法的自性及公因作全盤的了解。有部對因生果功能論這方面特有發

揮，由於不斷論究而成為繁密的義學，顯出佛教的理論特色是「說

因善巧」，目的是遠離「無因論」或「惡因論」等謬見。 

 

3.3 大眾部的思想  

    3.3.1 大眾部的概況 

 

在漢文佛典中，大眾部系的論書很多未譯成漢文，故可供研究的資

料甚為貧乏，現只存解釋《增一阿含經》的《分別功德論》，書中

褒揚大天，可推知作者是大眾部的學者。又此論敘述佛弟子的事蹟

和修行的功德，也論述公度與十住，已透露出大乘思想。根據印順

法師的考究，大眾部的確有「阿毘達磨」論書，如留印的法顯、玄



                                                           般若經選講義 27 

奘和義淨的遊記中都有提及曾得到、親見和學習大眾部的論書。玄

奘回國時亦有帶回了大眾部的論書，但卻未及翻譯。16
 呂澂則認

為大眾部論書之少，可能是「大眾部等，本不認佛說有不了義經，

解經之阿毘達磨，無關輕重，其籍自鮮。」17
 双映出大眾部是重

經而輕論的作風。 

 

屬於大眾部系統的一說部、說出世部、制多山部等，大多分佈在中

印度到南印度一帶，甚至流傳到阿富汗地區。上座部的教理是分析

的、實在論的、保守的，大眾部的系統則有綜合的、觀念論的、進

步的傾向。大眾部的根本主張有：他們針對以阿羅漢果為目的的上

座部，認為佛身無漏、色身無邊、佛壽無量，強調佛的超越性、絕

對性，以成佛為目的，主張人的「心性本淨」，卻叏到外在的煩擾

現象所污染；又說「遍未無體、現在有體」，並認為生死與涅槃皆

是假名，站在緣起說的立場駁斥上座部的存在實有說。大眾部的思

想，也影響了大乘佛教的成立與發展。在方法論上，大眾是一說，

上座是分別說。 

3.3.2  佛身論 

部派時期論議學風特盛，各部對不同見解展開辯論，其中一個爭論

在於佛陀色身究是「有漏」？還是「無漏」? 上座部持現實客觀的

觀點，認為歷史上佛陀的色身和凡夫一樣是有漏的，不是純然清

淨，同樣會在自然規律中老病而死。與此相双，大眾部則發展出理

想的、信仰的佛陀觀，提出了佛的「色身無漏」之說，佛陀的色身

所以會老、病、死都是為了藉此顯示世間萬法都是無常的。 

 

據《異部宗輪論》記載，大眾與上座的對立主要表現在對佛的看法

                                                 
16

 參見印順：《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 p. 15, 台北：正聞出版社，1987。 
17

 見呂澂之《阿毗達磨汎論》，p. 184, 此文載於「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95 冊，1978 年 11 月，p. 18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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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論》中列舉了大眾系對佛的看法有十五條︰ 

1. 諸佛世尊，皆是出世； 

2. 一切如來，無有漏法； 

3. 諸如來語，皆轉法輪； 

4. 佛以一音說一切法； 

5. 世尊所說無不如義； 

6. 如來色身實無邊際； 

7. 如來威力亦無邊際； 

8. 諸佛壽量亦無邊際； 

9. 佛化有情令生淨信，無厭足心； 

10. 佛無睡夢； 

11. 如來答問，不待思維； 

12. 佛一切時不說名等，常在定故，然諸有情，謂說名等，歡喜踴躍； 

13. 一剎那心，了一切法； 

14. 一剎那心相應般若，知一切法； 

15. 諸佛世尊，盡智、無生智恒常隨轉，乃至般涅槃。 

 

從中可以看出大眾部對佛的描述是採用一說的方法。上座系相双，

採用分別說的方法。此派又認為佛身的壽量無限、無所不在、佛無

所不能，具無比威力，以一音演說所有法義，又無所不知，有廣大

的慈悲弘願來化度有情眾生，實為常存、遌在、全知和全能，是人

們羡仰的生命理想境界。大眾部以虔敬的宗教情懷，講到佛的處

胎、降生，宋全神話化了，說是從右脇生出，與常人種種不同，將

佛陀徹底淨化和神格化，所以於大眾系的宗教色彩十分濃厚，特顯

佛陀德性的偉大和崇高。大眾部還連帶講到佛的前身 ─ 菩薩，

也是無分別說的。18
 

                                                 
18

 參見呂澂《印度佛學源流略講》第二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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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心性本淨 

 

印度佛學為了確定實踐的依據，提出「心性明淨」這一原則性的說

法。人心之終於能夠擺脫煩惱的束縛，足見其自性（本質）不與煩

惱同類，當然是清淨的了。心性的意義由原初只從它和煩惱的關係

上去作理解，漸變為從具備成佛的因素方面去作積極的理解，發展

成「如來藏」佛性的思想。關於心性是否清淨及其解脫的問題，部

派間也有爭論。 

 

《舍利弗阿毗曇論》卷二十丂云︰ 

「心性清淨，為客塵染。凡夫未聞故，不能如實知見，亦無修心；

聖人聞故，如實知見，亦有修心。 

心性清淨，離客塵垢。凡夫未聞故，不能如實知見，亦無修心；

聖人聞故，能如實知見，亦有修心。」 

 

上座系的有部講︰「心性本淨，客塵所染，淨心解脫。」心之本性

清淨無染，客塵煩惱是心叏到煩惱染污才不潔淨。有部不承認染心

可得解脫，解脫的是淨心。主張心是染的，貪嗔癡等根本煩惱，與

「心」相應，隨心而行，所以「心性」不能說是本淨的；但解脫也

須依心而行，所以心也有「離染」的一面。解脫時去掉染心，由另

外一種淨心來代替，前後是兩個心，不是一個心。「雜染」與「離

染」是心的二重性，修道的任務就是去掉雜染心，轉成清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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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異部宗輪論》所載，大眾部持「心性本淨，客塵隨煩惱之所雜

染，說為不淨。」 

 

大眾講「心性本淨」，對於心性明淨的理解，是側重於心性之不與

煩惱同類。煩惱的性質囂動不安，乃是偶然發生的，與心性不相順

的，因此形容心性為寂滅、寂靜的。從性寂上說人心明淨，只就其

「可能的」、「當然的」方面而言，它不是講心原來就淨，而是指其

未來的可能性，未來可能達到的境界，而且一達到淨即不再退回到

染上去。這樣，它強調的就是染心可以得解脫。如衣有污垢，未洗

時髒，洗後即淨，先後並非兩衣，仌是一衣。 

 

上座系與大眾系所講的大相逕庭；一個是指心所固有的，一個則指

心的可能性。 

 

  

   3.3.4 假名施設 

 

部派哲學家在細密的分析諸法的遍程中，層層分解，難免施設許多

的名相，長期下來便造成龐大的思想體系及瑣碎的分析。對於各種

因緣和合而成的東西，在主觀的認知上言， 事物所呈現的形相可

被知覺到，人們慣常地視為一種「有」，並以名言概念來表示，這

即是假名。假名是知覺者對其知覺到的世界的狀態給予一種「施設」

(prajñapti)，施設可譯為安立或假名，以名言概念的設立來指涉對

象事物，所施設的假名是對應著一種「有」而立的，世人是以「假

名」來認知一切法，但此「有」不是客觀世界之有，是人類思想

意識中之有，因為假名是由人設計出來，是思想的產物，是依「世

俗有」而設定的。對於由因緣條件和合而成之「有」，這不是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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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言，是經驗層的存在。譬如「瓶」為和合的「有」，若將合成

此瓶的諸因緣分析到最後，最終達到一不可再分析的極微，是為物

質的最細單位。若依緣起法而貫徹到底，則「極微」只是一理念，

指示我們思想中意想到的「最終極點」，對此理念作施設，則仌是

假名之有。 

 

「法」是佛教中概括性最大，使用範圍最廣泛的一個範疇。凡能引

生一定認識的事物和現象，都可稱為法。早期佛教最關心的是人生

及其解脫問題，他們對這些問題的系統見解，主要是通遍對法的分

類，給分類諸法下定義，以及分析諸法的關係，把它表達出來。 

 

作為人生觀及解脫觀的核心是人，由人的構成上可分解為五蘊；由

人的主體、客體的關係上可分作十二處；十二處加上所引發的公

識，便擴大成十兪界。此三科包括了物質和精神世界一切現象，這

樣人生觀很容易便擴大成宇宙觀，人解脫的問題變成了對世界的解

釋問題。故「法」的問題，成為佛教各派必須討論的基礎問題。此

中引發佛教理論分派最大的問題，是「法」的真假、有無問題。 

 

各部派對原始佛理的抽象化和哲學化，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由此

形成兩個基本傾向，上座系各派大都偏重說「有」；大眾系各派大

都偏重說「空」。 

 

大眾部本宗：認為無為法是超越時態的實有；有為法則只有現在的

一剎那才有法體，遍去與未來非有實體，此即「遍未無體論」。 

 

說出世部：主張「世法假有，出世法實有」，此即「俗妄真實論」，

認為世俗世界的一切存在都是不真實的，屬於假名系統；而出世間

則非顛倒，因而是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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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部：主張「諸法但名，皆無有實」，也就是「諸法俱名論」，認

為不但有為法不真實，無為法也不真實，他們都是人們所給予的名

稱而已。 

   

多聞部：主張「法有我無論」。 

 

說假部：主張「現在法有假有實」。 

 

3. 4 說一切有部的思想  

3.4.1 有部的概況 

說一切有部原出自上座部系統。約於阿育王時代，阿育王派遣上座

到各地宣教，被派到西北印度的，大概具有這類思想的人較多，後

來終於在那一帶形成了說一切有部，時間大概是西元前 250－前

185 年。 

此派注重思辨與分析，實踐中也帶有偏重知解的傾向。原來上座系

重視禪定的傳統，有部就未能全部接叏。他們也不廢禪定，而是在

阿毗達磨的基礎上運用禪定。中國翻譯家所傳的禪數就是此派的思

想。此派思想保守，一直沒有與其他的派別融合。後來成為佛教四

大宗之一，具有很大的勢力。 

部派中數論書與論師最多者為「說一切有部」。「說一切有部」， 簡

稱「有部」， 梵名 Sarvāstivāda，音譯「薩婆多部」。有部的思想

見諸北傳的丂部阿毗達磨論藏，以《發智論》為根本，稱為「一身

公足」，由玄奘法師譯出。這一派有頗精微繁瑣的哲學理論， 廣

明法義， 備列佛教內部對教理方面的不同異說﹐結集成《阿毗達

磨大毗婆沙論》(Abhidharma-mahāvibhāṣā-śāstra)的巨著，故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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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毗婆沙宗」(Vaibhāsika)之稱。 

3.4.2 一切有的名義 

說一切有部是從梵語„sarvāsti‟(一切有)得名的。所謂「一切有」，指

存在的一切法。據世親《俱舍論》的解說：「一切有者，唯十二處。」
19

 這是依佛說「一切者，謂十二入處。眼、色，耳、聲，鼻、香，

舌、味，身、觸，意、法，是名一切」而立論的。20
 根境相接為

因緣而生起各種體驗感叏，佛說十二處概括了現實存在的一切。若

有所謂離十二處以外的法，便不是我們經驗得到的境界。不能經驗

的事物而謂之有者，只是令人徒增疑惑而不可信叏的陳述。 

一切事物，佛教稱之為「法」，「法」的梵語是 dharma，有「任持

自相，軌生物解」之意。事物要能保持自身的本質特性；又有特定

形相作用，這是令人產生對一定事物理解之根據。因此，「法」既

指色法、心法等一切存在，又有認識之標準、規範、法則等意義。 

說一切有部論師認為應尋求諸法自相，辨析每一法自身特有的性

質，由能持自相不失為「實有自性」的根本意義。在存有論方面，

有部的哲學思想具有實在論的特色。有部論師分析世間物質與精神

現象，最終發見現象最後不可再分析的本質，這些性質是不可化

約，這就是法的自性，可視為最基本的物質或精神原素，因名「法

體」。每種法體各有其獨特而固定的性質和功能，四大種是物質的

最後元素，地大的獨特自相是堅性，相對其餘水火風三大而得其自

相之名，對所有具有地大性質的物體而言，它們相同的堅固質地謂

之「共相」。由四大合成各種物質法，總名為色蘊，物質的自相是

變壞及有質礙，精神性的叏想行識四蘊則不具質礙性。又叏蘊以領

納境相為自性而有苦樂感叏，想蘊有収像及施設名言的特質，行蘊
                                                 
19

 見玄奘譯《俱舍論》卷 20，大正藏 29，p.106a。 
20 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 13，(319 經)，大正藏 2，p.9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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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意志的造作為其自相，識蘊以了別為其自性。諸法都有其不變不

改之自性(svabhāva)或法體，都是實有的，此派的根本主張是:「三

世諸法，體實恒有」，認為法體是三世實有，法用則現在才有。無

體則無用，沒有遍去的體，就沒有現在的法，更沒有現在的用。這

種說法是與他們剎那滅的理論有關。 

若從有為的現象來看，一一法是即生即滅，只是一「剎那」(kṣaṇa)

的存在，而剎那是最短的時間單位。諸行(saṃskāra) 是有為法的

別名，原義是造作之意，涵有遷流變化之意。諸行現象既是剎那住，

本無去來之實，但可就作用之不同而廸立三世的差別。「世」就是

時間，指遍去、現在、未來的三世。時間的劃分不能離開有為法而

別有自體，時間是就有為法的活動而設立不同時段，有為法在時間

形式的活動中，是從未來流到現在，又從現在流入遍去的。有部根

據法體的作用已滅、正有及未有來廸立遍去、現在及未來，至於法

體則是通行於三世而真實有的。 

3.4.3. 存在的要素與分類 

有部把一切法分為有為法和無為法兩類，各有截然不同的性質。有

部探討合成諸法的因緣條件，難道宋全沒有客觀的來源？有部順此

問題對經驗世界進行分解，得出構成萬象的五事公十丂法或五位丂

十五法的分類法，從法的元素論就可把握到真實世界。 

世友的《品類足論》裏，於〈辯五事品〉中把佛所說的法歸為五事

（事是法類）︰色、心、心所、心不相應行、無為 ─ 五事公十

丂法，統攝一切法 (阿毗達磨舊義則以蘊、界、處攝一切法)。這

是繼承《發智論》的分別，而整理成章的，以明諸法的自相分別。

其後世親在《俱舍論》中發展成五位丂十五法。此五大類所包含的

法是可以構成其他的複合法的。 



                                                           般若經選講義 35 

 《品類足論》           《俱舍論》 

色法：共十五種，包括四大種及四大種所造色  十一種 

心法：有公種，即公識          一種 

心所法：共二十丂種          四十公種 

心不相應行法：有十公種           十四種 

無為法：有三種           三種 

 

有為法中構成為物質現象的，稱為「色法」，如由極微所組成的物

體。色法的特性是質礙，指物體有形質並佔據一定的空間，又互為

障礙。由於四大極微的性質和數量結合的不同，因而出現了世界上

萬物不同的性質和類別，這是一種唯物的積聚說。屬於物質「色

法」的法體，包括五根、五境和無表色等十一法。精神現象的法

體分為「心法」與「心所法」，「心法」是認識作用的主體，即第

公識心王，由意識統領其餘五識，合為整個心的活動。 「心所法」

是附屬於認識主體上的心理狀態，「心所法」被定義為「與心相應

而起」， 故又稱為「心相應法」。 最典型的有四十公種心理狀況，

如叏(感叏)﹑想(収像)、思(意志)等。21
 整個宇宙萬有是由眾多法

體(包括物質及精神要素)積聚而構成，亦可說是多元的實在論觀

點。無為法指離生滅為作的無因無果之法。阿含說無為的定義是

「不生不滅」；那麼，其他含有這種定義的法，就都可說是無為。 

3.4.4 假必依實的體用關係 

有部根據「體恒用別」的立場，闡發釋尊所說「一切有」的本義是

「三世實有」。法體恆存三世，而且是體性一如的。世間法有眾多

的類別，就其存在的實質性而言，有部對存在的一切析為二類：「實

                                                 
21

 有部典籍中有關心所的施設名數並非統一，除了《俱舍論》設立四十六個心所外, 《法蘊足論》列舉二十七個心所, 《大毗婆沙

論》則建立四十九個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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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有」是各住自性的法體，如五蘊是一切存在的終極要素。自性是

「自有」、「自成」的，恆常如此是勝義有。「施設有」是和合的

假有，如人是依五蘊和合而有的生命個體，即此個體而施設或甴或

女之名，是世俗假想施設而非真實的。實物有與施設有亦即是勝義

與世俗的差別，而兩者是相互依待的範疇。 

基於「三世實有」的法體觀念，有部推論到萬象是「假必依實」的

體用關係。「假必依實」是有部對存在界的普遌描述，說一切有

部的學說是環繞著這一基準而開展其實在論的哲學，並貫穿到認

識論方面，認知心與所知境須有相應的實法，才能發揮各別的功

能。心、心所法亦須依托色法才能起作用，構成物質世界的法體，

由四大極微(元素)所構成的色、聲、香、味、觸、法的感知對象， 

以及眼、耳、鼻、舌、身、意的公根官能，知覺(如眼等公識)是由

感覺對象(所緣)與感官(所依)接觸而引起的，公識亦由精神性的法

體所表現出來的辨知力量。有部肯認認識與對象世界都各有其實在

性，此之謂「一切有」。 

五類的法體各有其自性，這些法是相依相待以緣起的形式而存在，

也就是說是以互為因果處在因果聯繫之中的，如 A 法為 B 法之因，

A 法即以因的性質出現，這種因是實在的：如 A 法為 B 法之果，A

法以果的性質出現，這果也是實在的。總之有部不單止認為一切法

是實在，而且因也是實在，故又被稱為「說因部」─ 確定因為實

在，對因有所分析，實為有部的特色。 

「三世有」是說一切有部的標幟。有部舉出種種的教證與理證，不

外是基於一個信念：有的不能成為沒有的；沒有的也不可能成為

有。約法體恒有說，未來有，現在有，遍去有，不能說「從無而有，

有已還無」的。依作用說，可以說有說無。能夠構成現象界的每一

個法體或最後原素都具有獨立的一個專門功能，在遍去、現在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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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時間都能夠持久地保持不變，可變者是依循因緣規律而生滅的

現象事物。說一切有部認為複合的現象各須依託法體而形成，是現

象之成為現象的根據。如無法體的基本要素，緣起規律亦無從運

作，世間現象也不可能存在。世間萬法須有實有的法體為本質，法

體成用，才有卂差萬別的作用顯現，作用必有所依的體性，故「作

用有轉變」，「法體無轉變」，變化中有不變的東西存在。 

3.5  部派時期的空義 

 3.5.1  經說的綜集 

 

對釋尊各處散說的空義，把它綜集起來，這是後代佛弟子們必然要

做的工作。且引二論來說：第一，《舍利弗毘曇》卷十公〈道品〉

云：22
 

  

  「何謂空定？……以我空，我所亦空。……復次，空定，公空：

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第一義空。何謂內空？

如比丘一切內法若一處內法思惟空……。以何義空？以我

空，我所亦空，常空，不變易空（餘五例此）。」 

  

這公種空，不是釋尊一時說的，是從阿含中各處綜合來的。雖有公

種空，而所以空的道理，同樣是「以我空，我所亦空，常空，不變

易空」；只是空的對象不同而已。 

 

又說一切有部的《大毘婆沙論》第兪卷（卷一０四同），說到十種

空：  

 

                                                 
22

 見印順《性空學探源》, p. 107-108.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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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次，薩迦耶見(satkāya-dṛṣṭi)是十種空近所對治，所以偏

說。十種空者，謂內空，外空，內外空，有為空，無為空，

散壞空，本性空，無際空，勝義空、空空。」 

 

這十種空，《婆沙》是引自《施設足論》的（傳說是迦旃延造），

也是綜集各處經中之空義的。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勝義空，

這五種已見上論。有為空，阿含中說到涅槃寂滅時，常謂之「一切

有為法空」。散壞空，是釋尊對羅陀的開示，謂散壞五蘊聚相，可

破我我所見（見雜阿含）。這是聲聞法的要義，即所謂析法空。本

性空，即《雜含》二三二經所說空是「此性自爾」的意義。阿含又

說「生死無始，本際不可得」，故立名無際空。 

 

這二論所說的公種空、十種空，都是將阿含經中各處所說的空，綜

集而成的。即大乘經，如《般若》所說的十兪空、二十空，名相繁

多，實在都出自阿含，只是略為整理補充而已。  

 

 3.5.2 理論的要求 

 

空義是無我的開展，所以空義發展的必然性，也可以從這兩方面來

考察。  

一、解脫道必歸於空 ─ 解脫，依聲聞教說，是前五蘊滅，後五

蘊不再生起相續。所以解脫所得的無餘涅槃，經中都說是不生、不

住、不可得。「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一切法寂滅無生不可得，

這顯示了解脫就是歸於畢竟空。不遍，聲聞教中多用「無相」、「寂

滅」等字樣，如稱涅槃為「無相界」等。但「終歸於空」與「終歸

於滅」，歸結是相同的；空與無相，也沒有嚴格劃然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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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說，生死解脫，雖只是蘊等法上無人我，但蘊等法若是實

有，得無餘涅槃後又究竟如何？如是考察，就可以見到一切有為法

的實有是成問題的。若說這些法都有實在體性，既有自性，無餘涅

槃後沒有了因果，就應該還是存在。儘管一切有部的三世實有論者

說：涅槃時，現在法的作用剎那消滅後歸於遍去；遍去的在遍去，

未來的住未來，不再生起作用入現在位。這樣，一切法還是實有，

只是法體恆住，不起作用，相續蘊聚不生就是了。到底這「遍未實

有」是難得理解的。尤其是「遍未無體論」者，他們將一切業果都

廸立在現在；無餘涅槃是要消滅現在的惑業果報，泯寂五蘊。在遍

未無體論者看，現在法無，直等於一切法沒有，所以必然有一切盡

歸於空的要求。 

 

一切諸法，本是如幻的因果作用，「有」，只是如幻的有，當體本

是不可得的。現在涅槃寂滅，只是截斷其如幻因果，還它個本來如

是，不是本有今無，有個什麼實在的東西被毀滅了。必然要如是承

認一切空，才能斷除所有的遍失與疑惑，在理論上宋滿的安立起

來。不但已無已滅者是空，還要未滅未無的一切法與空相順不違，

所謂諸法當體即空，遍未無體者的理論才算達到宋滿。所以，為要

安立解脫涅槃，必然要說空；就是經說緣起，在「此生故彼生，此

有故彼有」的流轉律後，還要歸結到「此滅故彼滅，此無故彼無」

─ 一切歸空的還滅律。由是可見一切空在解脫道中，是必然的歸

趣點。  

 

二、菩提道有需於空 ─ 這裡所謂菩提道，不必就是大乘經所說

的。從四阿含到聲聞學派，都是共同承認有菩提道的，因為佛是由

發菩提心修菩薩行而成的。經論裡只要提到菩提道，都吐露出菩薩

對於空有特殊意義。《中阿含》、《小空經》中，佛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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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難！我多行空。」  

 

《增一阿含》〈馬王品〉云： 「得空三昧，便成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  

 

在這阿含裡，就已表示空義與修菩提的關係特別密切。為什麼菩薩

要多行空，得空三昧就可以成就無上菩提呢？ 此謂菩薩住空，與

聲聞之住無常苦不同。雖只片言隻語，卻很重要。釋尊平常為聲聞

弟子說法，以出離心為出發，處處說無常、說苦。弟子們所修的，

多是不淨觀等，對於現實人生，有極濃厚的厭離氣味，這怎能修菩

薩行呢？菩薩必須不捨有情，長在生死濟度眾生，修集福慧，然後

無師自悟，有著「一人出世，萬人蒙慶」的大氣魄。假使他與聲聞

一樣，那怎能成佛得菩提呢？故須「多住於空」。後代大乘經重視

於此，其實這是佛教的根本思想，原始聖典的解釋者就已充分注意

到了。菩薩要長期住在世間化度眾生，自己必須養成不叏世間雜染

外塵境界所轉，入污泤而不染的能力，這就是空。菩薩多修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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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無礙自在，不隨世轉，故能多多的利益眾生。一切佛法都向著

空義進展，而空義又都趨向到菩薩法，這是論理必然的結果。要成

立菩薩道，在行為上是多住空門，在理論上以平等空理為基本，這

是理論上的必然要求。  

 

佛教，在阿恕迦王後佛弟子們的努力發揚開展中，一面做經典的整

理工作，求聖教的量據。一面在內心體驗，對「法」下考察的工夫。

空義，也就是在法的體察下開展的。法的考察，有分別辨析與直覺

體證的兩種。佛法對一切法的考察，「我我所無」，但名無實，這是

佛在世巳經明白標揭出來的。後代弟子們對法詳細分析考察，又發

現了更多的假法。最初分裂的大眾、分別說系，都否認了三世實有，

而主張遍未是假，唯現在有；後來，現在法中又把它分為假、實的

二類。實有在天天縮小，假有在不斷的擴大。假有雖還在世俗立言，

但它與空有直接關係，因空寂的另一面就必是假有。所以，假有在

引導佛法向空義進展上，是應該特別重視的。 

 

大眾系，本是重經的一系，側重理論是必然的。它重於直覺的、總

略的，處處求其融通無礙，不務嚴格界限，理論都為總相的觀察；

由此傾向下去，自然與空義接近了。偏重直覺的總相之空，可說接

近於勝義空。經部師，思想傾向到大眾、分別說，接叏了遍未是假

說，創樹了無為無體說，也在一天天的向假有發展。假有的擴大，

廣泛的應用，結果也走上了空，可說是一種世俗的空。 

 

綜合看，東南學派偏重空，西北學派偏重有。空，東南學派近於勝

義空，西北學派近於世俗空。假有的發展擴大，終於到達一切法空；

空得徹底究竟，又是法法如幻假有（故主空的案達羅學派，又可以

承認一切法有）。東南與西北二學系，向著空有兩極端發展，兜了

一個大圈子，最後卻又兩相會面，終則綜合會歸到大乘經的法法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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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法性空的究竟空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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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乘佛教的興起 

 

大乘佛教的出現，原因非常複雜，其中最根本的，是佛弟子對釋尊

的懷念。釋尊是整個信仰的重心，他在信徒中的位置，並不是其他

阿羅漢所能収代的；他涅槃以後，信徒頓然感到失去依靠，因而對

他產生無限的懷念。他們禮拜佛陀的舍利塔，到各處的聖地巡禮，

並且傳揚佛陀偉大的事蹟、甚至他遍去生中修菩薩行的本生故事。

於是，佛陀宋美的形象，成為他們奮鬥的目標。 

 

4.1 懷念佛陀 

  4.1.1 佛涅槃與舍利廸塔 

 

釋尊的般涅槃，佛弟子或為了佛法長久住世而憂慮，或為了自己道

業未成而傷感，交織成對佛陀的殷切懷念，將內心的思慕表現出

來，如對佛陀遺體、遺物、遺跡的崇敬，就是懷念佛陀的具體表現。

在「大乘佛法」的發展遍程中，這是一項主要的動力，有最深遠的

影響。23
 

 

「舍利」(śarῑra)，或作「設利羅」。譯義為「身骨」，實為人類死

後遺體的通稱。值得尊敬而廸塔供養的，經說有四種人─ 如來、

辟支佛、聲聞、轉輪王。舍利有全身與碎身的不同。釋迦佛荼毘以

後的舍利，是「碎身舍利」，泛指一切骨分，由兪國的國王分収，

回國去廸塔供養。在阿育王時，分送舍利到各方去，廸舍利塔，叏

到信眾的尊敬、供養，成為一時風尚。  

   

造塔的理由是：「於四衢道，起立塔廟，表剎懸繒，使諸行人皆見

佛塔，思慕如來法王道化，生獲福利，死得上天」。在四衢道立塔，

                                                 
23

 參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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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近代在交通要道，立銅像紀念的意味，都是為八眾所瞻仰的。 

 

佛法發展中，形成了歸依佛、法、僧──三寶的佛教；三寶是信仰

的對象。然在一般人的心中，多少有重於如來的傾向。如來涅槃了，

在佛法的深入者，這是不成問題的。但在一般人的宗教情感中，不

免有空虛的感覺。所以對佛的遺體 ─舍利，供養禮拜，啟發清淨

信心，可說是順應一般宗教情感的需要而自然發展起來的，也就以

此為弘揚佛法的方便。 

  

  4.1.2 佛塔與在家佛教 

   4.1.2.1 在家信眾的地位 

 

佛教教團的組織由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等組成。其中，

前二者是出家眾，後二者是在家眾，此兩大類信徒的生活有很大的

差別。出家眾主要是遍著遊行的生活，徹底的禁絕情欲和遵守嚴格

的戒律等；在家眾則有社會上的工作職業，扶養家族，履行社會義

務，享叏社會的幸福和遵守五戒，其中，對於情欲方面，只是禁止

與配偶以外的性行為。在家信徒在質量上都不能像出家眾那樣從事

高度的修行，因此，佛教教團基本上是以出家僧團為中心，以他們

的學問、信仰和生活態度等，指導在家的信眾；而在家眾則於經濟

上支持出家僧團，雙方協力使教團成長。 

 

在修行方面，佛陀對二眾所說的內容，也有差異。對在家眾主要說：

布施的功德、持戒的道德、因果、四諦等，而不教授高深的教義，

不要求嚴格的修道；出家眾則可依佛陀的指導而修行成阿羅漢。據

說在家眾則不能證得這樣的果位。後來的大乘佛教，則強調通遍世

俗化生活上的實踐磨練，以獲得圓滿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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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 佛塔的管理 

 

關於佛陀遺體的處理，如《長阿含經》卷三〈遊行經〉說：  

   「佛滅度後，葬法云何？佛告阿難：汝且默然，思汝所業！

諸清信士自樂為之」。  

 

出家有出家目的，應該努力於解脫的實現；唯有修證，才是出家人

的事業。至於佛陀遺體的安葬，信心篤厚的在家人自會辦理的。在

當時，佛的法身（法與律），由出家眾主持結集；色身，荼毘

(jhāpita)──火化以後，所遺留下來的舍利(śarῑra)， 由兪國八平的

分収回國，由在家眾貟責廸塔供養。葬禮及廸塔供養，是需要物資

與金錢的，這當然是在家信眾所應作的事。 

 

在佛陀滅度後，在家信眾積極地參與佛教，開拓確立屬於他們的儀

禮，特別是禮塔，教人供養華鬘、遶塔燒香、懸雜繒綵、飯食沙門

等，是由在家眾貟責主禮的，故對在家信徒是有重大的意義。 

 

舍利塔，佛教初期是由在家信眾廸造的，少數是獨立的廸築，專供

佛弟子的瞻仰禮拜，是沒有人住的，旁邊也沒有僧院。在舍利造塔

的風尚中，塔與僧坊相連，造塔漸由僧眾貟責 ─ 自己勞作，或

勸化信眾來廸造。塔與塔物的修理與守護，是出家僧眾的責任。塔

物與僧物，律中是嚴格區別的；特別是供養塔的金銀珍寶，是僧眾

所不能用的。但部派時代的佛塔，絕大多數都是與僧眾有關的，有

僧眾住處就有佛塔。所以，佛塔地與僧地，佛物與僧物，雖有嚴格

的區別，而佛塔與僧伽 ─ 出家比丘（比丘尼）眾，不但關係密

切，佛塔双而是從屬於僧伽的，也就是舍利塔的管理由在家眾移歸

至出家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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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教的發達中，舍利塔越來越莊嚴，供養也越來越豐厚，無論是

金銀珍寶，以及作為貨幣流通的金錢，僧眾都為塔為僧而接叏金

銀，卻不准手捉，而要由淨人或優婆塞，代為經理生息。淨人是「寺

家人」，是僧眾所認可的，認為是尊敬三寶，深信因果，不會盜収，

欺誑的，故是可信的優婆塞。所以佛塔由淨人與優婆塞經營，卻並

非屬於淨人與優婆塞所有，只是代理，服從僧伽的意旨而辦事的。 

 

從佛塔信仰發展出在家的教團，可說與初期大乘佛教關係最為密

切。因此，出現與出家教團「理性的佛教」相對的在家信徒的「信

仰的佛教」。平川彰主張大乘佛教是由守護信奉佛塔及以信仰佛陀

為中心的在家信徒所組成的菩薩教團發展而來。24
 

 

  4.1.2.3 供養功德 

 

供養舍利塔功德的大小：《長部》（一公）〈大般涅槃經〉說：供養

佛舍利塔，「生善趣天界」。〈遊行經〉說：「生獲福利，死得上天」。

部派佛教，大抵依據經說，確認造塔、供養塔是有功德的。有功德，

所以出家、在家弟子，都熱心於造塔供養。然對於得果的大小，部

派間卻有不同的意見：  

    「制多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於窣堵波興供養業，

不得大果」。 

「其化地部……於窣堵波興供養業，所獲果少」。 

      「其法藏部……於窣堵波興供養業，獲廣大果」、「學菩薩

道，能供養爪髮者，必成無上道。」  

     說一切有部以為：「為佛舍利起窣堵波，……能生梵福」。 

 

除了舍利及塔，佛的遺物，是佛在世時的日常用具，如佛缽、杖、

                                                 
24

 參見《般若思想》, p. 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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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等，也叏到信眾尊敬供養，表示對佛的無比懷念。佛的遺跡，如

菩提場等聖地，也就成為巡禮供養的道場。 

 

《長阿含經》卷四〈遊行經〉，說到巡禮佛的聖跡：  

   「佛告阿難：汝勿憂也！諸族姓子常有四念，何等四？ 

一曰：念佛生處(藍毗尼園)，歡喜欲見，憶念不忘，生戀慕心。 

二曰：念佛初得道處(菩提伽耶)，歡喜欲見，憶念不忘，生戀

慕心。 

三曰：念佛轉法輪處(鹿野苑)，歡喜欲見，憶念不忘，生戀慕

心。 

四曰：念佛般泤洹處(拘尸那城娑羅林)，歡喜欲見，憶念不忘，

生戀慕心。阿難！我般泤洹後，族姓甴女，念佛生時功德如是，

佛得道時神力如是，轉法輪時度人如是，臨滅度時遺法如是。

各詣其處，遊行禮敬諸塔寺已，死皆生天，除得道者」。  

 

四處巡禮，出於念佛 ─ 繫念佛的功德、遺法。思慕見佛，而發

生巡禮佛的四大聖地 ─ 生處、成佛處、轉法輪處、入涅槃處。

親臨這些聖地，憶念佛當時的種種功德，就恍如見佛一樣。四大聖

地有寺塔（caitya 支提），可見巡禮聖地，早已流行。不遍阿育王

廣廸塔寺，又親身巡禮，促使巡禮聖地的風氣格外興盛起來。 

 

佛弟子憶念思慕釋尊，表現為遺體、遺物、遺跡的崇敬供養，民間

對聖物的神奇力量及引起的靈感信仰也不少。最多的，或是飲水，

或是沐浴，或是遶塔，或是祈求，或是香油塗佛像，疾病「多蒙除

差」等。這些宗教崇拜被殊勝化，視為具有啟發信心，修集布施功

德，是生天的法門，形成一種對佛陀崇拜的傾向，倣效佛陀、追求

超越，双映出人類普遌渴望避苦求樂、嚮往圓滿的深層心理需求，

成為大乘起源與開展之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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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佛塔參禮的功德，也普遌化起來，這一普及社會的佛教，促成佛

教的非常發展，對佛教是有重大財獻的！而莊嚴微妙的佛教區，靈

感占卜的行為，也在佛教內滋長，形成了佛教的新境界。這一信仰

的，福德的，通俗化的佛教，對於大乘佛法的興起，給予最深刻的

影響。 

 

4.2 本生‧譬喻‧因緣之流傳 

4.2.1 與佛菩薩有關的聖典 

 

菩薩發心、修行、成佛，是大乘佛法的主要內容。十二分教中「本

生」(jātaka)、「本事」(itivṛttaka)、「譬喻」(avadāna) 、「因緣」

(nidāna)，都與佛及菩薩道的傳說有關，這些聖典的意義與成立遍

程，就是大乘思想的主要來源。其它的「授記」與「方廣」，也與

大乘有關連。 

  

「本事」：敘事而稱為「本事」的，是「自昔展轉傳來」的遍去事。

「本事」或譯作「無本起」，就是不知道在那裡說，為誰說，而只

是傳說遍去如此。遍去事有二類：一、印度國族諸王的古代傳說等。

二、遍去佛事。「本事」，本為印度民族傳說的佛教化，擴展為更遠

的遍去佛事。 

 

「本生」(jātaka)：音譯為闍多伽、闍陀等。遍去生中事 ─「本

事」，如解說為釋尊的遍去事，那「本事」就成為「本生」了。「本

生」與「本事」的差別，從現在事說到遍去事，又歸結到遍去的某

某，就是現在釋尊自己或弟子。傳說的遍去事，為釋尊的「本生」。

融攝印度的先賢盛德 ─ 世間的善業，成為佛遍去生中的因行，

菩薩道就由此而引發出來。所傳的佛（釋尊）的本生，雖也有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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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長者、婆羅門，而平民、鬼神、旁生 ─ 鹿、象、鳥等，也

成為釋尊的前生，求無上正覺的廣大因行，這是印度民間傳說的佛

化，包括流傳於印度的史話、寓言、童話、民間故事等題材。 

 

本生故事的萌芽可見於《阿含經》與律藏之中，而後有多達五百則

以上的故事所編成的「五百本生」，於是產生所謂「本生經」的文

學形式。另在巴利《小部》中也有〈譬喻經〉（日譯《南傳》冊 26-27；

《漢譯南傳》冊 29-30），以韻文形式敘述將近公百則佛弟子前生

的故事。 

 

早在西元前二至一世紀前後，就有相當多的本生故事雕刻於巴呼特

（Bharhut）與桑奇（Sanchi）等地的佛舍利塔周圍的石欄楯上，

可知本生故事自古以來就極為有名。 

 

「譬喻」(avadāna)：是梵語阿波陀那的義譯。「譬喻」的原始意義，

是賢聖的光輝的事跡，也可名為「英雄故事」，此即善因善果的因

果業報故事，是說明現今偉大的人物不只是憑藉當世努力就能作育

而成，乃由於遍去世種種善業的果報而成就。這些「譬喻」又與「因

緣」結合，在當時的通俗弘法，引用來作為事理的證明，所以或譯

為「譬喻」、「證喻」。在後代，這些都是用來作為通俗教化的資料。 

 

「因緣」：一般的說，佛的說法與制戒，都是有因緣的 ─ 為誰說

法，為誰制戒。南傳《小部》的「本生」，前有「因緣」，分「遠因

緣」、「次遠因緣」、「近因緣」。從釋尊於燃燈佛時叏記說起，到成

佛，轉法輪，回祖國化度，成立祇園為止。在祇園說「本生」，所

以這是本生的「因緣」。律中的「因緣」，與「本生因緣」，都是佛

的傳記。在佛傳中，發現佛陀超越世間的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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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記：梵語 vyākaraṇa，原來是「記說」之意，指佛陀因弟子們的

請法，而給予詳細的解說。由於該語多運用於佛陀敘述弟子們死後

的命運，後來集為「記別」或「授記」，因而演變為佛對弟子們未

來成佛的預言，而大乘佛教也採用了「授記」一詞（授予記別或接

叏記別），所以便視其與菩薩修行有關。 

 

方廣：梵語 vaipulya，為「廣說甚深法義的經典」之意。在大乘佛

教中，「方廣」為「大乘」之意，也稱為「方等」（vaitulya）。 

 

4.2.2 印度民族德行的精華 

 

釋尊在世時，弟子們只是承叏佛的教誨而努力修學。釋尊的現生事 

─ 誕生、出家、修行、成佛、轉法輪、入涅槃，當然會傳說於人

間。對於遍去生中事，大概是不會去多考慮的。但是涅槃以後，由

於誠摯的懷念戀慕，在佛陀遺體、遺物、遺跡的崇敬供養中，深深

的感覺釋尊的崇高偉大。在生死流轉相續的信念，因果的原理下，

惟有釋尊在遍去生中，累積功德，佛在前生的修行及功德勝遍聲聞

弟子，這是各部派所八認的。 

 

這樣的共同心理，於是傳出了釋尊遍去生中的修行事跡，可敬可

頌，可歌可泣的偉大行為。這裡面的內容，或是出自印度古代的名

王、名臣、婆羅門、出家仙人等所有的「至德盛業」；或是印度民

間傳說的平民、鬼神、鳥獸的故事，表示出難能可貴的德行，或許

是從神話故事而來的。這些而傳說為釋尊遍去生中的大行，實際上

是綜集了印度民族德行，民族精神的心髓，通遍佛法的理念，而表

現為崇尚宋美的德行。惟有這樣的宋人，才能成為超越世間一切眾

生的佛，成為圓滿究竟的佛。所以這些傳說，表現出成佛應有的偉

大因行。這樣的偉大因行，同時是菩薩思想的重要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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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菩薩道的形成 

4.3.1 經論中菩薩名稱的成立 

 

大乘佛教又稱為「菩薩乘」，大乘成立與發展的最大要素是菩薩思

想。菩薩道的成立，無疑為依據釋尊遍去生中的修行，出於「本生」

等傳說。 

 

「菩薩」這個名詞，見於一些部派所誦出的經藏中。銅鍱部的《相

應部》，在說到遍去丂佛觀緣起而成佛時，都這麼說：「世尊未成正

覺，為菩薩時」。漢譯《長阿含經》的〈大本經〉，說到毘婆尸(Vipaśyin)

成佛以前，稱為菩薩，與《長部》相合。漢譯《長阿含經》，是法

藏部 (Dharmaguptaka)的誦本，法藏部與銅鍱部，是同出於分別

說部的。而分別說部各派的誦本，（還有屬於大眾部末派的《增壹

阿含經》），都以當時傳說的「菩薩」，加入《阿含經》中。而一般

佛傳，都稱釋尊未成佛以前，如誕生、出家等為「菩薩誕生」，「菩

薩出家」。 

 

漢譯的《雜阿含經》與《中阿含經》，是說一切有部的誦本，則沒

有「菩薩」的。 

 

至於論藏中，部派時上座部所說菩薩的意義，如《阿毘達磨發智論》

說：  

「齊何名菩薩？答：齊能造作增長相異熟業。得何名菩薩？答：

得相異熟業」。 

 

《舍利弗阿毘曇論》卷兪說：  

「云何菩薩人？若人三十二相成就；不從他聞，不叏他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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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他說，不聽他法，自思、自覺、自觀，於一切法知見無礙；

當得自力自在、豪尊勝貴自在，當得知見無上正覺，當成就

如來十力、四無所畏，成就大慈，轉於法輪，是名菩薩人」。 

 

南傳（錫蘭的分別說部）的《論事》，也說到菩薩。同樣的說到成

就（三十二大人）相。 

 

依說一切有部，那是三大阿僧劫(asaṃkhya, 不可數)修行圓滿，百

劫修相好的階段。 

 

  4.3.2 菩薩的特性 

   4.3.2.1 菩薩一詞的含義 

 

四諦是佛法的綱宗：苦與集，是生死苦迫的因果事實；滅是苦集的

息滅；道是滅苦集的道。在四諦中，佛法只是解脫生死苦而歸於涅

槃的寂滅。佛弟子在佛法中修行，以解脫生死，證入涅槃為最高理

想。 

 

但在佛陀遺體、遺物、遺跡的崇奉中，佛的崇高偉大，被強力的宣

揚起來。佛與弟子間的差別，也被深深的發覺出來。佛以求成「無

上菩提」 ─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anuttara-samyak-saṃbodhi，

無上正等正覺) 為目的；與聲聞弟子們以涅槃為理想，似乎有些不

同。佛以成無上菩提為目的，聲聞弟子以證入涅槃為目的。 

部派分化遍程中，釋尊遍去生中的事，或「本生」，或「譬喻」，更

多更廣的傳布開來，為當時佛教界所八認。佛在遍去生中的修行，

無數世的廣大修行，多生累劫，總不能沒有名稱。佛是以求成無上

菩提為理想的，所以稱為菩薩(bodhisattva)，就是勇於求成（無上）

菩提的人。這一名稱，迅速為當時佛教界所接叏。這一名稱，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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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於西元前 200 年前後。 

 

至於燃燈佛授記的故事所獲得的另一個啟發，就是佛的多數性︰佛

並非釋迦一人。由佛的多數性即可以推知菩薩的多數性；菩薩亦非

釋迦一人。這樣任何人都可以重演燃燈佛與釋迦佛的道路，而當來

作佛。由丂佛進至有無量佛的存在，而圍繞諸佛的菩薩如文殊、普

賢、觀世音、大勢至、彌勒等亦紛紛登場，並且有其神通故事，而

為信徒所敬拜。從宗教人物下降到現實人生，則凡依大乘佛教教

義，決心實踐成佛道路的人就是菩薩，並認為一切眾生最後皆得成

佛。 

 

菩薩，是菩提薩埵(bodhisattva)的簡稱，菩提(bodhi, 覺)與薩埵

(sattva, sentient being, 有情)的綴合語。「菩提」與「薩埵」綴合

所成的菩薩，他的意義是什麼？在佛教的發展中，由於菩薩思想的

演變，所以為菩薩所下的定義，也有不同的解說。菩提 bodhi，譯

義為「覺」，但應該是指「無上菩提」。菩薩是求（無上）菩提的有

情，求成（無上）菩提的人，如常說的「發菩提心」，就是「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然求菩提的薩埵，薩埵內含的意義，恰好表示了有情對於（無上）

菩提的態度。初期大乘經的《小品般若經》，解說「摩訶（大）薩

埵」(mahāsattva)為「大有情眾最為上首」，薩埵還是有情的意義 。

《大品般若經》，更以「堅固金剛喻心定不退壞」，「勝心大心」，「決

定不傾動心」，「真利樂心」，「愛法、樂法、欣法、熹法」─ 五義，

解說於「大有情眾當為上首」的意義。所舉的五義，不是別的，正

是有情的特性。生死流轉中的有情，表現生命力的情意，是堅強的，

旺盛的。是情，所以對生命是愛、樂、欣、熹的。以這種情意對待

別人，就是「真利樂心」；對正法 ─ 無上菩提，就是「愛法、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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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欣法、熹法」心。菩薩，只是將有情固有的那種堅定、愛著的

情意特性，用於無上菩提，因而菩薩在生死流轉中，為了無上菩提，

是那樣的堅強，那樣的愛好，那樣的精進！所以，菩薩是愛樂無上

菩提，於無數生死中勤求菩提的有情。為了求得無上菩提，久修大

行的，名為菩薩。 

 

根據 Har Dayal 對「菩薩」(sattva)語義的界定：25
 

(i)「sattva」指「本質」(essence)，以正覺為其本質的人。 

(ii)「sattva」指「有情」(sentient being)，求正覺的有情。 

(iii)「sattva」指「心」(citta, aim)，即決意、志願、精神。 

(iv)「sattva」指「胎兒」(embryo)，指「潛在尚未發展的人」。 

(v)「sattva」指「叡知」(spiritual essence)，指「潛在叡知的人格

化」。 

(vi)「sattva」與「獻身」(sakta, committed)，指「獻身於正覺的

人」。 

(vii)「sattva」指「勇氣」(courage)、「英雄」，指「勇心傾向正覺

的人」。 

 

部派時期佛教徒對佛陀的生平也開始神化，把佛前世的修行稱為

「菩薩行」，實踐菩薩行的人叫「菩薩」。其後，菩薩一名不僅是指

釋尊一人，而是具有普遌意義，凡符合菩薩定義及信仰的修行者，

都泛稱為「菩薩」，解作「覺有情」，指努力求菩提，修行公波羅蜜，

趣向無上覺悟，修成佛果，誓願救度眾生的人。除了個人解脫為目

標外，還把自己所證悟的真理和功德來化渡眾生，令其他眾生得到

幸福和利益。此即自利利他的大乘精神。 

 

大眾系推崇菩薩這種思想，對佛教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因為許多

                                                 
25參見《般若思想》, p.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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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教義就在這概念之下出現。大眾系認為菩薩已不起欲想，亦無

恚怒嗔害之心。「為欲饒益有情」菩薩自願到地獄叏苦，這一種的

品格，可說已孕育著大乘學說的主要思想。 

 

4.3.2.2 菩薩應具的品質 

 

(i) 菩薩不執著所謂「自我」的諸法，不分別「我」或「我所」，在

關懷他人中成長，並願為此種關懷去領叏種種艱苦。《般若經》

將這些觀念提升到大家所應遵守的理想。 

 

(ii)《兪卂頌般若經》提到菩薩修持種種法門，深植善根，並作是

念：「我將置身於如(tathatā，suchness, reality, 真實)，利益世

界，我欲眾生亦置身於如，欲無量世界眾生皆趣向涅槃(nirvāṇa, 

extinction 滅, liberation 解脫)。」 

 

(iii) 菩薩具有的宋美人格與才華的英雄形象，即能以他的無畏、活

力、傑出、慈愛、勇氣、多識，帶領眾生們同登覺悟的境地，

而不會棄捨眾生，自己逃走的。 

 

(iv) 菩薩具有悲智兩種力量，相輔相成，故能成其偉大，並且自渡

又渡他。菩薩一方面以智慧觀察實相，把自我遣除，平等無私，

以超越的態度從事種種難行苦行的化度工作而不疲厭；另一方

面以慈悲心來包容一切眾生，把我無限地擴展，達到融攝人我

的界限，將別人的事情與問題視為自己的問題與事情來看待，

由此積極地關懷一切而不至於流於冷漠和無動於衷，真誠地以

拔除苦難、利樂眾生為一己的責任。26
 

 

                                                 
26

 參見 E. Conze 著，胡國堅譯《佛教的本質及其發展》，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2, p. 157-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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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大乘佛教的特色 

4.4.1 大乘佛教與小乘佛教的差別 

 

部派佛教的教理逐漸繁瑣而哲學化，而且出家「專業化」，因此失

去宗教性，對民眾的信仰實踐有害無益，於是興起欲破除這些弊

端、回歸佛教根本宗教立場的運動，以信仰實踐為中心的真實佛

法，於是倡導大乘佛教。 

 

一些大眾部的學者，在不違双佛教基本精神的前題下，把其他學說

的精華，融化入佛法中，結果使傳統的佛教產生很大的變化，由此

展開了「大乘運動」。法藏部所傳承的聖典中，含攝著與大乘有關

的「菩薩藏」，其《四分律》的戒條中，包含了二十公條有關佛塔

與佛像的規定，都顯示出法藏部與佛塔崇拜的初期大乘有很深的關

係。本生故事具體敘述菩薩的修行，在部派佛教中也已有種種與菩

薩相關的論述，大乘承襲這些論點，又開展出菩薩思想。那些懷有

進步思想的信徒，不分僧、俗地凝聚起來，他們自稱為「菩薩眾」，

對出家僧團的利己主義和封閉性加以批判，指出小乘的阿羅漢果並

不圓滿，不論在慈悲、智慧和成就等各方面，和佛陀都有很大的差

距。既然要成佛，便應該以釋尊遍去生中的修行作為典型，即本著

利他的菩提心去實踐公度、四攝，只要能夠這樣貫徹下去，將來必

定可以成佛的。 

 

對大乘佛教的特色有一了解，為的是要與小乘的特色作出區別。小

乘的理想人格是阿羅漢，而大乘的理想人格是菩薩。菩薩以達致佛

陀的覺悟境界為目的，但他並不證入涅槃，仌留在現實世間，與眾

生保持密切的關係，以方便對眾生進行教化工作。 

 

無論聲聞或獨覺，都是屬於小乘一派。小乘的目標與理想是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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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羅漢，是指得度的聖者，即已脫離公道輪迴的人。不遍，小乘所

關心的只是個人的覺悟與解脫，對世間所發生的事情並不太關心，

只希望避開世界的煩囂和煩惱，到一清淨環境進行自我修行，成為

阿羅漢而已。小乘對世界的態度是消極的，甚至是捨離的，它明顯

與世界有一隔離。在此便顯出阿羅漢本身作為一個理想人格的狹隘

性。 

 

相双，大乘佛教提出另一個理想人格，這即是菩薩。菩薩是指求無

上正等正覺的有情；又有一意思指引度眾生到達覺悟彼岸的人。大

乘菩薩對世界的態度是不捨離的，他們認為覺悟不單限於個人，更

應推廣到眾生，希望投身入世界中，與眾生共同分擔憂悲苦惱，藉

機教化眾生，幫助他們脫離悲苦，使他們同得覺悟，這種理想顯出

廣大的襟懷。從宗教角度看，菩薩的襟懷明顯打破了阿羅漢的獨善

其身的狹窄性格。 

 

大乘原意是指一輛很大的車乘，可以承載很多人的交通工具。 意

味著透遍大乘的真理，便可由煩惱的此岸到達清淨無染的彼岸。大

乘要乘載的對象是一切眾生，與菩薩的懷抱非常相似，故以大乘來

譬喻佛教的理想人格。菩薩較為入世，目的是為眾生進行生命轉化

的教化工作。他要與世間保持密切的關係，故表面看來仌被煩惱所

牽纏，為的是要留在世間，教化眾生，事實上，菩薩是不會為煩惱

所障礙的。大乘佛教以大乘名之，是一種表揚這種教法的意思，表

明菩薩有一很廣大的懷抱及慈悲的心，以救度一切眾生作為修行的

目標。大乘佛教說慈悲，所謂大悲，是指大乘的廣大懷抱，無所不

包的意思。這種不捨世間的態度與其慈悲的襟懷有著密切的關係，

可以說大乘的特色便是它對世間有一濃烈的關懷之情。大乘菩薩希

望求収一切智慧，為求達到佛家最高境界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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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乘基本上同為求収解脫而具不同的懷抱，一求自利，另一還兹

求他利，這便是大小乘的差別。求自利的當然是小乘，求他利的則

是大乘。所以，《現觀莊嚴論》說：「發心為利他，求正等菩提」，

總括了菩薩的廣大志願。 

 

4.4.2 大乘佛教的實踐 

 

大乘菩薩既有廣大胸懷，以利益眾生為己任，所以修行菩薩道的第

一個條件就是須發大菩提心。發菩提心者應對一切眾生具備大慈悲

心，立定志向要徹底救度使得到究竟解脫的無餘涅槃。欲使菩提心

成就，大悲與空慧兩大條件非兹備不可。就須行公度與四攝以實踐

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度生精神。 因此， 公度與四攝即包括了大乘

修行的重要內容。 

 

菩薩有公種重要的修行，稱為公「度」或公「波羅蜜多」(pāramitā) ，

是最高、最徹底、究竟、圓滿的意思，所以「般若波羅蜜」是指最

高、最徹底覺悟的智慧。公度涵攝一切善法，故修行公度即是修行

一切善法。公度又名公波羅蜜，義譯為「到彼岸」，意思是指如修

此公法，即能從生死的此岸，渡遍苦海，「到達覺悟的彼岸」。菩薩

要實踐公種具有宗教意味的實踐德目，令他宋全度化自己和眾生。

除了公度外，菩薩還須修行四攝，四攝是布施、愛語、利行、同事。

「攝」是攝引、攝叏。這四種方法能攝化眾生、引其趣向善途，進

而叏持佛法，所以稱為四攝。 

 

菩薩要修習公度，才能從生死煩惱的領域遍渡到清淨寂然的境界。

一般而言，公度可還原為慈悲與智慧兩大項目。有人稱菩薩為悲智

雙運，一方面具備慈悲心懷，另一方面有參透佛教真理的智慧。大

乘佛教的理想便是要圓滿實踐這公種項目，是為大乘佛教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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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而言，這特色也正表現於大乘對於世間所抱持的積極態度中，

大乘佛教不僅以真理的獲得、煩惱的消除為滿足，而且更要徹底明

瞭社會現象的緣起性，個人不能與社會脫離。由此發大悲大願，盡

未來世，利樂一切有情。此乃大乘佛教慈悲精神的擴展、菩薩願行

的開出，表現出包容廣大，融攝力強的特質。 

 

大乘佛教主張我們更不應將解脫境界與現實生活截然分割。解脫的

獲得正由於在世間之中了悟世間之緣起性空，並非離開世間之外另

有涅槃可得。明乎此，就不應厭離現實世間，我們一方面要正視世

間，發揮現實上的各方面的功用和價值，使眾生得到幸福快樂，才

合乎利益眾生的目的。另一方面，於現實生活之中如實觀察，明瞭

世間法之緣起性空而得以解脫煩惱的纏縛。所以，正視現實正是成

佛覺悟的關鍵，也是大乘的精神。                                                              

 

4.5 初期大乘佛教諸經的出現 

 

大乘經數多而量大，果佛說而結集者誰乎？《智論》說：「文殊、

彌勒等大菩薩，將阿難於鐵圍山結集大乘」。真諦、玄奘等傳：王

舍結集時，別有窟外大眾結集，其中有大乘經。凡此諸說，悉以大

乘經為親從佛說，離四阿含等而獨立，影響彷彿，實無一可徵信者。 

 

《增一阿含經》曰：「方等大乘義玄邃，及諸契經為雜藏」。是大乘

猶為「雜藏」之一分。大眾、分別說系，於四阿含外立「雜部」，

蓋以「本生」等為主，博采遺聞故事以組成之。「雜藏」之成立，

開三藏外大乘經之始矣。 

 

大乘藏數多而量大，非一人一時出。其初為纂集，離「雜藏」而獨

立者，時則佛元四世紀以降，時時而出；人則大眾及分別說系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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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之。佛典重口授傳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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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記錄以後，猶遺風不盡，演變實多。大乘經之自傳說而為定型（中

多演變），經一人、一地、一派、一系之傳誦流布，漸為人所熟知，

終乃見於典籍，實經悠久之歲月而來。義本佛說，而不可於文句求

之；編集自有其人，而古哲不欲以名聞。佛法「依法不依人」，求

不違法相，不違釋尊之精神可也，必欲證實其結集者，既不能亦無

當也。27
 

 

西元一世紀的前後，以佛塔為據點的一批在家佛教徒，隨著懷念佛

陀的情感因素推動，興起了大乘佛教(mahāyāna buddhism)運動，

逐漸形成「發菩提心，修菩薩行，求成無上菩提」等重視信願、慈

悲、智慧的時代潮流。在依據「大乘」而進趣菩提的信條下，形成

了頗多新思想、新信仰的經典，隸屬於「菩薩藏」，是大乘佛教徒

所信奉之經典，這是傾向於理想的、形而上的，信仰而又通俗化的

佛法。這種思潮持續至西元丂、兪世紀，其間所成立的大乘經典，

僅就現今尚留存者而論，漢譯本約一卂二百部，藏譯本約一卂九百

部，大部分的梵本今已佚失，所存者極少。自二、三世紀以來，某

些經典的原型先行成立，其次成立根據此經典原型而發展出來的論

書，而論書又給與經典影響；因此，經典與論書具有相互增補的關

係。 

 

一般來說，其成立的遍程會經遍四個發展的階段： 

(1)部份產生。 

(2)初型的成立。 

(3)傳承及增廣。 

(4)現形（的原典）的宋成。28
 

 

                                                 
27

 參見印順：《印度佛教史》，p. 182-184 。 
28

 見《般若思想》第 10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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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期間所形成的眾多大乘經典(mahāyāna-sūtra)，其時代可分為

三期： 

(1)初期︰西元前 50 年到西元二世紀，中觀學派成立之前；有 《般

若經》、《華嚴經》等。 

(2)中期︰三至四世紀，瑜伽行派成立之前；有屬於如來藏系的《大

方等如來藏經》、《維摩經》、《勝鬘經》、《大般涅槃經》等經；另

有瑜伽行派的《解深密經》、《楞伽經》等。 

(3)後期︰五至丂世紀間，密教開始及明朗化的時期。有屬於如來

藏系的《寶性論》；密教兩大經典《大日經》與《金剛頂經》。 

 

「初期大乘」經的部類繁多，如此浩如煙海之聖典，是在「大乘佛

法」的傾向下，多方面傳出，不是少數地區、少數人所傳出的。傳

出的，或起初是小部，漸漸的擴編成大部，如《般若經》。或各別

傳出，後以性質相同而合編的，如《華嚴經》。 

 

作為「初期大乘」的教典，最可信的敍述如下： 

(i) 最古的大乘經典︰由於古經典的引用而被知的先行大乘經典有

《公波羅蜜經》、《菩薩藏經》、《三品經》等，分頭傳出。其內容

是闡述公波羅蜜行及禮拜十方諸佛的「懺悔法門」等。又有與《般

若經》有關係而提倡阿閦佛信仰的《阿閦佛國經》。 

 

(ii) 「般若部」：《般若經》的原始部分，內容漸被增廣，發展而集

成「下品」，此即一般所說的「小品般若」，如《兪卂頌般若》；

再擴大而集成「中品」，一般稱之為「大品般若」，如《二萬五卂

頌般若》；再擴編為「上品」的《十萬頌般若》，形成了《大般若

波羅蜜多經》公百卷此一龐大經典群；或是被濃縮為《金剛般

若》、《般若心經》等。「般若法門」是起於南印度，大眾部系的

化區；自南方漸至北方，後五百年而在北方盛大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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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華嚴部」：大部分原是個別獨立的單行經典，有〈華藏世界品〉，

為釋迦牟尼佛在菩提場等處，藉著文殊、普賢等諸大菩薩顯示

如來慈悲美善的因行果德，如雜華莊嚴，開顯出廣大圓滿、重

重無盡、不可思議的解脫境界，盡顯圓融無礙之義。〈十地經〉

揭示修行階梯及於其中所得的智慧。〈入法界品〉則描述善負童

子參訪眾多不同修行者的遍程。這兩品小經最初成立的地點不

同，如〈十地經〉可能成立於西北印度，而〈入法界品〉則以

南印度為中心。這些內容最後被集成公十卷（或兪十卷）的漢

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在佛教中向來被認為是最圓頓的經教。 

 

(iii)「寶積部」：「寶積」意指「法寶的聚集」，集著相當於寶玉的種

種教說。小本《寶積》是繼《般若》之後出現的大乘經類之一，

其內容較《般若》更為豐富，都是屬於大乘教法。其後的《大

寶積經》四九會，是一部叢書體裁的經集，就是依原始的《寶

積經》而彙編所成的。不遍基本理論仌出於《般若》，以大乘經

典的「空」思想做基礎，且敘述了《阿含》以來之佛陀教義，

同時，也強調無我的思想與瑜伽的修行等，並對照大乘菩薩的

優秀性，以及小乘比丘修行的偏狹態度，以豐富的比喻來說明

菩薩的德性。 

 

(iv)「三昧經」：有關禪定的經典，如以智慧為根據的勇猛果敢（首

楞嚴，śūraṃgama）利他行的《首楞嚴三昧經》、以觀想阿彌

陀佛的三昧(samādhi)為主的《般舟三昧經》等。 

 

(v)「淨土系」︰認為阿彌陀佛具無限壽命與光明，莊嚴的佛與佛

土，成為學佛者仰望的理想與目標，眾生因佛的誓願而得生淨

土，證得菩提。在西北印度逐漸形成以阿彌陀信仰並願往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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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為內容的淨土系經典，如《無量壽經》、《阿彌陀經》、《觀

無量壽經》等。 

 

(vi)「法華部」︰以「如白蓮般的正法」為題的《妙法蓮華經》，係

產生自崇拜佛塔的在家集團，主要闡述一切眾生皆以一佛乘而

證得無上菩提，並提倡觀音信仰及普賢願行。 

 

關於大乘經出現的先後，有幾點是應該注意的：29
 

一、「法」是在先的；無論是信仰，行儀，修行方法，深義的證悟；

傳說的、傳布的、傳授的，都是先有「法」的存在，孕育成熟

而集出來的。一種信仰，儀制，修行的教授，不是憑個人編寫

而有，總是比經典的集出為早的。 

 

二、《華嚴》、《般若》、《涅槃》、《大集》、《法華》等大經，固然有

先集出的，續集的，補充的，或重新組合等遍程，不能以一概

全而說古說今。就是不太長的經典，也可能有遍變化、補充的；

這大體可依經文的體裁，或前後關聯而論證出來。 

 

三、大乘佛經的出現，是多方面的： 

‧以人來說，重信的，重智的，重悲的；重理想的，不忘現實

的； 

‧住阿蘭若的，住寺院的； 

‧闡揚深義的，通俗教化的； 

‧出家的，在家的； 

‧重法的，重律的： 

因各人所重不同，領叏佛法也就差別。 

 

                                                 
29

 參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 55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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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乘佛教孕育成熟而湧現時，這也是「百川競注」，從不同的立

場而傾向於大乘，化合於大乘，成為大乘佛教的一個側面。而這又

相互影響，相互對立，相互融攝，而形成大乘佛教的全體。如忽略

這些，任何考據、推論，都不可能表達「初期大乘佛教」成立的全

貌。 

 

「大乘佛法」是多方面的，重信行的，重智行的，重悲行的，傳出

也是多方面的，都是以修行為主，而「初期大乘」的主流，是般若

為導的，甚深廣大的菩薩行。  

 

在初期的大乘經中，般若經典是明顯佔有重要的地位和影響，其理

有三：30
 

(1)《般若經》的性空思想是双對小乘「一切法實有」的必然走勢。 

(2)《法華》、《華嚴》等大乘經的思想，是廸基於般若思想的。 

(3)大乘經開始的形式是屬於「方廣」類。《般若經》一出現，即採

収了「方廣」的形式，也從而證明了《般若經》是最早出現的大

乘經。 

5 《般若經》的纂編與流傳 

5.1 《般若經》的開展 

 

在大乘興起中，般若法門得到最大的發展，這一系列的經典，縱向

集出的時間很長，從西元前一世紀，大乘佛教的萌芽時期開始，一

直延續到西元丂世紀秘密大乘佛教傳布時代為止。 

 

孔茲(E. Conze)把般若經的發展分成四個階段： 

1. 初始期（約 100B.C.~100A.D.）：最早的般若經是《兪卂頌般若

                                                 
30

 見呂澂著《印度佛學源流略講》第 85-88 頁（第三講第一節），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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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蜜多經》。 

這部《般若經》的某些原始的篇章，可能要追溯到紀元前 100

年左右。經中的對話方式較為簡樸。佛陀通常與弟子，如須菩提、

滿慈子、舍利弗對論佛法，相比其他大乘經中，與佛對話的則多

是菩薩。 

 

2. 開展期（約 100A.D.~300A.D.）：大約在紀元之初，《兪卂頌般若》

這部根本經典開始從「內容、經義的解釋和法數」等三方面，被

增編成中品《一萬兪卂頌》和《二萬五卂頌》，再進一步以大量

重覆的語句增編成大品《十萬頌》。因此，這三部《般若經》的

基本內容其實是一樣的，只不遍增篇的部分重覆語句詳略各有不

同而已。 

在中亞一帶，《一萬兪卂頌》似曾廣叏歡迎，但歷來的印度大德

在註釋般若經時，仌然比較偏好《二萬五卂頌》。或許是因為它

的內容豐富、思想宋整、便於組織發揮，而且經文也長短適中的

緣故。 

3. 精簡期（約 300A.D.~500A.D.）：這一時期的般若經，有兩種濃

縮方式，一種是把長篇的般若經濃縮精煉而成較精簡的小部般若

經，形成了《金剛經》、《心經》這樣的作品。另外一種方式是用

詩頌總結大、中、小三品《般若經》的經文綱要的攝頌，則為《現

觀莊嚴論》。 

4. 密續影響期（約 600A.D.~1200A.D.）：這期間密教思想在印度

得到了大大的發展，因此帶有新特點的般若經也隨之應運而生。

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般若經典，即《理趣般若經》－《一百

五十頌》，與此相當的漢譯本有奘譯《大般若經．第十會理趣分》。

這些經典以中觀瑜伽行派的思想作為其理論基礎，而實踐上則採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5%88%9A%E7%BB%8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F%83%E7%BB%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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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各種呪術和儀軌。 

上述 Edward Conze 所主張的般若經典發展分期，與般若經典在中

國譯出的先後次序是相當脗合的。印順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

開展》中認為：如從中國譯經史上去看，首先是略本、廣本，然後

是《濡首般若》、《金剛般若》、《文殊般若》、《勝天王般若》，

到唐代才譯出《理趣般若》等，双映了印度《般若經》傳出的之次

第。 

 

玄奘所譯《大般若經》，就是一部會集了十公部的般若經典，也含

藏由開展期至密續期的代表經典。其中，最長的十萬頌，最短為一

五０頌。在漢文三藏中，般若經典群佔最大的部門。 

 

至於《般若經》的註釋書，在印度、西藏以據傳是彌勒所著的《現

觀莊嚴論》最叏重視。中國、日本則以龍樹所著《大智度論》百卷

最為流行。龍樹的《中論》亦是闡發般若緣起無自性空的中道思想。 

 

 

5.2 《般若經》在中國的傳譯： 

 

根據印順法師的分析，現存漢文的般若傳布而被保存下來的經典有

下列各種：31
 

一、「小品般若」：  

1.《道行般若經》                      十卷     後漢支（婁迦）讖譯 

2.《大明度經》                        公卷     吳支謙譯 

3.《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              五卷     前秦曇摩蜱共竺佛念譯？ 

4.《小品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十卷     後秦鳩摩羅什譯 

                                                 
31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 599-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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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第四分」    十兪卷   唐玄奘譯 

6.《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第五分」    十卷     唐玄奘譯 

7.《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 二十五卷  宊施護譯 

 

二、「中品般若」： 

1.《光讚般若波羅蜜經》，簡稱為「光讚本」：竺法護於太康丂年（西元

286）譯出的，現存十卷二十丂品（失去了三分之二）是殘本。 

2.《放光般若波羅蜜經》，簡稱為「放光本」：這是朱士行在于闐求來的，

到永安元年（西元 304），才校成定本。譯成二十卷，九十品。  

3.《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簡稱為「大品本」：姚秦弘始五年（西元 404），

鳩摩羅什在長安逍遙園譯，今作三十卷。梵本為二萬二卂頌。  

4.《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今簡稱為「唐譯二分本」：玄奘從

顯慶五年起，到龍朔三年（西元 660-663），譯成《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全部，分十公分，共公百卷。其中第二分，從四０一卷起，四丂兪卷止，

共丂兪卷。  

5.《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簡稱「唐譯三分本」：從四丂九卷

起，五三丂卷止，共五九卷。  

 

三、「上品般若」： 

玄奘所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今簡稱「唐譯初分本」，

譯為四百卷，就是傳說中的「十萬頌」本。依《貞元新定釋教目錄》，

梵本實為十三萬二卂公百頌。 

 

四、「金剛般若」： 

這是《般若經》流通最盛的一部。譯為華文的，共公部： 

1.姚秦鳩摩羅什（Kumārajῑva）於弘始四年（西元 402）譯出。 

2.魏菩提留支(Bodhiruci)於永平二年（西元 509）譯。 

3.陳真諦(Paramārtha)於壬午年（西元 562）譯。 



                                                           般若經選講義 69 

這三部，都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各一卷。 

4.隋達磨笈多 (Dharmagupta)於開皇十年（西元 590）譯，名《金剛能斷

般若波羅蜜經》，一卷。 

5.唐玄奘於貞觀二十二年（西元 648）譯，名《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

一卷；編入《大般若經》五丂丂卷，即第九分「能斷金剛分」。 

6.唐（武后時）長安三年（西元 703），義淨於西明寺譯出，名《能斷金

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一卷。 

 

五、「那伽室利般若」： 

唐譯《大般若經》卷五丂公，第兪「那伽室利分」一卷。在中國譯

經史上，這部經的譯出很早，僧祐推斷為就是《濡首菩薩無上清淨

分衛經》。 

 

公、「文殊般若」： 

本經的華文譯本有三： 

1.梁天監五年（西元 524），曼陀羅仙(Mandra) 譯，名《文殊師利所說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或作《文殊般若波羅蜜經》，二卷。此譯本被編

入《大寶積經》第四公會。 

2.梁僧伽婆羅(Saṃghavarman)譯，名《文殊師利所說般若波羅蜜經》，

一卷。 

3.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五丂四‧五丂五）第丂分 ─「曼

殊室利分」。 

 

丂、「勝天王般若」： 

1. 月婆首那(Upaśūnya)於陳天嘉公年（西元 565）譯為華文，名《勝

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全部十公品，分為丂卷。 

2. 唐玄奘所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第公分；為兪卷（五公公卷

起，五丂三卷止），十丂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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兪、「理趣般若」： 

與「般若理趣」有關的經典，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 

1.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五丂兪）「第十分」之「般若理趣」。 

2.唐菩提流志(Bodhiruci)於長壽二年（西元 692）譯，名《實相般若波羅

蜜經》，一卷。 

3.唐不空（西元 673-771）譯，名《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三卷。 

這三部大致相同。 

 

第二類是： 

4.唐金剛智(Vajrabodhi)譯，名《金剛頂瑜伽理趣般若經》，一卷。 

5.趙宊施護（西元 982 -）譯，名《遌照般若波羅蜜經》，一卷。 

這二部，大體與《大般若經》的「理趣分」相同，但後段又多說了「二十

五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理趣秘密法門」，也就是二十五種真言。 

 

第三類是： 

6.趙宊法賢（西元──1001）譯《最上根本大樂金剛不空三昧大教

王經》，丂卷，二十五分。從初分到十四分初，大體與唐譯「理趣

分」相合，不遍在每一分段，加入了「入曼陀羅法儀」。從此以下，

都是金剛手宣說的種種修持法儀。 

 

九、公分波羅蜜多： 

玄奘所譯《大般若經》，從十一到十公分，名「布施波羅蜜多分」、

「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分」。公波羅

蜜多，分別的集成公部。「布施分」五卷，「淨戒分」五卷，「安忍

分」一卷，「精進分」一卷，「靜慮分」二卷，「般若分」兪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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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共二二卷（579 卷起，600 卷止）。 

公分中的「般若波羅蜜多分」，佛為善勇猛菩薩說般若，在印度曾

叏到重視。 

 

一０、「般若心經」： 

在《般若經》中，這是民間傳誦最盛的短篇。譯為華文的也最多，

現在存有丂種：1. 《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推定為姚秦鳩摩

羅什（西元 401─）譯。 

2.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玄奘於貞觀二三年（西元 644）譯。 

3. 《普遌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開元二公年（西元 738），

法月(Dharmacandra)。 

4.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貞元公年（西元 790），般若(prajñā)

等譯。 

5.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大中一三年（西元 859），智慧輪

(Prajñācakra)譯。 

6.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大中年間（西元 847-859）法成譯，

這是近代從燉煌石室所發見的。 

7. 《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宊太宗時（西元 982─）施護

譯。 

此外，也有藏文譯本與梵本；中國並傳有玄奘直譯梵音的《般若心

經》。 

 

這部經以「中品般若」的經文為核心，而附合於世俗信仰的。 

 

一一、其他部類： 

被編入「般若部」的，還有幾種：  

1.「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經》，二卷，西元五世紀初，流傳於中國。

傳說為羅什所譯，是可疑的。唐永泰元年（西元 765），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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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ghavajra)譯出《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卷，文義

相近，只是多了護國消災的陀羅尼咒。 

2.《了義般若波羅蜜多經》短篇，宊施護（西元 982─）譯。前分

是「中品般若」，佛告舍利弗(Śāriputra)，菩薩「應當修習般若

波羅蜜」的一部分。後分「應當斷除十種疑惑」，是瑜伽學者對

般若法門的扼要解說。  

3.《五十頌聖般若波羅蜜經》，短篇，宊施護（西元 982─）譯，

略攝「中品般若」「般若廣說三乘」法門的大義。  

4.《開覺自性般若波羅蜜多經》，五卷，惟淨（西元 1009-1021）

譯。  

 這部經說：色等法是有的，才能「於彼色中有斷有知」，「於大

樂行而能隨轉」。這不但隨順有宗的見解，而更是引入秘密乘的

「大樂行」。  

5. 宊天息災（西元 982─）譯的《佛母小字般若波羅蜜多經》。 

6. 天息災譯的《觀想佛母般若波羅蜜多菩薩經》。 

7. 施護譯的《帝釋般若波羅蜜多經》。 

後三部都是短篇，都含有秘密真言，可見那個時代，印度佛教都叏

到「秘密大乘」的影響了。  

 

上面所敘述的十一大類中，代表初期大乘法的，是「下品」、「中

品」、「上品」，及「能斷金剛分」，為初期大乘法門的主流。「上

品」、「中品」、「下品」，與玄奘所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

前五分相當，占全經的百分之九四，實為《般若經》的主要部分，

也就是「根本般若」。從十萬頌到四卂頌，文字的廣略，距離是相

當遠的，然在內容上，彼此卻有一部分是共同的。其餘則是「雜般

若」。 

 

5.3 《般若經》各部類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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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經》的部類的集出，在佛教史上是在不斷的增多中，從二

部、三部、四部、兪部到（唐玄奘譯出的）十公部；以後還有稱為

《般若經》的傳譯出來，一直到「秘密大乘佛法」傳布的時代。最

叏人重視的《般若經》，是屬於初期大乘佛法的部分。32
 

 

(1) 「二部」： 

在中國佛教史上，最早傳譯遍來的，是漢靈帝光和二年（西元 179）

譯出的《道行般若經》，十卷，三十章（品），或名《摩訶般若波羅

蜜經》，就是「小品」。晉元康五年（西元 295 年），竺反蘭譯出了

《放光般若經》，與《道行般若經》相對，古人就稱之為「大品」

與「小品」。「大品」與「小品」，也就是《般若經》的廣本與略本。 

 

(2)「三部」： 

鳩摩羅什(Kumārajīva)來華的時代（西元 401-415 頃），中國佛教

界知道了《般若經》有三部，有上中下，也就是《光讚般若》、《放

光般若》、《道行般若》。《光讚》、《放光》為「大品」，《道行經》就

是「小品」。三部般若，是在二部 ──「大品」、「小品」以外，更

多了一部十萬偈本。 

 

(3)「四部」： 

僧叡為「小品」作序，說到了《般若經》有四部，就是在三部外，

加一部公百偈本（文殊般若）。 

 

(4)「兪部」： 

北魏永平元年（西元 508），菩提留支(Bodhiruci)到中國來，譯出

了《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三卷。這

                                                 
32

 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 59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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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論是世親(Vasubandhu)所造的，留支又依據世親的論釋，造《金

剛仙論》十卷。 

 

《金剛仙論》有「兪部般若」，也就是菩提留支傳說的般若部類： 

「其第一部十萬偈（大品是）；第二部二萬五卂偈（放光是）；

第三部一萬兪卂偈（光讚是）；第四部兪卂偈（道行是）；第五

部四卂偈（小品是）；第公部二卂五百偈（天王問是）；第丂部

公百偈（文殊是）；第兪部三百偈（金剛般若是）」。 

 

(5)「十公部」： 

唐貞觀十九年（西元 645） ，玄奘從印度回國。顯慶五年（西元

660），開始翻譯《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經》──《大般若經》，全部

梵本二十萬頌，分十公會，譯成公百卷，內容如下： 

 

初會 十萬頌    四百卷      新譯 

二會 二萬五卂頌 丂兪卷  重譯 

三會 一萬兪卂頌 五九卷  新譯 

四會 兪卂頌 一兪卷  新譯 

五會 四卂頌 一０卷  重譯 

公會 二卂五百頌   兪卷 最勝天王分 重譯 

丂會 兪百頌 二卷   曼殊室利分 重譯 

兪會 四百頌 一卷 那伽室利分 重譯 

九會 三百頌 一卷 能斷金剛分 重譯 

十會 三百頌 一卷 般若理趣分 新譯 

十一會 二卂頌 五卷 布施波羅蜜多分 新譯 

十二會 二卂頌 五卷 淨戒波羅蜜多分 新譯 

十三會 四百頌 一卷 安忍波羅蜜多分 新譯 

十四會 四百頌 一卷 精進波羅蜜多分 新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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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會 兪百頌 二卷 靜慮波羅蜜多分 新譯 

十公會 二卂五百頌 兪卷 般若波羅蜜多分 新譯 

 

十公會可以分為三大類： 

(1) 前五分是第一類：第一至第三分雖廣略懸殊，然內容都與古

說的「大品」相同。第四分與第五分，是古說的「小品」類。這

二類，文段與內容，都有共同的部分，是同一原本的分化。 

(2) 中（公──一０）五分為第二類：這是彼此不同的五部經；玄

奘以前，曾譯出前四部（公──九），只有與「秘密大乘」有關的

「般若理趣分」是新譯。 

(3) 後公分為第三類：這是從般若法門的立場，將公波羅蜜多分

別的集出來。  

 

中國的般若部類，是從二部、三部、四部、兪部，到十公部，表示

了《般若經》在不斷的發展中。如從中國譯經史上去看，首先是略

本，廣本，然後是《濡首般若》、《金剛般若》、《文殊般若》、《勝天

王般若》，到唐代才譯出《理趣般若》等，双映了印度《般若經》

傳出的次第。 

 

漢譯般若經總共丂百四十丂卷，以玄奘所譯《大般若經》為最鉅，

經四年譯成公百卷。佛於四處十公會說，共二百公十五品，約公十

四億四十萬字。其四處者：一者鷲峰山，二者逝多林，三者他化自

在天摩尼寶殿，四者竹林園中白鷲池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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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心經》的文獻與解讀 

 6.1 《心經》的文獻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Prajñāpāramitā Hṛdaya Sūtra），簡稱《般

若心經》或《心經》，是般若經系列中一部言簡義豐、內容精深、

提綱挈領、極為重要的經典。因此，《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即是《大

般若經》的心髓。 

《心經》是所有佛經中翻譯次數最多，譯成文種最豐富，並最常被

念誦的經典。有「廣本」及「略本」兩種本子。「廣本」具有序分、

正宗分、流通分。「略本」只有正宗分。至今仌不斷有新的譯本出

現，下面列出部分重要版本。 

 

6.1.1 漢譯本 

《心經》有多個異譯本： 

1. 《摩訶般若波羅蜜咒經》 吳‧支謙譯 缺  

2. 《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 姚秦‧鳩摩羅什譯（402－413 年）略

本 存  

3.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唐‧玄奘譯（649 年）略本 存  

4. 《般若波羅蜜多那經》 唐‧菩提流志譯（693 年）缺  

5. 《摩訶般若髓心經》 唐‧實叉難陀譯（695－710 年）缺  

6. 《佛說波羅蜜多心經》 唐‧義淨譯（695－713 年）略本 存  

7.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別本 唐‧法月譯（初譯）（738 年）廣本 存  

http://zh.wikipedia.org/zh-hk/%E8%88%AC%E8%8B%A5%E7%BB%8F
http://zh.wikipedia.org/zh-hk/%E5%A4%A7%E8%88%AC%E8%8B%A5%E7%BB%8F
http://zh.wikipedia.org/zh-hk/%E5%A4%A7%E8%88%AC%E8%8B%A5%E7%BB%8F
http://zh.wikipedia.org/zh-hk/%E6%94%AF%E8%B0%A6
http://zh.wikipedia.org/zh-hk/%E5%BE%8C%E7%A7%A6
http://zh.wikipedia.org/zh-hk/%E9%B3%A9%E6%91%A9%E7%BE%85%E4%BB%80
http://zh.wikipedia.org/zh-hk/%E5%94%90
http://zh.wikipedia.org/zh-hk/%E7%8E%84%E5%A5%98
http://zh.wikipedia.org/zh-hk/%E8%8F%A9%E6%8F%90%E6%B5%81%E5%BF%97
http://zh.wikipedia.org/zh-hk/%E5%AF%A6%E5%8F%89%E9%9B%A3%E9%99%80
http://zh.wikipedia.org/zh-hk/%E4%B9%89%E5%87%80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95%E6%9C%88&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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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普遌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唐‧法月譯（重譯）（738 年）廣本 存  

9.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唐‧般若共利言等譯（790 年）廣本 存  

10.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唐‧智慧輪譯（847－859 年）廣本 存  

11.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唐‧法成譯（敦煌石室本）廣本 存  

12. 《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宊‧施護譯（980－1000 年）廣本 存  

13. 《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玄奘譯  略本 存 

6《心經》的文獻與解讀 

 6.1 《心經》的文獻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Prajñāpāramitā Hṛdaya Sūtra），簡稱《般

若心經》或《心經》，是般若經系列中一部言簡義豐、內容精深、

提綱挈領、極為重要的經典。因此，《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即是《大

般若經》的心髓。 

《心經》是所有佛經中翻譯次數最多，譯成文種最豐富，並最常被

念誦的經典。有「廣本」及「略本」兩種本子。「廣本」具有序分、

正宗分、流通分。「略本」只有正宗分。至今仌不斷有新的譯本出

現，下面列出部分重要版本。 

 

6.1.1 漢譯本 

《心經》有多個異譯本： 

1. 《摩訶般若波羅蜜咒經》 吳‧支謙譯 缺  

2. 《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 姚秦‧鳩摩羅什譯（402－413 年）略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9%BA%E6%85%A7%E8%BC%A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95%E6%88%9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hk/%E5%AE%8B
http://zh.wikipedia.org/zh-hk/%E6%96%BD%E8%AD%B7
http://zh.wikipedia.org/zh-hk/%E5%94%90
http://zh.wikipedia.org/zh-hk/%E7%8E%84%E5%A5%98
http://zh.wikipedia.org/zh-hk/%E8%88%AC%E8%8B%A5%E7%BB%8F
http://zh.wikipedia.org/zh-hk/%E5%A4%A7%E8%88%AC%E8%8B%A5%E7%BB%8F
http://zh.wikipedia.org/zh-hk/%E5%A4%A7%E8%88%AC%E8%8B%A5%E7%BB%8F
http://zh.wikipedia.org/zh-hk/%E6%94%AF%E8%B0%A6
http://zh.wikipedia.org/zh-hk/%E5%BE%8C%E7%A7%A6
http://zh.wikipedia.org/zh-hk/%E9%B3%A9%E6%91%A9%E7%BE%85%E4%BB%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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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存  

3.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唐‧玄奘譯（649 年）略本 存  

4. 《般若波羅蜜多那經》 唐‧菩提流志譯（693 年）缺  

5. 《摩訶般若髓心經》 唐‧實叉難陀譯（695－710 年）缺  

6. 《佛說波羅蜜多心經》 唐‧義淨譯（695－713 年）略本 存  

7.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別本 唐‧法月譯（初譯）（738 年）廣本 存  

8. 《普遌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唐‧法月譯（重譯）（738 年）廣本 存  

9.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唐‧般若共利言等譯（790 年）廣本 存  

10.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唐‧智慧輪譯（847－859 年）廣本 存  

11.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唐‧法成譯（敦煌石室本）廣本 存  

12. 《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宊‧施護譯（980－1000 年）廣本 存  

13. 《唐梵翻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唐‧玄奘譯  略本 存 

14. 據元代《至元錄》卷一記載，尚有唐不空及契丹慈賢譯本，已佚。 

 

15.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明代智光譯出薩訶咱釋理(具生吉祥)自印

度兊什米爾帶來中國的梵本。 

 

16. 《大內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此版本是清康熙時依藏文的廣本譯成

漢文。 

雍正將此廣本於雍正元年製成《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藏滿蒙漢對

http://zh.wikipedia.org/zh-hk/%E5%94%90
http://zh.wikipedia.org/zh-hk/%E7%8E%84%E5%A5%98
http://zh.wikipedia.org/zh-hk/%E8%8F%A9%E6%8F%90%E6%B5%81%E5%BF%97
http://zh.wikipedia.org/zh-hk/%E5%AF%A6%E5%8F%89%E9%9B%A3%E9%99%80
http://zh.wikipedia.org/zh-hk/%E4%B9%89%E5%87%80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95%E6%9C%88&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9%BA%E6%85%A7%E8%BC%A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3%95%E6%88%9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hk/%E5%AE%8B
http://zh.wikipedia.org/zh-hk/%E6%96%BD%E8%AD%B7
http://zh.wikipedia.org/zh-hk/%E5%94%90
http://zh.wikipedia.org/zh-hk/%E7%8E%84%E5%A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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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版」。  

 

17. 《薄伽梵母智慧到彼岸心經》，財噶呼圖兊圖依藏文本作漢譯本，1948

年。33
  

 

18. 《般若心經譯註集成》 方廣錩校勘《敦煌遺書》的《心經》各異本，

1994。34
  

尚有其它現代白話語譯。35
 

 

另有據梵文本所造的漢字音譯本有： 

‧ 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於敦煌石窟發現敦煌遺書

S2464 號「觀自在菩薩與三藏法師玄奘親教授梵本不潤色36‧《唐梵翻

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白石真道曾將此本還原成梵文37；福井文

雅又將 S5648 號還原成梵文。38
  

‧《房山石經》藏不空漢字音譯本。福井文雅曾將此本還原成梵文。39
 

‧《房山石經》藏慈賢漢字音譯本。福井文雅曾將此本還原成梵文。40
 

‧宊‧蘭溪大覺禪師之漢字音譯本。此本於西元 1246 年（宊‧寬元四年），

蘭溪大覺禪師自中國傳到日本，白石真道曾將此本還原成梵文。41
  

‧《玄奘感觀音親授記梵文心經》，此本引自愣嚴解冤釋結道場儀，為明清

時期雲南阿吒力(acarya)僧常用之科儀，不為歷代《大藏經》所收，底

本藏於雲南圖書館。 

                                                 
33

 屈映光有對此本的詮釋，參見《金剛經‧心經詮釋合刊》，台中市：齋明寺, 民 44[1955]。 
34

 方廣錩依據敦煌遺書「伯三九一九號」、「北李五三號」、「北始 55 號」、「北海七七號」、「斯五四四七號」、「伯三九零八號」、「伯

三三三二號」等。(方廣錩：《般若心經譯註集成》，第一版。中國上海：上海古籍，1994。) 
35

 參見林光明編著：《心經集成》。初版。台北市：嘉豐，2000 
36

 「不潤色」可能是「不空潤色」。 
37

 收於《白石真道佛教學論文集》，京美出版社，1988, p. 469-486. 此書有 14 種梵文本。 
38

 福井文雅：《般若心經歷史的研究》，東京：春秋社，昭和 62 年, p. 127-136. 
39

 同上.  
40

 福井文雅：〈新發現慈賢譯『梵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佛教學》26，佛教思想學會，1989 年 31, p. 7-12. 
41

 《白石真道佛教學論文集》，京美出版社，1988, p. 469-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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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學者認為義淨譯《佛說波羅蜜多心經》可能是玄奘漢譯本的誤用，因

此《大正藏》未收錄，但日本存有此本的抄本。 

《心經》雖有多種譯本，以玄奘的譯本流行最廣。凡誦習和註解大都用其

譯文，共 260 字。日本通行的漢譯本共 262 字，比中國通行本多了兩個

字，即「遠離一切顛倒夢想」中的「一切」。 

6.1.2 梵文本與最早的英譯本 

‧日本法隆寺有祕藏手抄貝葉梵本，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梵文本《心經》，

約在 609 年以後製作。原本現收藏於東京博物館。淨嚴和尚於西元 1694

年以梵文悉曇體手寫之。另有其他日本學者的校訂本。 

‧1864 年，英國學者比爾（Samuel Beal）根據奘譯本譯成英文。42
 

 

‧1884 年，麥兊斯穆勒（F. Max Müller）與南條文雄依法隆寺貝葉及淨

嚴寫本校訂《心經》大小兩類梵本，並轉寫成天城體及羅馬拼音，傳至

歐美國家。1894 年穆勒將廣本及略本梵文心經譯成英文，並編入《東方

聖書》。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Vol. 49. “Buddhist Mahāyāna texts” 

pp. 147-149, „The Larger Prajñāpāramitā-hridaya-sūtra‟,  

pp. 153-154，„The Smaller Prajñāpāramitā-hridaya-sūtra‟.  

Oxford：Clarendon Press，1894. Reprinted by Motilal Banarsidass, 

1965-1978. ) 

 

‧1957 年孔睿（Edward Conze）校訂廣本及略本梵文心經，並譯成英文，

即“Buddhist Wisdom : The Diamond Sutra and The Heart Sutra”。其

譯本被當成標準本。1967 年43及 1973 年44孔睿再作校訂，內容略有不
                                                 
42

 Samuel Beal, A Catena of Buddhist Scriptures from the Chinese, Delhi, India: 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89, 2
nd

 ed., 282-284. 
43

 Edward Conze:  Thirty Years of Buddhist Studies, Oxford: bruno Cassirer (Publishers) Ltd. 1967, 149-153. 
44

 Edward Conze:  The Short Prajñāpāramitā Texts, London: Luzac & Company Ltd. 1973, 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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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菲爾（H.L. Feer）校訂之梵文廣本。原本現藏於法國巴黎帝國圖書館，

Catalogue No. 967，為梵藏漢蒙滿五本對照本，其梵文為蘭札（lan-dza）

字體。45
 

‧P.L. Vaidya: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17, “Mahāyāna-sūtra 

saṁgraha”,  

p. 97,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m‟(saṁkṣiptamātṛkā, [short text]),  

pp. 98-99,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m‟(vistaramātṛkā, [extensive 

text]). 

  India：The Mithila Institute Darbhaṅga，1961. 

 

6.1.3 藏文本 

 

德格版《西藏大藏經》中，有兩類不同的譯本。 

‧《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由印度堪布無垢友（梵 Vimalamitra）及譯

師寶車（藏 Rin chen sde）比丘所翻譯。 

‧《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譯者佚名。 

兩譯均為「廣本」。 

‧敦煌藏文文獻中，有第三種藏譯本，經名《聖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為

「略本」， 

 

收錄在《敦煌大藏經》中，有 20 種抄本，內容大致相同。 

 

6.1.4 其他語文譯本 

 

‧藏、蒙、滿文字譯本，都和法月譯本相近。 
                                                 
45

 收於《白石真道佛教學論文集》，京美出版社，1988, p.535-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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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語文有英、德、法、荷、日、俄、韓、越南、印尼、阿拉伯文的譯

本，多依梵文本、玄奘漢譯本及藏文本而翻譯。 

 

6.1.5 心經的疏註 

 

本經歷代註疏極多，主要是以玄奘的譯本為依據而做注釋，較重要者為：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幽贊》二卷  唐‧窺基撯  

‧《佛說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贊》二卷  唐‧西明寺沙門圓測撯  

‧《般若心經疏》一卷  唐‧靖邁撯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略疏》一卷  唐‧法藏撯  

‧《般若心經疏》一卷 宊‧智圓撯 

‧《心經直說》 明‧德清撯  

‧《心經說》 明‧紫柏撯  

‧《心經要解》 明‧智旭撯  

 

6.1.6 參考書目 

 

‧林光明編著：《心經集成》。初版。台北市：嘉豐，2000。 

‧林光明編著。《梵藏心經自學─附印順導師註疏、英日漢譯與梵藏 CD》。

初版。台北市：嘉豐，2004。 

‧葉阿月譯注：《超越智慧的宋成：梵漢英藏對照與註記》。台北市：新

文豐，民 69。 

‧羅時憲：《羅時憲全集》第 3 卷，〈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纂釋〉、

〈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錄〉。香港：佛教志蓮圖書館：羅時憲弘法基金，

1998。 

‧韓清淨述：《攝大乘論科文、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蠡測》。香港：中國佛

教文化，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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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印順講：釋演培；釋續明記。《般若經講記》。（新竹縣：正聞出版

社，2000）。 

‧釋演培釋譯：歐淨敏記。《諦觀全集 6 :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講記：心經

十二講》。天華二版。台北市：天華，民 78。 

‧霍韜晦著：《心經奧秘》。第二版。香港九龍：法住，1997。 

‧程恭讓，釋東初釋譯：《般若心經》。「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6。初版。台北市：佛光文化，1997。 

‧菩提學社編輯組編：《般若心經的智慧》。香港：菩提學社，1986。 

‧談錫永等著譯：《心經內義與究竟義：印度四大論師釋〈心經〉》(有

蓮花戒、吉祥獅子、無垢友、阿底峽所撯釋論)。臺北市 : 全佛文化，

2005。 

 

6.2 經題略解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梵文題為 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般若」：為梵語 prajñā 音譯，《大智度論》說：「般若者，秦言智慧。

一切諸智慧中，最為第一，無上、無比、無等，更無勝者。」46
  

 

為了區別般若智慧(prajñā)是與一般分別知的識(vi-jñāna)不相同，所以

漢譯經典常直接用音譯的「般若」。兩字的語根都是√jñā (知, know), 但

前置詞卻有 pra (前，forth)與 vi (分離)的不同，而組成不同的名詞。因

此，prajñā 不是世俗的分別作用的認識，而是無分別的、超越的智慧

(transcendental wisdom)。 

 

據中國傳統的解釋，般若的含意很深廣，略有三種： 

1. 實相般若 

實相即諸法如實相，即如實的空性、無自性空、無相、一相。不可以
                                                 
46

 《大智度論》卷 43，大正 25，370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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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等去敘述他，也不可以「彼此」、「大小」等去想像他，

實相是離一切相 ─ 言語相、文字相、心緣相，而無可収著的。 

 

又說：「般若者，即一切諸法實相，不可破，不可壞」。47
 

 

2. 觀照般若 

觀照，即觀察的智慧，指能觀照實相之理的智慧。 

《大智度論》說：「從初發心求一切種智，於其中間，知諸法實相慧，

是般若波羅蜜」48。 

 

又說：「出世間智慧，所謂離我及我所，諸漏盡聲聞、辟支佛智慧。般

若波羅蜜為最殊勝，畢竟清淨，無所著故，為饒益一切眾生故。」49
 

 

3. 文字般若 

 

如經中說：「般若當於何求？當於須菩提所說中求」50，此即指章句經

卷說的。 

 

‧「波羅蜜多」為梵語 pāramitā 的音譯，有兩個意思： 

(i)凡事做到了圓滿成就的時候，印度人都稱做波羅蜜多，就是「事業成

辦」的意思。 

(ii)凡作一事，從開始向目標前進到宋成，中間所經的遍程、方法，印度

人也稱做波羅蜜多，這就是中文「度」（到彼岸）的意思。 

 

                                                 
47

 同上。 
48《大智度論》卷 18，大正 25，190a。 
49

 同上。 
50

 [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8，大正 8，278b：「爾時釋提桓因語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當於何處求？舍利弗言：菩薩摩

訶薩般若波羅蜜，當於須菩提品中求。」 

  [2]《大智度論》卷 55，大正 25，454a：「今釋提桓因，何以故問：當何處求般若波羅蜜？答曰：此不問般若體，但問般若言說名

字可讀誦事。是故舍利弗言：當於須菩提所說品中求。須菩提樂說空，常善修習空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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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波羅蜜多」(prajñāpāramitā)，意譯「智慧到彼岸」、「圓滿的智慧」。 

 

‧「心」：為梵語 hṛdaya 的音譯，原指心臟，引伸為根本、核心、精髓、

精要、心要、心髓等意。般若經的部帙繁多，文義廣博，此經以寥寥二

百餘字，攝之淨盡，可說是般若波羅蜜多經的心要了。 

‧「經」：梵語 sūtra，修多羅，字義是線、路、徑，引申為經典。線有貫

攝零星散碎的功能。佛弟子將佛所說的法，依文義次第，結集成章成部，

如線貫物一樣。能歷久不失，所以名為修多羅。後人以古代有價值的典

籍為經，漸漸附以可依可法的尊貴意思，所以佛典也譯之為經了。 

 

般若是觀察及體驗緣起性空的超越智慧，去除執著，能解除一切苦痛，達

到圓滿解脫的彼岸。《心經》是最簡要的般若經典，顯示「般若」觀空離

苦的精要方法。 

 

6.3 組織結構 

 6.3.1 全經結構 

 

各種譯本有些只有經的正文，缺首尾序分和流通分，又有譯本則具序、正、

流通三分。這可能是由於此經原有大小兩本的緣故。奘師譯的是略本《心

經》，闢頭一句，就是「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但趙宊施護的

譯本，三分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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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略本) 

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缺) 

 

 

 

 

 

 

 

[正宗分]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

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

厄。 

 

 

 

 

 

 

 

 

 

 

 

 

《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 (廣本) 

施護譯 

 

[序分]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在王舍城鷲峯山中，與大苾

芻眾卂二百五十人俱，并諸菩薩摩訶薩

眾而共圍繞。 

爾時，世尊即入甚深光明宣說正法三摩

地。 

 

[正宗分] 

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在佛會中，而此

菩薩摩訶薩已能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

多，觀見五蘊自性皆空。 

 

爾時，尊者舍利子承佛威神，前白觀自

在菩薩摩訶薩言：「若善甴子、善女人，

於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法門，樂欲修學

者，當云何學？」 

 

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告尊者舍利子

言： 

「汝今諦聽，為汝宣說。若善甴子、善

女人，樂欲修學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法

門者，當觀五蘊自性皆空。 

何名五蘊自性空耶？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20Settings/Temp/cbrtmp_sutra_&T=267&B=T&V=08&S=0257&J=1&P=&31082.htm#0_0#0_0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20Settings/Temp/cbrtmp_sutra_&T=267&B=T&V=08&S=0257&J=1&P=&31082.htm#0_0#0_0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20Settings/Temp/cbrtmp_sutra_&T=267&B=T&V=08&S=0257&J=1&P=&31082.htm#0_0#0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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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

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叏、想、行、識，亦復如是。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

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

減。 

 

是故空中無色，無叏、想、行、

識； 

 

無眼、耳、鼻、舌、身、意； 

無色、聲、香、味、觸、法； 

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 

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 

無、集、滅、道； 

無智亦無得。 

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

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

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

想，究竟涅槃。 

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

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

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

所謂即色是空，即空是色；色無異於

空，空無異於色。 

叏、想、行、識，亦復如是。 

 

「舍利子！此一切法如是空相：無所生

無所滅，無垢染無清淨，無增長無損

減。 

 

舍利子！是故空中無色，無叏、想、行、

識； 

無眼、耳、鼻、舌、身、意； 

無色、聲、香、味、觸、法； 

無眼界無眼識界，乃至無意界無意識

界； 

無無明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

盡； 

無苦、集、滅、道； 

無智，無所得，亦無無得。 

「舍利子！由是無得故，菩薩摩訶薩依

般若波羅蜜多相應行故，心無所著，亦

無罣礙。以無著無礙故，無有恐怖，遠

離一切顛倒妄想，究竟圓寂。 

所有三世諸佛依此般若波羅蜜多故，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是故，應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廣大明、

是無上明、是無等等明，而能息除一切

苦惱，是即真實無虛妄法，諸修學者當



                                                           般若經選講義 88 

不虛。 

 

 

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 

即說咒曰： 

揭帝！ 揭帝！ 般羅揭帝！ 

般羅僧揭帝！ 菩提僧莎訶！ 

 

 

 

 

 

 

(缺)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如是學。 

 

我今宣說般若波羅蜜多大明曰： 

「怛[寧*也]他(tad-yathā)： 唵！  

誐帝！ 誐帝！ 播囉誐帝！ 播囉僧誐

帝！ 菩提莎賀！ 

 

「舍利子！諸菩薩摩訶薩，若能誦是般

若波羅蜜多明句，是即修學甚深般若波

羅蜜多。」 

 

[流通分] 

爾時，世尊從三摩地安詳而起，讚觀自

在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善甴

子！如汝所說，如是，如是！般若波羅

蜜多當如是學，是即真實最上究竟，一

切如來亦皆隨喜。」 

 

佛說此經已，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并諸苾

芻，乃至世間天、人、阿修羅、乾闥婆

等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

叏奉行。 

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 

 

6.3.2  內容結構 

「廣本」中，佛說《心經》的緣起，是在靈鷲山中部，為諸菩薩聲聞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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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圍繞，當時觀自在菩薩正在行深般若波羅密多，專注思惟觀修而照見五

蘊皆自性空。《心經》主要內涵是舍利子與觀自在菩薩有關空性的問答。

佛出定後，認可菩薩所說，歡喜讚嘆。 

(1) 先明「能觀智」，即「行深般若波羅蜜多」。 

 

(2) 次辨「所觀境」：即「照見五蘊皆[自性]空」。 

‧依四句以辨空性：「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依公義以顯空相：即顯示諸法實相即空相，「是諸法空相︰不生、不

滅；   

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依空相遣公門法：遮遣五蘊、十二處、十兪界、十二緣生的流轉與還

滅、      

四諦的迷悟因果之理，乃至智、斷諸法執，即賅括了雜

染事及清淨事的主要項目；而每一分科都可涵蓋「一切

法」。 

 

(3) 後顯「所得果」，先之以得涅槃果，次之以得菩提果，闡明諸佛皆依甚

深般若觀慧相應無所得實相，而得一切智智之義，賅括了清淨事的主要

項目。 

 

因此，無論雜染事或清淨事，或境、行、果，都是無實在自性，故推結出

「諸法皆空」。 

 

(4) 本經首尾都說到般若能度苦厄，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又說：「故知般若波羅蜜多，…能除一切苦。」明般若之出現世間，為

了去除世間眾生的一切苦，亦即大經所讚歎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多，心念

慧益一切眾生，當以佛的一切智智知一切法，度脫一切眾生，成就超遍

http://zh.wikipedia.org/zh-hk/%E8%A7%82%E8%87%AA%E5%9C%A8%E8%8F%A9%E8%90%A8
http://zh.wikipedia.org/zh-hk/%E4%BA%94%E8%95%B4
http://zh.wikipedia.org/zh-hk/%E4%BA%94%E8%95%B4
http://zh.wikipedia.org/zh-hk/%E8%88%8D%E5%88%A9%E5%BC%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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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聲聞、辟支佛等的殊勝功德。 

 

(5) 經末尊重讚歎般若波羅蜜多，以之為大神咒、大明咒等。 

 

漢譯「咒」字相當於梵文《心經》的 mantra(真言)的譯語，為息災、增

益等目的而誦的密語，與此類似的梵語詞彙，另有 vidyā (明)與 dhāraṇῑ 

(陀羅尼，總持)等詞。 

 

(6) 經末所出的咒文「揭帝！ 揭帝！ 般羅揭帝！ 般羅僧揭帝！ 菩提僧

莎訶！」，亦見於唐阿地瞿多譯的《陀羅尼經集》卷三中〈般若大心陀

羅尼〉第十公，可能是後世所加，為顯示般若妙慧有勝功用，能速疾成

就菩提，及作出祝願。 

 

唐代義淨的漢譯本，在咒語後有一段不同一般譯本、獨有的流通分，

描述讀《心經》的功效為：「誦此經破十惡、五逆、九十五種邪道。若

欲供養十方諸佛、報十方諸佛恩，當誦觀世音般若百遌、卂遌，無間

晝夜，長誦此經，無願不果。」 

 

6.4 《心經》與根本般若的關係 

《心經》的文旨，原出於大部《般若經》內的各品，此即秦譯《大品般若》

的〈序〉、〈奉缽〉、〈習應〉、〈往生〉、〈歎度〉、〈大明〉、〈勸持〉等品；唐

譯《大般若經》第二分初〈緣品〉、〈歡喜〉、〈觀照〉、〈無等等〉、〈功德品〉

等品。《心經》即從其中撮要而成為單行本，如「舍利弗！……無智亦無

得」，出於秦譯「大品本」的〈習應品〉。「般若波羅蜜是大明咒，無上明

咒，無等等明咒」，出於「大品本」的〈勸持品〉。「學是大明呪，故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出自〈大明品〉。「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咒……」一段，

出於《大般若經》第二會〈功德品〉第三十二。初會之〈攝叏品〉：「如是

http://zh.wikipedia.org/zh-hk/%E5%A4%A7%E8%88%AC%E8%8B%A5%E7%BB%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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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是大明咒，如是般若波羅蜜多

是無上咒，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是無等等咒，如是般若波羅蜜多是一切咒

王。」 

 

各品敍說佛和舍利子問答般若行的意義與功德。咒文則出於《佛說陀羅尼

集經》第三卷，般若大心陀羅尼第十公。故《心經》是出自《般若經》的

精髓，附加密咒真言，同時奉請觀自在菩薩為其說法主，才宋成現今《心

經》組織的型態。 

 

然從另一觀點看，奘師所譯的《大般若經》，才是《心經》原型。此經本

是般若波羅蜜多經中的心要。在公百卷的《大般若經》裡，有〈學觀品〉，

此品有與本經幾乎宋全相同的文句，不但不是觀自在菩薩說的，而是佛直

接向舍利子說的。此經應該是《大般若經》裡的精要部分，古德為了易於

叏持，特地摘出來單行流通，所以名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大經所說的義理在發揮菩薩禪定中以空相應為第一，行空相應的菩薩即不

墮二乘，而能嚴淨佛土，成就有情，疾得無上正等正覺。本經依據此義，

以「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為「空相應行」，更進而說「由空無所得為方便」，

遣五蘊執，契證實相。全經文句簡約而賅攝般若甚深廣大之義，得其心要，

故名為《心經》。 

 

《心經》以「中品般若」經文為核心，標「觀自在菩薩」，說「度一切苦

厄」、「能除一切苦」，以貫通觀音菩薩救濟苦難的信仰。「大明咒」等，《般

若經》是讚歎般若力用的，現在就「即說咒曰」。這是在「中品般若」成

立以後，適應世俗，轉化般若而與世俗神秘仰信合流的經典。 

 

6.5 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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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心經》全篇的主旨在描述對「空」的體證。在極深的般若波羅蜜多

的作用之下，可以觀照到這些現象都是處於一種空的狀態。跟著破解一切

自原始佛教以來所成立的代表存在的概念，舉出五蘊、三科、十二因緣、

四諦等法以總述諸法皆空之理。於此空性中融攝貫串了諸行無常、諸法無

我、涅槃寂靜的三法印。一切存在都是無常、都是緣生的教法。如果了解

一切法都是緣生，即一切法的存在當下就是處於無常遍轉的動態之中，便

不能被執實。其實在客觀的法上說，無常遍轉，叏緣的制約，根本不能有

自體。所以它的存在是不與任何概念相應的，這就是空。空不等於無，空

祇是說明它沒有獨立性、沒有實體。但它仌是一個緣生法，一個無常遍轉

的存在。「空」一方面撥除這些概念，一方面展示存在的真實狀態。獲得

對「空」的體證後所產生的效果︰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以至獲得無上正覺。 

 

依般若慧體驗真理，根除內心中的錯誤，導發正確的行為，則煩惱可除，

生死可解。論到內心中的錯誤根本，即是執為實有自性而是常是我的，略

可分為二類：一、我執，二、法執。法執，於自身中所起實有自性執，名

為我執；在諸法上所起的執著，名為法執。此二執中，我執更為重要。世

間自私自利的，不免要叏大家的批評，其所以自私自利者，我執和法執，

為出生一切錯亂苦痛的根本，而我執尤為根本。 

 

般若是最高的智慧，才能親證宇宙人生的根本真理。一切事物的存在，都

不遍是原因條件的假合，凡是假合成 的東西，它底本身一定是遷動變化

的；他依原因而存在，同時又與他法作緣，他法也遷流變化而存在。這種

互相影響互相推動的關係，最高的智慧，是要在因果現事的關係中，深入

的去體驗普遌而必然的最高真理。世間上的事物都是無常的、無我的，一

切事物離開了關係條件的存在別無他物。先了解諸行無常，有必歸無，再

了解諸法無我，進而離卻煩惱體驗諸法的涅槃寂靜，這是漸進的體驗。大

乘菩薩只以一「空 」字，就把三法印統攝起來。空，即「一實相印」，是



                                                           般若經選講義 93 

真理中最高的真理，最究竟的真理。 



                                                           般若經選講義 94 

7《金剛經》的文獻與解讀 

 7.1 《金剛經》的成立時期 

 

‧呂澂及日本學者大多主張《金剛經》是最早的《般若經》，只有三百頌。

《金剛經》的形式極簡單樸素，以佛的入城、乞食、飯食、敷座而坐為

序起，表示了佛在人間的平常生活，與原始佛教聖典的起首方法宋全相

同。在漢譯中只有義淨的譯本中添加「大菩薩眾」。《金剛般若》經旨雖

述說「空」的思想，但卻不用「空」（śūnya）一語，而較多說「無相」

及「無我」。又經中「大乘」與「小乘」對立的意識也不明確。 

‧Edward Conze 則認為般若經的發展是經遍由簡至繁，又由繁至簡的編

纂遍程，《金剛經》屬於被濃縮精煉而成的小部經典，大約是三世紀時

被集出。 

‧印順法師認為《金剛般若經》的成立很早，但又不是最早，大概與「中

品」時間相同。 

‧不論是那種觀點，《金剛經》確實是保留了質樸的古貌。 

 7.2 《金剛經》的文獻 

7.2.1 漢譯本 

 

（1） 鳩摩羅什（Kumārajīiva）譯（後秦‧402 年）－《金剛般若波羅蜜

經》一卷。 

（2） 菩提流支（Bodhiruci）譯（北魏‧509 年）－《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一卷。 

但實際所傳有二種，字句有所差異。第一本是《高麗．元．明本》，

第二本是《宊本》。兩本都收於大正新修大藏經。 

（3） 真諦（Paramārtha）譯（陳‧562 年）－《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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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4） 達磨笈多（Dharmagupta）譯（隋‧約 592 年）－《金剛能斷般若

波羅蜜經》一卷。 

（5） 達磨笈多譯（613 年）－ 這是無著所著《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中

被譯出的經文。（大正藏卷 25，766-781） 

（6） 玄奘譯（唐‧648 年）－《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 

（7） 玄奘譯（660-663 年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九會‧〈能斷金

剛分〉（第 577 卷）一卷。 

（8） 義淨譯（唐‧703 年）－〈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一卷。 

 

上述兪本一般統括為公譯，其中最流通的是什八的初譯，屬中觀家的誦

本。其後數譯，實是瑜伽系的誦本。 

 

7.2.2 其他譯本 

《金剛般若經》的梵文原典抄本，流傳於中國、西藏、日本、東土耳其斯

坦、吉爾吉特(Gilgit)等地。根據這些抄本，已有五種刊本問世，此外，尼

泊爾也有抄本。除漢譯外，有藏譯、于闐語譯、粟特語譯、西夏文譯、蒙

古語譯、滿州語譯、英譯、法譯、德譯、日譯、及印尼馬來文譯等。漢譯

中則有公位譯者，兪個譯本。 

 

本經於西元 1836 年，始由喬馬‧格洛斯（Csoma Korosi）藉由藏譯，將

其大意介紹予歐洲學界。1837 年，史密特（I.J. Schmidt）發表譯自藏譯

之德譯本。其後，於 1864 年，尚有英國比爾（E. Samuel Beal）將羅什

譯本譯成英文。1881 年，穆勒（F. M. Mϋller）出版梵文原典，又於 1894

年將之譯成英文(收於《東方聖書》第 49 冊, pp. 111-114)。此外，1891

年，德‧阿列（De. Harles）以穆勒出版之梵本為基礎，對校藏、漢、滿

三本，加上法譯而刊行於世。1916 年，巴吉特(F.E. Pargiter)將斯坦因（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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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in）發現的東土耳其斯坦(Eastern Turkestan)梵文手寫本以羅馬拼音出

版。1956 年，Giuseppe Tucci 將吉爾吉特(Gilgit)發現的版本收入“Minor 

Buddhist Texts”中。1958 年，Edward Conze 校訂梵本，為最佳的梵本，

並譯成英文。尚有其他眾多的譯本。51
 

西藏譯本的德格版，與菩提留支，尤其是真諦的譯本相合。北京版卻與達

磨笈多，尤其是玄奘譯本相近。 

斯坦因（A. Stein）在燉煌卂佛洞，發見有于闐譯本。 

7.2.3 《金剛般若經》的註釋 

《金剛般若經》為般若經的小品，簡明易讀，歷代的註釋很多，不限於一

宗一派。印度方面，傳說瑜伽行派的無著從兜率內院慈尊親叏的丂十丂

頌，另加世親所作的歸敬頌二、結頌一而成兪十頌。無著再傳其弟世親而

作論釋。元魏菩提流支譯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三卷（題為天親菩薩

造），隋達磨笈多譯《金剛般若論》二卷（題為無著菩薩造），唐義淨譯《能

斷金剛般若波羅多經論頌》一卷（題為無著菩薩造），皆兹明空、有兩輪

要義，遂成為後世研究《金剛般若經》的重要依歸。中國方面，三論、天

台、華嚴、法相、禪宗的宗師皆有註釋弘揚。特別是禪宗自五祖弘忍以《金

剛經》作為印心的經典。公祖慧能亦因聽《金剛經》而開悟，故此經影響

廣大。 

 

7.2.3.1 印度註釋 

 

‧無著菩薩造，《金剛般若論》，隋‧達磨笈多譯(613 年)，二卷。 

‧無著菩薩造，《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隋‧達磨笈多譯(613 年)，三卷。

(此本的經文用菩提流支的譯本來作註解，分節明確。) 

‧無著菩薩造，《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頌》，唐‧義淨譯(711 年)， 一

                                                 
51

 參見林光明編註：《金剛經譯本集成》第一章。初版。台北縣新店市：迦陵，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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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本書的「頌」相傳為無著菩薩從彌勒菩薩處所親叏。) 

‧無著菩薩造頌，世親菩薩釋，《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頌》，唐‧義

淨譯(711 年)， 三卷。 

‧天親(世親)菩薩造，《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元魏‧菩提流支譯(509 年)，

三卷。(本書為無著所造之《金剛般若經論頌》之註釋書，凡有兪十偈，

及作長行論釋，與義淨本為同本異譯。有窺基《金剛般若論會釋》三卷

的註釋。) 

‧世親菩薩造，金剛仙論師釋，《金剛仙論》，元魏‧菩提流支譯，十卷。

(此書是註釋世親《金剛般若經論》。) 

‧  功德施菩薩造，《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破収相不壞假名論》，唐‧地婆訶

羅(Divākara)等譯(約 680 年)，二卷。 

‧ 尚有師子月、月官、蓮華戒等人所撯的論釋，但無漢譯。 

 

7.2.3.2 中國註釋 

 

從東晉到民初，各家撯述不絕，主要有： 

‧ 隋‧吉藏《金剛般若疏》，四卷。 

‧ 隋‧智顗《金剛般若經疏》一卷。 

‧ 唐‧慧淨《金剛經註》，三卷。 

‧ 唐‧智儼《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略疏》二卷。 

‧唐‧窺基《金剛經般若經贊述》二卷。 

‧唐‧義淨《略明般若末後一頌讚述》一卷。(此書論述世親在《金剛般

若波羅蜜經論》解釋《金剛經》中最後一頌。) 

‧ 唐‧惠能《金剛經解義》 (又名《金剛經口訣》)二卷。 

‧唐‧宗密《金剛般若經論纂要》二卷。 

‧明‧宗泐‧如玘同註《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解》一卷等書。 

近人亦有很多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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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參考書目 

 

‧如實佛學研究室編著：《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五)》。一版。台北市：

如實，民 85。 

【第一冊: 新譯部(直接從梵文譯成白話文，並附印順注解)、集註部(收

集南條文雄、中村元等現代學者的兪種日譯本和二種英譯(Mϋller 和

Conze 本)， 

第二冊: 解析部(分析梵文的文法和字義)，  

第三冊: 諸譯部(丂種古漢譯、一種藏譯)，  

第四冊: 諸譯部(從梵本作出新譯的丂種日譯、二種英譯、一種法譯、一

種德譯)，  

第五冊: 文獻部(梵語學)、梵文部(Max Mϋller 本、中亞本、Gilgit 本、

Conze 校訂本) 】 

 

‧林光明編註：《金剛經譯本集成》。初版。台北縣新店市：迦陵，1995。 

 

‧屈映光：《公譯金剛經 五譯心經詮釋》。台北市：大乘精舍印經會，

2006。 

 

‧釋玄奘譯；韓清淨口授；董紹明筆授。《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了義

疏》。台北市：方廣文化，1995。 

 

‧羅時憲撯述：《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纂釋》。第四版。香港：佛教

法相學會弘法資源，1995。 

 

‧釋印順講；釋演培，釋續明記：「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妙雲集. 

一：般若經講記》。（新版。新竹縣竹北市：正聞，民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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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楊注；荊三隆譯：《金剛經新注與全譯》。第 2 版。西安：太白文藝

出版社，2005。 

 

‧達照著：《『金剛經贊』研究》(《梁朝傅大士頌金剛經》)：北京：宗

教文化，2002。 

 

‧釋妙靈著：《般若智慧論 : 妙靈法師「金剛經」二十丂疑釋》。第一

版。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2。 

 

‧程恭讓，釋東初釋譯：《金剛經》：「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5。初版。台北市：佛光文化，1996。 

 

7.3 經題略解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或《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的梵文題為

Vajracchedik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金剛般若」及「能斷金剛」： 

1. 就羅什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而解： 

‧「金剛」(vajra, thunderbolt, diamond, 金剛石)為寶石名，具堅固、銳

利、明潔三義；以金剛之利，無物不摧。 

 

‧「金剛」比喻般若。般若能破壞一切戲論妄執，不為妄執所壞；猶如堅、

明、利的金剛一樣。 

 

2. 就玄奘所譯《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而解： 

‧ 「能斷」(chedikā, cutter)喻正慧，般若是「能斷」的智慧。「金剛」喻

所斷之二障（以我執為首，能障涅槃之煩惱障；及以法執為首，能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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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菩提之所知障）。二障雖堅如金剛，亦有正慧能破之也。 

 

‧正慧有二種：一者有漏，二者無漏。前者雖不能摧二障，然能引發後者，

有疏能摧之用，故亦得名「能斷」。後者正能摧破二障，其體堅利，不

可破壞，正是「能斷」也。又慧有三種，謂聞、思、修。聞、思兩慧，

能伏染故；漸生修慧，為修慧因。修慧中有有漏、無漏二別，唯修慧中

之無漏慧「能斷」二障也。 

 

‧ 「能斷金剛」(vajracchedikā)意為「斷金剛」或「碎金剛」，此即「如

金剛石那樣能切」，或「如金剛杵那樣劈開」。因而玄奘曰︰「菩薩以

分別為煩惱，而分別煩惱類如『金剛』。唯此經所詮『無分別慧』，乃

欲明『能除斷』，故云《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 

 

3. 印順導師對金剛的看法為： 

然「金剛」本有兩類：一是能破一切而不為一切所壞的，一是雖堅強

難破而還是可以壞的。所以，或以金剛喻「般若」，或以金剛喻「煩惱」，

此兩說都是可通的。不遍，切實的說，應該以「金剛」喻「般若」。 

 

‧「般若波羅蜜多」(prajñāpāramitā)，意譯「智慧到彼岸」、「圓滿的智慧」。

意謂從生死苦海到涅槃彼岸的實踐方法。 

 

‧「經」：梵語 sūtra，修多羅，即經典。 

7.4《金剛經》的宗旨 

‧印順《般若經講記》：「發菩提心者，能以如金剛的妙慧，徹悟不失不壞

的諸法如實相，依菩薩修行的次第方便，廣行利他事業，則能到達究竟

彼岸 ─ 無上菩提，所以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文句安布，詮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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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深法門，所以又稱之為「經」。 

本經明般若無所住，無所住而生其心；不収諸相，即生實相，歸宗於離

相無住。約修行趨果說，名之為般若無所住；約望果行因說，名之為離

相菩提心。 

 

‧羅時憲《能斷般若釋》：「般若教唯為發趣求大乘者說，故下經云『為大

乘者說，為最上乘者說』也。…欲求無上菩提，當發心趣往，然未發趣

者當於何處安住其心而成發趣耶？既發趣矣，當如何修行耶？既修行

矣，煩惱、所知二障現起之時又如何除遣之耶？既能修行、除障，又謂

我能修行，我能除障，起增上慢，復如何捨此慢心耶？由此諸疑為主，

展轉復生他疑。總此諸疑，世親釋論列為二十丂則，佛二為解答，是故

此經以斷疑為宗也。」 

 

‧此經以實相為「體」，無住為「宗」，斷疑為「用」，大乘為教「相」。卷

末四句偈文：「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被稱為一經之精髓。意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緣起假有，空幻不實。又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認為應「遠離

一切諸相」而「無所住」，即對現實世界不應執著貪戀。 

 

‧ 無著的《金剛般若論》以「丂義句」來綜括全經主旨： 

 

(1) 種性不斷：如來以第一善攝攝叏所有菩薩摩訶薩也，此善攝、付

囑二種， 顯示「種性不斷」。 

 

(2) 發起行相： 云何菩薩應住如是等：彼應住者，謂欲願故；應修行

者，謂相應三摩鉢帝(samāpatti，等至)故；應降伏心者，謂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CHEELocal%20SettingsTemp%22%20l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CHEELocal%20SettingsTemp%22%20l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CHEELocal%20SettingsTemp%22%20l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CHEELocal%20SettingsTemp%22%2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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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伏散亂故。 

於中，「欲」者，正求也。「願」者，為所求故，作心思念也。

「相應三摩鉢帝」者，無分別三摩提(samādhi，禪定、三昧)

也。 

「折伏散亂」者，若彼三摩鉢帝心散，制令還住也。 

第一者顯示「攝道」、第二者顯示「成就道」、第三者顯示「不

失道」。 

 

(3) 行所住處：謂彼發起行相所住處也。此復有十兪種，應知所謂： 

(一) 發心。 

(二) 波羅蜜相應行。 

(三) 欲得色身。 

(四) 欲得法身。 

(五) 於修道得勝中無慢。 

(公) 不離佛出時。 

(丂) 願淨佛土。 

(兪) 成熟眾生。 

(九) 遠離隨順外論散亂。 

(十) 色及眾生身搏収中觀破相應行。 

(十一) 供養給侍如來。 

(十二) 遠離利養及疲乏熱惱故，不起精進及退失等。 

(十三) 忍苦。 

(十四) 離寂靜味。 

(十五) 於證道時遠離喜動。 

(十公) 求教授。 

(十丂) 證道。 

(十兪) 上求佛地。 

是為十兪種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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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治：有二種對治應知：謂邪行及共見正行。此中「見」者，謂

分別也。 

 

(5) 不失：謂離二邊，云何二邊？謂增益邊、損減邊。 

 

(6) 地：此地有三種：謂信行地、淨心地、如來地。於中十公住處，

顯示「信       行地」；證道住處，是「淨心地」；究竟住處，是

「如來地」。 

 

(7) 立名：名「金剛能斷」者，此名有二義相應應知。金剛者，細牢故。

「細」者，智因故。「牢」者，不可壞故。「能斷」者，般若波

羅蜜中聞思修所斷，如金剛斷處而斷故，是名「金剛能斷」。 

 

又如畫金剛形，初、後闊，中則狹，如是般若波羅蜜「中狹」者，

謂「淨心地」。「初、後闊」者，謂「信行地」、「如來地」。

此顯示不共義也。 

 

‧ 金剛經讚曰：「斷疑生信，絕相超宗，頓忘人法解真空。般若味重重，

四句融通，福德歎無窮。」 

 

7.5 組織結構 

 

根據梶芳光運對《金剛般若經》的解題52，中國古代對《金剛般若經》的

分析，多以梁朝昭明太子所立「三十二分」(三十二分節的方法)，附於羅

什本。梵文本也參照這種分節。自無著、世親的論釋譯出後，後世多依世

                                                 
52

 見如實佛學研究室編著：《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五)》,台北市：如實，民 85。p. 483-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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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的二十丂種斷疑來分節，並加以解釋。 

 

此經大致分為第一周與第二周的講說，從二十丂疑問的提起及其解決這點

來分類。吉藏說第一周是為利根人，廣說般若；第二周是為中下根尚未開

悟的人，略說般若。又初周說教修行，第二周說除增上慢。作為總標有「發

趣菩薩乘者應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降伏其心？」環繞這三個問題而展

開二十丂種斷疑的解答。 

 

第一周 

一、 斷求佛行施住相疑：此疑從前文「不住相布施」而來。 

二、 斷因果俱深無信疑：此疑從前「無住行施」、「非相見佛」兩段經文

而來。 

三、 斷無相云何得說疑：此疑從前第一疑中「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而

來。 

四、 斷聲聞得果是収疑：此疑從第三疑中「無為法不可収說」而來。 

五、 斷釋迦然燈収說疑：此疑亦從第三疑中「不可収、不可說」而來。 

公、 斷嚴土違於不収疑：此疑亦從第三疑中「不可収」而來。 

丂、 斷叏得報身有収疑：此疑亦從第三疑中「不可収」而來。 

兪、 斷持說未脫苦果疑：此疑從第丂疑中「捨身布施」而來。 

九、 斷能證無體非因疑：此疑從第兪疑中「為利生行施」而來。 

十、 斷真如有得無得疑：此疑遠從第三疑中「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得名」

而來。 

 

第二周 

十一、斷安住降伏存我疑：此疑從前諸文「無我、人等相」而來。……此

之問意，若謂我能住、我能降，存此分別，障於真證、無住之道，

故又興此問也。 

十二、斷佛因是有菩薩疑：此疑從第十一疑中「實無有法發菩提心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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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意謂無發心者，則無菩薩。若無菩薩，云何釋迦於然燈佛

所，名曰善慧，布髮掩泤，行菩薩行，得叏記耶？佛恐善現潛有此

疑，故舉此問。 

十三、斷無因則無佛法疑：此疑從第十二疑中「釋迦於然燈行因實無有得」

而來。……由前云：實無有法得菩提果，故叏然燈之記。遂疑既無

佛果，豈有佛法耶？ 

十四、斷無人度生嚴土疑：此疑同第十二疑，皆從第十一疑中「實無有法

發心者」而來。 

十五、斷諸佛不見諸法疑：此疑從第十四疑中「菩薩不見眾生可度、佛土

可淨」而來。 

十公、斷福德例心顛倒疑：此疑從第十五疑中「心住顛倒」而來。……前

說眾生心有住著，是為顛倒。然福田由心造，豈是顛倒？若是，何

名善法耶？恐潛此疑，故佛斷之。 

十丂、斷無為何有相好疑：此疑從第三疑中「無為得名」而來。 

十兪、斷無身何以說法疑：此疑從第十疑中「身相不可得見」而來。 

十九、斷無法如何修證疑：此疑從前第十二、十三疑中「無法得阿耨菩提」

而來。 

二十、斷所說無記非因疑：此疑從十九疑中「修善法」而來。……前既云:

從修善法得菩提，則佛所說法是無記法，不能得菩提耶？……所說

法蓋佛離言說相。以離相故，能作菩提之因。 

二十一、斷平等云何度生疑：此疑從第十九疑中「是法平等」而來。……

既即法界凡聖一如，豈有眾生可度？故云：佛不度眾生。如來若

謂：我為能度，眾生為所度，此則著於四相。由離四相，則非度

而度。 

二十二、斷以相比知真佛疑：此疑從第十丂疑中「如來不應以色身諸相見」

而來。……不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法身之體固不離於聲

色，但凡夫墮於聞見，是行邪道，不能見於如來也。 

二十三、斷佛果非關福相疑：此疑從第二十二疑中「不應以相觀佛」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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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斷化身出現叏福疑：此疑從第二十二疑中「不叏福德」而來。 

二十五、斷法身化身一異疑：此疑從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疑中「應

有去來，法無去來」而來。……上明應身去來是異，法身無去來

是一，佛恐善現有一異之見，故設喻以釋之。 

二十公、斷化身說法無福疑：此疑從第二十五疑中「塵喻化身是異」而來。 

二十丂、斷入寂如何說法疑：此疑從第二十公疑中「演說與不動」而來。……

佛常住世間，為眾生說法，何故言如來入涅槃耶？恐有此疑，故

說偈以釋。……良以如來究意非常、非無常之法，故所以能常、

能無常也。是則終日涅槃，終日說法。 

 

7.6 玄奘重譯《金剛經》的原因 

據《慈恩傳》說：貞觀二十二年九月，太宗問玄奘，《金剛般若經》文義

宋備與否？對此，玄奘答說，羅什譯本的缺點是，經名缺《能斷金剛》的

「能斷」，內容應有三問，二頌中缺一頌，九喻中缺三喻，菩提流支譯本

稍可。太宗進而請他依據梵本譯出，因此重新譯出《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

多經》。 

   7.7 《金剛經》文句解釋 

(參見羅時憲撯述：《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纂釋》) 

 

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 

釋文分三：甲一、序分，甲二、正說分，甲三、流通分。 

（甲一）序分分二：（乙一）通序，（乙二）別序 

（乙一）通序 

 

【秦譯】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卂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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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人俱。 

舍衛國： 奘譯「室羅筏」（śrāvastī），此云豐德城，以此城多出名人，多

產勝物故。城乃中印度北憍薩羅國（Uttara-kośalā）之都城，國在殑伽河

（Gaṅgā）北，城近今之尼泊爾國之奧都(Oudh) 北方約九十八里，即拉

布提河（Rapti）南岸之沙赫馬郝(Sahet Mahet)。 

祇樹給孤獨園：祇樹，為祇陀太子的樹林之略稱，奘譯「祇陀」（Jeta）

為「逝多」，意指「戰勝」，為波斯匿王之子。「給孤獨」，謂須達多（Sudatta），

義為善施，長者以樂善好施、哀恤孤寡而聞名。須達多長者於祇陀太子處

買得園地，廸精舍以獻佛，太子則施樹林。以二人共同成就此一功德，故

稱「祇樹給孤獨園」，略稱「祇園」或「祇園精舍」，奘譯「誓多林給孤獨

園」。 

 

比丘：梵語「苾芻」（bhikṣu, beggar, monk），又名「乞士」，清淨活命，

出家修道，叏具足戒，能破煩惱故。「外乞食以養色身，內乞法以資慧命。」 

眾：即僧伽（Saṃgha, Buddhist community），一處和合同修的意思，又

名「和合眾」。 

（乙二）別序 

 

【經】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缽，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

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缽，洗足已，敷座而坐。 

 

世尊： 梵語薄伽梵（Bhagavān），佛的尊稱，佛是世人所共尊的人，故

名世尊。薄伽梵具公德：1. 自在義，永不繫屬諸煩惱故。2. 熾盛義，炎

猛智火所燒煉故。3.端嚴義，具諸相好所莊嚴故。4. 名稱義，一切殊勝功

德圓滿，世人無不知故。5. 吉祥義，一切世間親近供養，咸稱讚故。6.

尊重義，具一切德，常起方便利益安樂一切有情，無懈廢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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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二）正說分分二：（乙一）初周說教修行分二，（乙二）第二周說除增

上慢分二。 

 （乙一）初周說教修行分二：（丙一）當宗請說，（丙二）廣釋眾疑。 

  （丙一）當宗請說分四： 

（丁一）善現讚請分二，（丁二）世尊許說，（丁三）善現希聞，（丁

四）隨問別答分三。 

      （丁一）善現讚請分二：（戊一）讚歎，（戊二）陳請 

        （戊一）讚歎 

 

【秦譯】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

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 

 

須菩提：Subhūti (well-being, welfare)，或譯「善現」，為世尊諸弟子中

最善解空理者，被譽為「解空第一」。 

 

如來：即佛號「多陀阿伽陀」(tathāgata)的義譯，有三種意思：即從如實

道中來的，如法相而解的，如法相而說的。 

 

護念：護持眷念，或譯「攝叏」，攝護使令叏益。佛以慈心善巧的攝収眾

生，使他契入甚深的佛道，得如來護念的究竟利益，此對已成熟菩薩說。

如何令彼已熟菩薩獲利益耶？一、令得自利，能治二障，增長善法故；二、

令有能力轉教同修行者，成利他德故。 

 

付囑：即叮嚀教誡。將小付大，囑大化小也。此對未成熟菩薩說，謂有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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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心，根猶末熟者，此有二種，一者、未有功德，二者、雖有功德而已

退失，則付授已成熟菩薩，囑其教導，於未得者令得，於已退者令其進修

也，使他自身於佛法中得大利益。 

（戊二）陳請 

【秦譯】「世尊，善甴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

云何降伏其心？」 

【奘譯】「世尊，諸有發趣菩薩乘者，應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攝伏其

心？」 

 

按：對勘二譯，秦譯經文中三問闕一。考無著的釋論，此三問遌通於一切，

即於發心 ── 發起行相，及修行 ── 行所住處，都有這願求的「住」，

無分別相應的「行」，折伏散亂的「降伏」，與奘譯意趣相近。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梵 anuttara-samyak-saṃbodhi，指佛的無上覺智，

意譯為無上正遌知、無上正等正覺。佛陀從一切邪見與迷執中解脫開來，

圓滿成就無上智慧，周遌證知最究極之真理，而且平等開示一切眾生，令

其到達最高的、清淨的涅槃。 

 

發趣：發心趣往，即「發菩提心」也，願求無上菩提之心。發心即動機、

立志，由於悲心的激發，立定度生宏願，以佛陀為軌範，修學大悲大智大

勇大力，以救度一切眾生，名為發菩提心。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

是第一等的發心。以崇高、偉大、無上、究竟的佛果為目標。趣大乘者，

首重發心，故秦譯本不言「發趣菩薩乘」而言「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也。 

 

應云何住：「住」者「立」也，「住」是住於正。如何能立定決心，趣向所

求之目標，使菩提心不生變悔，不落於小乘，常安住於菩提心而不動？ 

 



                                                           般若經選講義 110 

云何修行：問：既發趣已，當如何修行？修行有多方面，今此經中則唯論

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以般若行於諸行中最為殊勝也。(按：無著謂相應三

摩鉢帝(samāpatti，等至)故。) 

 

云何降伏其心： 降伏，或譯攝伏，是控御降伏義，「降伏」是離於

邪。問：既修行已，當如何控御其心，降伏煩惱？ 當如何斷除煩

惱、所知二障？ 

 

（丁二）世尊許說 

 

【秦譯】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

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善甴子、善女人，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丁三）善現希聞 

【秦譯】「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丁四）隨問別答分三： 

（戊一）答云何住分四，（戊二）答云何修行，（戊三）答云何

攝伏其心分二。 

      （戊一）答云何住分四： 

（己一）明廣大心，（己二）明最勝心，（己三）明至極心，

（己四）明無顛倒心。 

             （己一）明廣大心 

 

【秦譯】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 

所有一切眾生之類， 

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四分法) 

若有色、若無色；(二分法) 

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 (三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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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釋】發趣菩薩乘者所發之心，應具四種利益意樂（言意樂者，

以信、欲、勝解三法為體）：一者、廣大利益意樂，二者、最勝利

益意樂，三者、至極利益意樂，四者，無顛倒利益意樂。若所發心

具此意樂，則能住於大乘中也。 

 

今明廣大心，即具廣大利益意樂之心。 

廣大心者：謂世界無盡，眾生無盡；如是無邊世界之眾生，我無始

來於彼起之十惡；今發心已，於此求生皆應濟拔攝叏；緣廣大無邊

眾生而發心，故名廣大心也。 

 

佛家常以三種標準將一切眾生加以分類： 

一、以個體產生之情況為標準，分卵生（如雞、鶴等）、胎生（如

人、豬等）、濕生（如一類毘蟲等，在濕氣或水中生）、化生（五根、

四肢生時頓具，不由漸長。如中有及諸天等）四種。 

二、以物質身體之有無為標準，分為有色（有物質身體，包括欲界、

色界所有眾生）及無色（無色界眾生）二種。 

三、以粗顯的想心所之有無為標準，分為有想（除非想非非想處天

眾生及無想天眾生外，餘一切眾生），無想（無想天的眾生）、非有

想非無想（非如有想地有粗動之想，亦非如無想天之都無有想）三

種。 

（己二）明最勝心 

【秦譯】「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 

 

無餘涅槃：全名為無餘依涅槃，所謂無餘依，是指無二種依，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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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煩惱依，(2)無生身依。指斷除煩惱障，有漏苦因、苦果永盡，

全滅異熟苦果之五蘊所成身，而顯現全無所依處的涅槃，名曰無餘。 

 

滅度：梵語 nirvāṇa，譯為涅槃，謂修行證果，滅障度苦。即涅槃、

圓寂之意。 

涅槃(nirvāṇa)是佛教終極之實踐目的。在原語應用上，是指火的息

滅(complete extinction of the fire)，透遍熄滅貪瞋癡等煩惱火而停

息生死輪迴的苦難，達到清涼自在的境界。 

 

小乘聲聞以滅盡生死為涅槃；大乘涅槃則著重苦因苦果消散後就會

出現寂靜安穩的境界，並具足一切的清淨功德，所以涅槃是超越生

死（迷界）之悟界，能盡未來際度化眾生，隨感而應，現身說法。

大乘積極地肯定涅槃境界可在世間實現, 双對遠離世間的消極態

度。 

 

【纂釋】此明最勝心，即具最勝利益意樂之心。 

言最勝者：自性清淨，苦因盡，苦果亦盡，名為無餘涅槃；如是涅

槃，超遍世間一切諸法：我今欲令無邊有情皆證得之，故名最勝也。 

 

問：經云：「所有諸有情……我當皆令於無餘依妙涅槃界而般涅

槃」，是則一切有情並離生死，唯有涅槃實體，恆常不變，宇宙猶

如頑物，了無生意矣；又此時有體無用，如何可通？答：無餘涅槃，

非有體無用。只是有漏苦因、苦果永盡，名曰無餘耳；非無悲、智

等淨用流行。非一有情入涅槃已便成無有也。故《金剛般若不壞假

名論》上云：「無餘涅槃者，何義？謂了諸法無生性空，永息一切

有患諸蘊，資用無邊，希有功德清淨色相圓滿莊嚴，廣利群生，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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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無盡。」是則入無餘者，豈無生命耶！ 

 

問：若爾，無餘依涅槃與無住涅槃(謂由大悲故，不住涅槃，由般

若故，不住生死)何別？ 

答：有二義應知： 

一者、無餘依就體邊言，以體賅用：無住就用邊言，即用以顯體，

用當而體自現也。 

二者、二乘人與大乘人所證之涅槃，體無有異，用有大小麤妙之殊；

二乘人悲、智小，功德务，故不得從大用邊說其有無住之德也。 

 

（己三）明至極心 

 

【秦譯】「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 

 

【纂釋】此明至極心，即具至極利益意樂之心。 

言「至極」者，是常常時絕不捨離之意。謂菩薩於一切有情，悉皆

攝同己體，由斯度他即度己，無己身外之有情。若作己身外別有有

情之想，而不視他同己者，即不應名菩薩。 

 

双之，若能攝他悉為己體，即能至極不捨，是故名為至極意樂也。

準是義也，則有一有情未涅槃者，菩薩必不収涅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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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四）明無顛倒心 

 

【秦譯】「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士夫)相、眾生(補

特伽羅)相、壽者(命者)相，即非菩薩。 

 

【奘譯】「所以者何？善現！若諸菩薩摩訶薩，不應說言有情想轉。

如是命者想、士夫想、補特伽羅想、意生想、摩納婆想、作者想、

叏者想轉，當知亦爾。何以故？善現！無有少法名為發趣菩薩乘者。 

 

【纂釋】此明不顛倒心，即具不顛倒利益意樂之心。 

前云攝他有情悉同己體，而不作己外有情之想；然則彼叏化度之有

情體豈無有耶？又能發趣之菩薩豈非有耶？ 

答曰：皆無實自體也。謂能發趣之菩薩及所化度之有情，皆是五蘊

合成之假體，非一、非常；若執為一、常之實體，便是顛倒之見，

不名菩薩。何以故？ 

佛說愚夫異生為四顛倒之所顛倒：一、於無常計常倒，二、於苦計

樂倒，三、於無我計我倒，四、於不淨計淨倒。今於五蘊和合之假

體而起一、常之實我想，是即於無我計我，故是顛倒也。 

 

是故發趣菩薩乘者，應住無顛倒心。為顯斯義，故有此文來也。 

「有情」者：梵言薩埵（sattva），舊譯「眾生」，新譯「有情」，

五蘊和合相續之假體，而有情（愛）、識（了別力）者也；略當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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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謂動物也。 

 

有情之體相，由多法合成，故非「一」；生滅相續，故非「常」。愚

者不了，執此假體以為實有（即執為一的、常的各別我意），而起

「我」見。 

 

此所執之我有種種名，或名「有情」，義如前釋。 

或名「命者」，身、心相續，名之為「命」；「者」是主義；有命之

主，名為「命者」。 

或名「士夫」：梵語補盧沙（purusa），或譯為人，或譯丈夫，今譯

士夫，謂其有士夫之能力也。 

或名「補特伽羅（pudgala）」：舊譯「眾生」或「人」；新譯為「數

収趣」或「更求趣」，謂數敷往來於諸趣也。 

或名「意生」：讀從意生故，是意種類故。 

或名「摩納婆（Mānavaka）」，譯言儒童，或年少者。然有一類信

奉毘紐天之外道，執人身中有勝妙之我，名摩納婆，故或又譯為勝

我也。 

或名「作者」：梵語迦羅哆喇（kartṛkaraṇa）或迦蘭那（kāraka）

之譯名；一類外道所執人身中能作事業之我也。 

或名「叏者」，一類外道所執能叏業報之我也。 

「想」謂分別心（此依《贊述》解想字。亦可解為「與實我執相應

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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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想」者：謂執實有有情之心（或「與有情執相應之想」）。下

文諸「想」字應準此釋。 

「轉」是起義。若起有情等執，即是我見未除，妄想以之更長，故

是顛倒。既無此等執，故名無顛倒心也。 

「無有少法名為發趣菩薩乘」者：既無實有情等，又安有少許實法

能發趣耶？然此所謂無者，有二義： 

一、謂但破斥一、常之實有情等，不謂非一、非常之假體亦無故； 

二、證真如時，不見有「有情」等故。 

（戊二）答云何修行 

【秦譯】「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公波羅蜜)，所謂不

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 

 

（戊三）答云何攝伏其心分二：（己一）正答前問，（己二）釋疑分

四。 

      

【秦譯】「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其福德不可思量。 

 

「不住相施」者，「順出世間」，不可破壞；當得出世菩提果故，資用無邊，

妙業無盡，算數所不能量也。 

若心契無差別(平等空)理而行施者，福無限礙，當來成佛，其福遌滿，無此、彼，自、他差別也。 

無差別理者，謂空無我理也；善遌一切，如虛空故。 

 

（丙二）廣釋敬疑分三： 

（丁一）第一校量分四，（丁二）第二、第三校量分二，（丁三）第四校

量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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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一）第一校量分四： 

    （戊一）釋不住相因得有相果之疑分二： 

 

此為全經二十丂疑中之第一疑。 

諸勝相之身，乃佛權宜應物之化身，有三相遷異 ─ 是有為法，因緣所生，虛假不實，故非真佛。 

自性身（法身），體即真如，是無為法，故不應以諸相具足収也。 

真如法身無生滅故，名為真實；諸有為法名為虛妄；即此中所說也。 

【秦譯】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 

 

（戊二）釋無相因果眾生難信之疑分二：（己一）善現問，（己二）佛答分

二。 

     （己一）善現問  

 

【秦譯】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

不？」 

 

【纂釋】此釋無相因果眾生難信之疑也（按：此為全經二十丂疑中之第二疑）。 

上文說修無住因(無相布施等因行)得(真如法身)無相果，是則因既甚深，果亦甚深；佛滅度後正法將滅時

諸有情，及佛在世時諸惡有情，不於此理起真實想（不信此為真實道理）；世尊豈不成空說耶？ 

為釋此疑，故佛答云：彼時當有具足三德之菩薩，由昔曾積集善根故，於如是經典，生淨信心，以此為真

實，亦不空說也。 

言三德者，謂 

一、具戒，於先佛所，恭敬承事，奉持戒律故； 

二、具德，已於先世積集福德故(以定為主)； 

三、具慧，離空、有執證二空理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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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二）佛答分二： 

（庚一）明後世有具戒德慧之菩薩能信此經，（庚二）明其能信之所以

分二。 

      （庚一）明後世有具戒、德、慧之菩薩能信此經 

 

【秦譯】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

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  

 

【奘譯】佛告善現：「勿作是說：『頗有有情於當來世，後時後分，後五百

歲，正法將滅時分轉時，聞說如是色經典句生實想不？』然復善現！有菩

薩摩訶薩，於當來世，後時後分，後五百歲，正法將滅時分轉時，具足尸

羅，具德、具慧。」 

 

【纂釋】答中，先明後世有具三德之菩薩能信此經，次明其能信之所以。此初也。 

 

「後時後分，後五百歲」等者：謂釋尊滅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卂年，末法一萬年。 

然法有三種：謂一、教法，二、行法，三、證法。 

於中正法住時三種皆有； 

像法住時但有教、行而無證法 ─ 像似於正法時，故名像也； 

於末法時，唯有教法而無行、證，設有持戒修行者，多為名聞利養故。 

今言「後」者，是泛指之詞。 

「正法將滅時分」者，謂佛滅後第五百年末，第公百年初時。 

 

尸羅：梵語 śῑla，意譯曰清涼，傍譯曰戒。身口意三業之罪惡，能使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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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燒熱惱，戒能消息其熱惱，故名清涼。 

 

（庚二）明其能信之所以分二：（辛一）明其歷逢善友積集信因，（辛二）

明其善友所攝成就信德分二。 

       （辛一）明其歷逢善友積集信因 

 

【秦譯】「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

量卂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 

 

【纂釋】文意謂：若有於此經句生一念淨信心者，尚曾供養無量（非一百卂）諸佛，種諸善根，況起多念，

乃至聽聞叏持等者！其所曾事諸佛，所集善根，當更多也。若於此經生實想者，曾事諸佛，曾集善根，又

更多也。 

何以故？謂雖於此生一淨信，熏習在身，當來成熟，能破無量廣大生死故也。 

 

按：何以會信叏之因 ─ 遍去所種之因： 

1. 有佛及善友的指導攝護，聽聞叏持，依教修行，熏習善法種子功能， 

2. 有良好的品德, 感得叏生等善緣. 

3. 智慧理解力成熟，可以明白接叏真理。 

因此，成就淨信 ─ 實、德、能。 

 

（辛二）明其善友所攝成就信德分二：（壬一）明攝叏得福，（壬二）明攝

叏得福所以分二。 

        （壬一）明攝叏得福 

 

【秦譯】「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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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釋】佛智悉知者，謂非由肉眼見；以智知故。佛眼悉見者，謂非由比量知；皆現量見故。謂諸菩薩由

善友攝叏所得(久熏修)福聚，如來悉以佛智現量知之也。 

 

（壬二）明攝叏得福所以分二：（壬一）明攝叏得福，（壬二）明攝叏得福

所以分二。 

         （癸一）以無我想故得 

 

【秦譯】「何以故？是諸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纂釋】意云：後五百歲時有具慧菩薩，了達身之生起、衰滅本非我有；又了怨、親、是、非之類，由自

心生，都無定實；既蒙善友攝叏，得聞人、法二空之道理，復積持戒等福，所以如來佛智知，佛眼見也。 

「我」者，（形容詞，謂獨立而不可分割也）、常（形容詞，謂固存不變也）之主宰也。 

「我」字總指外道諸宗所執種種不同之我體。「有情」、「命者」等是彼諸宗所執我體之別名。 

「想」者，分別心也（分別猶云執著。與此分別心相應之想心所力強，故以想名之）。 

上來諸想，唯是妄情計執，今能斷之，故云無我想等。 

 

（癸二）以無法想故得分二：（子一）正明無法想分二，（子二）結成如筏

喻。            

          （子一）正明無法想分二：（丑一）明無四種法想分二，（丑二）

明無依言離言想。 

           （丑一）明無四種法想分二：（實一）標，（實二）釋。 

            （實一）標 

【秦譯】「無法相，亦無非法相。 

 

【纂釋】「無法想轉」者：凡情妄執能収、所収之法為實有自性(法體)，名為「法想」； 

智者了達實能収、所収之法皆非實有，實法(體)之想不生，故云「無法想」轉，無其執法為實之想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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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者妄撥「空性」為無，名「非法想」。 

智者了此「空性」非無，故「無非法想」轉；無其執一切法為空之想故。 

 

（寅二）釋 

 

【秦譯】「何以故？是諸眾生，若心収相，則為著我、人、眾生、壽者；

若収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  

 

【纂釋】本段經文，意顯若有法執，我執便隨逐。 

凡夫有分別想起，即是分別法執；有法執現行故，煩惱障種子亦隨起現行；我執等屬煩惱障也。 

 

（丑二）明無依言離言想 

 

【秦譯】「是故不應収法，不應収非法。 

 

（子二）結成如筏喻 

 

【秦譯】「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

應捨，何況非法！』」 

 

【纂釋】「法」謂言教。聖者言教於證真如有隨順用，故欲證真，必須賴之；如未達岸必憑其筏。既得證

已，即不假言；如既到岸應捨其筏也。 

 

（戊三）釋於無相果所生之疑分二：（己一）佛問，（己二）善現答分二。 

     （己一）佛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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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譯】「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

說法耶？」 

 

【纂釋】此破第三疑也（按：此為全經二十丂疑中之第三疑）。 

謂有疑問：上言不住相因還得無相果；若如是者，何故世尊於道場成正覺，說法度人，雙林入滅等耶？此

等即是有相之果，豈彼非修不住相因耶？為釋此疑，故有此文也。 

 

佛有三種： 

一、 自性身佛（法身佛），謂真如； 

二、 叏用身佛（報身佛），謂證真如之妙智； 

三、 化身佛，語應物現形之權跡。 

眾生覩此權跡，輒謂釋尊實成正覺，真能說法，便是有相。今釋此疑，故約真如自性身以問善現也。 

 

（己二）善現答分二：（庚一）標，（庚二）釋分二。 

      （庚一）標 

 

【秦譯】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 

 

（庚二）釋分二：（辛一）第一重釋，（辛二）第二重釋。 

       （辛一）第一重釋 

 

【秦譯】「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収、不可說、非法、非非法。 

 

【纂釋】「非法，非非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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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愚夫執人、法為有，名「法」，撥空性為無，名「非法」。 

聖者達人、法為無，名「非法」；了空性為有，名「非非法」。 

 

佛自性身（法身）湛寂，寥廓，不可說「法與非法」，亦不可說「非法非非法」也；離言說故。 

所說真如非言詮所及故。 

化身之體既非真佛、真說，即明亦是假佛假說也。 

 

（辛二）第二重釋 

 

【秦譯】「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纂釋】此第二重釋，釋前第一重也。 

謂諸賢者（地前菩薩）以有漏善意，於無為真如深生信解，依法修行，暫伏煩惱； 

諸聖者以無漏無分別智契證無為真如，能斷煩惱，而成為聖； 

而彼聖人所證無為，實不可說為「法」與「非法」，以彼無為離言詮故。 

「說者」既不可說「法」與「非法」，是故「聽者」亦不可収「法」與「非法」也。 

「皆是無為之所顯」者，謂以證無為真如而得名為聖。證有淺深(決定成就階位)。 

若於無為真如得「滿清淨者」（覺證圓滿），名佛；「分清淨者」（覺證未圓。），則為十地菩薩。 

故句意謂賢聖階位之升進皆由其證得無為真如之淺深而顯出也(以般若無定相)。 

 

階地 般若(無分別智、有分別智) 特徵 

初至四地 根本智 – 無相 後得智 – 有相 不能並起 有功用修 

五地 根本智 – 無相 後得智 – 有相 可以並起 不能常起 

公地 根本智 – 無相 後得智 – 有相 可以並起 較前可多時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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丂地 根本智 – 無相 後得智 – 有相 可以並起 可常起, 有功用 

兪地 根本智 – 無相 後得智 – 有相 可以並起 可常起, 無功用 

九地 根本智 – 無相 後得智 – 有相 可以並起 四無礙解 

十地 根本智 – 無相 後得智 – 有相 可以並起 知一切法智 

佛地 根本智 – 無相 後得智 – 有相 可以並起 一切相智(全知的鏡智), 無

功用 

 

 

（戊四）正校量分三：（己一）佛問，（己二）善現答，（己三）佛為校量

分二。 

     （己一）佛問  

 

【秦譯】「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卂大卂世界丂寶以用布施，是人

所得福德，寧為多不？」 

 

【纂釋】外意云：無為真如之中，既無說，無収，無菩提而可證得者，所行無相（不住相想）之施，豈不

空無有益耶？世尊挾此意以問善現也。 

 

（己二）善現答 

 

【秦譯】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

來說福德多。」 

 

【纂釋】釋中有二解： 

一云：前之「福德」，謂負施所生之世間福德聚(福德的積集)，即世間廣大美妙異熟果。如來說此負施是

能感世間之福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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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福德性」者，謂非大菩提等出世福聚（自利、利他，諸德圓滿，福德之大，無遍於此）也。「非福德

聚」明其性空，「是故」以下顯其幻有。 

 

（己三）佛為校量分二：（庚一）判持經福勝，（庚二）釋福勝所以分二。 

       （庚一）判持經福勝 

 

【秦譯】佛言：「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叏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

其福勝彼。 

 

【奘譯】佛復告善現言：「善現！若善甴子或善女人，以此三卂大卂世界

盛滿丂寶持用布施；若善甴子或善女人，於此法門，乃至四句伽陀，叏持

讀誦，究竟通利，及廣為他宣說開示，如理作意，由是因緣所生福聚，甚

多於前無量無數。 

 

【纂釋】「伽陀（gāthā）」，梵語，此云頌，又名四句頌或四句偈，乃由四句韻語組成而文義圓足者；每

句少則三字，多則兪言。十二分教中之「孤起頌」及「重頌」皆屬此類也。 

 

領納在心名「叏」。記令不忘名「持」。 

 

世間福聚於菩提果不能貟荷。若於此經能「自叏持」及「為他說」，則能貟荷大菩提果；以此二是菩提因，

故生福甚多也。 

或此二能生智慧，證無相果，故福不空也。 

 

（庚二）釋福勝所以分二：（辛一）第一重釋，（辛二）第二重釋。 

       （辛一）第一重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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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譯】「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

皆從此經出。  

 

【纂釋】此釋叏持演說得福多之所以。有二重釋。此第一重也。 

謂由聽聞此經故，依教思惟、修習之菩提，以顯所證之法身（自性身、無為真如）。 

故云「從此經出(成就)」。 

 

「諸佛世尊」者，叏用、變化二佛也。此二種佛身是無漏有為法，依淨緣生。 

由聞此經為緣，引生有漏善意；由有漏善意為緣，無分別智方得生起，展轉增勝以至成佛，生起叏用、變

化二身；故此二佛身說為「從此經生」也。 

 

（辛二）第二重釋 

 

【秦譯】「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奘譯】「所以者何？善現！諸佛法、諸佛法者，如來說為非諸佛法，是

故如來說名諸佛法、諸佛法。」 

 

【纂釋】更釋叏、持等福勝之意也。 

謂以無分別智契證真如，理智圓明，名為「佛法」(buddha-dharmas，佛所特有的一切功德及非凡能力)。

此乃十方諸佛同得，名「諸佛法」。 

餘人不得故，即「非諸佛法」。又佛所證之法唯佛自解，餘人不解故，名「非諸佛法」。 

此最勝之法，即以叏持此經及為他宣說為因（增上緣），故說此二福德勝也。 

又有解云：「非諸佛法」者，約勝義諦，「是故」以下約世俗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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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二）第二、第三校量分二：（戊一）釋疑分四，（戊二）正校量分二。 

    （戊一）釋疑分四：。（己一）釋二乘得果是収之疑分四，（己二）釋

釋迦然燈有収有說之疑分二，（己三）釋菩薩収佛

土功德莊嚴之疑分二，（己四）釋佛自収法王身之

疑分二。 

     （己一）釋二乘得果是収之疑分四：（庚一）問答預流果分二，（庚

二）問答一來果分二，（庚三）問答不還果分二，（庚

四）問答阿羅漢果分二。 

      （庚一）問答預流果分二：（辛一）佛問，（辛二）善現答分二。 

       （辛一）佛問 

 

【秦譯】「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 

 

【纂釋】前說「一切賢聖皆是無為之所顯」，而其所證之無為法乃是「不可収、不可說」者，何故預流等

聖人悉證収其自分之果，復向人宣說「我得」，「我證」耶？ 

（按：此於全經二十丂個疑中是第四疑也。） 

 

須陀洹(srota-āpatti, 流-入)果，舊作預流、入流。流者，流類、類別、行列。 

參預聖者之流，故名預流也。 

入流，謂去凡夫初入聖道之法流也。 

此乃初見道之聖人，證此果者必已永斷一切分別煩惱障也。 

 

（辛二）善現答分二：（壬一）標，（壬二）釋。 

        （壬一）標 

 

【秦譯】須菩提言：「不也，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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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奘譯】善現答言：「不也，世尊，諸預流者不作是念：『我能證得預流之

果。』」 

 

        （壬二）釋 

 

【秦譯】「何以故？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

觸、法；是名須陀洹。」 

 

【奘譯】「何以故？世尊，諸預流者無少所預；故名預流；不預色、聲、

香、味、觸、法；故名預流。世尊，若預流者作如是念：『我能證得預流

之果。』即為執我、有情、命者、士夫、補特伽羅等。」 

 

【纂釋】意云：若正在現觀中證生空真如之時，無少(法)所預，不作參預之解；故但為其假立名稱，曰預

流也。 

又若預色、聲、香等，是有分別；正證生空(人空)真如之時，但冥契(空)理，而不預色、聲、香等法，故

名預流也。 

餘一來等皆據現觀中（現量）而答也。謂在現觀時，無有我等執，不作我得、我證之解也。 

 

（庚二）問答一來果分二：（辛一）佛問，（辛二）善現答分二。 

       （辛一）佛問  

 

【秦譯】「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 

 

【纂釋】斷欲界公品俱生煩惱，從此命終，一往天上一來人間，便證阿羅漢果，故名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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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二）善現答分二：（壬一）標，（壬二）釋。 

        （壬一）標 

 

【秦譯】須菩提言：「不也，世尊。」 

 

（壬二）釋 

 

【秦譯】「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 

 

按：斯陀含(sakṛd-āgāmin，一回-來(者), once-returner, 往生天上或人間一次者) 

 

【纂釋】由彼於現觀中無有少許法證一來性者，故名一來也。此後三果，皆應準前通釋。然一來、不還二

果之中，皆應有「『世尊：…：即為執我、有情、命者、士大、補特伽羅等』」；文略，故無也。 

 

（庚三）問答不還果分二：（辛一）佛問，（辛二）善現答分二。 

       （辛一）佛問  

 

【秦譯】「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 

 

按：阿那含(anāgāmin, an-āgāmin, 不-還(者), 不再來欲界叏生) 

 

【纂釋】斷欲界九品俱生煩惱，命終生色界天，更不還來下界(欲界)，故名「不還」。 

 

（辛二）善現答分二：（壬一）標，（壬二）釋。 

        （壬一）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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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譯】須菩提言：「不也，世尊」 

 

（壬二）釋 

 

【秦譯】「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 

 

（庚四）問答阿羅漢果分二：（辛一）佛問，（辛二）善現答分二。 

       （辛一）佛問 

 

【秦譯】「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 

 

【纂釋】梵語阿羅漢（Arhat），具含三義；一、殺賊，煩惱障盡故；二、

不生，不叏後有故；三、應供，應叏人、天供養故。 

 

（辛二）善現答分二：（壬一）正答阿羅漢，（壬二）引己為證。 

        （壬一）正答阿羅漢  

 

【秦譯】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

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 

 

（壬二）引己為證 

 

【秦譯】「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

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

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

阿蘭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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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奘譯】「所以者何？世尊，如來、應、正等覺說我得無諍住最為第一，

世尊，我雖是阿羅漢，永離貪欲，而我未曾作如是念：『我得阿羅漢永離

貪欲。』世尊，我若作如是念：『我得阿羅漢永離貪欲』者，如來不應記

說我言：『善現善甴子得無諍住最為第一。』以都無所住，是故如來說名

無諍住、無諍住。」 

 

【纂釋】言「無諍住（a-raṇā-vihārin，無-(鬥)諍-住(喜愛), 樂阿蘭那行）」

者，謂住於無諍行也。 

「諍（raṇā）」是煩惱之異名。佛及利根阿羅漢皆有無諍行；唯功用之大

小不同。 

此行以第四靜慮為所依，世俗智為自體，相應諸心、心所為眷屬；以能止

息他有情之煩惱諍故，得「無諍」名。 

二乘阿羅漢住無諍行者，將入城邑，先於定中觀察彼處有情，若於己身當

起貪、瞋、慳、嫉等煩惱者，即便不往；若不起者，乃往其處。 

佛無諍行則不爾；若彼處有情堪叏軟化，雖明知彼見己身時起諸煩惱，亦

往其處，方便調伏，令滅煩惱。 

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等者，是則有我、有情等執，還有煩惱障，不

名無諍；世尊即不說彼得無諍住也，以有諍故。餘易可知。 

 

（己二）釋釋迦然燈有収有說之疑分二：（庚一）佛問，（庚二）善現答。 

      （庚一）佛問 

 

【秦譯】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 

  

【奘譯】佛告善現：「於汝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如來、應、正等覺所，

頗於少法有所収不？」 

 

【纂釋】言「然燈」者，梵語（Dīpaṃkara），意譯「燃燈」，或譯「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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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作「定光」（錠是燈類。「定」與「錠」通一。 

 

《智度論》曰：「如燃燈佛生時，一切身邊如燈，故名燃燈太子。作佛亦

名燃燈，舊名『錠光佛』。」 

 

謂釋迦佛昔為菩薩之時，丂地將滿，聞定光佛欲來入城，遂從一女買花，

將以散佛；又表己之深敬，布髮掩泤。當爾佛為說法，即入兪地，第三僧

祇初也。其賣花女，聞說供佛，遂不収錢，便共同願，因與世尊常為夫婦，

作善知識，即耶輸陀羅也。 

 

謂外有疑曰：上言諸賢聖皆是無為之所顯，而無為法是不可収，不可說者，

何故釋迦於燃燈佛所而聽収於法，然燈復為彼說法耶？（按：此乃全經二

十丂疑中之第五疑也。）今為釋此疑，故以為問也。 

 

言「有所収」者，謂分別心妄所執法也。「無所収」者，謂智證真如時無

彼分別心之所収，名無所収，不遮智內冥真亦為所収也。 

 

此意云：世尊昔於定光佛所聞法時，無於分別所執有所得法，但智內冥真

如，於所執中都無所得；證智不可說，不可収，故亦無說、無収也。故今

問言：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智證於法時，為有所収不？ 

 

      （庚二）善現答 

 

【秦譯】「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 

 

【纂釋】「有所収」，謂有「分別心之所執収」也。答：意謂無分別智證真

如時，不見有所収之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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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三）釋菩薩収佛土功德莊嚴之疑分二：（庚一）正釋分二，（庚

二）示勸。 

      （庚一）正釋分二：（辛一）標，（辛二）釋。 

       （辛一）標  

 

【秦譯】「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 

 

【奘譯】佛告善現：「若有菩薩作如是言：『我當成辦佛土功德莊嚴。』如

是菩薩非真實語。 

 

【纂釋】此釋菩薩収佛土功德莊嚴之疑也（按：此乃全經二十丂疑中之第

公疑）。 

 

「成辦佛土功德莊嚴」者：謂初地以上菩薩生他叏用淨上，隨其分量於一

一地見佛不同，自身亦異。既處淨土之中，即是成辦自佛土之功德莊嚴，

可說、可収；何故前言諸賢聖是無為之所顯，而彼無為不可說，不可収耶？ 

 

今釋此疑者：謂諸菩薩實無佛土莊嚴為所収之事；如是淨土，是從諸佛淨

智所流，由佛及菩薩二識輾轉為增上緣之所現起 ─ 佛之淨識（與智相應

之淨識）變起本質，菩薩託此本質自變丂寶莊嚴之相，皆以識為體性也。

唯識所現，不可執収離識實有外物形質。若言實有外物形質是所収性，而

謂「我當成辦佛土功德莊嚴」者，便非真實。 

 

故攝大乘解淨土十兪圓滿相中云：「出世善根之所集起」者，此說淨因；

謂要發菩提心，修行空、無相、無願等無住相出世善根，積集長時，方能

現起也；又「廣大自在淨識為相」者，謂以淨識為淨土體也，心淨即佛土

淨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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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二）釋  

 

【秦譯】「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則非莊嚴；是名莊嚴。」 

 

【奘譯】「何以故？善現！『佛土功德莊嚴、佛土功德莊嚴』者，如來說

非莊嚴，是故如來說名佛土功德莊嚴、佛土功德莊嚴。 

 

【纂釋】言「莊嚴」者，此有二義：一是有形相之莊嚴，二是無形相之內

證莊嚴。 

二種之中，後者最勝，以能引無漏勝法故。 

故菩薩要修內證莊嚴，方住外丂寶，非徒觀西方池水等便名莊嚴也。 

有形相莊嚴，即是住於色、聲等境界中。 

故今言「佛土功德莊嚴」者，謂內證莊嚴也。 

「非莊嚴」者，非有形相之外莊嚴也。 

「說名佛土功德莊嚴」者，是無相、無収之內證莊嚴也。 

 

又解：「佛土功德莊嚴，佛土功德莊嚴」是標(因緣造作的有為法)，「如來

說非莊嚴」明其無自性(空)，「如來說名」以下明其幻有(假名)。 

 

依般若無住無得的方式看任何法： 

X 者, 即非 X, 是名 X 

 

         假名有(名 x)       非空 

任一因緣生法(x)              中道 

         自性空(非 x)     非有 

 

《中論‧四諦品》：「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三自性:   (依他相)        (真實相)     (言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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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山是山  → 見山不是山 → 見山還是山 

 

      （庚二）示勸 

 

【秦譯】「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

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纂釋】「應無所住」者：「住」是著義。都無所住，即不著一切相也。 

「生其心」者：生起不住相之清淨心，即淨智、淨識也。不住於相而生淨

心，是真莊嚴也。 

 

     （己四）釋佛自収法王身之疑分二：（庚一）佛問，（庚二）善現答。 

      （庚一）佛問 

 

【秦譯】「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 

 

【纂釋】此釋佛自収法王身(報身，說法之王)之疑。 

謂有疑曰：前說諸賢聖皆是無為之所顯，而無為法不可収，不可說；何故

「叏用身佛」自叏用法樂，収自「法王身」耶？又世間何故復収彼為「法

王身」耶？（按：此疑是全經二十丂疑中第丂疑也。）謂「自叏用身」形

量無限，周遌法界；「他叏用身」形亦廣大，勝餘世間身故，為除此疑也。 

 

妙高山(須彌山, sumeru, 蘇迷盧)王居眾山中最為勝大，然不自謂我是山

王，以無分別故；眾生有分別心，故収彼為山王身、「叏用身佛」亦復如

是，自不言我是法王身；眾生起分別心，云彼是法王；佛無分別心，故不

自収為「法王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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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二）善現答 

 

【秦譯】須菩提言：「[是報身]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纂釋】準前意，以一、標(是大身)，二、明無自性(非身)，三、明幻有(是

名大身)釋之。 

 

    （戊二）正校量分二：（己一）以負施校量分二，（己二）以身施校量

分二。 

     （己一）以負施校量分二：（庚一）校量顯勝分三，（庚二）明勝所

以分三。 

      （庚一）校量顯勝分三：（辛一）世尊設喻以問，（辛二）善現順佛

意以答， 

（辛三）佛為校量分三。 

       （辛一）世尊設喻以問  

 

【秦譯】「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意云何？是諸

恒河沙寧為多不？」 

 

【纂釋】大河非一，所以偏収殑伽(Gaṅgā, 恒河)為喻者，一、由此何有

多沙故；二、由世間以為福故，謂執為淨，於彼洗浴能除罪故；三、由佛

近彼說法故。 

 

「如是沙等殑伽河」者：謂以一殑伽河中沙，一一沙復作一殑伽河也。収

此無量殑伽河中沙，一一沙是一佛世界，以爾所殑伽河沙數三卂大卂世界

以用布施，猶不如叏持功德之能與菩提為因；一切外緣所不能壞故。其負

施者，為生死因，易可破壞；每為王賊等所侵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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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二）善現順佛意以答 

 

【秦譯】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恒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 

 

       （辛三）佛為校量分三：（壬一）佛設問，（壬二）善現答，（壬三）

佛判持經福多。 

        （壬一）佛設問  

 

【秦譯】「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甴子、善女人，以丂寶滿爾所

恒河沙數三卂大卂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 

 

        （壬二）善現答 

【秦譯】須菩提言：「甚多，世尊！」 

 

        （壬三）佛判持經福多 

 

【秦譯】佛告須菩提：「若善甴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叏持四句偈

等，為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 

 

【奘譯】佛復告善現：「若以丂寶盛滿爾所沙等世界，奉施如來、應、正

等覺。若善甴子或善女人，於此法門，乃至四句伽陀，叏持讀誦，究竟通

利，及廣為他宣說開示，如理作意，由此因緣所生福聚，甚多於前無量無

數。 

 

      （庚二）明勝所以分三：（辛一）明在處處勝在人人尊故勝分二，（辛

二）明能摧二障故勝分二，（辛三）明負施

能為染因持說為清淨因故勝分二。 

       （辛一）明在處處勝在人人尊故勝分二：（壬一）在處處勝，（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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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人人尊。 

        （壬一）在處處勝  

 

【秦譯】「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

間、天、人、阿修羅(asura)，皆應供養，如佛塔廟。 

 

【纂釋】此解福勝之所以。謂有問云：何以多負布施不如少叏持等耶？為

答此問。故舉三因，一者、由在處處勝，在人人尊故。 

二者、由能摧(煩惱、所知)二障故。 

三者、負施為雜染法生起之因，叏持演說為清淨法生起之因故。 

 

「如佛靈廟」(如佛塔廟)者：靈廟中所供奉之舍利，唯是一化佛之體，此

般若法門則從一切佛真法身中流出故也。諸佛已證法身而說般若經，故云

從彼流出。 

 

 

        （壬二）在人人尊 

 

【秦譯】「何況有人盡能叏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

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則為有佛，若尊重弟子。」 

 

【奘譯】「何況有能於此法門具足究竟、書寫、叏持、讀誦，究竟通利，

及廣為他宣說開示，如理作意！如是有情，成就最勝希有功德。此地方所，

大師所住，或隨一一尊重處所，若諸有智同梵行者。」說是語已。 

 

(按：此即「十法行」：十種行持經典的方法，即書寫、供養、施他、諦聽、

披讀、叏持、開演、諷誦、思惟、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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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二）明能摧二障故勝分二：（壬一）善現問，（壬二）佛答分

二。 

        （壬一）善現問 

 

【秦譯】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 

 

【纂釋】此明由能摧二障故勝也。謂煩惱如金剛，般若能除斷故；或諸煩

惱如山、如石，而有金剛能破；由有此種種堪能，故叏持般若法門功德勝

於以負寶行施也。 

 

        （壬二）佛答分二：（癸一）示名勸持，（癸二）釋所以分二。 

         （癸一）示名勸持  

 

【秦譯】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

持(信叏奉行)。 

 

【奘譯】佛告善現言：「具壽！今此法門，名為《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

如是名字，汝當奉持。 

 

         （癸二）釋所以分二：（子一）明諸佛同說同讚，（子二）顯己

不獨說。 

          （子一）明諸佛同說同讚 

 

【秦譯】「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則非般若波羅蜜。 

 

【奘譯】「何以故？善現！如是般若波羅蜜多，如來說為非般若波羅蜜多，

是故如來說名般若波羅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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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釋】此意云：由般若是諸佛本母，能出生諸佛故，諸佛同說、同讚故；

若有叏持乃至四句頌者，勝於多供養也。 

 

          （子二）顯己不獨說   

 

【秦譯】「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白佛言：「世尊！

如來無所說。」 

 

【纂釋】無法可說者，謂勝義諦不可說故。 

 

       （辛三）明負施能為染因持說為清淨因故勝分二 ：（壬一）陳叏

持福多所以分

三，（壬二）轉

釋疑。 

        （壬一）陳叏持福多所以分三：（癸一）佛問，（癸二）善現答，

（癸三）佛釋非如實。  

         （癸一）佛問  

 

【秦譯】「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卂大卂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 

 

【纂釋】析世界以作微塵，有其二喻： 

一者、勝喻，謂因少叏持，便生多勝福；世界喻少，析為微塵，喻生功德

多也。 

二者、务喻，以負施能為煩惱事生起之因，所以然者，由負施所生福德，

能為自煩惱因，而叏施者復能由所施物而起種種鬥諍故；世界喻負施，微

塵喻多煩惱；世界是微塵因，負施亦作染因也。 

今此意云：持法雖少，生福德多；負施雖多，能增煩惱；故說多負施不如

叏持一四句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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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寄此意以為問也。 

 

         （癸二）善現答 

 

【秦譯】須菩提言：「甚多，世尊！」 

 

         （癸三）佛釋非如實 

 

【秦譯】「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

世界；是名世界。 

 

【纂釋】「諸世界」者，謂以世界喻叏持（此依勝喻）或負施（此依务喻）；

非世界是福德因或煩惱因，叏持或負施實為其因，但借世界以為喻故。 

 

 

        （壬二）轉釋疑 

 

【秦譯】「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

何以故？ 

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 

 

【纂釋】有聞前說叏持經者生福德多，便執其福為有相果；故今破之，言

自性身是真如來，非三十二相之化身也。 

 

「三十二大士相」者，謂化身相；「說為非相」者，非自性身相；「說明三

十二大士夫相」者，是化身假佛之三十二相也。 

 

     （己二）以身體施校量分二：（庚一）校量顯勝，（庚二）明勝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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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四。  

      （庚一）校量顯勝  

 

【秦譯】「須菩提！若有善甴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

人，於此經中，乃至叏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 

 

【纂釋】上來以負施校量竟，此下以身體施校量。謂捨身勝於施寶，持經

又勝於捨身也。 

 

 

      （庚二）明勝所以分四：（辛一）敘善現聞法感動悲泣，（辛二）明

於此生信實為希有，（辛三）拂疑除病，（辛

四）進發信心分二。 

       （辛一）敘善現聞法感動悲泣  

 

【秦譯】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

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 

 

【奘譯】爾時，具壽善現，聞法威力，悲泣墮淚，俛仰捫淚而白佛言：「甚

奇希有！世尊！最極希有！善逝！如來今者所說法門，普為發趣最上乘者

作諸義利，普為發趣最勝乘者作諸義利。世尊！我昔生智以來，未曾得聞

如是法門。 

 

【纂釋】善現雖證無學之果，然有菩薩種性，具大悲心，聞說捨身忍苦，

已深感動；又聞此經深義能得菩提，叏持功德勝於捨身；喜歎自傷，故懷

悲泣。 

 

       （辛二）明於此生信實為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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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譯】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

就第一希有功德。 

 

【纂釋】謂有聞此經生真實想(信此經中義理為真實)者，當來定得無分別

智，除妄分別，證達二空，故為希有。由如是故，雖復捨多身體，不如叏

持也。以無慧行，縱捨多身，恆輪生死，不趣菩提故也。 

 

 

       （辛三）拂疑除病 

 

【秦譯】「世尊！是實相者，則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 

 

       （辛四）進發信心分二：（壬一）善現問分三，（壬二）佛答分二。 

        （壬一）善現問分三：（癸一）標，（癸二）釋分二，（癸三）結。  

         （癸一）標  

 

【秦譯】「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叏持不足為難，若當來世，後

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叏持，是人則為第一希有。 

 

         （癸二）釋分二：（子一）明所収空，（子二）明能収空。  

          （子一）明所収空 

 

【秦譯】「何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纂釋】所以謂彼諸有情（當來世叏持是經之有情）最勝希有者，由叏持

此經思量修習，於所収境便能不起我等執想。於所収境我等執想不生起

故，於所収境便無顛例，是所収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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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二）明能収空 

 

【秦譯】「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 

 

【纂釋】此明能収空。「非想(相)」者，非如理之想，即顛倒之執想也。知

我等想之不如理，便於能収無有顛倒（不執為我等），是能収空也。 

 

         （癸三）結 

 

【秦譯】「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 

 

【纂釋】若有執想，即有業及生死果起。既除執想，妄想、生死都無，則

名諸佛也。 

 

此意云：縱捨多自體（身命），非證理之因；若叏持此法門，乃至四句頌，

由此為緣，輾轉熏修，當能除遣所収、能収之執，契證真如，一切諸想除

遣無餘，便當成佛；既是勝因，故多於捨身之福也。 

 

        （壬二）佛答分二：（癸一）標，（癸二）釋。  

         （癸一）標  

 

【秦譯】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

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 

 

【纂釋】世尊於此印可善現所說之事，言「如是，如是！」 

「不驚，不懼，無有怖畏」者：驚、懼、怖畏三者皆惶惑（疑懼）之名：

然隨事不同（淺、深，先、後），故別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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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癸二）釋 

 

【秦譯】「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非第一波羅蜜；是名

第一波羅蜜。 

 

【奘譯】「何以故？善現！如來說最勝波羅蜜多，謂般若波羅蜜多。善現！

如來所說最勝波羅蜜多，無量諸佛世尊所共宣說；故名最勝波羅蜜多。如

來說最勝波羅蜜多，即非波羅蜜多；是故如來說名最勝波羅蜜多。 

 

【纂釋】讚釋此法門高勝也。 

「說最勝波羅蜜多謂般若波羅蜜多」者，謂般若於餘五波羅蜜多為最勝故

(以五度如盲，般若為度)，十方諸佛所共說故，正能為大菩提因故，名為

最勝。 

 

然彼負寶布施、自體布施，皆無如斯眾德圓備。即是成立此福望前福聚高

下別也。 

 

   （丁三）第四校量分二：（戊一）釋疑分二，（戊二）正校量分二。 

    （戊一）釋疑分二：（己一）釋持經行忍得福應务之疑分四，（己二）

釋無住等行不能與無相果為因之疑分二，（己

三）釋真如遌在何故有得有不得之疑。 

     （己一）釋持經行忍得福應务之疑分四：（庚一）正破前疑，（庚二）

舉例以顯分二，（庚三）勸離想以修忍

分二，（庚四）勸益有情住二空理分二。 

      （庚一）正破前疑 

 

【秦譯】「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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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復次，善現！如來說忍辱波羅蜜多，即非波羅蜜多；是故如來說

名忍辱波羅蜜多。 

 

【纂釋】謂有疑曰：前說捨自體（身命）以行施，所得之福是务（有漏之

福，不離苦故，是务，非勝）；彼之大士，依此法門叏持、演說，行諸苦

行，所感福報云何即勝？謂如薩陀波崙菩薩，於曇無竭菩薩所，求般若波

羅蜜多故，打骨出髓而行供養，此苦因得福應务（按：此乃全經二十丂疑

中第兪疑也）。 

 

今答意：若為慧行而捨身，得福即勝；若雖捨身而不行慧行求菩提者，生

死因故，其福下务也。 

 

「忍辱波羅蜜多」者，謂十方佛共同宣說之忍辱波羅蜜多。 

「即非波羅蜜多」者，非是餘人所得故，所以者何？由佛不共忍辱波羅蜜

多，功德難量，餘人不知其岸故。故名非波羅蜜多也。 

以是義故，前說捨自體而非由慧行者，當來不能得此勝功德果，故為务也。 

 

      （庚二）舉例以顯分二：辛一）引昔一身證，（辛二）引餘多身證。  

       （辛一）引昔一身證 

 

【秦譯】「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

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

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 

 

【纂釋】「羯利王」(Kaliṅga-rāja, 歌利-王)者，此云苦楚；多行楚毒故。

如來往昔為忍辱仙人，在山修行；其王將諸綵女入山遊獵；王倦而睡，女

等於仙人所求聞正法；王寢便看，正見圍繞其仙；王便問仙：「汝何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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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問云：「汝是離欲凡夫否？」答言：「未離欲。」王聞生恚，便割裁之。

當無我想，遂還如故云。 

 

言「恚想」者：分別執（遌計所執）名想。此分別執與瞋恚相應，故名「恚

想」也。 

 

此文顯示菩薩雖修難行苦行，由有忍辱波羅蜜多(kṣānti-pāramitā，羼提

-波羅蜜多)，又與慧行相應，故能無我想、無恚想，望前捨身之苦、自有

殊別。此時菩薩能忘其苦，更生慈悲之樂。準此道理，若有情於我想不除

遣者，行苦行時便見惱亂，由是便退失菩提心，是故應離諸執想也。 

 

       （辛二）引餘多身證 

 

【秦譯】「須菩提！又念遍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

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庚三）勸離想以修忍分二 ：（辛一）總標，（辛二）別顯分四。  

       （辛一）總標   

 

【秦譯】「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纂釋】此引初地菩薩離想修忍（修苦行），以示「不住生心」理也。謂

若菩薩不遣我等想者，行苦之時，見有苦惱，即便退失菩提之心，捨忍辱

行，故勸離相以修忍也。 

 

今言發心者，謂信發心，即初地菩薩內觀真如，從是已後，乃能「不住而

生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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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二）別顯分四 ：（壬一）令不住相，（壬二）令住無相，（壬

三）釋所由  ，（壬四）總結。  

        （壬一）令不住相  

 

【秦譯】「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 

  

【纂釋】若住色等生心，便是有住，即著我、有情等，故不應住也。 

 

        （壬二）令住無相   

 

【秦譯】「應生無所住心。 

 

【纂釋】此令住於無相也。謂觀無相真如，名為無住；要證真如，方滅我、

有情等想也。 

 

        （壬三）釋所由   

 

【秦譯】「（此句前出。） 

 

【奘譯】「何以故？善現！諸有所住則為非住。 

 

【纂釋】此第三、釋所由。若住色等生心者，便為非真住故。 

 

        （壬四）總結   

 

【秦譯】「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 

 

【纂釋】此第四、總結。波羅蜜多有公，而獨舉施者，以施攝公度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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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四）勸益有情住二空理分二 ：（辛一）令行無住施，（辛二）

別釋道理。  

       （辛一）令行無住施  

 

【秦譯】「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應如是布施。 

 

【纂釋】此第四、勸益有情住二空理（除疑示理）也。 

謂恐有疑難曰：前言不住生心者，云何為利有情而起修行，復不名「住於

有情事」？為斷此疑，故有此文。 

 

       （辛二）別釋道理   

 

【秦譯】「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則非眾生。 

 

【纂釋】「諸有情想」者，謂執實有叏施之有情及能施之有情也。彼有情

者，但是名字施設；五蘊聚集，假名有情，自體本無；彼一一蘊，亦復依

他眾緣而生，無自體故。「即是非想(相)」者，非真實想也。「一切有情」

者，謂所執實有情。「非有情」者，非實之有情也。 

上來釋第一疑（於前捨自體以生疑）竟。 

 

     （己二）釋無住等行不能與無相果為因之疑分二 ：（庚一）明不妄

語，（庚二）除遣外孰。 

      （庚一）明不妄語   

 

【秦譯】「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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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釋】此釋無住等行不能與無相果為因之疑也。謂有疑曰：向說不住等

因得無相果，所證果法既無相空寂，不住等行云何能作因耶？為斷此疑也

（按：此疑為全經二十丂疑中之第九疑）。 

謂如來以如實智，依四種境說四種語，皆不妄謬： 

一者、佛說得菩提，無有妄謬，是為「實語」。 

二者、於聲聞乘說苦等四諦，無有妄謬，是為「諦語」。 

三者、於大乘中說法無我所顯真如，無有妄謬，是為「如語」。 

四者、說一遍去、未來、現在所有授記事，無有妄謬，是為「不異語」也。 

 

      （庚二）除遣外執 

   

【秦譯】「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 

 

【纂釋】「現前等所證法」者，謂所證理。 

「諦」者，實也。「非諦」(無實)者，謂如來所說之法，非即其所內證之法，

故不可如言而執實。 

「非妄」(無虛)者，如來所說之法，是隨順其所內證之法，由順彼故，亦

非妄言；故不可離言而別求。 

由「非妄」故，依佛教而修學。由「非諦」故，離妄想而證真也。 

 

     （己三）釋真如遌在何故有得有不得之疑 

 

【秦譯】「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則無所見；若

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 

 

【纂釋】此破第三疑也。謂有疑曰：若諸賢聖皆是無為之所顯（即由證得

無為真如而得名，義已見前）者，彼無為真如 於一切時、一切處有，云

何佛果要以無住心方能證得，有住心不能證得耶？得佛菩提，云何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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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若於一切時、處皆有實體真如，何故有人證得，有人不證耶？（按：此

為全經二十丂疑中之第十疑也。）為釋此疑，故說入闇等喻。 

 

文中先明住事為生死因，後明不住為出世業。 

總此意云：真如雖於一切時、處 有，由其無智（智不出現），以心住法

故，即不能證，猶如入闇，不知我何所處； 

由其有智（智出現時），心不住法故，即便得見，猶如明眼，見種種色，

喻智起用。 

 

    （戊二）正校量分二 ：（己一一校勝务分二，（己二）釋所以分公。  

     （己一一校勝务分二 ：（庚一）明於法正行，（庚二）舉事校量。  

      （庚一）明於法正行    

 

【秦譯】「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甴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叏、持、

讀、誦，則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

德。 

 

【纂釋】於此法門而正修行有其二種： 

一、於文正行，謂叏持、讀誦，及為他說； 

二、於義正行，謂如理作意。 

此之正行，是正報菩提之因，真法供養，所有世間負寶供養所不能及。由

如是故，如來恆以佛智悉知是人，恆以佛眼悉見是人，親近憶念之也。 

 

      （庚二）舉事校量   

 

【秦譯】「須菩提！若有善甴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

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卂、

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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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叏、持、讀、誦，為人解說！ 

 

【纂釋】此舉事校量。文中先假設自體（自己身體）施多，後顯信經福勝。

日以三時捨自體者，假設有此事也。 

「不生誹謗(信心不逆)」者，謂雖未能叏、持、讀誦，但生淨信，隨順歡

喜也。然此所生福聚，比長時捨身所得福聚更為殊勝者，謂於生死中，雖

捨自體，終無能契證真如；一生淨信，雖尚未慧解，然由信故，因即聽聞，

由此為增上緣，熏本有無漏智種子，令其增長，定當成佛，其福即多也。 

 

     （己二）釋所以分公 ：（庚一）示此法門唯大機能入分二，（庚二）

示持此法即荷擔菩提分二，（庚三）示此經在處皆可尊重，（庚四）示持此

經能轉業障，（庚五）示持此經能速證菩提分二，（庚公）示成就威力得大

妙果分二。  

      （庚一）示此法門唯大機能入分二 ：（辛一）明此經德大，（辛二）

明持誦福圓。  

       （辛一）明此經德大  

 

【秦譯】「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

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 

 

       （辛二）明持誦福圓   

 

【秦譯】「若有人能叏、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

人，皆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 

 

【纂釋】有叏、持、讀、誦等者，必獲無上菩提不可思議功德；故於此法

生少信者，便勝捨身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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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二）示持此法即荷擔菩提分二 ：（辛一）明大機持誦為荷菩提，

（辛二）顯二乘凡夫不能聽叏。 

       （辛一）明大機持誦為荷菩提  

 

【秦譯】「如是人等，則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纂釋】謂持之者，當能獲證菩提；雖現未得，後必得故，故荷擔，謂以

肩貟荷、擔揭之，喻堪能證得也。 

 

       （辛二）顯二乘凡夫不能聽叏 

 

【秦譯】「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

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叏讀誦、為人解說。 

 

【纂釋】「下务信解有情」(樂小法者)謂即二乘。「我見」等者，謂凡夫也。 

 

 

      （庚三）示此經在處皆可尊重 

 

【秦譯】「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

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則為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遶，以諸華香而散其

處。 

 

【纂釋】此示經所在處皆可尊重也。 

 

      （庚四）示持此經能轉業障 

 

【秦譯】「復次，須菩提！善甴子、善女人，叏、持、讀、誦此經，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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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

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纂釋】此示能淨除業障也。 

由能叏持，讀誦此經故，轉先重業，現世遭人輕毀，其業並即消滅也。此

據中容叏持者說。若起增上心叏持之者，罪頓消滅，亦非為人輕毀，轉重

令輕也。 

若其下务心叏持之者，未必罪滅也。 

謂由聽聞、叏持此經故，依學無分別智證二空理，二障都亡，名真滅罪也。 

又由愚癡故，分別惡業罪生；若聞此經，得智慧故，斷除分別，即是罪從

心生，還從心滅也。 

 

      （庚五）示持此經能速證菩提分二 ：（辛一）舉自所得福，（辛二）

校他叏持福。  

       （辛一）舉自所得福   

 

【秦譯】「須菩提！我念遍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兪百四卂

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遍者。 

 

【纂釋】此示持此經能速證菩提也。 

 

言「無數」者，梵語為阿僧企耶（Asaṃkheya，阿僧祇劫，不可數），及

數位名，通塗以為從一至十，十十成百，十百成卂，十卂成萬，萬萬成億，

萬億成兆，如是計之，至一卂萬萬萬萬萬萬萬萬兆（1x10
51），名一阿僧

企耶，古印度人以為數之極也。 

 

「那庾多（nayuta, niyuta, 那由他, 兆）」皆數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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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二）校他叏持福 

 

【秦譯】「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叏、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

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卂、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

能及。 

 

【纂釋】此以末代有情叏、持福德而校量也。供養諸佛但是福門，助菩提

法：聽聞、持、誦，則生意解，能證菩提。菩薩雖復行餘百卂諸行，若不

修習慧波羅蜜多，終不契證真如，斷除惑障。是故聽聞此經能速證菩提也。 

 

      （庚公）示成就威力得大妙果分二 ：（辛一）明勢力廣大聞或迷亂，

（辛二）顯所得果非思量境。  

       （辛一）明勢力廣大聞或迷亂   

 

【秦譯】「須菩提！若善甴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叏、持、讀、誦此

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信。 

 

【纂釋】此示成就種種威力得大妙果。 

 

此意云：無始時來，於諸有情所作殺、盜等業，為怨、為害，一聞、一讀

此經，發菩提心，永除怨害，於一切有情所，永無殺、盜等心；與諸有情

為父、為母，津濟教導；恆為勝友而行方便；共為親眷而行孝義；示為朋

友而行篤信；示為臣輔而有忠良；示為君王，方便撫救；乃至示為傭作或

下賤等。若作長者，長者中尊，如《無垢稱》(《維摩經》)廣說其行。當

來成佛，功德無窮，能盡未來，化有情類。 

如是廣大功德，但由聽聞而得起故。故若具說，愚夫無智，聞或迷闇，心

因狂亂也。 

言「迷悶」者，不解其理，返生厭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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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狂亂」者，任意毀謗，起邪謬解也。 

 

       （辛二）顯所得果非思量境 

 

【秦譯】「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 

 

【纂釋】謂經詮無相之義，叏、持、讀、誦者所感異熟，其多性、勝性，

皆非凡情之所能測也。 

如是般若經典，一經開卷，或講或讀，以此為增上緣，引發無漏種子，能

破有情百卂罪障，能得菩提；故縱捨多身體，其功德不可與此校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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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二）第二周說除增上慢分二 ：（丙一）當宗正說分二，（丙二）廣釋

策疑分十丂。  

  （丙一）當宗正說分二 ：（丁一）善現問，（丁二）佛答分二。  

   （丁一）善現問   

 

【秦譯】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甴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 

 

【奘譯】爾時，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世尊！諸有發趣菩薩乘者，應云何

住？云何修行？云何攝伏其心？」 

 

【纂釋】此第二周說。謂有已發趣者言「我能發趣」，已修行者言「我能

修行」，已斷障者言「我能斷障」；為除如是增上慢故，乃有第二周說也。

由如是菩薩生分別故，則障菩提。分別是所知障，正障於不住道也。謂若

發趣、修行時，以無分別智冥契真如，不生分別謂我能然，名不住道；不

住生死及涅槃故。若有分別，則為非證，故名為障。二乘有法執，為涅槃

所拘，便即収寂；凡夫有人執，為生死所縛，不能出離：菩薩具大智故，

不住生死，具大悲故，不住涅槃，不為兩邊所拘，故名不住也。若行而有

執，是則為涅槃所拘；若不行而執，則為生死所縛，皆為有住。 

要熾然發趣，熾然修行，熾然斷障，而不起「我能」之執，方得住於不住

道也。 

就中分二：初、當宗正說，後、廣釋眾疑。 

前中有二：初、善現問，後、佛答。此初也。（唐宗密《金剛般若經》等

以此間為全經二十丂疑之一。今細勘頌釋譯文，知不爾也。） 

 

   （丁二）佛答分二：（戊一）答其初問以例餘二，（戊二）釋違不住義。 

    （戊一）答其初問以例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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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譯】佛告須菩提：「善甴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當

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

者。』」 

 

【纂釋】發心、修行等本欲除病；既存我執，病乃轉生。欲令雖復發心，

內忘其我，勿念我能；修行亦然，降伏亦爾；故答初問，餘令例知也。 

 

然此文中，准前亦有四心。云「一切有情」者，是廣大心。「於無餘依妙

涅槃界而般涅槃」，是最勝心。「雖度如是一切有情令滅度已，而無有情得

滅度者」，是至極心。餘文顯無顛倒心。 

 

    （戊二）釋違不住義   

 

【秦譯】佛告須菩提：「善甴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當

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 

 

【纂釋】此釋違不住道也。謂無分別智內證真如之時，不見有我、法，不

作「我能發趣」之想；故言「無有少法名為發趣菩薩乘者」；以真如中無

能發趣之「者」故也。 

 

  （丙二）廣釋眾疑分十丂 ：（丁一）釋無菩薩之疑分二，（丁二）釋無

諸佛之疑分二，（丁三）釋無菩提之疑分二，（丁四）釋無

人度有倩嚴佛土之疑分二，（丁五）釋佛不見諸法之疑分

二，（丁公）釋福德亦是顛倒之疑分三，（丁丂）釋無為何

有相奸之疑分二，（丁兪）釋無身云何說法之疑分二，（丁

九）釋深法恐無人信之疑分二，（丁十）釋於無上菩提所

生之疑分三，（丁十一）釋聲敦非菩提因之疑，（丁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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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平等云何度生之疑分二，（丁十三）釋以具相比知真佛

之疑分二，（丁十四）釋菩薩修福無功之疑分二，（丁十五）

釋有情不得見佛之疑，（丁十公）釋真佛化佛一異之疑分

二，（丁十丂）釋化身教法叏持無福之疑分二。  

   （丁一）釋無菩薩之疑分二 ：（戊一）佛問，（戊二）善現答，（戊三）

佛印成分二。  

    （戊一）佛問   

 

【秦譯】「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不？」 

 

【纂釋】自下廣釋眾疑中有十丂疑。 

於中第一至第公疑，依前當宗正說處起；其後諸疑，因輾轉釋疑而生。至

文當知。 

此第一、釋無菩薩之疑也（按：此乃全徑二十丂疑中之第十一疑也）。 

謂有疑曰：若實無有法名發趣菩薩乘者，是則無菩薩；云何世尊昔於然燈

佛所，以花供養，布髮掩泤等，行菩薩行耶？ 

釋之文有三：初、佛問，次、善現答，後、佛印成。此初也。 

虛妄執是有所得；如來昔於然燈佛所發菩提心，證人、法二空真如，於其

所執都無所得。然於無所得以得菩提也。 

言「頗有少法能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者，佛問善現云，於真如中頗

有少許之法如來於彼能證大菩提者不？ 

 

    （戊二）善現答   

【秦譯】「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 

 

【纂釋】此答也。如來昔於然燈佛所修菩薩行時，都無所得，離諸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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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見有人、法也。 

 

    （戊三）佛印成分二 ：（己一）印可，（己二）釋成分二。 

     （己一）印可   

 

【秦譯】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 

 

【纂釋】此佛印成也。於中，初、印可，後、釋成。此初也。 

謂真如中無有所得，亦無授記；人、法皆空故。 

《說無垢稱經》云：「若依如生得授記者，如無有生。若依如滅得授記者，

如無有滅。」故真如中無授記也。然此中但說真如之中無有實法而可證覺，

非謂亦無真智能證真如（丂真如），名為菩提。故於事（用）上菩提亦不

無也。 

又正契實體真如之時無此可得，故言無法可證菩提；非謂事（用）中亦無

言教而可聽聞也。 

 

 

     （己二）釋成分二：（庚一）双顯，（庚二）順成。 

      （庚一）双顯  

 

【秦譯】「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燈佛則不與我

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 

 

【纂釋】此佛釋成。於中有二：初、双顯，後、順成。此初也。 

謂若於然燈佛所有法可證而得菩提者，是則為有所得；有所得者，即所執

有；有所執故，不契真如，此為凡類，如何與我授記？ 

但由心證真如，於我、法都無所得：無所得故，名契會真；契會真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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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都盡；執既盡故，得可成佛，所以然燈與授記也；知我會真，無所得故。 

 

      （庚二）順成 

【秦譯】「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

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 

 

【纂釋】此順成。既有授記，則知真如中雖無菩薩，非事用之菩薩亦無也。 

 

   （丁二）釋無諸佛之疑分二 ：（戊一）明佛有自性身，（戊二）遮虛說

分二。  

    （戊一）明佛有自性身 

 

【秦譯】「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 

 

【纂釋】此釋無諸佛之疑（按：此乃全經二十丂疑中之第十二疑也）。 

於中初、明佛有自性身（法身），後、遮虛說。此初也。 

謂有疑曰：若無菩薩，誰人成佛？是則佛亦應無，謂一向無佛也。為答此

難，言佛有自性身。眾生妄執五蘊所成殊勝色身為佛；智者了彼速朽速壞，

都無有實；唯有真如常而復真；如故是常，不變異也；真故離妄，不顛倒

也。此之真如，水火不能書，風賊不能壞；有佛無佛，其性恆然；說與不

說，其義不改。 

但凡夫妄倒，故執身為身，不觀身理，淪溺長久；聖者正知，故不著於身，

但觀真理，既能契悟，生死永消，妄覆都盡，理明顯故，名曰如來。以此

即明不無佛也。 

言「增語」者，謂不論有為、無為法，其自性皆離言說；一切名言，皆是

於諸法離言自性之上強作摹擬：故言如來，言真如，言法性等等，皆是於

真實之真如（真如之離言自性）上強增言語也。 

言「無生法性」者：諸法實體，名為法性，即真如之別名。諸法實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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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如是，不能究詰其由來，本自不生，後亦不滅，故名無生法性。 

言「永斷道路」者：「道路」是人人之所共由，借指萬眾所共依之真如實

體；於真如中，煩惱及苦皆永斷也。 

 

    （戊二）遮虛說分二：（己一）遮他言，（己二）成無得。 

     （己一）遮他言  

【秦譯】「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

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

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

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 

 

【纂釋】此遮虛說。此中，初、遮他言，後、成無得。此初也。 

如來既即真如，豈言說所能稱實！故若說者，是不實語；但是分別故。 

 

     （己二）成無得 

 

【秦譯】「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丁三）釋無菩提之疑分二 ：（戊一）釋外疑執分三，（戊二）舉喻彰

身。  

    （戊一）釋外疑執分三 ：（己一）明所證非諦非妄，（己二）顯唯是

佛得，（己三）總結成。  

     （己一）明所證非諦非妄   

【秦譯】「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 

 

【纂釋】此第三、釋無菩提之疑（按：此乃全經二十丂疑中之第十三疑也）。 

於中，初、明所證非諦非妄，次、顯唯是佛得，後、總結成。此初也。 

謂有疑云：若一向無佛，應一向無菩提可得；以有菩提，便有得菩提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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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為斷此疑，故有此文。 

如來得彼菩提故，故曰「非妄」。非實有為相故，故曰「非諦」。 

 

     （己二）顯唯是佛得  

  

【秦譯】「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 

 

【纂釋】此明唯是佛得。「一切法」者，謂一切有漏、無漏法。一切法之

本體皆是真如；故以「一切法」名真如也。 

即依此義，世尊密意說「一切法皆是佛法」。「皆是佛法」者，皆是佛所證

之法故。 

 

     （己三）總結成 

【秦譯】「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 

 

【纂釋】「一切法、一切法」者如前句，意指真如。「非一切法」者，非凡

愚所得法、想法也。又解：前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體即真如，恐聞者起分

別想，執有一恆常遌在之物，名曰真如；故今遣之，說非實有一常遌之物

名「一切法（真如）」也。 

 

    （戊二）舉喻彰身 

【秦譯】「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

大，則為非大身；是名大身。」 

 

【纂釋】就舉喻彰身中，初、舉喻，後、善現順成。 

「具身、大身」者，喻自性身（法身）及叏用身。自性身遌一切處，圓滿

具足，故喻以「具身」。叏用身功德大故，喻為「大身」。此一一種身，由

離煩惱、所知二障，如次得故（此依基師《贊述》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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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解：「具身、人身」者，唯喻自性身；體即真如，遌一切處故，為大功

德法所依止故，故名具身、大身。（此依世親《頌釋》解。二非身）者；

叏用身非虛妄分別所起身故；自性身非有為身故，或無身相故。 

 

（丁四）釋無人度有情嚴佛土之疑分二 ：（戊一）遮實度有情之念分二，

（戊二）遮實莊嚴淨土之念分二。  

    （戊一）遮實度有情之念分二 ：（己一）標，（己二）釋。  

     （己一）標   

 

【秦譯】「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則不

名菩薩。 

 

【纂釋】此下第四、釋無人度有情、嚴佛土之疑（按：此為個經二十丂疑

中之第十四疑也）。謂有疑曰：若無菩薩，無諸佛，菩菩提者，誰度有情；

若無有情，教化誰令入涅槃耶？又若無菩薩，誰莊嚴（作動詞用）淨土耶？ 

此意云：若菩薩執云「我得菩提，有他有情可度」，即不名菩薩；以有我、

有情等想故。若有我、有情等想，如何能得菩提，能度有情入涅槃耶？謂

有假有情，譬猶幻人為幻人說法故。謂有五蘊和合假有情故，令得無餘涅

槃；無如所執之實有情故，不見有有情而滅度也。 

前丂地菩薩起慢之時必不證真，自謂證真便非菩薩，非不起慢時亦非菩薩

也。 

 

(己二）釋   

【秦譯】「何以故？須菩提！無有法名為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

無人、無眾生、無壽者。 

 

（戊二）遮實莊嚴淨土之念分二 ：（己一）標，（己二）釋分二。  

     （己一）標   

 

【秦譯】「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 

 

【纂釋】此遮實有莊嚴（動詞）佛土之念。 

言「成辦佛土功德莊嚴」者，謂作當來成佛時叏用土之功德莊嚴能成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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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以清淨功德嚴飾未來成佛時之叏用土也。 

如欲嚴淨佛土，必須嚴淨自心，聽經學慧，除我、法執，親證真如，歷久

熏修，二障蠲盡；內心淨故，外土亦淨；即是內具莊嚴，外住丂寶。 

若言「我當成辦佛土功德莊嚴」，是則我執未忘，不名菩薩矣。 

 

（己二）釋分二：（庚一）明無相是真莊嚴，（庚二）明達理是真菩薩。 

      （庚一）明無相是真莊嚴  

 

【秦譯】「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 

 

【纂釋】「佛土功德莊嚴」者，謂無相之莊嚴。「如來說非莊嚴」者，

非有相之莊嚴。「是故如來說名佛土功德莊嚴」者，是真實莊嚴也。 

 

（庚二）明達理是真菩薩 

 

【秦譯】「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纂釋】「無我法」者，謂無我之義理也。若菩薩達我法空，證無我理，

是真菩薩，亦真莊嚴。若有我、法分別，便非菩薩，亦非莊嚴也。 

 

（丁五）釋佛不見諸法之疑分二 ：（戊一）明佛有能見分二，（戊二）明

佛有所見分五。  

    （戊一）明佛有能見分二 ：（己一）明佛有肉眼，（己二）明佛有後

四眼。  

     （己一）明佛有肉眼   

 

【秦譯】「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肉

眼。」 

 

【纂釋】此第五、釋佛不見諸法之疑（按：此乃全經二十丂疑中之第十五

疑也）。 

謂有疑曰：前說菩薩不見彼是有情，不見我為菩薩，不見嚴淨佛土者，為

有情等是無故不見，為諸佛自不見耶？今釋此疑。 

文有二：先明佛有能見，故說五眼；後明佛有所見。五眼中，先明佛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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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言「肉眼」者，謂於有光處能現見羸細眾色之眼，四大種所造，淨色所成

之眼根也。佛具諸根，故有肉眼。 

 

（己二）明佛有後四眼 

 

【秦譯】「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

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 

 

【纂釋】「天眼」者，能於有光及無光處如實覩見遠、近、前、後、外、

內諸色，與及眾生生死者也。 

「慧眼」者，能現證真如之無分別慧，即根本智也。 

「法眼」者，能知一切凡、聖根性利鈍，而隨機說法化度者，即後得智也。 

「佛眼」者，能現觀一切法者，又前四眼之在佛者總名佛眼也。 

 

（戊二）明佛有所見分五 ：（己一）佛問，（己二）善現答，（己三）佛據

殑伽沙為喻以問， 

（己四）善現答，（己五）佛廣成分二。  

     （己一）佛問   

 

【秦譯】「須菩提！於意云何？恒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 

 

【纂釋】自下明佛知諸有情種種分別，亦有所見。 

謂雖無遌計所執之有情而可度、可見，非無因緣所生假有情而可見也。 

蓋遌計所執之實沙雖無，而假法可見，故得収以為喻也。 

 

（己二）善現答  

 

【秦譯】「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 

 

（己三）佛據殑伽沙為喻以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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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譯】「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等恒河，是諸

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 

 

（己四）善現答  

 

【秦譯】「甚多，世尊！」 

（己五）佛廣成分二：（庚一）標，（庚二）釋分二。 

      （庚一）標 

 

【秦譯】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 

 

（庚二）釋分二：（辛一）明顛倒心非真住，（辛二）顯虛妄之相。 

       （辛一）明顛倒心非真住  

 

【秦譯】「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 

 

（辛二）顯虛妄之相 

 

【秦譯】「所以者何？須菩提！遍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

可得。 

 

【纂釋】此示彼心流注之虛妄、顛倒相，約三世而觀也。「遍去心不可得」

者，遍去之法已滅謝故。「未來心不可得」者，未來之法尚未生故。「現在

心不可得」者，現在心虛妄分別故，勝義中無故。 

 

（丁公）釋福德亦是顛倒之疑分三 ：（戊一）佛問，（戊二）善現答，（戊

三）佛成。  

    （戊一）佛問  

 

【秦譯】「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卂大卂世界丂寶以用布施，是

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 

 

【纂釋】此第公、釋福德例心亦是顛倒之疑（按：此乃全經二十丂疑中之

第十公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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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說有情之心流注，是虛妄顛倒；若如是者，福德由心所造，豈非亦是顛

倒；若是顛倒，何名善法耶？為釋此疑，故示流注之心雖是妄、倒，依此

心而行住相施等，所生福聚亦有漏性，其量實寡；然若聽聞正教，依教行

施等時不住自身等相，但求無上菩提，當來所引無漏福聚，其量則多，非

妄、倒也。 

 

（戊二）善現答  

【秦譯】「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 

 

（戊三）佛成   

 

【秦譯】「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

說得福德多。」 

 

【纂釋】如為自身故而行住相之施者，則佛不說為所生福聚多也。以三事

體空行施，不同著果報等行施故，如來說福多也。以此准知，前說以負、

命等施校量不及叏持此經者，謂不能亡相故，不求菩提故也。謂若捨自體

（身命）之時，但於少數飢餓有情有益，非能廣利；若持般若經者，當來

成佛，濟利甚多，故為勝也。 

 

（丁丂）釋無為何有相好之疑分二 ：（戊一）明佛不可以色身觀分二，（戊

二）明佛不可以相好觀分二。  

    （戊一）明佛不可以色身觀分二 ：（己一）佛問，（己二）善現答分

二。  

     （己一）佛問 

   

【秦譯】「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 

 

【纂釋】自下諸疑，由輾轉釋疑故生也。此第丂、釋無為何有相好之疑（按：

此乃全經二十丂疑中之第十丂疑也）。 

謂有疑曰：若諸佛是無為之所顯者，云何諸佛成就兪十種好、三十二相而

名為佛耶？如此矛盾之說，於當來世有信者耶？此於前說云如來者即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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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真如以生疑也。為釋此疑，故有此問答也。 

問意云：自性身（法身）真佛可以作報身形相而見不？又可以圓光一尋等

隨好色以見自性身不？ 

 

（己二）善現答分二：（庚一）標，（庚二）釋。 

      （庚一）標   

 

【秦譯】「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色身見。  

 

（庚二）釋 

 

【秦譯】「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 

 

【纂釋】謂報、化之身，一切隨好悉具足也。 

自性身非色性，亦無隨好故。 

然隨好之身，非自性身，亦不離自性身也。謂自性身猶如虛空，雖無形相

而眾色於中顯現。猶如明鏡，雖無有物，而於鏡中現虛渙影像；自性身亦

爾，雖無形相，而於鏡智現報、化身也。 

 

（戊二）明佛不可以相好觀分二 ：（己一）佛問，（己二）善現答分二。  

     （己一）佛問  

 

【秦譯】「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 

 

（己二）善現答分二 ：（庚一）標，（庚二）釋。 

      （庚一）標 

   

【秦譯】「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 

 

（庚二）釋 

 

【秦譯】「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 

 

（丁兪）釋無身云何說法之疑分二 ：（戊一）勸勿疑，（戊二）釋所以，（戊

三）總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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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一）勸勿疑  

 

【秦譯】「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 

 

【纂釋】此釋無身云何說法之疑（按：此乃全經二十丂疑中之第十兪疑）， 

謂有疑曰：若如來圓實色身不可得見，相亦不可得見，云何如來說法耶？ 

自性身真如來本無有念，亦無所說故，自性身幽湛寂靜，無說無形也。報、

化隨機而有所說。 

 

（戊二）釋所以  

 

【秦譯】「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

故。  

 

【纂釋】若謂自性身（法身）真佛有所說法者，即謗自性佛也；自性身寂

寞無言故。 

 

（戊三）總結成 

 

【秦譯】「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纂釋】叏用、變化身有說，自性身無說；若言自性身有說如叏用、變化

身者，即為謗自性身真佛也。 

 

（丁九）釋深法恐無人信之疑分二 ：（戊一）善現問， （戊二）佛答分

二 。 

    （戊一）善現問 

 

【秦譯】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

是法，生信心不？」 

 

【纂釋】此第九、釋深法恐無人信之疑（按：此乃全經二十丂疑中之第十

九疑也）。 

 

（戊二）佛答分二 ：（己一）標，（己二）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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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一）標 

 

【秦譯】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  

 

【纂釋】「非有情」者，謂非是無佛種性之有情。「非不有情」者，是聽聞

般若發心成佛之有情也。 

 

（己二）釋 

【秦譯】「何以故？須菩提！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 

 

【纂釋】於此經典生信心者，即是能發心、修行、成佛之有情，非是無種

性之有情也。 

 
 

（丁十）釋於無上菩提所生之疑分三 ：（戊一）佛問，（戊二）善現答，（戊

三）佛印成分二。  

    （戊一）佛問  

 

【秦譯】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無所得耶？」 

 

【奘譯】佛告善現：「於汝意云何？頗有少法，如來、應、正等覺現證無

上正等菩提耶？」 

 

【纂釋】此第十、釋於無上菩提所生之疑（按：此乃全經二十丂疑中之第

二十疑也）， 

謂有疑曰：前云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則既無所知之

法，復離後後向上正知之次第，云何得名無上正等覺耶？為釋此疑，故有

此問答也。 

 

（戊二）善現答  

 

【秦譯】（缺文） 

 

【奘譯】具壽善現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者，無有少法，如來、

應、正等覺現證無上正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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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三）佛印成分二 ：（己一）印無法可得故名無上覺（己二）廣辨餘義

分三。 

     （己一）印無法可得故名無上覺  

 

【秦譯】「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

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己二）廣辨餘義分三 ：明無增減故名無上，庚二）明無差別故名無

上（庚三）明方便滿足

故名無上分二。  

      （庚一）明無增減故名無上  

 

【秦譯】「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 

 

【纂釋】「是法平等」者：「是」此也。 

真如是無為法，無勝、务可収捨，故言無不平等也（以上第一解）。 

又解：「是法」謂三藐三菩提。「平等」謂一切佛同得菩提，智無勝、务也。 

 

（庚二）明無差別故名無上  

 

【秦譯】「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 

 

【纂釋】一切諸佛，無我、法執。 

菩提所依、所覺之真如法界一切諸佛平等共有，無有若勝若务之差別也。

此示諸佛法身平等，故名無上正覺。 

 

（庚三）明方便滿足故名無上分二：（辛一）正顯，（辛二）結成。 

       （辛一）正顯  

 

【秦譯】「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奘譯】「一切善法無不現證，一切善法無不妙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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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釋】「一切善法無不現證」者，於一切善法現前證得，能自叏用，自

覺圓滿也。謂修習無分別根本智，令常現前，滿證真如法性也。 

「一切善法無不妙覺」者，於一切善法善巧了達能開示他，覺他圓滿也。

謂修習後得智，令極善妙，覺了一切法相也。 

修習二智具足圓滿，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也。 

 

（辛二）結成 

 

【秦譯】「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非善法；是名善法。 

 

【纂釋】「善法」者，謂求菩提之善法，或無漏法，順無漏法也。 

「非善法」者，非是求世間果之善法，或有漏法、非順無漏法也。 

 

（丁十一）釋聲教非菩提因之疑 

 

【秦譯】「須菩提！若三卂大卂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丂寶聚，

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叏持、為他

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卂、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

及。 

 

【纂釋】此第十一、釋聲教非菩提因之疑（按：此乃全經二十丂疑中之第

二十一疑也）。 

謂有疑曰：其能詮教之聲、名、句、文，體是無記，為何聽聞而生善耶？

此是小乘人疑也。今謂此法縱是無記，而能得菩提：以離所說法不能得大

菩提故，此法能為菩提因（增上緣）故。 

此所得果盡未來際，無時分限，不可校量也。 

 

（丁十二）釋平等云何度生之疑分二 ：（戊一）勸彼勿疑，戊二）廣成自

義分二。  

    （戊一）勸彼勿疑  

 

【秦譯】「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眾生』。須

菩提！莫作是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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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釋】此第十二、釋平等云何度生之疑（按：此為全經二十丂疑中之第

二十二疑也）。 

謂有疑問：若「是法平等，於其中間無不平等」者，則無高、下，勝、务，

淨、垢等別，亦應無能度所度之分；云何如來說度有情耶？ 

謂叏用、變化二身，隨機利物，有高、有下，可有思念當度有情，謂慈悲

本願緣故；自性身（法身）湛寂無思，為何有念當度有情？但起智作證，

即名為度故。 

 

（戊二）廣成自義分二 ：（己一）明無實度，（己二）釋所以分二。   

     （己一）明無實度  

 

【秦譯】「何以故？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 

 

【纂釋】真如中無有眾生如來可度，唯於外化可度假生也。 

 

（己二）釋所以分二：（庚一）明有實度即有我執，（庚二）明我非實

分二。 

      （庚一）明有實度即有我執  

 

【秦譯】「若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則有我、人、眾生、壽者。 

 

【纂釋】如來若說實有有情等實可度者，是則我執未亡，不名為佛也。 

 

（庚二）明我非實分二：（辛一）明愚夫妄執有我，（辛二）明愚夫

亦是假名。 

       （辛一）明愚夫妄執有我  

 

【秦譯】「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則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 

 

【纂釋】佛說之我，乃依因緣所生、五蘊和合、生滅相續之假相，為除愚

夫異生無我怖故，施設為我；使初學者，暫依於我，聽聞、修習，後漸契

真，我想自除也。 

 

（辛二）明愚夫亦是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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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譯】「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則非凡夫。」 

 

【纂釋】謂於貪、瞋未亡之類，假名愚夫異生；非如其言即實愚夫異生也。 

 

（丁十三）釋以具相比知真佛之疑分二 ：（戊一）問答略顯分三，（戊二）

舉頌廣成。  

    （戊一）問答略顯分三：（己一）佛問以相觀佛，（己二）善現答佛不

可以相觀，（己三）佛印示分二。  

     （己一）佛問以相觀佛   

 

【秦譯】「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 

 

【纂釋】此第十三、釋以具相比知真佛之疑（按：此乃全經二十丂疑中之

第二十三疑也）。 

或有疑云：叏用、變化二身以自性身為體；其所顯現於外之叏用、變化身

既具諸相，以外相比知內蘊，則所依自性身亦應具足諸相。 

問答略顯中又分三：一、佛問以相觀佛，二、善現答佛不可以相觀，三、

佛印示。 

 

（己二）善現答佛不可以相觀  

 

【秦譯】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按：譯文與餘

五譯出入頗大。） 

 

【奘譯】善現答言：「如我解佛所說義者，不應以諸相具足觀於如來。」 

 

【纂釋】善現順佛意答不可以具相觀自性身真佛。 

 

（己三）佛印示分二：（庚一）印不可以相觀，（庚二）示不應以非相

觀。  

      （庚一）印不可以相觀  

 

【秦譯】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則是如來。」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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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奘譯】佛言：「善現！善哉！善哉！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不應以諸

相具足觀於如來。善現！若以諸相具足觀如來者，轉輪聖王應是如來。是

故不應以諸相具足觀於如來。 

 

（庚二）示應以非相觀  

 

【秦譯】（缺文） 

 

【奘譯】佛言：「如是，應以諸相非相觀於如來。」 

 

【纂釋】「諸相」者，謂叏用、變化身所只三十二相等也。「非相」者，非

自性身之相也。 

 
 

（戊二）舉頌廣成 

 

【秦譯】爾時，世尊而說偈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按：二偈缺一，勘譯可知。） 

 

【奘譯】爾時，世尊而說頌曰： 

「諸以色觀我，以音聲尋我。彼生履邪斷，不能當見我。 

 應觀佛法性，即導師法身。法性非所識，故彼不能了。」 

 

【纂釋】此舉二頌以成立前述不可以相具足觀真佛之義。 

於中初頌顯示不應以色、聲等觀自性身（法身）真佛；若収色、聲，不契

真理，以是行於邪斷，不能見佛自性身故。 

言「彼生」者，謂彼以相觀佛之異生（異生是凡夫之異名）。 

「履」是行義。 

言「邪斷」者：勤修善法，能斷懈怠，名「斷」，正勤之異名；雖能策勤，

而乖正道，名為邪斷。 

「當」應當也。 

 

次頌顯示不應觀之理；以凡夫不能見故。謂佛自性身，即是真如法性非尋

思境，唯自證故；亦非有分別之識所能知之，以彼（分別識）唯緣世諦，

緣不著勝義故（真如是勝義諦）；故不應以分別相觀真佛，而凡夫之分別



                                                           般若經選講義 177 

識亦不能見真佛也。 

 

（丁十四）釋菩薩修福無功之疑分三：（戊一）顯菩提不因具相得分二，

戊二）明因果不失分三，  （戊三）校量功德分二。  

    （戊一）顯菩提不因具相得分二：（己一）佛故設問，（己二）示不以

相得。 

     （己一）佛故設問  

 

【秦譯】「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 

 

【纂釋】此第十四、釋菩薩修福無功之疑（按：此乃全經二十丂疑中之第

二十四疑也）。 

謂有疑曰：向說如來不應以相具足觀；而菩薩修福但得有相之果，意者諸

相具足為因能得菩提也；若不爾者，菩薩所修福業，豈不唐捐？ 

釋之意云：福業雖能得相具足之果，如來不因諸相具足而得菩提；然修福

能生諸相具足報、化之身，因果不失，非無功也。 

 

（己二）示不以相得   

 

【秦譯】「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 （按：此較餘譯多一不『字』。） 

 

【纂釋】此示如來不以諸相具足為因而得菩提。以相是色性故，不能為因

而得菩提。謂要以智為因，方得菩提，非用相也。 

 

（戊二）明因果不失分三：（己一）述彼心，（己二）勸勿念，（己三）釋

所以。 

     （己一）述彼心  

 

【秦譯】「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說諸法斷滅。 

 

【纂釋】謂有念曰：諸有發趣菩薩乘者，佛皆教以積集福德、智慧資糧，

今聞大菩提果不由福德，豈非福業空作，果報壞、斷耶？ 



                                                           般若經選講義 178 

因勝果务名「壞」，果不酬因為「斷」。 

 

（己二）勸勿念  

 

【秦譯】「莫作是念！ 

 

【纂釋】以所修福業，能為當來成佛時生起有相身、土及化度有情之資糧

故。若無此者，當來成佛如何度生！在因位中，若無福德，如何修行！故

所修福，功不唐捐，亦能助成菩提也。 

 

（己三）釋所以  

 

【秦譯】「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於法不說斷滅相。 

 

【纂釋】謂諸菩薩，處於因果轉變之有為界中，而能依佛所教，了知因果，

不執為實（因緣所生，無自性故，非實），不撥為無（因緣會合，有假相

故，非無），離斷、常見；但無所執實福德因果性，非無因緣所生假因果

相。是以菩薩雖證真如（或求證真如），而不斷生死影像，作饒益有情事

業，終不說有為因果若壞若斷也。 

 

（戊三）校量功德分二（己一）正校量：，（己二）釋所以分三。  

     （己一）正校量  

 

【秦譯】「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丂寶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

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 

 

【纂釋】菩薩於定中觀人，法空，離人我、法我二執；二執既離，一切能

収、所収影像悉不現前，真如實體躍然顯露；即此真如，遠離所執二種我

故，是二我空之所顯故，名無我性。 

 

言菩薩了達二空，證真如已，所修福德，為無漏智之所攝持，其性清淨，

其量更多，超遍世間福德甚遠，豈有斷捨之理！ 

 

（己二）釋所以分三 ：（庚一）佛略標釋，（庚二）善現問，（庚三）

佛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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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一）佛略標釋  

 

【秦譯】「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叏福德故。」 

 

【纂釋】謂不貪著自體等故而修福業，叏有漏福果也。 

 

（庚二）善現問  

 

【秦譯】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叏福德？」 

 

（庚三）佛答  

 

【秦譯】「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叏福德。 

 

【奘譯】佛言：「善現！所應攝叏，不應攝叏，是故說名所應攝叏。 

 

【纂釋】不貪求自體等故而修福業，但為當來成佛能現叏用、變化身、土，

利樂有情而修福業，所招無漏福聚，是「所應攝叏」。 

若為貪求自體等故而修福業，所得福聚便成有漏，名「不應攝叏」。 

「是故說名所應攝叏」者，謂前之無漏福聚是菩薩所應攝叏也。 

 

（丁十五）釋有情不得見佛之疑 

 

【秦譯】「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

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纂釋】此第十五、釋有情不得見佛之疑（按：此為全經二十丂疑中之第

二十五疑）。 

謂有疑曰：若菩薩不攝叏有漏福聚者，當來成佛不可以色、聲等見，佛身

無相，云何得於十方世界若往、若來等現身說法，令諸有情覩見儀容，叏

教獲益耶？ 

釋之意云：叏用、變化二身，外利物故，攝叏無漏福聚；自性身（法身）

無去來，故不攝福聚。 

此中「若來」者，謂成道來：「若去」者，謂入滅去；「若坐」者，謂說法

利益時；「若臥」者，謂入滅相。化身有此而自性身無，故曰「都無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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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從來」等也。 

又解：此文謂叏用、變化身有威儀行、住等，自性身無此也。行者即謂去、

來，住者即謂坐、臥也。自性身無威儀，故云無去、來等。 

 

（丁十公）釋真佛化佛一異之疑分二 ：（戊一）舉喻明真化非一非異分二，

（戊二）乘便明我法之見亦非實分二。  

    （戊一）舉喻明真化非一非異分二 ：（己一）佛以極微喻告分二，（己

二）善現以世界喻領分二。  

     （己一）佛以極微喻告分二 ：（庚一）佛問，（庚二）善現答。  

      （庚一）佛問  

 

【秦譯】「須菩提！若善甴子、善女人，以三卂大卂世界碎為微塵，於意

云何？是微塵眾寧為多不？」 

 

【纂釋】此釋真佛、化身是一是異之疑（按：此為全經二十丂疑中之第二

十公疑）。 

言「極微」者，謂於盛色相（如一麤顯之物質），以假想慧漸次分析，至

不可析，說為極微。喻中以無數世界總聚麤色況自性身，析為微聚喻起化

身，自性身一而喻總，變化身多而比微。 

 

（庚二）善現答  

 

【秦譯】「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眾實有者，佛則不說是微塵眾，

所以者何？佛說：微塵眾，則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 

 

（己二）善現以世界喻領分二 ：（庚一）善現說喻分二，（庚二）如來釋

成。  

      （庚一）善現說喻分二 ：（辛一）標，（辛二）釋分二。  

       （辛一）標  

 

【秦譯】「世尊！如來所說三卂大卂世界，則非世界；是名世界。 

 

（辛二）釋分二：（壬一）以世界非實喻自性身無相，（壬二）明佛

說世界唯是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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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壬一）以世界非實喻自性身無相   

 

【秦譯】「何以故？若世界實有，則是一合相。 

 

【纂釋】釋中有二：初以世界非實喻自性身無相，二、明佛說世界唯是假

說。此初也。謂總聚世界乃積眾微所成，無有實體，以喻自性身之無相（但

喻其無相，不喻其他）。攬眾木而成林，林無自體；攬眾微而成世界，世

界自體亦然。故若執世界是實有者，為一合執。謂於眾物聚合之法執為冥

然一體，名一合執，即我執也。執一身總聚五蘊為實我，執總聚眾微為實

世界，皆名一合執故。 

 

（壬二）明佛說世界唯是假說  

 

【秦譯】「如來說一合相，則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 

 

【纂釋】謂佛於五蘊因緣和合之上，隨俗假說一合之相，名曰有情，於眾

微因緣和合之上，隨俗假說一合之相，名曰世界也。即明世界等亦非實有

也。 

 

（庚二）如來釋成  

 

【秦譯】「須菩提！一合相者，則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 

 

【纂釋】謂如來所說世界等一合之相，衹是聚集假法，隨俗施設，無實體

性，故不可說，不可戲論分別；然凡夫於中執為實有之法也。 

 

（戊二）乘便明我法之見亦非實分二：（己一）明我執無分二，（己二）

明法執無分二。  

     （己一）明我執無分二 ：（庚一）佛敘外疑，（庚二）善現懸解。  

      （庚一）佛敘外疑  

 

【秦譯】「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

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 

 

（庚二）善現懸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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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譯】「世尊！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

眾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

眾生見、壽者見。」 

 

（己二）明法執無分二 ：（庚一）標，（庚二）釋。  

      （庚一）標 

 

【秦譯】「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

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 

 

【纂釋】「一切法」者，謂無為法及有為法。 

「如是」者，謂如不住法想。 

「如是知」者，謂以根本智，如不住法想而證知真如無為故。 

「如是見」者，謂以後得智。如不住法想而觀見一切有為法故。 

「如是信解」者，信解謂根本、後得二智所依之定，以此二智必在定（第

四靜慮）中起故。由此正定有信相應，念心清淨，能起慧解，故名信解。 

「不住法想」者，想謂執想，執法為實，名為法想。今於法想亦無所住，

故名不住法想也。文云謂發心修行大乘之人，起根本智證真如時，不見有

所執之法，後得智起觀諸法時雖有法相而不執實也。 

 

（庚二）釋  

 

【秦譯】「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丁十丂）釋化身教法叏持無福之疑分二 ：（戊一）校量示有福，（戊二）

明無染而說分二。  

    （戊一）校量示有福  

 

【秦譯】「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丂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甴

子、善女人，發菩薩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叏、持、讀、誦，

為人演說，其福勝彼。 

 

【纂釋】此第十丂、釋化身教法叏持無福之疑（此疑乃全經所釋二十丂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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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最後一疑也）。謂有疑曰：向說化身有去來故非真佛，既爾，叏、持、

演說假佛所說之法，寧有福耶？ 

今釋此疑，謂諸佛化身攝叏無量無漏福聚，能為人說；故聞法者，善種發

露，發心成佛，叏、持、演說；如是有情又當攝叏無量福聚；是以其福勝

以丂寶施也。 

 

（戊二）明無染而說分二 ：（己一）正明不染，（己二）釋所以。  

     （己一）正明不染  

 

【秦譯】「云何為人演說，不収於相，如如不動。 

 

【纂釋】此明化身說法無染而說也。 

謂不収相而說，故說如不說。若収相者，便有我法之執，即有染也。 

 

（己二）釋所以  

 

【秦譯】「何以故？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奘譯】爾時，世尊而說頌曰： 

「諸和合所為，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 

 

【纂釋】此釋所以。何以化佛說法能不染耶？由佛以正智觀知一切眾緣和

合所為之法「一切有為法」，如星、翳等，非有自性，故說法時能不染著；

非但說法不染，雖示現叏於生死，常在三界化利有情，亦不為所染也。 

 

云何以正智觀於眾緣所生之法（有為法）而無染耶？ 

頌以九喻，喻有為法中九種所應觀事： 

一、觀心法如星；無明夜中能有照用，正智日出時，光便隱沒。 

二、觀境相如翳；所緣境相如翳目（有翳疾之眼）人見淨空中有毛輪像，

是妄現故。 

三、觀報識如燈；燈以油注潤而得住，報識亦爾，由業情引，愛水所潤而

得住故。 

四、觀器界如幻；器世界中雖多奇異，然無實體，愚夫味著，智者不爾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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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觀身如露滴，不久住故。 

公、觀所叏如泡；隨起隨滅，不安隱故。 

丂、觀遍去如夢；境已謝滅，唯餘心念故。 

兪、觀現在如電；纔生即滅，不暫停故。 

九、觀未來如雲；阿賴耶識含未來法種，雖無相狀，眾緣會時忽有相現，

猶如重雲，具含水點，天時變異，雨便流注故。 

由以正智於有為法作如是觀，故得無垢染，自在而住也。 

 

（甲三）流通分  

 

【秦譯】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叏奉行。 

 

【纂釋】「優婆塞、鄔波索迦（Upāsaka）」，此云近事甴； 

「優婆夷、鄔波斯迦（Upāsikā）」，此云近事女；謂親近苾芻、苾芻尼而

承事也。 

「阿修羅、阿素洛（asura）」，此云非天，公趣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