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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訶般若波羅蜜經》〈16 乘乘品～18 問乘品〉補充講義 

釋圓悟整理 2017/9 

 

〈16 乘乘品〉 

頁 140 

◎ 大意 

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B012〕，p.128： 

 

          ┌ 修行六度三輪體空        ┐ 

  乘於大乘┤ 修諸妙行修亦不得        ├自利乘 

          │ 若我若法達不可得        ┘ 

          └ 具足神通成就眾生          利他乘 

 

一、乘於大乘 

《大智度論》卷 46〈乘乘品 16〉(大正 25，389c18-390a23)： 

釋曰： 

富樓那以三事明摩訶薩，1上已說二事，今問第三事「乘於大乘」，富樓那答。 

有人言：菩薩直布施內外物，不能破吾我相，是名「大莊嚴」； 

若能破吾我相，入眾生空，未入法空，是名「發大莊嚴」。 

因眾生空入法空中，行檀波羅蜜，不見三事：施者、受者、財物，能如是者，

是名「乘於大乘」。 

餘波羅蜜亦如是。 

是菩薩以不雜心，離諸煩惱及二乘意，為薩婆若故，修行四念處，修相亦不可得，畢竟

清淨故。是名乘於大乘。 

乃至十八不共法亦如是。 

復次，若菩薩知一切法假名字，於名字和合中復有名字；一切世間、若出世間，皆是假

名。是名乘於大乘。 

復次，菩薩發大莊嚴，具足菩薩神通；具足菩薩神通故，成就眾生，從一佛國至一佛國…… 

復次，「大乘」名畢竟清淨六波羅蜜。菩薩摩訶薩乘大乘時，以五神通而自莊嚴；菩薩

住是乘中，一時變身無數，至十方世界，供養諸佛、度脫眾生。是菩薩常不離諸佛，乃

至得佛道，常乘此大乘。 

                                                 
* 本「補充講義」整理厚觀法師編《大智度論講義》及開仁法師所提供之講義，彙整而成。 
1 三事：指菩薩「大莊嚴、發趣大乘、乘於大乘」。參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4〈15 辯才品〉：

「富樓那彌多羅尼子言：『是菩薩大誓莊嚴、是菩薩發趣大乘、是菩薩乘於大乘，以是故，是

菩薩名摩訶薩。』」（大正 8，244c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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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法用無所得故 

參見《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412〈14 乘大乘品〉（大正 7，67b26-c1）：「滿慈子言：『舍

利子！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以一切智智相應作意，大悲為首，用無所得

而為方便，雖乘布施波羅蜜多而不得布施波羅蜜多，不得施者、受者、施物及所遮法。』」 

 

〈17 莊嚴品〉 

 

頁 143 

三、「丑一、騰富樓那初句取定於佛釋時眾疑」 

《大智度論》卷 46〈無縛無脫品 17〉(大正 25，391b4-8)： 

釋曰： 

上富樓那說大莊嚴及發大誓莊嚴相，今須菩提作是念：「富樓那未得一切智，雖說大莊

嚴，或當有錯。」是故問佛取定。 

佛為須菩提說「檀波羅蜜大莊嚴，乃至一切智」。 

 

四、大莊嚴 

參見《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413〈15 無縛解品〉（大正 7，68b13-14）：「爾時，具壽

善現白佛言：『世尊！如說菩薩摩訶薩被大乘鎧者，云何菩薩摩訶薩被大乘鎧？』」 

 

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B012〕，p.128： 

大莊嚴二義 ┬ 六波羅密是大莊嚴（攝諸功德）。 

           └ 大誓莊嚴是大莊嚴。 

 

五、變身如佛、化作轉輪聖王 

《大智度論》卷 46〈無縛無脫品 17〉(大正 25，391b8-15)： 

是諸善法果報故，得菩薩大神通力。 

為出家好道眾生故，化作佛身，放大光明，照十方世界，震動大地，令眾生發心行善法，

隨其所應而為說法，令得三乘。 

為在家好樂眾生，作轉輪聖王，變三千世界悉為琉璃，為不障礙故；乘七寶車，身放光

明，雨諸寶物，隨眾生所須，皆令充足，然後為說菩薩法。 

 

頁 144 

六、是幻師實有眾生有所與不 

《大智度論》卷 46〈無縛無脫品 17〉(大正 25，391b19-25)： 

須菩提作是念：「菩薩能作如是大事，又諸漏未盡故，云何於諸法得不著，亦不生高心？」 

是中佛自說譬喻：「若幻師於四衢道中，化作種種物，隨人所須，悉能與之。於須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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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云何？是幻師實有所與不？有受者、有用者不？」 

須菩提言：「是但虛誑，實無所有。」 

 

七、現生轉輪聖王家 

《大智度論》卷 46〈無縛無脫品 17〉(大正 25，391b28-c2)： 

復次，檀波羅蜜、尸羅波羅蜜因緣故，人中富貴，作轉輪聖王；2餘波羅蜜，或作梵王，
3或作法身菩薩。4

 

 

頁 148 

八、「午一、正明二空答無作」 

《大智度論》卷 46〈無縛無脫品 17〉(大正 25，392c24-393a13)： 

佛證須菩提所說，故言「如是」。作法皆是虛誑，故言：「薩婆若無作法；眾生畢竟空故，

亦無作法。」 

佛說：「作者不可得故，一切智非作相；眾生不可得故，作者不可得；作者不可得故，

薩婆若非作非起相。 

復次，色亦無所能作，法空故，乃至諸佛法亦如是。」…… 

 

頁 149 

九、「卯三、須菩提重陳除眾疑得利」 

《大智度論》卷 46〈無縛無脫品 17〉(大正 25，393a13-29)： 

行者念言：「佛法甚難！甚為希有！諸法都無作、無縛無解者，我等云何當從苦得脫？」

是故須菩提白佛言：「如我知佛所說義，五眾無縛無解；若畢竟空無有作者，誰縛誰解？」 

凡夫人法虛誑不可得，故非縛； 

聖人法畢竟空不可得，故非解。 

如夢等五眾，及三世五眾、善不善等五眾，一切法亦如是，乃至實際等亦復如是；無所

有故，離故，不生故，無縛無解。是名菩薩摩訶薩不縛不解菩薩道。 

住是道中，諸煩惱不牽墮凡夫中，故言「不縛」；不以諸無漏法破煩惱，故言「不解」。 

                                                 
2 參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2〈往生品 4〉(大正 8，226c3-9)、卷 25〈具足品 81〉(大正 8，

406a3-19)，《大智度論》卷 39(大正 25，345a2-22)。 
3 參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2〈往生品 4〉(大正 8，225c9-13)，《大智度論》卷 38(大正 25，

340b14-16)：「有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方便力入初禪，此間命終生梵天處，作大梵天

王。」 
4 法身菩薩，參見： 

（1）《大智度論》卷 38(大正 25，340a2-4)：「菩薩有二種：一者隨業生，二者得法性身。為度

眾生故，種種變化身生三界，具佛功德度脫眾生故。」 

（2）《大智度論》卷 38(大正 25，342a22-25)：「菩薩有二種：一者、生身菩薩，二者、法身菩

薩。一者、斷結使，二者、不斷結使。法身菩薩斷結使得六神通，生身菩薩不斷結使、

或離欲得五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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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眾生，淨佛世界，乃至五神通、五眼、諸陀羅尼、三昧門，終不離佛，及安立眾生

於三乘，亦無縛無解。所以者何？諸法無所有故，離故，寂滅故，不生故，畢竟空故。 

如是等因緣，是名菩薩摩訶薩發大莊嚴相，所謂不縛不解。 

 

〈18 問乘品〉 

 

◎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p.682～686（節錄）： 

一、與「下品般若」次第與內容的共同性 

與「下品般若」相當的，是「中分」。有次第與內容的共同性，5所以可互相比對，而

了解「中分」是怎樣的成為別本。 

二、對比「下品般若」所增廣之內容 

「中分」的文字，比「下品般若」要多出三倍以上，到底增廣些什麼？ 

（一）內容的增廣 

一、內容的增廣：主要是〈問乘品〉（第 18）、〈廣乘品〉（第 19）、〈發趣品〉（第 20）
6占「中分」全部的百分之七。 

1、「下品般若」對「大乘」的敘述 

「下品般若」說到：「菩薩發大莊嚴，乘大乘故，是名摩訶薩。」對於「大乘」，只

說：「大乘者無有量，無分數故」。大乘是虛空一般的容受一切眾生；沒有來處、去

處、住處；三世平等。7
 

2、「中品般若」 

（1）「何為大乘」─―列舉大乘的內容（〈18 問乘品〉、〈19 廣乘品〉） 

A、標舉 

「中品般若」的「中分」，從大乘是菩薩行的見地，列舉了大乘的內容： 

1、六波羅蜜．十八空．百八三昧 

2、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分．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分．（空無相無作）

三三昧．十一智．8三（無漏）根．（有覺有觀等）三三昧．十念．四禪．四

無量心．四無色定．八背捨．九次第定 

3、十力．四無所畏．四無閡智．十八不共法 

4、四十二字門 

B、解釋 

這四類中， 

                                                 
5 參考【附錄 1】 
6 按：原書文為「〈問乘品〉（第 19）、〈廣乘品〉（第 20）、〈發趣品〉（第 21）」，現依《大正藏》

已改為〈問乘品〉（第 18）、〈廣乘品〉（第 19）、〈發趣品〉（第 20）。 
7 [原書 p.690，n.23]《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 1〈1 初品〉（大正 8，539a）。 
8「十一智」：前十智為共二乘的，第十一智「如實智」為佛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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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菩薩法。 

2、是共二乘法。菩薩是遍學一切的，所以三十七道品等，也是大乘法的一分。

不過每一法門，都說是「以不可得故」，表示為與般若不可得相應的行門。 

3、是佛的功德。 

4、字門是陀羅尼。在「中品般若」（及「上品般若」）中，字門每每是列在最後

的。字門的自成一類，表示了字義本是世間學，被融攝而屬於大乘的。在初

期大乘中，字門陀羅尼是比較後起的。9
 

（2）「大乘發趣」─―敘述十地行法（〈20 發趣品〉） 

「中分」在說明了「何為大乘」以後，又說到「大乘發趣」，就是「從一地至一地」，

敘述了「十地」的行法。 

（3）小結 

這是「中分」所增廣的部分，其他片段的增入，如「阿毘跋致相貌」、「魔事」等，

都有部分的增廣。 

（二）解釋經義的增廣 

1、總明差異 

二、解釋經義的增廣：「下品般若」深義部分，是簡要深奧的。 

在「下品般若」的傳誦中，有解釋的必要，就有解釋的傳出。「中品般若」的

集成者，以解釋為佛說、須菩提說而編集進去。 

2、舉例別顯 

（1）舉〈7 三假品〉為例 

…… 

（2）舉〈25 十無品〉為例 

…… 

「下品般若」深義的解釋，在「中分」是到處可見的。 

（三）法數的增多並敘述詳備 

三、法數的增多： 

1、增多的內容 

（1）下品般若 

A、境 

「下品般若」是以五蘊為所觀境的。 

B、行 

                                                 
9 參見： 

（1）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章，第六節，第三項〈法性．陀羅尼．

佛〉，pp.744～747。 

（2）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四章，第二節，第二項〈大乘慧學〉，pp.1242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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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法中，以般若為主，略說到其他五度。 

共世間行──四禪、四無量、四無色定、五神通； 

共二乘行──三十七道品、三三昧，都已提到。 

C、果 

果法中，聲聞的四向、四果，辟支佛，五（無漏）聚；10佛的十力、四無所畏、

十八不共法，也都說到了。 

（2）中品般若 

A、行 

但菩薩是遍學一切道──聲聞道、辟支佛道、佛道的，遍知一切法的。 

所以說明行法，如〈18 問乘品〉11、〈19 廣乘品〉12，包含了二乘的共行。 

B、境 

論所觀的境，包括了一切的人與法。 

「法」是陰、處、界、緣起、諦等，二乘與菩薩行，佛的功德； 

「人」是凡夫、聲聞的四向、四果、辟支佛、菩薩、佛的智證： 

這一切都是所應知的。 

（3）小結 

這樣，「下品般若」的簡略，在「中品般若」中，擴展為法數繁多，又一一的敘述

而成為詳備。 

2、中品般若增列的法數，來源以有部阿毘達磨論義為主 

依「中品般若」增列的法數，主要是部派所傳的《阿含經》說。 

以薩婆多部（sarvāstivādāḥ）為主的，北方的阿毘達磨論義，已有部分的被採錄。 

…… 

雖然是契經的體裁，阿毘達磨的分別抉擇，還沒有太多的引用，但經文的解說多了，

答復疑問的多了，不免多少有了重論議、重說明的傾向。 

 

 

頁 153 

十、「未一、檀度」 

《大智度論》卷 46〈摩訶衍品 18〉(大正 25，395a26-b18)： 

「應薩婆若心」者，以菩薩心求佛薩婆若，作緣、作念、繫心。持是布施，欲得薩婆若

果，不求今世因緣、名聞、恩分等，亦不求後世轉輪聖王、天王富貴處；為度眾生故，

不求涅槃，但欲具一切智等諸佛法，為盡一切眾生苦故，是名「應薩婆若心」。 

                                                 
10《長阿含經》卷 9（10 經）《十上經》（大正 1，54a4-5）： 

云何五證法？謂：五無學聚。無學戒聚、定聚、慧聚、解脫聚、解脫知見聚。 
1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5〈18 問乘品〉（大正 8，250a2-253b16）。 
12《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5〈18 問乘品〉（大正 8，253b19-256b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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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物」者，內名頭、腦、骨、髓、血、肉等，難捨故在初說； 

外物者，國土、妻子、七寶、飲食等。 

「共一切眾生」者，是布施福德果報，與一切眾生共用；譬如大家種穀，與人共食。菩

薩福德果報，一切眾生皆來依附；譬如好菓樹，眾鳥歸集。 

「迴向」者，是福德邊，不求餘報，但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問曰：先言應薩婆若心，後言迴向，有何等異？ 

答曰：應薩婆若心，為起諸福德因緣；迴向者，不求餘報，但求佛道。 

復次，薩婆若相應心，為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施；如先義說：「薩婆若

為主，一切功德皆為薩婆若。」13
 

讚佛智慧有二種：一者、無上正智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二者、一切

種智名「薩婆若」。 

「用無所得」者，以般若波羅蜜心布施，順諸法實相而不虛誑。 

如是等說檀波羅蜜義。 

 

頁 155 

十一、非常非滅故 

《大智度論》卷 46〈摩訶衍品 18〉(大正 25，396a10-22)： 

問曰：十八空14，內空等後皆言「非常非滅故」，此義云何？ 

答曰：若人不習此空，必墮二邊，若常、若滅。所以者何？ 

若諸法實有，則無滅義，墮常中。如人出一舍入一舍，眼雖不見，不名為無；諸

法亦爾，從未來世入現在世，現在世入過去世，如是則不滅。 

行者以有為患，用空破有；心復貴空，著於空者，則墮斷滅。 

以是故，行是空以破有，亦不著空；離是二邊，以中道行是十八空，以大悲心為

度眾生，是故十八空後皆言非常非滅，是名摩訶衍。 

若異此者，則是戲論狂人，於佛法中空無所得；如人於珍寶聚中取水精珠，眼見

雖好，價無所直。 

 

頁 156 

十二、散空 

印順法師，《空之探究》，p.168： 

11.散無散空：梵本十萬頌本（「上本般若」），二萬五千頌本（「中本般若」），原文作 

anavakāra-śūnyatā，是無散空。無散空是《般若經》的本義，如 

                                                 
13《正觀》第 6 期，p.126：參見《大智度論》卷 11（大正 25，140a23-153a23），卷 22（226c1-227b22），

卷 29（大正 25，271a-b，272b29-c5）。 
14 十八空之詮釋，詳參：印順法師，《空之探究》，pp.167～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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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光般若經》譯為「無作空」，解說為「於諸法無所棄」； 

《光讚般若經》譯為「不分別空」，解說為「彼無能捨法亦無所住」；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雖譯為「散空」，解說也還是「散名諸法無滅」。 

《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三分》說：「若法無放、棄、捨可得，說名無散」。 

《般若》明空，不以無常為正觀，所以無棄、無捨的是無散；無散（或譯作「無變異」）

是空的，名無散空。 

《大智度論》引《阿含經》，解說為「散空」，正是龍樹（Nāgārjuna）論意。 

 

頁 158 

十三、「申二、略明四空」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413〈三摩地品 16〉(大正 07，73c21-74a2)： 

復次，善現！有性由有性空，無性由無性空，自性由自性空，他性由他性空。 

云何有性由有性空？有性謂有為法，此有性由有性空。 

云何無性由無性空？無性謂無為法，此無性由無性空。 

云何自性由自性空？謂一切法皆自性空，此空非智所作，非見所作，亦非餘所作，是謂

自性由自性空。 

云何他性由他性空？謂一切法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住、法定、法性、法界、法平等

性、法離生性、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實際，皆由他性故空，是謂他性由他性故

空。 

 

《大智度論》卷 46〈摩訶衍品 18〉(大正 25，396a28-b17)： 

「法法相空」者，一切法中，法相不可得；如色中，色相不可得。 

復次，法中不生法故，名為「法法空」。 

「無法無法空」者，無為法名「無法」。何以故？相不可得故。 

問曰：佛以三相說無為法，云何言「無相」？ 

答曰：不然！破生故言「無生」，破住故言「無住」，破滅故言「無滅」──皆從生、

住、滅、邊有此名，更無別無生、無滅法。 

是名「無法無法空」。是義，如「無為空」中說。15
 

「自法自法空」者，「自法」名諸法自性。自性有二種：一者、如世間法，地堅性等；

二者、聖人知如、法性、實際。 

此法空。所以者何？不由智見知故有二性空，如先說。16
 

                                                 
15《正觀》第 6 期，p.127：參見《大智度論》卷 31（大正 25，288c21-289b25）。 
16《正觀》第 6 期，p.127：參見《大智度論》卷 18（大正 25，193c1-6），卷 31（286c29-287a2），

卷 36（328a11-16，328c17-22）；另參見卷 44（大正 25，378a25-28），卷 53（437a4-14），

卷 74（581b20-c7），卷 89（692b27-c7），卷 90（698b27-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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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曰：如、法性、實際，無為法中已攝，何以復更說？ 

答曰：觀時分別，說五眾實相：法性、如、實際；又非空智慧觀故令空，性自爾。 

問曰：如色，是自法；識，為他法。此中何以說「如、法性、實際，有佛、無佛常

住，過是名為他法空」？ 

答曰：有人未善斷見結故，處處生著。是人聞是如、法性、實際，謂「過是已，更

有餘法」；以是故說「過如、法性、實際亦空」。 

 

頁 160 

十四、(1)首楞嚴三昧 

《大智度論》卷 47〈摩訶衍品 18〉(大正 25，398c27-399, a2)： 

首楞嚴三昧者（秦言「健相」），分別知諸三昧行相多少深淺，如大將知諸兵力多少。 

復次，菩薩得是三昧，諸煩惱魔及魔人無能壞者；譬如轉輪聖王主兵寶將，所往至處無

不降伏。 

 

十五、(5)月幢相三昧 

《大智度論》卷 47〈摩訶衍品 18〉(大正 25，399a21-24)： 

月幢相三昧者，如大軍將以寶作月像，見此幢相，人皆隨從；菩薩入是三昧中，諸法通

達無礙，皆悉隨從。 

 

十六、(9)畢幢相三昧 

《大智度論》卷 47〈摩訶衍品 18〉(大正 25，399b1-2)： 

畢幢相三昧者，入是三昧，則於諸三昧最為尊長；譬如軍將得幢，表其大相。 

 

十七、(11)入法印三昧 

《大智度論》卷 47〈摩訶衍品 18〉(大正 25，399b5-8)： 

入法印三昧者，如人入安隱國，有印得入，無印不得入；菩薩得是三昧，能入諸法實相

中，所謂諸法畢竟空。 

 

頁 161 

十八、(20)無誑三昧 

《大智度論》卷 47〈摩訶衍品 18〉(大正 25，399b29-c2)： 

無誑三昧者，有三昧生愛、恚、無明、邪見等，是三昧於諸三昧都無迷悶之事。 

 

十九、(24)斷寶三昧 

《大智度論》卷 47〈摩訶衍品 18〉(大正 25，399c11-13)： 

斷寶三昧者，如有寶能淨治諸寶；是三昧亦如是，能除諸三昧煩惱垢。五欲垢易遣，諸

三昧垢難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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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30)無邊明三昧 

《大智度論》卷 47〈摩訶衍品 18〉(大正 25，399c22-26)： 

無邊明三昧者，「無邊」名無量無數。「明」有二種：一者、度眾生故，身放光明；二者、

分別諸法總相、別相故，智慧光明。得是三昧，能照十方無邊世界及無邊諸法。 

 

頁 162 

二十一、(36)電光三昧 

《大智度論》卷 47〈摩訶衍品 18〉(大正 25，400a9-11)： 

電光三昧者，如電暫現，行者得路；得是三昧者，無始世界來失道還得。 

 

二十二、(39)離盡三昧 

《大智度論》卷 47〈摩訶衍品 18〉(大正 25，400a13-15)： 

離盡三昧者，菩薩得是三昧，無量阿僧祇劫善本功德必得，果報不失故。 

 

二十三、(43)月淨三昧 

《大智度論》卷 47〈摩訶衍品 18〉(大正 25，400a27-b5)： 

月淨三昧者，如月從十六日漸減，至三十日都盡；凡夫人亦如是，諸善功德漸漸減盡，

墮三惡道。 

如月從一日漸漸增長，至十五日光明清淨；菩薩亦如是，得是三昧，從發心來，世世漸

增善根，乃至得無生法忍，授記，智慧清淨，利益眾生。 

又能破諸三昧中無明。 

 

二十四、(45)能作明三昧 

《大智度論》卷 47〈摩訶衍品 18〉(大正 25，400b10-12)： 

能作明三昧者，明即是智慧，諸智慧中，般若智慧最第一；是般若相應三昧能作明。 

 

頁 163 

二十五、(56)到法頂三昧 

《大智度論》卷 47〈摩訶衍品 18〉(大正 25，400c23-26)： 

到法頂三昧者，法名菩薩法，所謂六波羅蜜；到般若波羅蜜中，得方便力，到法山頂。

得是三昧，能住是法山頂，諸無明煩惱不能動搖。 

 

二十六、(61)斷緣三昧 

《大智度論》卷 47〈摩訶衍品 18〉(大正 25，401a4-7)： 

斷緣三昧者，得是三昧，若內若外，樂中不生喜，苦中不生瞋，不苦不樂中不生捨心。

於此三受遠離不著，心則歸滅；心若滅，緣亦斷。 

 

二十七、(64)無處行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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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度論》卷 47〈摩訶衍品 18〉(大正 25，401a10-12)： 

無處行三昧者，得是三昧，知三毒火然三界故，心不依止；涅槃畢竟空故，亦不依止。 

 

頁 164 

二十八、(70)住無心三昧 

《大智度論》卷 47〈摩訶衍品 18〉(大正 25，401a22-23)： 

住無心三昧者，入是三昧中，不隨心，但隨智慧，至諸法實相中住。 

 

二十九、(77)散疑三昧 

《大智度論》卷 47〈摩訶衍品 18〉(大正 25，401b6-12)： 

散疑三昧者，有人言：即是見諦道中無相三昧；疑結，見諦智相應三昧斷故。 

有人言：菩薩無生法忍相應三昧是。時，一切法中疑網悉斷，見十方諸佛，得一切諸法

實相。 

有人言：無礙解脫相應三昧是。諸佛得是三昧已，於諸法中無疑，無近、無遠，皆如觀

掌中。 

 

三十、(81)一行三昧 

《大智度論》卷 47〈摩訶衍品 18〉(大正 25，401b20-25)： 

一行三昧者，是三昧常一行畢竟空相應三昧中，更無餘行次第—──如無常行中次有苦

行，苦行中次有無我行。 

又菩薩於是三昧，不見此岸、不見彼岸──諸三昧入相為此岸，出相為彼岸；初得相為

此岸，滅相為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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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84)達一切有底散三昧 

《大智度論》卷 47〈摩訶衍品 18〉(大正 25，401b28-c3)： 

達一切有底散三昧者，「有」名三有；17「底」者，非有想非無想，以難到故名底。「達」

者，以無漏智慧，乃至離非有想非無想，入無餘涅槃，三界五眾散滅。 

復次，菩薩得是不生不滅智慧，一切諸有通達散壞，皆無所有。 

 

三十二、(85)入名語三昧 

《大智度論》卷 47〈摩訶衍品 18〉(大正 25，401c3-6)： 

入名語三昧者，得是三昧，識一切眾生、一切物、一切法名字，亦能以此名字語化人；

一切語言，無不解了，皆有次第。 

 

三十三、(92)無盡相三昧 

                                                 
17《大智度論》卷 83(大正 25，644b26-27)：「有名三有：欲有、色有、無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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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度論》卷 47〈摩訶衍品 18〉(大正 25，401c22-27)： 

無盡相三昧者，得是三昧，觀一切法無壞無盡。 

問曰：若爾者，云何不墮常邊？ 

答曰：如菩薩雖觀無常，不墮滅中；若觀不盡，不墮常中；此二相於諸法中皆不可

得。有因緣故修行，所謂為罪福不失故言常，離著故言無常。 

 

三十四、(94)攝諸邪正相三昧 

《大智度論》卷 47〈摩訶衍品 18〉(大正 25，401c28-402a3)： 

攝諸邪正相三昧者，得是三昧，不見三聚眾生，所謂正定、邪定、不定，都無所棄，一

心攝取。又於諸法不見定正相、定邪相，諸法無定相故。 

 

三十五、(96)逆順三昧 

《大智度論」》卷 47〈摩訶衍品 18〉(大正 25，402a4-8)： 

逆順三昧者，得是三昧，於諸法中逆順自在；能破諸邪逆眾生，能順可化眾生。又離著

故，破一切法；善根增長故，成一切法；亦不見諸法逆順，是事亦不見，以無所有故。 

 

頁 166 

三十六、(100)大莊嚴三昧 

《大智度論》卷 47〈摩訶衍品 18〉(大正 25，402a19-22)： 

大莊嚴三昧者，見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以七寶華香莊嚴，佛處其中，如是等清淨莊嚴。

得是三昧故，一時莊嚴諸功德；又觀此莊嚴空無所有，心無所著。 

 

三十七、(103)攝一切有諍無諍三昧 

《大智度論》卷 47〈摩訶衍品 18〉(大正 25，402a29-b5)： 

攝一切有諍無諍三昧者，得是三昧，不見是法如是相、是法不如是相；不分別諸法有諍

無諍，於一切法中通達無礙。於眾生中亦無好醜諍論，但隨眾生心行而度脫之。得是三

昧故，於諸三昧皆隨順不逆。 

 

三十八、(106)壞身衰三昧 

《大智度論》卷 47〈摩訶衍品 18〉(大正 25，402b10-13)： 

壞身衰三昧者，血、肉、筋、骨等和合故名為身；是身多患，常與飢、寒、冷、熱等諍，

是名身衰。得是三昧故，以智慧力，分分破壞身衰相，乃至不見不可得相。 

 

三十九、(107)壞語如虛空三昧 

《大智度論》卷 47〈摩訶衍品 18〉(大正 25，402b13-20)： 

壞語如虛空三昧者，「語」名內有風發，觸七處故有聲，依聲故有語。觀如是語言因緣

故，能壞語言，不生我相及以愛憎。 

有人言：二禪無覺觀，是壞語三昧，賢聖默然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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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言：無色定三昧，彼中無身，離一切色故。 

有人言：但是諸菩薩三昧，能破先世結業因緣不淨身而受法身，隨可度眾生種種現形。 

 

四十、(108)離著虛空不染三昧 

《大智度論》卷 47〈摩訶衍品 18〉(大正 25，402b20-27)： 

離著虛空不染三昧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觀諸法畢竟空，不生不滅，如虛空，無物可

喻。 

鈍根菩薩著此虛空；得此三昧故，離著虛空等諸法，亦不染著是三昧。如人沒在泥中，

有人挽出，鎖腳為奴；如有三昧能離著虛空，而復著此三昧亦如是。今是三昧能離著虛

空，亦自離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