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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8-051-A《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補充講義 

開仁編 2018/3/2 

〈48佛母品〉 

頁 466：七義或七相 

《大智度論》卷 69（大正 25，544b-c）︰ 

須菩提事事問，初答以（1）諸法實相故，知攝心、亂心。 

次以（2）盡、（3）無染、（4）滅、（5）斷、（6）寂、（7）離故知。 

（2）「盡」者，無常慧； 

（3）菩薩行是無常慧心，「離」一切世間「染」。 

（4）用世間道遮滅結使，是名「滅」。 

（5）用無漏道斷，故名「斷」。 

（6）、（7）斷諸結使已，觀涅槃「寂滅」、「離」相。 

以是因緣，得諸法實相；以諸法實相，知他攝心、亂心皆是實相。 

 

頁 470：四心成六十二見 

《大智度論》卷 70（大正 25，546b-547b）︰ 

（A）論主釋 

a、釋義 

（a）沒、出 

在家者為愛等諸煩惱所沒名為「沒」，九十六種邪見出家者名「出」。 

復次，常著世樂，故名為「沒」；或知無常，怖畏，求道，故名「出」。 

復次，受九十六種道法，不能得正道故，還沒在世間。 

（b）屈、申 

「屈」者不離欲界，「申」者離欲界。 

色界離、不離，亦如是。 

b、舉喻 

如人立清池上見魚──（1）或有常在水中，（2）或有暫出還沒，（3）或有出觀四方， 

（4）或有出欲渡者近岸還沒。1 

c、合法 

佛亦如是，以佛眼觀十方六道眾生── 

（1）有常著五欲，諸煩惱覆心，不求出者； 

（2）或有好心，能布施、能持戒，而以邪疑覆心故還沒； 

（3）有人出五欲，能得煖法、頂法等，觀四諦，未得實法故還沒； 

（4）有人離五欲乃至無所有處，不得涅槃故還沒。 

                                                      
1 參見《中阿含經》卷 1（4 經）《水喻經》（大正 1，424a13-425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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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依經釋 

何等是出、沒、屈、申相？ 

470

頁 

a、執神我及世間常、無常等四句 （a）執神我之四種邪見：Ⅰ、常見 

Ⅱ、無常見 

Ⅲ、常無常見 

Ⅳ、非常非無常見 

（b）執世間之四種邪見：同上四種。 

471

頁 

b、執世間有邊、無邊等四句 （a）執世間有邊見 

（b）執世間無邊見 

（c）執世間有邊、無邊見 

（d）執世間非有邊、非無邊見 

471

頁 

c、執我與身一、異 Ⅰ、神即是身：若「身即是神」，身滅、神亦滅──是

邪見。 

Ⅱ、身異神異：說「身異神異」，身滅、神常在──

是邊見。 

471

頁 

d、執死後有如去、無如去等四句 （a）死後有如去 

（b）死後無如去 

（c）死後或有如去、或無如去 

（d）死後非有如去、非無如去 

 如是諸邪見煩惱等，是名「心出、沒、屈、伸」。所以者何？邪見者種種道求出不得故，

欲出而沒。邪見力多難解，故說常、無常等十四事。 

 

頁 472：諸法如 

《大智度論》卷 70（大正 25，547b-c）︰ 

A、依五蘊辨 

外道雖復種種憶想分別，佛言：「皆緣五眾、依止五眾，無神、無常。」 

佛知五眾空、無相、無作、無戲論，但知五眾如，不如凡夫虛誑顛倒見。 

B、依一切法辨 

如五眾如，一切法如亦如是。 

何以故？二法攝一切法，所謂有為、無為──五眾是有為法，五眾如即是無為法。 

觀察、籌量、思惟五眾能行六波羅蜜，是故說：「五眾如即是一切法如，一切法如即是六

波羅蜜如。」 

行六波羅蜜菩薩求實道，觀五眾無常、空，生三十七品、八背捨、九次第等──是聲聞道；

知已直過，行十八空、十力等諸佛法；皆正觀五眾、五眾如，無分別故，皆是一切諸法

如。是故說：「善法如即是不善法如，不善法如即是善法如。」 

世間、出世間法亦如是。 

是以行者不得著善法，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如相亦如是，皆是一如相，不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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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所以者何？求諸法實，到畢竟空，無復異。 

（2）結 

如是等諸法如，佛因般若波羅蜜得，是故言：「般若波羅蜜能生諸佛、能示世間相。」 

 

〈49問相品〉 

頁 475：深般若相 

《經》：佛告欲界、色界諸天子：「諸天子！(1)空相是深般若波羅蜜相，(2)無相、 

(3)無作、(4)無起、(5)無生無滅、(6)無垢無淨、(7)無所有法、(8)無相、 

(9)無依止、(10)虛空相是深般若波羅蜜相。 

諸天子！如是等相是深般若波羅蜜相。 

 

《大智度論》卷 70（大正 25，548b-c）︰ 

佛答諸天子：「空等是般若波羅蜜相。」 

(1)「空相」者，內外空等諸空。 

(2)若諸法空者，即是無有男女、長短、好醜等相，是名「無相相」。 

(3)若空、無相，不復生願著後世身，是名「無作相」。 

三解脫門是初入般若波羅蜜相，三乘共有。 

(5)不生不滅、(6)不垢不淨、(9)無所依止、(10)虛空等，是般若波羅蜜深相。 

上三解脫門中(2)「無相」──無男女等外相； 

(7)「無所有」下(8)「無相相」──無一切法相。 

空雖是一，人根有利鈍、入有深淺故，差別說空。 

「無生無滅」等論議，如先說。 

 

┌空、無相、無作──────────淺────三乘共 

般若相 ┴不生滅垢淨，無依止，虛空相────深────大乘不共 

（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B025］p.161） 

 

頁 476：相不能破相，相不能知相；相不能知無相，無相不能知相 

《大智度論》卷 70（大正 25，548c-549a）︰ 

（1）「相不能破相」：A、般若畢竟空無相故 

B、諸法和合，無所破、無所失故 

C、諸法無定相，故無所破 

（2）「相不能知相」：此中以實相故，不說如凡夫人虛妄知。 

（3）「相不能知無相」：內雖有智慧，外空故無法可知；譬如刀雖利，不能破空。 

（4）「無相不能知相」：內智慧無定相，外所緣法有定相；譬如無刀，雖有物，無刀可

斫。 

（5）「相、無相、相無相皆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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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76：空等諸相非諸法、人、非人等所作 

《大智度論》卷 70（大正 25，549a）︰ 

如先說空等諸相是實。何以故？ 

是相非五眾所作，非六波羅蜜乃至一切種智所作。 

是相，無為故，無法可作，亦無若人若非人能作。 

「人」者，菩薩、諸佛等；「非人」者，諸天等。 

是相畢竟空故，非有漏非無漏，非世間非出世間。 

先雖說無為相，但破有為故說無為，無為亦無定相。 

 

頁 478：佛知作人 

《大智度論》卷 70（大正 25，550b）︰ 

知恩者，諸世間善法中最上，能與今世好名聲，後與上妙果報。 

是故佛自說知恩、報恩中第一，「我尚知布施、持戒等恩，何況般若波羅蜜！」…… 

是故佛說：「我無貪心，但分別知諸法好醜、力用多少；知是般若波羅蜜能斷一切戲論、

開三乘道、能滅眾苦等，有無量無邊功德，是故讚歎、尊重、供養。」 

譬如人行安穩道，免諸患難，常念此道以示於人。 

「佛知作人」者，知他作恩於己。 

 

頁 482：不生今世、後世相 

《大智度論》卷 70（大正 25，550b）︰ 

「示世間非今世相、非後世相」者， 

有諸外道但說今世，不說後世──是人邪見，墮斷滅中。 

有人說今世、後世，言：「今世神入後世。」──是人邪見，墮常中。 

般若波羅蜜離二邊，說中道──雖空而不著空故，為說罪福；雖說罪福，不生常邪

見，亦於空無礙。 

 

頁 482：須菩提正歎「般若依五事故起」 

《大智度論》卷 70（大正 25，551c-552a）︰ 

（一）般若為大事故起：破一切眾生大苦惱、能與佛無上大法，故名為「大事」。 

（二）般若為不可思議事故起 

（三）般若為不可稱事故起： 

1、般若多，智慧少故不能稱：「稱」名智慧；般若定實相甚深極重，智慧輕薄，

是故不能稱。又般若多，智慧少，故不能稱。又般

若利益處廣──未成，能與世間果報；成已，與道

果報。 

2、般若無法以常無常、有無等稱知：究竟盡知，故名「稱」。般若波羅蜜無能稱

知──若常若無常、若實若虛、若有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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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般若為無量事故起：1、稱即是量 

2、般若不可取相故無量 

3、以四無量心行般若故名無量 

4、凡夫、二乘、菩薩智慧不能量般若得邊故名無量 

（五）般若為無等等事故起：1、般若能與大乘涅槃故 

2、般若利益眾生，令與佛相似故 

3、般若能令眾生得第一微妙諸佛法故 

4、「無等」名諸法實相，菩薩得此「無等」，能於眾生中

生慈悲心故 

 

頁 482：如來述歎「般若依五事故起」 

《大智度論》卷 70（大正 25，552a-b）︰ 

佛自說五事── 

1、大事：（1）諸佛以十力等法，欲救濟無量無邊眾生 

（2）菩薩不捨眾生故不入無餘涅槃，得佛道時為眾生故甘受「五事苦」： 

一者、受諸勞苦，二者、捨寂定樂，三者、與惡人共事， 

四者、與人接對，五者、入大眾會。 

2～5、不可思議等四事： 

「不可思議」者，所謂佛法、如來法、自然人法、一切智人法。 

（1）「佛法」者，「佛」名為覺，於一切無明睡眠中最初覺，故名為「覺」。 

（2）「如來」者，如過去諸佛行六波羅蜜得諸法如相，來至佛道； 

今佛亦如是道來，如諸佛來，是名「如來」。 

（3）「自然人法」者，聲聞人亦有覺、亦有知，而從他聞，是弟子法； 

是故說「佛是自然人」，不從他聞。 

（4）「一切智人法」者，辟支佛亦自然得、不從他聞，而無一切智； 

是故說「佛一切智人得」。 

是四種法，無有人能思惟稱量，是故名「不可思議」、「不可稱」、「不可量」；更無

有法與是法相似者，是故名「無等等」。 

 

〈50成辦品〉 

頁 487：般若波羅蜜中「含受」五波羅蜜 

《大智度論》卷 71（大正 25，554c）︰ 

問曰：五波羅蜜等各異相，云何言「般若波羅蜜中含受」？ 

答曰：是中說經〔卷〕中含受。 

復次，五波羅蜜等諸法與般若波羅蜜和合方便迴向故，五波羅蜜等諸法得至佛

道。「灌頂王」如佛，「國事」是種種度眾生法，「大臣」是般若波羅蜜。 

佛委仗般若波羅蜜成辦種種法故，安處禪定，快樂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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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欲除乾薪草木，以火投中，則火力能燒令盡，人便無事。 

 

頁 489：二乘若智、若斷，即是菩薩無生法忍 

《大智度論》卷 71（大正 25，555a）︰ 

是時諸天子讚歎般若波羅蜜及行般若波羅蜜者，作是言： 

「若三千大千世界中眾生皆作信行、法行乃至辟支佛，若智、若斷── 

（1）智者，十智。2 

（2）斷者，二種斷：有殘斷、無殘斷；學人有殘斷，無學人無殘斷。 

不如是菩薩一日行深般若波羅蜜。何以故？是諸賢聖智、斷，皆是菩薩無生法忍。」 

（1）依悲智等異，說「不如」 

問曰：若諸賢聖智、斷即是無生忍者，何以言「不如」？ 

答曰：信行等人(1)無大悲、(2)捨眾生故不如；(3)無方便力，不能於涅槃自反。譬如眾水
3會恒河俱入大海，欲入海時水勢湊4急，眾生在中無能自反，惟有大力者乃能自

出。 

復次，諸餘賢聖智、斷成就，菩薩始得無生忍而力能過之，是故勝。智、斷功德

雖成就，不及菩薩初忍；譬如大臣功業雖大，不及太子。 

復次，煖、頂、忍法是小乘初門，菩薩法忍是大乘初門；5聲聞、辟支佛雖終成，

尚不及菩薩初入道門，何況成佛！ 

（2）依理境同，說「即是」 

問曰：聲聞、辟支佛法是小乘，菩薩是大乘，云何言「二乘智、斷即是菩薩無生忍」？ 

答曰：所緣同，如、法性、實際亦同。 

利鈍智慧為異，又有無量功德及大悲心守護故勝。 

餘種種說，是讚般若波羅蜜。 

 

頁 490：三根人信般若體之相 

《大智度論》卷 71（大正 25，555a-b）︰ 

行般若波羅蜜人有上、中、下： 

（1）第一說 

下者，聞般若波羅蜜直信聽受，不問中義； 

中者，既聞已，問義而不能行； 

上者，聞、解、能行。 

                                                      
2 《大智度論》卷 2〈81 照明品〉：「十智：法智、比智、世智、他心智、苦智、集智、滅智、道

智、盡智、無生智。」（大正 25，70b1-3）其詳釋另參見《大智度論》卷 23〈1 序品〉（大正

25，232c16-234a14）。 
3 水＝流【聖】【石】。（大正 25，555d，n.3） 
4 湊（ㄘㄡˋ）：1.會合，聚集。2.指會聚之處。3.趨，奔赴。（《漢語大詞典》（五），p.1438） 
5 小乘四加行為初門，大乘無生忍為初門。（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E020］p.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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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說 

下者，雖得人身，聞般若疑悔，難悟，根鈍、福薄故； 

中者，得人身，聞般若，一心信樂，能知義趣，從一日至四、五日，心能堅固；過是已

往不能信樂，或欲聞、或不欲聞，以其宿世雖解義而不能行，根鈍、福薄故； 

上者，得人身，聞般若，心即深解，信樂不捨，常隨法師。 

（3）結義 

上二種菩薩不能得上地故，當墮二乘，不為般若所守護故。 

為更明了是事故，佛於後品中為作譬喻：如大海水中船破，若得所依則能渡，不得所

依則不能渡。 

 

（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B026〕p.162） 

行般若

人三種 

下、直信聽受，不問中義 得人身，聞般若疑悔難悟。 當墮二乘 

中、聞已能問，問而不行 得人身，聞般若，始信堅固，終不信樂。 

上、聞解能行 得人身，聞般若，心即深解，信樂不捨。  

 

〈51譬喻品〉 

頁 494：信乃至精進八功德相 

《大智度論》卷 71（大正 25，556a-b）︰ 

（一）明「得信乃至精進之八功德相」 

菩薩有二種：一者、得諸法實相；二者、雖未得實相，於佛道中有信、有忍、有淨心、

有深心、有欲、有解、有捨、有精進。 

（1）「信」者，信「罪福業因緣果報」，信「行六波羅蜜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2）有人雖信佛道，思惟、籌量，心不能忍，是故說「有忍」。 

（3）有人雖忍，邪疑未斷，故心濁不淨，是故說「有淨」。 

（4）有人雖信、忍、心淨，而有淺、有深，是故說「深心」。 

（5）四事6因緣故，一心欲得無上道，不欲餘事，是故說「有欲」。 

（6）了了決定知無上道為大、世間餘事為小，是故說「有解」。 

（7）以欲、解定心故，捨財及捨諸惡心、慳、恚等煩惱，是故說「捨」。 

（8）為捨故常能「精進」。 

有如是等諸功德。 

（二）明「不得般若波羅蜜之過失」 

若不得般若波羅蜜，若身壞命終時，若惡知識沮壞，則失菩薩道；世間功德故受世間果

報，然後墮聲聞、辟支佛地，不能至無上道。 

 

 

                                                      
6 四事：指有信、有忍、有淨心、有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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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94-498：四譬喻 

《大智度論》卷 71（大正 25，556b）︰ 

此中佛自說五譬喻7： 

1、海中船破喻 

「船」是行者身。 

「浮囊等物」即是般若、方便。 

2、持瓶取水喻 

「瓶」是菩薩道。 

般若、方便是「火」。 

未與般若、方便和合故，不能受持六波羅蜜功德水至無上道。 

3、船寶航行喻 

「不補治船」，是菩薩無方便。 

信等功德寶物，是五波羅蜜等諸善法「船」。 

「寶異處」者，與本願乖異，或受人天樂、或墮二乘。 

「大利」者，所謂一切智等佛法寶。 

4、耆年起行喻 

「老病人」是有信等功德菩薩。 

不斷六十二邪見8故名「老」。 

不斷百八等諸煩惱9故名「病」。 

「從床起」者，從三界床起，我當作佛。以邪見煩惱因緣故不能成菩薩道。 

「二人」者，般若及方便。 

般若波羅蜜能滅諸邪見、煩惱、戲論，將10至畢竟空中。 

方便將出畢竟空。 

 

┌般若──能滅邪見、戲論，將至畢竟空。 

般若方便┴方便──將出畢竟空。  

（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B026〕p.162） 

 

                                                      
7 此處《大智度論》說有五喻，但《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經文與《大智度論》釋僅提到四喻。 
8 參見《長阿含經》卷 14（21 經）《梵動經》（大正 1，89c19-94a12）。 
9 （1）《大智度論》卷 7〈1 序品〉：「如迦旃延子阿毘曇義中說：十纏、九十八結，為百八煩惱。」 

（大正 25，110b6-7） 

（2）《大智度論》卷 7〈1 序品〉：「纏者，十纏：瞋纏、覆罪纏、睡纏、眠纏、戲纏、掉纏、無

慚纏、無愧纏、慳纏、嫉纏。」（大正 25，110a26-27） 

（3）另參見《大毘婆沙論》卷 47（大正 27，243c20-26）。 
10 （1）將（ㄐㄧㄤ）：9.帶領，攜帶。 

（2）將（ㄐㄧㄤˋ）：3.統率，指揮。（《漢語大詞典》（七），p.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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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98-500：求佛道之無方便義與有方便義 

《大智度論》卷 71（大正 25，557b）︰ 

一、無方便 

爾時，佛可須菩提意，更說失行因緣：「菩薩雖行信等善法，亦不得無上道，所謂以我、

我所心行六波羅蜜故。」 

是中無分別此岸、彼岸，以遠離相是般若波羅蜜；而分別著行──是為失。 

上佛雖說無方便義，11不說無方便名；欲令是事明了故，命須菩提：「云何有方便、無方

便？」 

二、有方便 

內無我、我所心，外觀一切法空不取相，般若、方便乃至一切種智守護菩薩故，名「有

方便」。 

「守護」者，五波羅蜜邊得功德力，般若波羅蜜邊得智慧力──以二因緣故不失道。 

                                                      
11 （1）《大智度論》卷 71〈51 譬喻品〉（大正 25，555b-556a）的前半段，經文用幾個譬喻來說

明「有方便」、「無方便」，但沒有解說其意義，所以在同一品的的後半段來說明。 

（2）依據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B019］p.146 所示，應指《大智度論》卷 56〈31 滅

諍亂品〉：「以要言之，無方便者，雖行六波羅蜜，內不能離我心、外取諸法相，所謂我

是施者、彼是受者、是布施物，是因緣故，不能到佛道；與此相違，是有方便。」（大

正 25，463b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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