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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波羅蜜prajñā-pārami值得尊敬的理由

1.般若是佛法的根本。

2.般若是凡夫與聖者，世法與出世法的差別所在。

所以一切無漏功德，一切三乘聖者，都依般若

而解脫生死。

3. 唯是般若顯示佛法超勝於世間法的特質。

4.一切諸佛也是從般若而生的。所以《般若經》

稱般若為佛母：「般若波羅蜜能生諸佛」。

參考：印順導師《成佛之道》，正聞，1994，pp.334~336。



般若的廣義說：
1.專約能生聖法說：般若是三乘共學的法門。
2. 依般若證入空性來說：三乘觀慧有方便淺深
的不同，但同樣的契入法性中。

般若的深義說：
1.約與菩提心、大悲心相應的般若言：「般若
但屬菩薩。」

2.般若能攝導萬行而趣向佛道，是一切波羅蜜
多的總相。

參考：厚觀法師主編《成佛之道講義》，財團法人印順文教基金會，2011，pp.229~231。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第74〈遍學品〉卷22

(《大正藏》08，380b20-383c4；《冠科》pp.718-731)

本品大意：此品明菩薩遍學諸道—聲聞、辟支佛、

佛，而超出二乘。

一、歎前方便具足不受世間果報

二、明離諸戲論得出世果

三、正明遍學諸道

四、舉道種智勸學



• 須菩提問佛：「菩薩摩訶薩大智慧成就，行是深

法亦不受果報？」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大

智慧成就，行是深般若波羅蜜，亦不受果報。

(《冠科》p.718)

• 《智論》卷86〈釋遍學品〉：「佛說菩薩行六波
羅蜜，不受世間果報。......是菩薩為大利故，不受
小報。.... 所謂「菩薩於諸法性中不動。」
「諸法性」者，無所有、畢竟空，如、法性、實
際。菩薩定心安住是中不動。」(T25, p.661c10-16)

• 《論義》：「方便慧具足，不受世間果報」
(p.2483)

※大菩薩發大菩提願行，歷劫修行六波羅蜜，留惑
潤生，誓願成佛廣度眾生(大利)，以定慧力安住
諸法性(dharmatā, 諸法真實體性)中不動—空相應，
不與世間生死煩惱相應(「不受」小報) 。



• 須菩提問佛：「(菩薩)何等諸法性中不動？」
《智論》釋：「佛答：『色性中不動，乃至大慈悲
等性中不動。』何以故？是諸法性，眾因緣生故不
自在、無定相，無定相故無所有。『諸法』者，所
謂色等法。」(T25, p.661c17-20)

以四句戲論不能得道：1.不能以無所有法得所有法
2.不能以所有法得所有法 3.不能以所有法得無所有
法 4.不能以無所有法得無所有法。
佛示得道之義：「非所有、非無所有，無諸戲論，
是名得道。」 (《冠科》pp.718-719) 

※如《智論》釋戲論：「所有法有生相、住相，以虛
誑故，尚無所得，何況無所有，從本已來畢竟空，
而有所得！」 (T25, pp.661c28-662a1)

菩薩超越「所有法」(有為法=有=世間法=生滅) 、
「無所有法」 (無為法=無=出世間法=不生不滅) ，
離戲論(捨非正理) ，才能證悟佛道。



• 須菩提問佛：「何等是菩薩摩訶薩戲論？」
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觀色若常、若無常，是為戲
論....色不可戲論，乃至一切種智不可戲論....若菩薩摩訶薩
能如是行無戲論般若波羅蜜，是時得入菩薩位。」 (《冠》
pp.719-721) 

• 《智論》釋無戲論原因：「性從因緣生故，但有假名，云
何能戲論？若性不能戲論，何況無性！離性、無性，更無
第三法可戲論，所謂戲論者，戲論法，戲論處——是法皆
不可得。」(T25, p.662a16-20)

※佛舉執取「常、無常.... 一切世間、出世間法，乃至佛所
證的一切種智」皆屬戲論。
諸法「緣起性空」，皆從各種因緣條而無常變現生滅，所
以無有實自性，無我無我所。因此「菩薩應行無戲論般若
波羅蜜」。如《大般若經》卷462〈巧便品〉説：「是一
切法唯有假名，唯有假相而無真實，聖者於中亦不執著唯
假名相。如是，善現！諸菩薩摩訶薩住一切法，但假名相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而於其中無所執著。」
(T07, p.337a12-16)



• 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遍學諸道，得入菩薩
位。 ....譬如八人(四向四果)先學諸道然後入正位，
未得果而先生果道(因)。....是八人若智若斷，是菩薩
無生法忍；....菩薩學如是聲聞、辟支佛道，以道種
智入菩薩位；入菩薩位已，以一切種智斷一切煩惱
習，得佛道。....以(佛)果饒益眾生。」
(《冠科》pp.721-3) 

※佛開示菩薩摩訶薩要「遍學諸道，得入菩薩位」(正
行菩薩道)。菩薩歷劫主修六波羅蜜，以道種智、無
生忍，過聲聞、緣覺乘(不取證二乘果位)，成就一切
種智(佛智)斷惑證真，圓成佛道度眾生。

《智論》卷26，〈釋發趣品〉：「無生法忍者，於
無生滅諸法實相中，信受通達無礙不退，是名無生
忍。」(T25, p.417 c5-6)







無明為父，貪愛為母；起惑造業受苦，循環不息。
十二因緣順逆觀，流轉還滅從此理





☆三結；身(我)見、戒禁取見、疑。 ☆五下分結：(欲界)貪、瞋、身(我)見、戒禁
取見、疑。 ☆五上分結：色界貪、無色界貪、掉舉、慢、無明。



(色界、無色界)



三乘共十地 (參考.:《大智度論》卷75〈釋燈炷品〉，T25，pp.585c28-586a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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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告須菩提何等是道種智及其作用：「若諸法相貌所
可顯示法，菩薩應正知；正知已，為他演說、開示，
令諸眾生得解。....菩薩摩訶薩應先具足學一切道，道
智具足已，應分別知眾生深心。....菩薩以是道，令眾
生入須陀洹道，乃至阿羅漢、辟支佛道，乃至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道。.... 一切諸助善道法皆入般若波羅蜜
中，諸菩薩摩訶薩、聲聞、辟支佛所應行。」
(《冠科》pp.723-5)

• 《智論》卷27〈序品〉：「初發心乃至坐道場，於其
中間一切善法，盡名為道。此道中分別思惟而行，是
名道(種)智；如此經後說：『道智是菩薩事。』」
(T25, p.259b9-12)

※道種智是菩薩為濟度眾生而廣學一切世間、出世間道
法所修行的菩薩智，圓滿成就便是一切種智(佛智)。
菩薩學諸助善道法得道種智，依此入菩薩位、知眾生
種種根性，方便善巧令其了解因緣業報等真理，令眾
生修行善法離苦得樂，乃至導引眾生入聖道；如是三
乘佛弟子所應當學。



• 佛闡釋無相、何法應用不應用、聖法：「諸法自
相空，無所取、無所捨。....有眾生不知諸法自相
空，為是眾生故，顯示助道法令至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聲聞、辟支佛法，分別知，不應用；
一切種智，分別知，應用。....諸聲聞、辟支佛法，
諸菩薩摩訶薩及諸佛，於欲、瞋、癡不合不散(畢
竟空)；.... 是一切法皆無色、無形、無對，一相，
所謂無相。 ....所謂無相般若波羅蜜，諸菩薩摩訶
薩應學；學已，不得諸法相。」
(《冠科》pp.725-7)

※佛開示諸法空相(無相)，無所取捨，是菩薩遍學
的態度；二乘法要知但不應用，菩薩/佛道法要知
應用。菩薩不分别法相(應用平等的、「不合不散」
的「諸法畢竟空」觀) ，並善觀眾生根性，教導其
相應的助道善法、遮惡法、聖賢法；但於一切法
不執不捨，不生相對的人、我、法相，是名菩薩
所應修學的「無相般若波羅蜜」。



• 佛進一步開示：「菩薩摩訶薩不學相、不學無相。
何以故？有佛、無佛，諸法一相，性常住。....諸
法無相，非一相，非異相；若修無相，是修般若
波羅蜜。....修諸法壞，是修般若波羅蜜。....菩薩
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不念有色法，是修般若
波羅蜜；不念有受、想、行、識，乃至不念有斷
一切煩惱習法，是為修般若波羅蜜。 」(《冠科》

pp.728-30)

※執著諸法「(有)相、無相、一相、異相」都是
「取相」，非修無相般若波羅蜜；佛説「修諸法
壞」，是破「取有相」—不念諸法實有。

《智論》釋：「有相者不修般若，般若中無法尚
無，何況有法！是人不修般若波羅蜜，亦不修五
波羅蜜；是人著有法戲論，不修布施等。」
(T25, p.664a9-12)



• 佛答須菩提，何等是有法，何等是無法：「二是有
法，不二是無法。....色相乃至法相是二，檀那波
羅蜜乃至佛相、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相，有為無為
性相是二。....一切相皆是二，一切二皆是有法；適
有有法便有生死，適有生死不得離生、老、病、死、
憂悲苦惱。....以是因緣故....當知二相者，無有檀那
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無有道、無有果；....乃至
阿羅漢果、辟支佛道、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斷
一切煩惱習。」(《冠科》pp.730-1)

• 《智論》：「有中生著心，著心因緣生諸煩惱，煩
惱因緣往來生死，生死因緣憂悲苦惱；是故(佛)說
『適有法便有生死，有生死不得免老病憂苦。』」
(T25, p.664a29-b4)

※有法相對於無法，佛説「一切相皆是二，一切二皆
是有法」。若執取諸法相—「有、二」相，即著
「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既沒有正真之道，也沒有
三乘道果，因而不能降伏習氣、超越苦惱輪迴。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第75〈三次品〉卷23

(《大正藏》08，383c9-386b9；《冠科》pp.732-746)

本品大意：此品明諸法無所有中，菩薩道的

次第行、次第學、次第道。

一、明大乘順忍之相顯無生忍

二、為始行菩薩開示行次第法乃至成佛

三、為來世著空者令進道無礙



• 須菩提問佛：「若有法相者，尚不得順忍，何況得
道！世尊！若無法相者，當得順忍不？....菩薩摩訶
行般若波羅蜜時，有法相不？」
佛答：「若無有法者，則有順忍乃至斷一切煩惱
習。....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無有法相、非
法相，即是菩薩順忍。若無有法相，無有非法相，
即是修道，亦是道果。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有法
是菩薩道，無法是菩薩果。以是因緣故，當知一切
法無所有性。」 (《冠科》pp.732-3)

• 《智論》卷75〈釋燈炷品〉：「『性地』者，聲聞
人，從煖法乃至世間第一法。於菩薩，得順忍，愛
著諸法實相，亦不生邪見，得禪定水。」
(T25, p.586a5-8)



※菩薩順忍位，是相對於聲聞乘四善根位的
煖法位至世間第一法位，亦即《般若經》中
三乘十地中之第二地—性地。得順忍位的菩
薩，雖然仍有對諸法實相的愛著，但已不生
邪見，入正性離生(以聖法斷煩惱)，加以定
慧力的精進薰陶，可漸入無生法忍(認證諸
法不生不滅之理)階段，那是相對於聲聞乘
的預流向—見道位(八人地)。

佛説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無有法相、
非法相，即是菩薩順忍；菩薩修有為(有相)
的道，而得無為(無相)的道果，因為正知
「一切法無所有性」—諸法隨因緣變化生滅，
沒有實自性。



• 須菩提問佛：「若一切法無所有性，佛云何知一
切法無所有性故得成佛、於一切法得自在力？」

佛答：「我本行菩薩道修六波羅蜜，離諸欲，離
惡不善法....乃至入第四禪；於是諸禪及支不取
相....我於是諸禪不受果報。....依四禪住，起五神
通....我於是五神通不分別行。....我爾時用一念相
應慧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分別三聚眾生：
正定、邪定、不定。....」 (《冠科》pp.733-4)

※佛行菩薩道時，修六波羅蜜、四禪，得五神通，
乃至成佛而圓滿各種殊勝功德力，知各類眾生心
識、業力、因緣等等；這些自度度人的能耐，就
是能正知諸法「無所有性」，於一切法不取相—
不執法相、非法相，於一切功德「不分別行」—
内正思惟，外不取(貪求)境相。



• 須菩提復問：「云何世尊於諸法無所有性中起四禪、
六神通，亦無眾生而分別作三聚？」

佛言：「....以諸欲、惡不善法無有性──若自性、
若他性，皆是無所有性故，我本行菩薩道時，離諸
欲、惡不善法入初禪，乃至入第四禪。....以神通無
有性──若自性、若他性，皆是無所有性，以是故，
諸佛於神通知無所有性，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冠科》p.734)

• 《論》卷86〈釋次第學品〉：「『自性』名自身不
淨性；『他性』名衣服等莊嚴身具。此皆無常虛誑，
苦惱因緣。」(T25, p. 666a4-5)

※正因菩薩能信、解、行、證「諸法無所有性」，以
「離諸欲、惡不善法」入四禪、得六通、證佛道；
以無所有(空)故，才能通達無礙，方便善巧度化各
類根性的眾生—三聚(正、邪、雜染)眾生。



• 須菩提問：「....新學菩薩摩訶薩，云何於諸法無所
有性中次第行、次第學、次第道，以是次第行、次
第學、次第道，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

佛答：「菩薩摩訶薩若初從諸佛聞....諸阿羅漢(四果
聖者)....所聞：『....一切賢聖皆以得無所有故有
名。....』是菩薩摩訶薩聞是已，作是念：『若一切
法無有性....我何以不發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菩薩摩訶薩如是思惟已，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為度一切眾生故，菩薩摩訶薩所行次
第行、次第學、次第道者，如過去諸菩薩摩訶薩所
行道，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冠科》pp.734-5)

※佛説新學菩薩是先從「聞、思、修(發菩提願行)」
的次第入菩薩位乃至成佛。從聖者聞「無所有性」、
思惟其義及發菩提願行，立志成佛度眾生，然後依
願修行菩薩道。如是「次第行、次第學、次第道」，
與過去菩薩的成佛之道一致。



• 佛續開示菩薩的修學次第内容和所秉持的態
度：「是新發意菩薩應學六波羅蜜，....行檀
那波羅蜜時，自行布施，亦教人布施，讚歎
布施功德，歡喜讚歎行布施者；....以是持戒、
布施故，得禪定眾；以是布施、持戒、禪定
故，得智慧眾、解脫眾、解脫知見眾。....過
聲聞、辟支佛地，入菩薩位。入菩薩位已，
得淨佛國土、成就眾生，得一切種智；得一
切種智已，轉法輪；轉法輪已，以三乘法度
脫眾生生死。如是！須菩提！菩薩以是布施
(等)次第行、次第學、次第道──是事皆不可
得。何以故？自性無所有故。
(《冠科》pp.735-7)



※佛先舉修六波羅蜜，作為新發意菩薩的修學次第
内容。以檀那波羅蜜為例，菩薩應行「四行
因」—1.自行布施，2.教人布施，3.讚歎布施功德，
4.歡喜讚歎行布施者。又以人天的「三福業(布施、
持戒、修定)」功德為助緣....漸成「五眾德」—1.

布施持戒、2.禪定、3.智慧、4.解脫、5.解脫知見；
並以此過聲聞、辟支佛地，入菩薩位。入菩薩位
已繼續加功用行，清淨自己的身心，教化成就眾
生，作為嚴淨佛土的資糧。之後菩薩漸得一切種
智，方便善巧大轉法輪，以三乘法度脫眾生生死。
那就是菩薩道的次第行、次第學、次第道。最重
要是菩薩在修行各道品的過程中，乃至圓滿佛道
時，都正知正見「諸法皆不可得(空)，自性無所
有故」。



※在經中佛繼續列舉和闡釋修行菩薩道的次第、内容、心
念和態度。

※菩薩道的内容次第：六波羅蜜、六念法、觀五蘊、三十
七道品、觀佛的悲智和功德力、觀十二因緣法、遍觀三
界有為無為法。

※菩薩道的心行次第：A.「行四行因」—自修行、教人修
行、讚歎修行功德、歡喜讚歎修行者。B. 攝持「五眾德」
法—布施持戒、禪定、智慧、解脱、解脱知見；自修入
菩薩位，教他增福慧滅煩惱。C. 以慈悲智慧方便力，超
越二乘(聲聞、緣覺)入菩薩位。D. 得一切種智，轉法輪，
`以三乘法(聲聞、緣覺、菩薩)度脱一切眾生。

※菩薩道的正確觀念和態度：菩薩從聞思修，依菩提心，
遍修學一切道品，以般若波羅蜜為導，正觀「諸法不可
得，自性無所有」，不執取「有為無為、凡聖、法相非
法相、善惡好壞」等等相對的境界。與「空性」相應，
才能解脱生死輪迴煩惱，方可超越二乘入菩薩位乃至得
一切種智，轉大法輪，廣度眾生。 (《冠科》pp.735-745)



• 須菩提故質疑道：「....世尊！若一切法無所有性者，
是則無道、無智、無果。」

佛反問：「汝見是色性實有不？乃至一切種智性實
有不？」答：「不見也！世尊！」佛告須菩提：
「汝若不見諸法實有，云何作是問？」

須菩提解釋：「世尊！我於是法不敢有疑，但為當
來世諸比丘求聲聞、辟支佛道、菩薩道者。是人當
如是言：『若一切法無所有性，誰垢誰淨？誰縛誰
解？』是不知不解故，而破於戒、破正見、破威儀、
破淨命；是人破此事故，當墮三惡道。世尊！我畏
當來世有如是事，以是故問佛。」
(《冠科》pp.745-6)

※須菩提尊者慈悲，為後世誤解「一切法無所有性」
的著空者而故意反覆問佛，請佛詳釋其理，使教通
無礙，廣利有情。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第76〈一念品〉卷23

(《大正藏》08，386b9-389c28；《冠科》pp.747-760)

本品大意：明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於一念中攝

一切道品、善法。

一、明無所有中為度眾生發心修行得果

二、明一念中具萬行的原理

三、明行「三空」具萬行

`



• 須菩提問佛：「若一切法性無所有，菩薩見何等
利益故，為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答：「以一切法性無所有故，菩薩以是故為眾
生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諸
有得、有著者，難可解脫。須菩提！諸得相者，
無有道、無有果、無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
所得即是道、即是果、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法性不壞故。若無所得法欲得道、欲得果、欲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欲壞法性。」
(《冠科》pp.747-8)

※佛説正因為諸法無實自性，眾生才有超昇解脱苦
惱輪迴的可能，菩薩因而為眾生發菩提心修行成
佛。著相者非修正道，當然沒有正果乃至成佛。
悟解無所得(諸法空相) ，即是道、果，無上菩提，
因為這樣才符合真理(空相應，法性不壞)；但若
執著「無所得」而欲得道、得果和成佛，此願欲
是名「壞法性」—與真理相違。



• 佛告須菩提：「以諸法無所得相故，得菩薩初地
乃至十地，有報得神通、布施、持戒、忍辱、精
進、禪定、智慧、成就眾生、淨佛國土，亦以善
根因緣故，能利益眾生，乃至般涅槃後舍利及弟
子得供養。」

• 須菩提問：「世尊！若諸法無所得相，布施、持
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諸神通，有何差
別？」佛答：「無所得法，布施、持戒、忍辱、
精進、禪定、智慧、神通無有差別。以眾生著布
施乃至神通故分別說。」
(《冠科》pp.748-9)

※菩薩以「無所得」故，證得初地乃至十地果位，
得神通，行六波羅蜜利益成就眾生，自行化他，
淨佛國土；所以入滅後其舍利(śarīra遺骸)及弟子
可得護持供養。佛説諸神通、六波羅蜜等萬行無
有差别(於無所得相) ，眾生著相故分别説。



• 佛開示：「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
不得布施，施者、受者皆不可得而行布施，不得戒
而持戒，....不得眾生而成就眾生，不得淨佛國土而
淨佛國土；不得諸佛法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如是，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應如是行無所得般若波
羅蜜！菩薩摩訶薩行是無所得般若波羅蜜時，魔、
若魔天不能破壞。」
(《冠科》p.749)

※佛説行菩薩道時，須以「無所得般若波羅蜜」—

「三輪體空」相應：不著「行功德者(施者)、所作
功德的事物(所施物)、受功德恩惠者(受施者)」。
菩薩以「無所得心」行菩薩道，不執取一切内外境
界(法相非法相、功德相非功德相) ，這樣邪魔外道
便不能惱亂修正法者及破壞正法。



• 須菩提問佛：「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
一念中具足六波羅蜜、.... 」

佛答：「菩薩摩訶薩所有布施，不遠離般若波羅蜜；....。」

• 須菩提問：「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不遠離般若波羅蜜，
一念中具足行六波羅蜜乃至八十隨形好？」

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所有布施不遠離般若波羅蜜
以不二相，持戒時亦不二相，....。」

• 須菩提問佛：「云何菩薩摩訶薩布施時不二相，乃至修八十
隨形好不二相？」

佛答：「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欲具足檀那波羅蜜，
檀那波羅蜜中攝諸波羅蜜及四念處乃至八十隨形好。」

• 須菩提問：「世尊！云何菩薩布施時攝諸無漏法？」

• 佛答：「若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住無漏心布施，於
無漏心中不見相──所謂誰施？誰受？所施何物？以是無相心、
無漏心，斷愛、斷慳貪心而行布施，是時不見布施，乃至不
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 」
(《冠科》pp.749-751)



• 《智論》卷87〈釋一心具萬行品〉：「佛答：『菩
薩行般若波羅蜜時，欲具足檀波羅蜜，於布施一念
中攝一切善法』，如先說。」

何等是「一念」？所謂菩薩得無生法忍，斷一切煩
惱，除諸憶想分別，安住無漏心中，布施一切。

「無漏心」是無相相(心)。菩薩住是心中，不見誰
施、誰受、誰物，離一切相心布施；不見有一法，
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尚不見，何況餘法！是名
不二相。乃至八十隨形好，亦如是。」

• 無漏、無相六波羅蜜有二種：一者、得無生法忍菩
薩所行；二者、未得無生法忍菩薩所行。得無生法
忍菩薩所行，如此中所說。何以故？住無相、無漏
心中，行布施等諸法故。」
(T25, pp.674c14-675a2)



※在此〈一念品〉中，佛説以一切法性無所有(無相/空
相)故，菩薩是故為眾生求無上菩提。但執著「有相」
或「無相」者都不能得道，兩者都是「著相」，壞法
性故(非正真之道)。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447〈真如品〉：「諸菩薩
乘補特伽羅不離一切智智心，攝受般若波羅蜜多，
依方便善巧，大悲心為上首，修空、無相、無願之法，
雖證實際而能入菩薩正性離生位，能證無上正等菩
提。」 (T07, p.256a10-14)

*如印順導師闡釋：「般若經說：『一切智智相應作意
（即菩提心），大悲為上首，無所得——即般若空慧
為方便』。發菩提心者，不可不知！」
(《般若經講記》，pp.38-9)

※大乘佛法的精髓，在於智慧與慈悲，是發菩提心修行
菩薩道者所必需。而布施是慈悲心(予樂拔苦)的體現，
是攝化眾生的首要法門；然而還是要和無所得的空慧
配合，才與佛的一切智智相應，方可成就菩提願行。



※所謂「五度如盲，般若如導；行如足，慧如目」，
佛開示「一念中具足萬行」，關鍵在於菩薩在修行
一切道品、善法和在任何境界時，心念與行為不離
「無所得」般若波羅蜜，這樣才能夠超越一切，不
被束縛，證無上菩提。

※佛先舉六波羅蜜中的布施，布施時菩薩不離行般若波
羅蜜，此所謂「不二相」、住「無漏心」布施—不
著「施者、施物、受施者」相；這便與無所得(空) 、
無相、無作的「無漏心」般若波羅蜜相應，於此一
念中具足萬行。行其他波羅蜜多和道品時、在任何
境界中，其原理都是一樣。菩薩以此心行導化眾生，
成就道業。

*因此佛言：「是菩薩爾時不受色法乃至識，不受一
切法若善若不善、若世間若出世間、若有漏若無漏、
若有為若無為，如是一切法皆不受。....菩薩摩訶薩
無相法中，能具足般若波羅蜜。」(《冠科》p.7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