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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若經講義》 

壹壹壹壹、、、、大般若經要義大般若經要義大般若經要義大般若經要義    

一一一一、、、、佛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之因緣佛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之因緣佛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之因緣佛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之因緣（（（（大智度論大智度論大智度論大智度論）：）：）：）：    

(一)佛雖記彌勒作佛，但未說種種菩薩行，今欲為彌勒等廣說菩薩行故。 

(二)有菩薩修念佛三昧，佛為令彼增益故。 

(三)諸法甚深，受梵王帝釋請故。 

(四)欲斷一切眾生疑故。 

(五)欲宣示諸法實相故。 

(六)欲令人信受法故。 

(七)欲眾生歡喜故。 

(八)開發三十七道品等諸深法藏，供佛弟子使用。 

(九)為治結使病所煩惱眾生。 

(十)說法身不可思議，不能測度。 

(十一)令可度者入中道。 

(十二)分別生身法身供養果報。 

(十三)欲說阿鞞跋致。 

(十四)破種種魔幻魔偽魔事。 

(十五)授三乘記別。 

(十六)為說第一義悉檀。 

(十七)為於佛法中生信。 

(十八)欲說無諍法。 

(十九)說一切法要義，無相無著無住。 

二二二二、、、、般若的意義般若的意義般若的意義般若的意義：：：：    

(一)大般若經主要在說般若智之妙用。 

1.般若是無諍法，用在蕩相遣執。 

2.大智度論云「無諍法皆是無相、常寂滅、不可說。」「利根者知佛意，不起諍。淺

根者不知佛意，取相著心起諍。」 

(二)依實相般若，一切法無所有： 

1.般若非般若，斯之為般若。 

2.「菩薩句義無所有」，「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無礙相」，「佛告須菩提，無句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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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句義。」 

3.句義即語言描述。一經描述即陷入限定性，一旦執著為有，則失去正遍知的真象。 

4.「須菩提！譬如如、法性、法相、法位、實際，無有意義。」「故菩薩句義無所有。」 
(三)一切法不二相 

1.世間法、出世間法；善法、不善法；記法、無記法；有漏法、無漏法；共法、不共

法等均無二相，即所謂無相。 

2.「菩薩摩訶薩於是自相空法中，不應著，不動故。菩薩應知一切法不二相，不動故。」

(大般若經句義品) 

3.一切法均出於般若智。 

(四)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 

1.「受想行識但假名，須菩提亦不壞假名而說諸實相。」 

2.一切法但假名，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菩薩應如是學，不學受想行識。(散華品) 

(五)不見色及色空，不見五蘊生滅。 

1.「菩薩摩訶薩學色空，以不二故，乃至學一切種智空。」 

2.「菩薩摩訶薩一切法不受故，能到一切種智。」 

3.「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不見色生，不見色滅；不見色受，不見色不受；不見

色垢，不見色淨；不見色增，不見色減。」 

三三三三、、、、般若是無諍法般若是無諍法般若是無諍法般若是無諍法：：：：    

(一)規範、教儀及教義為諍法。 

(二)「無諍法皆是無相、常寂滅、不可說。今說布施等，及無常苦空等諸法，皆為寂滅，

無戲論故。」(大智度論緣起論) 

(三)透過蕩相遣執，顯示諸法實相，說畢竟空，亦是無諍法。 

(四)得只是在表象世界，有限定性，故為諍法。 

(五)無常、苦、空、無我，乃至苦集滅道，皆是正對事相說法。般若則非如是說，因為空、

不空皆不可得，我、無我皆不可得。(不能有效或普遍妥當的把握) 

(六)實相本無相，故為無諍法；表象的描述有限定性，即有可諍之處。 

(七)依阿賴耶、如來藏等有部說法或解釋，皆是解釋與分析，故為權教，為可諍法。 

(八)無諍法即是空性，即是般若。 

四四四四、、、、學智慧當學般若波羅蜜學智慧當學般若波羅蜜學智慧當學般若波羅蜜學智慧當學般若波羅蜜：：：：    

(一)菩薩摩訶薩欲得道慧，當習行般若波羅蜜。 

(二)菩薩摩訶薩欲以道慧具足道種慧，當習行般若波羅蜜。 

(三)欲以道種慧具足一切智，當習行般若波羅蜜。 

(四)欲以一切智具足一切種智，當習行般若波羅蜜。 

(五)欲以一切種智斷煩惱習，當習行般若波羅蜜。 

五五五五、、、、智慧的意涵智慧的意涵智慧的意涵智慧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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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慧：達到涅槃或諸法實相的方法即是道慧，即是道諦。其具體可行的實踐方法，叫

道種慧。 

(二)一切智者，總破一切法中無明闇；一切種智者，觀種種法破諸無明；一切智譬如說四

諦，一切種智譬如說四諦義。(大智度論卷二十七) 

(三)一切智為諸法總相及概念，一切種智為諸法之差別及應用。 

(四)大般若經云「欲以一切種智斷煩惱習，當習行般若波羅蜜。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應如

是學般若波羅蜜。」(大般若經初品) 

(五)「佛告須菩提：薩婆若(一切智)是聲聞辟支佛智，道種智是菩薩摩訶薩智，一切種智

是諸佛智。」(大般若經三慧品) 

(六)「一切種智相，即一相，所謂一切法寂滅相。」(大般若經三慧品)。 

「諸佛煩惱習，一切悉斷；聲聞辟支佛煩惱習，不悉斷。」(大般若經三慧品)。 

故大智度論云「以一切種智斷煩惱習。」(大智度論卷二十七) 

(七)般若是活智，是於一切法無住，無所得，無所著，無所有。 

六六六六、、、、解空當學般若波羅蜜解空當學般若波羅蜜解空當學般若波羅蜜解空當學般若波羅蜜：：：：    

(一)「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欲住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第一義空、有為空、

無為空、畢竟空、無始空、散空、性空、自相空、諸法空、不可得空、無法空、有法

空、無法有法空，當學般若波羅蜜。」(大般若經初品) 

(二)「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大聖說空法，為離諸見故，若復見有空，諸佛所不化。」 

(三)「諸法如」有二種，一者各各相，二者實相。(大智度論卷三十二) 

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是因、如是果、

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前九種為自體性，後一種為空之實相，由此故當學般若。 

七七七七、、、、般若的大用或般若的大用或般若的大用或般若的大用或方便方便方便方便：：：：    

(一)一切善法住不住故。 

(二)一切法不可取不可捨故。 

(三)菩薩不念色，乃至不念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時善根增益，善根增益故，具足諸波

羅蜜。 

(四)以念故，著欲界、色界、無色界；不念故，無所著。 

(五)菩薩摩訶薩如是行，不住色，乃至不住一切種智。 

(六)菩薩摩訶薩以不著不住法，行般若波羅蜜。 

(七)若能如是行，如是修，是行般若波羅蜜。(大般若經大方便品) 

(八)菩薩用無所得法故，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以無所得法故，修智慧乃至一

切種智亦如是。(大般若經三慧品) 

(九)有所得無所得平等，是名無所得。(三慧品) 

八八八八、、、、般若具足一切法般若具足一切法般若具足一切法般若具足一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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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菩薩摩訶薩以不住法住，住般若波羅蜜中；以不生故，應具足三十七道品、空、無相、

無作、四禪、四無量心、四無色定、八背捨、八勝處等一切諸法。(初品) 

(二)菩薩觀一切法非常非無常，非苦非樂，非空非實，非我非無我，非生滅非不生滅，如

是住甚深般若波羅蜜中。 

(三)般若波羅蜜相亦不取，是名不住法住。(大智度論卷十一) 

不住法住般若中，具足六度及一切法數，上達諸佛境界，具足三智、住十八空、知諸

法如、法性、實際。 

(四)諸菩薩摩訶薩，為安隱世間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為安樂世間故，為救世間

故，為世間歸故，為世間依故，為世間洲，為世間將導故，為世間究竟道故，為世間

趣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大般若經善知識品) 

(五)般若之要義在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大般若經第九會) 

九九九九、、、、大般若經會數大般若經會數大般若經會數大般若經會數((((全經共四處十六會全經共四處十六會全經共四處十六會全經共四處十六會))))：：：：    

(一)第一會至第六會以第一會為總攝，以後各會可容納其中，說於鷲峯山。 

(二)第七會曼殊室利分，說於給孤獨園。 

(三)第八會那伽室利分，說於給孤獨園。 

(四)第九會能斷金剛分，說於給孤獨園。 

(五)第十會般若理趣分，說於他化自在天宮。 

(六)第十一會布施波羅蜜多分，說於給孤獨園。 

(七)第十二會淨戒波羅蜜多分，說於給孤獨園。 

(八)第十三會安忍波羅蜜多分，說於給孤獨園。 

(九)第十四會精進波羅蜜多分，說於給孤獨園。 

(十)第十五會靜慮波羅蜜多分，說於鷲峯山。 

(十一)第十六會般若波羅蜜多分，說於竹林精舍。 

十十十十、、、、大般若經之旨趣大般若經之旨趣大般若經之旨趣大般若經之旨趣：：：：    

(一)開啟無住、無執、無染之智慧，度脫一切有情。 

(二)見自性空，行淨善之法，得自在安樂。 

(三)轉五蘊為菩提，成就正覺世間。 

(四)悟一切法畢竟空，依般若智證得菩提，入諸佛國土，終不離佛。 

(五)以方便善巧神通度化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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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般若波羅蜜的解析般若波羅蜜的解析般若波羅蜜的解析般若波羅蜜的解析    

一一一一、、、、了了了了解解解解《《《《大般若經大般若經大般若經大般若經》》》》應先了解般若波羅蜜應先了解般若波羅蜜應先了解般若波羅蜜應先了解般若波羅蜜：：：：    

(一)一般而言，般若即指智慧。摩訶般若波羅蜜意即大智慧到彼岸，到彼岸即會智慧之邊

際。 

(二)龍樹菩薩在「釋般若波羅蜜」中解釋說「諸菩薩從初發心，求一切種智，於其中間知

諸法實相慧，是般若波羅蜜。」析言之： 

1.依大乘菩薩發心，為濟拔眾生苦，離苦得樂，成就圓滿。 

2.為求一切種智以成佛智，應學道種智、一切智及一切種智。 

3.了解諸法實相，知諸法空，無所得、無住、無著。 

4.實現般若智。 

二二二二、、、、對色相的解釋對色相的解釋對色相的解釋對色相的解釋：：：：    

(一)一切色相都是因緣所生法，眾緣性空唯識現，一切都是生，住、異、滅的，所以就世

間法來看是實有，但就出世間法來看，它是無常、苦、空、無我。一切色相都是幻夢

泡影，如露如電。 

(二)三假：色相世界的展現 

1.法假：五蘊等法是法假。 

2.受假：因緣和合如根莖枝葉和合名為樹，稱為受假。 

3.名假：以名字取二法相，為名假。 

(三)十八空：菩薩摩訶薩欲住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第一義空、有為空、無

為空、畢竟空、無始空、散空、性空、自相空、諸法空、不可得空、無法空、有法空、

無法有法空，當學般若波羅蜜。 

(四)透過空、無所有、無著，才能在道種智中，出一切智及一切種智。 

三三三三、、、、般若的體相般若的體相般若的體相般若的體相用用用用：：：：    

(一)般若的體： 

1.實相即空相、無所有、無所得、無著、無住，如、法性、實際三者為實相之異名。 

2.如：諸法如有二種，一者各各相，二者實相。 

3.法性：各各法空而有差別，法性有二，一者各自有性故，二者謂諸法實相。 

4.實際：以法性為實證，入處名為際，為住於實際。 

(二)般若的相： 

1.道種智：菩薩當學一切種智。 

2.一切智：菩薩當學一切智。 

3.一切種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切法寂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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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般若具足一切法(當學一切法) 

1.般若攝大乘小乘。 

2.菩薩摩訶薩應學一切善法，一切道如三十七道品等。 

3.菩薩應學五波羅蜜。 

4.菩薩應學般若波羅蜜。 

5.般若住而無住。 

四四四四、、、、中道即般若中道即般若中道即般若中道即般若    

(一)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 

(二)中論二頌 

1.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2.大聖說空法，為離諸見故，若復見有空，諸佛所不化。 

(三)中論觀因緣，說眾緣性空： 

1.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去。 

2.能說是因緣，善滅諸戲論。我稽首禮佛，諸說中第一。 

(四)性空指般若實相，非斷滅空，般若實相具一切法。 

五五五五、、、、般若的實踐般若的實踐般若的實踐般若的實踐((((方便品方便品方便品方便品))))    

(一)菩薩以不著不住法行般若波羅蜜，乃至不住一切種智。 

(二)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不應有所著。 

(三)若菩薩不念色，乃至不念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時善根增益。善根增益故，具足諸

波羅蜜。諸波羅蜜具足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四)般若波羅蜜不可得故，菩薩不可得，行亦不可得。行者，行法，行處不可得故，是名

菩薩摩訶薩行不行般若波羅蜜。佛言「不行是名行般若波羅蜜。」 

(五)「菩薩從初發意已來，應學空無所得法。是菩薩用無所得法故，布施、持戒、忍辱、

精進、禪定；以無所得法故，修智慧乃至一切種智亦如是。」 

(六)「有所得無所得平等，是名無所得，如是，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有所得無所得平等

法中應學。」 

(七)一切諸法無所為，無所作。般若波羅蜜亦無所為，無所作。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應行

般若波羅蜜無所為，無所作。 

(八)佛告舍利弗，菩薩摩訶薩「以不住法」住般若波羅蜜中，以不生故，應具足四念處、

四正勤、四如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分；空三昧、無相三昧、無作三昧；

四禪、四無量心、四無色定……等。 

(九)「諸菩薩摩訶薩為安隱世間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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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應學般若波羅蜜。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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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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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戒而持戒，不得忍而行忍，不得精進而行精進，不得禪而行禪，不得智慧而行智

慧，不得神通而行神通，不得四念處而行四念處，乃至不得八聖道分而行八聖道

分……。」 

六六六六、、、、般若具足萬行般若具足萬行般若具足萬行般若具足萬行    

(一)住般若中具足六波羅蜜及一切萬行。 

(二)佛以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三)一切法趣無量無邊，不與不取，不增不減，不來不去，一切法趣無作、無起、無所有。 

(四)般若之旨趣在於「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亦即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一念覺是菩提，一

念迷是無明。 

(五)大般若經之重要可知。故云「菩薩摩訶薩是一切法無礙相中應學應知」，「菩薩摩訶

薩當作是知，諸法但假名，應如是學般若波羅蜜。」 

七七七七、、、、般若與唯識的融貫般若與唯識的融貫般若與唯識的融貫般若與唯識的融貫    

(一)般若所說的空，非一切無所有或斷滅空。般若至少有以下幾個要義： 

1.慧性：它的本質是空性，是超越善惡、是非、感情與知識之上。它不能用本質來討

論、了解和描述，但它是存在的最高極至。故經上說：「一切法趣無作」、「一切

法趣無起」，一切法趣夢、幻、無量無邊、不與不取、不增不減、不來不去。 

2.般若在大用上，是無住無著，不起分別，而起一切般若波羅蜜，展現一切大用。 

3.在行果上，以大乘菩薩為宗旨，實現菩薩大行，度化有情眾生，離苦得樂。大智度

論所謂「『諸法如』有二，一者各各相，二者實相。」各各相即是一切表現，實相

即是空相。兩者是不二的。 

4.《大般若經》提出六般若波羅蜜，來統攝一切修行，表現大乘菩薩的法義，圓融福

慧。邪知邪見，種種執著、貪欲、有為、住執都會帶來障礙。偏離般若，陷於痛苦、

諸趣的掙扎。 

(二)唯識指出「唯心識定」，謂萬法唯識，一切都由識所表現出來。唯識亦有幾個要義應

予把握： 

1.如來藏：如來藏即是根本的實存，是八識的源頭，本質是清淨。「如來藏名藏識」，

清淨與空性是同位語。所謂如來藏心即指清淨無染執的心。 

2.如來藏心與眾緣相應，形成種種識。唯識分別列為八識，反映在生命之中，大乘菩

薩所謂唯心識定，即是大乘行持，在不起分別中，成就菩薩萬行。 

3.唯識透過心識及心所法，來解釋修持大乘的修行路。 

(三)眾緣性空唯識現 

1.無論是般若實相，或者唯識的如來藏或華嚴經的毘盧性海，都是指陳超越現象世界

的實存，即本體世界。 

2.一切現象世界及眾生世界，都是眾緣和合而成，輾轉滾動，流轉於六趣和眾生。 

3.般若法門提出蕩相遣執，而出離眾苦，展現光明智慧，以行菩薩道為圓滿。唯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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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則以轉識成智，實現悲智的大乘人生，以實現圓滿。 

4.於是兩者是相融，如能通達般若與唯識，則性相兼備，法法圓融，實現大乘菩薩不

難，參悟無生法性亦不難。 

八八八八、、、、般若經行要般若經行要般若經行要般若經行要((((般若既是方法亦是實相般若既是方法亦是實相般若既是方法亦是實相般若既是方法亦是實相))))    

(一)方法：以蕩相遣執，知無住、無著、無所有，而展現般若慧性，悟諸法實相。 

(二)實相：大般若經云：「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欲知一切諸法如、法性、實際，當學般若

波羅蜜。」依大智度論解釋略以： 

1.諸法如有二種；一者各各相，二者實相，所以行菩薩道即是如、即是實相，亦是各

各相。 

2.唯菩薩行持依法性，法性有二種： 

一者以無著心分別諸法。 

二者無量法，即諸法實相。 

3.實際以法性為實證，謂住於實際。 

(三)如、法性、實際皆是諸法實相異名。 

1.行般若智，世間一切法，即是如、法性和實際。 

2.透過道種智的指引，發一切智，入於一切種智而參悟實相，入無生法忍。 

3.住於般若法中，世間出世間是不二的，故云入諸法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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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參參、、、、般若綱要卷一般若綱要卷一般若綱要卷一般若綱要卷一    

一一一一、、、、緣起品緣起品緣起品緣起品 PPPP.46.46.46.46    

(一)佛在王舍城鷲峰山頂，時四眾雲集，菩薩同會，世尊入於等持王妙三摩地大定，佛光

普照三千界，現廣長舌相，現師子遊戲神通，三千大千世界六種變動，六趣離苦，皆

現如來光耀。P.49 

(二)爾時世尊不起于座，熙怡微笑，從其門面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佛土，並餘十方殑

伽沙等諸佛世界，一切如來應正等覺，聲聞菩薩眾會圍繞及一切有情亦見釋迦如來殊

勝莊嚴，演說大般若波羅蜜多。十方佛界各以千莖蓮華供養，致問無量，釋迦受此蓮

華還散十方。P.52 

(三)爾時三千大千佛之世界，眾寶充滿，種種妙華遍布其地，寶幢幡蓋處處行列，周遍莊

嚴甚可愛樂。P.53 

二二二二、、、、學觀品學觀品學觀品學觀品 PPPP.53.53.53.53    

(一)佛告舍利子菩薩摩訶薩欲於一切法，等覺一切相，當學般若波羅蜜多。應以無住而為

方便，安住般若波羅蜜多，能住所住不可得故。 

1.應以無捨而為方便，圓滿布施波羅蜜多。 

2.應以無護而為方便，圓滿淨戒波羅蜜多。 

3.應以無取而為方便，圓滿安忍波羅蜜多。 

4.應以無勤而為方便，圓滿精進波羅蜜多。 

5.應以無思而為方便，圓滿靜慮波羅蜜多。 

6.應以無著而為方便，圓滿般若波羅蜜多。 

(二)安住般若波羅蜜多，以無所得而為方便，應圓滿一切法，如是諸法不可得故。修行般

若波羅蜜多，如實知六波羅蜜多得大果報。P.55 

(三)欲得無量無數不可思議功德，應學般若波羅蜜多，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應如是觀

實有菩薩，不見有菩薩，不見菩薩名，不見般若波羅蜜多，不見般若波羅蜜多名。P.56 

(四)又菩薩但有名自性空、五蘊、三十七道品、十地，乃至一切法但有名自性空。如是修

行般若波羅蜜多。P.57 ~ 61 

(五)菩薩常作是念，我當修行一切法，乃至永拔一切習氣，證得無上正等菩提，方便安立

有情，而無如是念。施諸有情無量無數善法，為大施主，而無復報施主之念。P.62 

三三三三、、、、相應品相應品相應品相應品 PPPP.63.63.63.63    

(一)佛告舍利子菩薩當與般若波羅蜜多相應，與一切法空相應，即與般若波羅蜜多相應。

以本性空故，不見有少法與少法合。P.63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不異空，空不異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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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識。P.64 

(二)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舍利

子！如是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地界、無水火風空識界、無六根、無六塵、無十

二因緣，乃至無苦集滅道，無四果、聲聞、阿羅漢、無菩薩、無佛菩提。舍利子！修

行般若波羅蜜多菩薩，與如是等法相應，故當言與般若波羅蜜多相應。P.65 

(三)佛言不見一切法若相應，若不相應，入一切法自相空已，不觀一切智與一切法若相應

若不相應。P.66 

不著一切法有非有、常無常、樂苦、我無我、寂靜不寂靜、空不空、有相無相、無願

有願，不為一切法故，修般若波羅蜜多。P.67 

若能如是與空相應，是為與般若波羅蜜多相應。P.68 

四四四四、、、、轉生品轉生品轉生品轉生品 PPPP.68  .68  .68  .68  讚勝德品讚勝德品讚勝德品讚勝德品 PPPP....91919191    

(一)舍利子白佛言：安住般若波羅蜜多諸菩薩摩訶薩，從何處沒來生此間，從此處沒當生

何處。佛告舍利子：有從他方佛土沒來生此間，有從睹史多天沒來生此間，有從人中

沒，生此人中。P.68 

菩薩與般若波羅蜜多相應，所生處常得值佛、供養、尊敬、尊重、讚嘆，令般若波羅

蜜多漸得圓滿。不忘失，不退轉，從此處沒，生餘佛土。P.70 

隨所生處常遇如來應正等覺。P.72 

至一切處供養嚴淨佛土，成熟有情。P.76 

(二)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當方便善巧，自在遊戲，然於其中無染無著。P.79 

勸諸有情，方便善巧，化身如佛，利生安樂，令速證菩提。P.80 

又能成勝智行一切法，而無執無取。P.81 

現六種神通：境智證通、天耳智證通、他心智證通、宿住智證通、天眼智證通、漏盡

智證通。行六般若波羅蜜多，嚴淨一切智，一切相智通，由畢竟空無去來，無所著，

達一切法畢竟空。P.89 

(三)佛說般若波羅蜜多勝功德時，會中四眾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世尊門面出種種色

光。告阿難陀言，從是以後六十一劫星喻劫中，當得作佛，皆同一號謂大幢相如來。

P.89 

佛亦授記慈氏如來。時此眾會無量諸有情類各發願，當往生彼佛佛土，修菩薩行乃至

無上正等菩提，俱時成佛皆同一號，謂莊嚴王如來。P.91 

(四)修般若波羅蜜多具足種種功德，得無等等色、受、想、行、識法輪，度脫無量諸有情，

令獲殊勝利益安樂。P.92  (讚勝德品) 

五五五五、、、、現舌相品現舌相品現舌相品現舌相品 PPPP.92  .92  .92  .92  教誡教授品教誡教授品教誡教授品教誡教授品 PPPP.93  .93  .93  .93  勸學品勸學品勸學品勸學品 PPPP.98.98.98.98    

(一)爾時世尊現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出種種色光，十方殑伽沙等諸佛世界，諸

大菩薩前來觀禮供養，並聽般若波羅蜜多，爾時世尊微笑。多眾悟無生忍，於當來世，

行華積劫中當得作佛，號覺分華如來。(現舌相品)P.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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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教誡弟子說法，言善現汝以辯才當為菩薩說般若波羅蜜多。其以佛神力故說，如燈

傳照，承佛威神加被，為諸菩薩宣說般若波羅蜜多相應之法： 

1.不見有法名般若波羅蜜多。P.94 

2.於一切法名假 P.95。名假、法假、教授假。P.95 

3.般若不二，不陷於常非常、空不空、相無相、寂靜非寂靜。 

4.於一切法不起分別。P.96 

5.色等法不可得，菩薩亦不可得。P.96 

(三)佛告善現於一切法都無所見，無所見時，其心不驚不恐不怖，於一切法心不沉沒，亦

不憂悔。所以者何？是菩薩不見五蘊乃至不見諸佛無上正等菩提。P.97 

(四)又於一切心，心所法不得、不見，於一切法不得、不見，於一切處不得般若波羅蜜多，

不得般若波羅蜜多名，不得菩薩，不得菩薩名，不得菩薩心，應如是教誡教授諸菩薩。  

(以上教誡教授品) 

(五)舍利子與善現互答云：菩薩無方便善巧，住三解脫門，墮於聲聞、獨覺，不入菩薩正

性離生，如是名為菩薩頂墮，即此頂墮亦名為生，生謂法愛。住一切法而生想著為法

愛，說名為生。P.99 

方便善巧，觀自性空，名入菩薩正性離生。 

菩提心者： 

1.菩提心不應著，廣大心即清淨心。 

2.本性清淨無貪、無瞋、無癡。P.100 

3.般若無性，有性無性不可得。P.101 

4.五蘊身乃至正等菩提，亦無變異無分別(勸學品)。P.101 

(六)善現白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多，若無方便善巧，我我所執纏繞故，心便住色等蘊，

故菩薩應以本性空觀一切法，是名無所攝受三摩地。此三摩地微妙殊勝廣大無量，能

集無邊無礙作用。P.104 

若於諸相而取著者，名為煩惱。P.104 

六六六六、、、、般若行相品般若行相品般若行相品般若行相品 P.104  譬喻品譬喻品譬喻品譬喻品 P.116 

(一)舍利子問善現若一切法無所有不可得，則何所徵責，又何緣故能於般若波羅蜜多常不

捨離。善現言，如實知一切法，離一切法性，離一切法相。P.105 

以無所得，無行相，修行善巧方便，利樂有情，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P.107 

(二)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行色、不行色相、不行受想行識，行一切法，不取有不取非

有，以無所取無所執名菩薩無所取著三摩地，此定為佛所授記。P.109 

此定不可示現，無想解，無分別，無所有。P.111 

(三)般若行相畢竟淨、空、無相、無執、不起分別。若爾，諸法如何而有？佛言：諸法如，

無所有，如是而有。若於如是無所有法，不能了達，說名無明。P.112 

(四)佛開示諸法實相：P.113 ~ 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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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諸法如，無所有，如是而有。 

2.般若不墮有無、斷常、分別二邊執著。 

3.行一切佛法，不住一切法，即住不住。 

4.不學般若不能成辦一切智智。 

(以上般若行品) 

(五)色不異幻，五蘊不異幻，無上正等菩提不異幻。佛告善現：若菩薩能以如是無所得為

方便學般若波羅蜜多，乃至一切相智，當知是菩薩能成辦一切智智。P.117 

(六)若菩薩離應一切智智心，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有所得，有所恃，無方便善巧，聞說甚

深般若，其心有驚有恐有怖。又菩薩惡友以有所得為方便。P.120(以上譬喻品) 

七七七七、、、、菩薩品菩薩品菩薩品菩薩品 PPPP.121.121.121.121    

(一)佛言無句義是菩薩句義，菩薩句義無所有。P.121 

菩薩以無所得行一切法。P.124 

應以無二為方便覺一切法。何以故？以諸法自相不可分別故。於一切無二無動，是菩

薩句義。P.131 

(二)佛言菩薩於大有情眾中，定當為上首，以是緣故，復名摩訶薩。此菩薩發金剛喻心，

決不退壞。P.132 

1.於無邊生死大曠野中，摧破無量煩惱怨敵。 

2.枯竭無邊生死大海。 

3.濟拔一切有情。 

4.我當純以一切智智心修行六波羅蜜多。 

5.我當通達一切法相。 

(三)以要言之，諸菩薩能為有情，以無所得為方便，說斷一切見法故，此菩薩復名摩訶薩。

P.133 

諸菩薩為利樂有情，擐大功德鎧故，發趣大乘，故名摩訶薩。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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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般若綱要卷二般若綱要卷二般若綱要卷二般若綱要卷二    

一一一一、、、、大乘鎧品大乘鎧品大乘鎧品大乘鎧品 PPPP....139139139139        辯大乘品辯大乘品辯大乘品辯大乘品 PPPP.140.140.140.140    

(一)菩薩擐一切法功德鎧，放大光明，遍照世界，變動大地，其中地獄火等苦具，鬼界恐

怖飢餓，旁生所有眾苦，皆得除滅，便為稱讚三寶功德，令生人天，見佛聞法，如是

幻事，雖有所為而無一實，以諸法性空皆如幻故。P.139 

(二)擐空得鎧相空，不擐功德鎧，當知是為擐功德鎧。P.140 

(以上大乘鎧品，以下辯大乘品) 

(三)六波羅蜜多是大乘相，一切法空是大乘相，自性無所有是大乘相。實際皆由他性故空。

P.144 

(四)大乘相者謂健行三摩地，若住此三摩地能受一切三摩如寶印三摩地、師子遊戲三摩

地、法涌三摩地、法印三摩地、入法印三摩地、無忘失三摩地、入一切言詞決定三摩

地、無著無障三摩地、普照三摩地……無量無邊三摩地。P.179 

(五)大乘相者謂三十七道品。P.182 

三三摩地(空、無相、無願)、智(法智、一切智、四諦)、無漏、隨念、佛十力、四無

所畏、四無礙等諸佛法。P.187 

及諸文字陀羅尼。P.192 

(六)大乘相者謂六波羅密多，十地之修持。P.201 及修治淨勝意樂業：P.202 ~ P.235 

1.一切有情平等業。 

2.親近善友業。 

3.求法業。 

4.常樂出家業。 

5.愛樂佛身業。 

6.開闡法教業。 

7.破驕慢業。 

8.恆諦語業。 

9.清淨禁戒。 

10.知恩報恩。 

11.受勝歡喜。 

12.不捨有情。 

13.恆起大悲。 

14.敬信供養。 

15.勤修波羅蜜多。 

16.聞法不著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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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無染心常行法施，雖廣化而不自高。 

18.嚴淨佛土，植諸善根。 

19.慚愧無著。 

20.住阿練若常不捨。 

21.不離學處，厭離欲樂，發寂滅心。 

22.心不滯沒，捨諸所有，無所顧念。 

23.遠離眾慳、忿諍、自讚毀他。 

24.遠離十不善道、增上慢、顛倒、猶豫、三毒。 

25.成就六波羅蜜多遠離聲聞心、獨覺心、熱惱心。 

26.不厭乞者，捨施無悔憂，於來求者不憍誑。 

27.遠離我執、斷執、常執、相想執、見執、名色執、蘊執、處執、界執、諦執、緣

起執、住著三界執、一切法執、一切法如理不如理執。 

28.遠離佛法僧見執。 

29.圓滿一切功德：圓滿通達空、證無相、知無願、三輪清淨、悲愍有情、一切法平

等無執、一切有情平等、通達真理趣平等。 

30.圓滿無生忍，說一切法一相理趣，滅除分別，遠離諸見、諸想。 

31.圓滿止觀、調伏心性、寂靜心性、無礙智性、隨欲往生諸佛國土、悟入一切有情

心行、遊戲神通、見諸佛國土、供養承事、化度有情、得無礙說、入胎至成道一切

功德具足。 

(七)圓滿第十法雲地菩薩摩訶薩，與諸如來應言無異。以上答發趣大乘竟。P.236 

(八)大乘從三界出，至一切智智中住，如是二法非相應，非不相應，大乘於一法皆無所住，

皆無所有，都不可得，畢竟淨故。P.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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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伍伍伍、、、、般若綱要卷三般若綱要卷三般若綱要卷三般若綱要卷三    

一一一一、、、、讚大乘品讚大乘品讚大乘品讚大乘品 PPPP.239.239.239.239    

(一)大乘者超勝一切世間天人阿素洛等最尊最妙，譬如虛空，普能含受無量無數有情，無

來無去，無住可見，前後中際皆不可得，三世平等故名大乘。P.239 

(二)諸如來應正等覺，轉妙法輪，所被有情，非實有性，故悉能令彼諸有情類，於無依餘

妙涅槃界。P.240 

(三)大乘最尊最妙： 

1.無邊功德。 

2.入無依餘涅槃。 

3.無自性含攝無數無量有情。 

4.無所有故，無去來所住。 

5.以虛空故三世平等。 

二二二二、、、、隨順品隨順品隨順品隨順品 PPPP.248.248.248.248    

(一)佛告善現，大乘於般若波羅蜜多，悉皆隨順，無所違越。一切善法、菩提分法及佛法，

如是一切，無不攝入。 

(二)大乘不異般若波羅蜜多，般若波羅蜜多不異大乘。 

三三三三、、、、無所得品無所得品無所得品無所得品 PPPP.249.249.249.249    

(一)菩薩摩訶薩無所有不可得，色等無邊，菩薩摩訶薩亦無邊。即一切法，離一切法，菩

薩摩訶薩無所有不可得。P.249 

(二)菩薩無所有不可得，包含三際不可得無所有，五蘊如虛空不可得，我等畢竟不生，都

無所有。菩薩但假名，自性空，無所有。P.255 

(三)諸法空性，無自性，非常非無常，非樂非苦，非有相非無相，非有為非無為，諸法畢

竟不生。P.257 

(四)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見諸法有覺有用，見一切法如幻事，如夢境，乃至如變化事，

都非實有。P.258 

(五)聞說諸法本性皆空，深生歡喜，當知是菩薩，能行般若波羅蜜多。P.259 

四四四四、、、、觀行品觀行品觀行品觀行品 PPPP.259.259.259.259    

(一)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觀諸法時，於一切法，不受不取，不執不著，亦不施設為一切法。

P.259 

為有情類求大菩提，亦有菩提，故名菩薩。能實知一切法相而不執著，故名摩訶薩。 

(二)般若波羅蜜多即有勝妙慧遠，有所離：P.260 

1.一切蘊界處等而得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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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切煩惱、見、趣而得遠離。 

3.一切六趣四生而得遠離。 

(三)般若波羅蜜多即有勝妙慧遠有所到：P.260 

1.五蘊實性而得遠到。 

2.一切陀羅尼門實性，三摩地門實性，而得遠到。 

(四)修行般若波羅蜜多，非常非無常，非樂非苦，非我非無我，非淨非不淨，非空非不空，

非有相非無相，非有願非無願，非寂靜非不寂靜，非遠離非不遠離，是謂觀諸法。P.261 

五五五五、、、、無生品無生品無生品無生品 PPPP.262.262.262.262    

(一)修般若波羅蜜多，觀諸法時，見我無生，畢竟淨，乃至六道眾生，亦隨世間言 

說施設，本來無生無滅，六趣受生不應差別。P.263 

(二)有無生法，有生法但隨世間言說施設有得，有現觀，非勝義中有得，有現說觀。 

但隨世間施設有四果、菩薩、乃至無上正等覺，非勝義中有四果乃至正等覺。P.266 

(三)生與無生如是二法俱非相應，非不相應。由此故說不欲令生生，亦不欲令不生生。以

本性空故，五蘊乃至如來亦不生。P.267 

(四)一切法本性空，依內依外依中間，不可得。P.267 

六六六六、、、、淨道品淨道品淨道品淨道品 PPPP.267.267.267.267    

(一)菩薩能行六波羅蜜時，應淨色應淨受想行識，乃至應淨菩提道。P.267 

(二)六波羅蜜多各有二種，一者世間，二者出世間。 

世間布施波羅蜜多，謂作是念，我施彼受，以有所得而為方便，彼著三輪而言，有自

想、他想、施想，故名世間布施。出世間布施波羅蜜多，行布施時，三輪清淨，以大

悲為上首，於諸有情都無所得。P.268 

(三)如是修行持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六種波羅蜜多淨菩提道，名為菩薩摩訶薩菩

提道。如是功德，皆由般若波羅蜜多勢力所致。一切善法從此生故，依此住故。P.270 

(四)菩薩不捨離一切有情大悲作意，於一切有情應無差別。有情非有，故當知作意亦非有。

有情無實，當知作意亦空；有情遠離，當知作意亦遠離。以是為淨道義。P.271 

七七七七、、、、天地品天地品天地品天地品 PPPP.272.272.272.272    

(一)善現等為天帝說發菩薩大心。P.272 

1.發正等覺心。 

2.發一切智智心。 

3.於五蘊中作而無作，即無作無為之智心。 

4.修一切法，得一切智。 

5.菩提心不可思議，即是非心。 

6.無所有亦無迴向，是真迴向。 

7.如所應住；不應住相，即無所住，亦不住五蘊，亦無常無常，淨非淨，相非相。 

8.不住因果而修因果，不住十地而修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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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切法不住是住般若波羅蜜多。 

10.如來心不住一切法，不住四大、四諦、十二因緣、三十七道品，如來於一切法無

所住。 

11.異生地與如來地皆不二。 

(二)菩薩雖住般若波羅蜜多，而於五蘊非住非不住。乃至於異生地及法，菩薩地如來地及

法，非住非不住，以無所得為方便，應如是學。P.286 

八八八八、、、、諸天子品諸天子品諸天子品諸天子品    

(一)善現等為諸天子說菩薩般若波羅蜜多。 

1.諸法甚深無有能說、能聽、能解者，其非關文字故。 

2.諸法難可測度。 

3.文字語言所不及。 

4.應住無住、無說、無解。 

5.能說、能聽、能解皆如幻如化。 

6.一切所說法，若有所住，皆如幻化。 

(二)善現言我等色等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幻如化如夢微妙寂靜、究竟涅槃如幻如化

如夢。幻化夢事與一切法乃至涅槃皆悉無二無二分。P.290 

九九九九、、、、受教品受教品受教品受教品 PPPP.290.290.290.290    

(一)般若波羅蜜多，世聰明人所不能攝，誰能信受？曰： 

1.住不退菩薩。 

2.已見聖諦及漏盡阿羅漢。 

3.供養諸佛。 

4.善知識所攝。 

(二)信受者關鍵在不墮二法，起分別心；分別心者無能信受。 

(三)說一切佛法以無所得為方便(無住、無信、空故也)。 

(四)菩薩隨所生處，隨處化生。 

十十十十、、、、散華品散華品散華品散華品 PPPP.294.294.294.294    

(一)天帝釋及天眾各化種種妙華，奉散如來及諸菩薩。 

(二)華即化成華台。 

(三)華非草木所生，非從心所化，但變現耳。 

(四)此華不生，非五蘊，以非生而離諸戲論，是如實論。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學般若品學般若品學般若品學般若品 PPPP.296  .296  .296  .296  求般若品求般若品求般若品求般若品 PPPP.301.301.301.301    

(一)天帝釋白佛言，於何等法不壞假名，而說法性？佛言色但假名，受想行識但假名，如

是假名不離法性。 

(二)善現承佛所說云：諸所有法無非假名，應學般若波羅蜜多：不於五蘊學，不於聲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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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於獨覺學，不於聲聞獨覺空學，不於五蘊空學。P.297 

(三)又菩薩能於六種波羅蜜多學無二分故，是菩薩能學無量、無數、無邊不可思議清淨佛

法。P.298 

(四)又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於一切法不見生滅、取捨、染淨、集散、增減，而學般若

波羅蜜多，則能成辦一切智智，以無所學無所成辦為方便故。P.301 

(以上學般若品) 

(五)又一切法無依處，是故如來非所依處，亦無所依，但為隨順世俗施設，說為依處。P.301 

離五蘊無如來可得，非離五蘊無如來可得，於一切乘中(聲聞、獨覺、菩薩)無法性可

得。以是故即一切法，離一切法。P.304 

(六)又如來於五蘊非相應，非不相應。如來於色真如非相應非不相應。於受想行識真如，

亦非相應非不相應。P.305 

(七)又行般若波羅蜜多，不應於色求，不應於受想行識求，不應離色求，不應離受想行識

求。不應於一切乘求，不應離一切乘求。不應於五蘊真如求，不應離五蘊真如求。P.309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歎眾德品歎眾德品歎眾德品歎眾德品 PPPP.310.310.310.310    

(一)善現言，行般若波羅蜜多無量功德，以其大、無量、無邊之故。菩薩於中學能： 

1.成熟有情，嚴淨佛土，證得無上正等菩提。P.310 

2.一切智智所緣，法界所緣，真如所緣無邊故，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P.312 

(二)又成熟有情無邊，菩薩所行般若波羅蜜多亦無邊，而諸有情非法增語，非非法增語，

無生無滅，何以故？諸有情本性淨故，彼從本來無所有故。P.313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攝受品攝受品攝受品攝受品 PPPP.31.31.31.313333    

(一)諸天請開示正法般若波羅蜜多，佛對諸天說應勤修學之要。P.313 

(二)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多，無色等可得，以無所得為方便，不取不捨為方便，不離一切智

心，以無住無得為方便。P.314 

菩薩行六般若波羅蜜多，故有十善、三寶，不令一切災橫侵擾，福無邊際，不可懈怠。

P.318 

(三)行般若波羅蜜多，不起煩惱法及隨煩惱法，應行三十七道品及一切佛法。P.319 

(四)般若波羅蜜多即轉法輪，隨願安立有情，得功德勝利，滅惡法增善法，迴向菩提，不

壞般若波羅蜜多。P.322 

(五)依世間修善法，無方便善巧，我我所擾亂心故，不能調伏高心。P.325 

依出世間修般若波羅蜜多，則能調伏自心，現一切智智。P.326 

(六)當誦讀修學般若波羅蜜多，廣為流布，成就菩提。P.320 

般若神力能證三乘，乃至無上正等菩提。P.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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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陸陸陸、、、、般若綱要卷四般若綱要卷四般若綱要卷四般若綱要卷四                                                補充講義補充講義補充講義補充講義：：：：六祖壇經第二品釋功德淨土六祖壇經第二品釋功德淨土六祖壇經第二品釋功德淨土六祖壇經第二品釋功德淨土    

一一一一、、、、較量功德品較量功德品較量功德品較量功德品 PPPP.329.329.329.329    

(一)不學般若，欲證正等菩提無有是處。一切智智、相好身及佛舍利皆以般若為本，故當

書寫此經。應受持、誦讀、修習、如理思惟此經。P.330 

(二)要常修習始得菩提。行般若則三寶不滅、十善業不滅，香華散諸佛土。P.335 

(三)佛與般若無二無別，修般若迴向一切智智。修般若以不二為方便；六般若波羅蜜如大

地孕育一切，為尊為導，故般若功德深廣。P.340 

(四)修持般若有大威德，天龍八部皆來禮拜。修般若心便廣大，善業增長，所為無有障礙。

P.343 

(五)般若無色、無見，不可取。般若依法性修隨佛念；有為法、無為法不二。P.349 

般若攝受一切智智，說無漏法，勝三乘教。P.353 

(六)般若廣說善法，與五蘊世界非二非不二。P.355 

(七)以善巧文字說般若，不以相似般若為說。真正般若為無所得，無有少法可超、可證、

可受持。P.359 

(八)菩提為般若所流出，功德殊勝於三乘。P.362 

二二二二、、、、隨喜迴向品隨喜迴向品隨喜迴向品隨喜迴向品 PPPP.365.365.365.365    

(一)菩薩的隨喜迴向，比起聲聞緣覺的隨喜迴向要更加殊勝。聲聞緣覺為求自調伏、自清

淨、自涅槃，而菩薩迴向菩提。P.365 

(二)菩薩隨喜迴向不取相，以所緣事無所有「菩薩能於所緣事及一切法，而能發起隨喜迴

向菩提」以非二非不二為方便，非相非不相為方便，非染非淨為方便。P.367 

(三)一切無所有故，五蘊無所有故，無顛倒隨喜迴向。P.368 

新學菩薩當修般若波羅蜜多，以無所得為方便，而無顛倒迴向，亦不執著於迴向。P.370 

~ 371 

(四)如是修行離性般若波羅蜜多，能正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不墮欲界、色界、無色界，

為無顛倒迴向。P.373 

三三三三、、、、讚般若品讚般若品讚般若品讚般若品 PPPP.381 .381 .381 .381     謗般若品謗般若品謗般若品謗般若品 PPPP.389.389.389.389    

(一)般若波羅蜜多，能作照明、無所染著、遠離三界瞖眩，於覺分法中最勝，能示中道，

發一切智智，是諸菩薩母，一切佛法從此生，不生不滅，遠離生死，顯了無性自性。

P.382 

(二)般若波羅蜜多應如佛住供養禮敬，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皆由般若波羅蜜多得出現故。

P.383 

(三)般若波羅蜜多不與一切法合，不與一切智智合。以無所得，其與一切智智如名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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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愛無取，無住無斷，無執無捨，無得無不得。P.385 

(四)大菩薩依六波羅蜜多起如是想。以一切有情無所得，般若波羅蜜亦無所得，無自性，

無所有，無相，寂靜無生，名大般若波羅蜜多。P.388 

(五)反之，則為謗般若，以有所得為方便故，不能修學甚深波羅蜜多，而墮於旁生乃至諸

惡趣中。P.394 謗正法者於未來世久受大苦。P.393 

(六)謗般若波羅蜜多者，都由不能信受，由慣習惡語業故，造作增長，感匱法業。謗毀者

則諸如謗佛。P.397 

(七)有四因緣故謗佛：一者諸邪魔所扇惑；二者於甚深法不信解；三者堅著五蘊，諸惡知

識所攝受；四者多懷瞋恚，樂行惡法，喜自高舉，輕毀他故。P.397 

四四四四、、、、難信解品難信解品難信解品難信解品 PPPP.397.397.397.397    

(一)善現白佛，如是波羅蜜多云何甚深難信難解。佛言色等五蘊，非縛非解，以無所有性

故。又諸佛無上菩提無所有性，為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故。P.397 

(二)五蘊清淨故果清淨，果清淨則菩提清淨，即般若波羅蜜多清淨。P.398 

(三)我、有情、命、生者、養育者、士夫清淨，則補特伽羅清淨。我清淨故，一切法清淨，

一切智智清淨。P.402 

(四)四聖諦、三十七道品及一切法清淨故，真如清淨，乃至不思議界清淨，無上正等菩提

清淨。P.409 

五五五五、、、、讚清淨品讚清淨品讚清淨品讚清淨品 PPPP.410.410.410.410 

(一)佛言如是清淨最為甚深，清淨不轉不續，本無雜染，本性光潔，無得無觀，無生無顯，

無益無損，畢竟淨。P.410 

(二)以畢竟空、無際空、畢竟淨故，成道相智；以三世法性平等故，成道相智。P.411 

(三)我清淨故，一切智智清淨，是畢竟淨。我無相無得，無念無知，故一切智智無相無得，

無念無知是畢竟淨。P.411 

六六六六、、、、著不著品著不著品著不著品著不著品 PPPP.412.412.412.412 

(一)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有方便善巧，於一切法不起空不空想，以無所得為方便。不作是

念：我能具證諸佛功德。無一切分別，是菩薩無執著相。P.413 

(二)應棄捨遠離著、不著想 P.412；不應分別便能遠離一切想著。P.413 諸法一性即是無性，

諸法無性即是一性。P.414 

(三)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無能見聞覺知者，離證相故。如是般若波羅蜜多，不可以心知離

心相；不可以一切法知，離一切法相。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無所造作，以諸作者不可

得故。P.414 

(四)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行一切法，若常若無常，若樂若苦，若我若無我，若淨若不淨、

是行般若波羅蜜多。P.415 

(五)行般若波羅蜜多，知一切法如幻如夢如影，不墮著不著、圓滿不圓滿、說不說、修不

修。修般若波羅蜜多如修虛空，都無所有。P.416 欲學般若波羅蜜多，當如虛空學。P.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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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柒柒柒、、、、般若綱要卷五般若綱要卷五般若綱要卷五般若綱要卷五    

一一一一、、、、說般若相品說般若相品說般若相品說般若相品 PPPP.419.419.419.419    

(一)善現問佛，彌勒菩薩正等覺時，當以何法諸相狀宣說般若波羅蜜多？佛言以色非常非

無常、非樂非苦、非我非無我、非有非空、非淨非不淨。P.419 

(二)彌勒菩薩證何法說何法？佛言證色畢竟淨法，說色畢竟淨法，乃至證諸佛無上正等菩

提畢竟淨法。P.420 

(三)以一切法不可取、無可說、無可得、畢竟空，以無染污，故般若波羅蜜多清淨 P.420。

無所證，不可得，雖轉法輪而無所轉，雖度有情而無所度。P.423 

二二二二、、、、難聞功難聞功難聞功難聞功德品德品德品德品 PPPP.423.423.423.423    

(一)一切智智皆從般若生 P.424。一切法不住不習，是為住習一切法，以所住習一切法不

可得故。一切法真如難測量故，無量故，般若亦無量。P.424 

(二)般若波羅蜜多最甚深難測量，難可信解，不應在彼新學大乘菩薩前說，應在彼不退轉

住菩薩前說。P.426 

(三)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見一切法若增若減，速得圓滿，以一切法無性相故。P.426 

(四)一切法不可思議，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於一切法，不起不思議想，速得圓滿 P.427。

菩薩不思惟分別一切法，不思惟分別一切法相，以一切法不可思議故。P.427 

(五)般若波羅蜜多，以極甚深，多諸留難，難得聽聞受持，若欲書寫、讀誦、受持、修習、

思惟、宣說，應疾為之。P.429 

(六)若依五蘊修廣大施，能種植廣大善根，攝受廣大果報，利樂一切有情，並令發無上正

等覺。P.430 

三三三三、、、、魔事品魔事品魔事品魔事品 PPPP.430.430.430.430    

(一)棄捨一切智智根本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而攀枝葉餘經，終不得大菩提，是為菩薩魔事。

P.431 

(二)樂說種種差別法門，令書寫不得究竟，是為菩薩魔事，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可書寫，

以諸法自性無所有。P.432 

(三)以文字、形像說諸諍法，謂我所習誦是真，批評生疑是菩薩魔事。P.433 

四四四四、、、、佛母品佛母品佛母品佛母品 PPPP.435.435.435.435    

(一)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依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證一切法真如究竟，乃得無上正等菩提。

由此說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生諸佛，是諸佛母。P.441 

(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遠離眾相 P.442。惠捨是布施相，無熱惱是淨戒相，不忿恚是安忍

相，不可伏是精進相，攝持心是靜慮相，無罣礙是般若相，不顛倒是真如相。如是等

等皆為無相，無相為佛母。P.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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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如是義，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能示諸佛世間實相，名諸佛母。P.448 

五五五五、、、、不思議等品不思議等品不思議等品不思議等品    PPPP.448.448.448.448        辦事品辦事品辦事品辦事品 PPPP.450.450.450.450        眾喻品眾喻品眾喻品眾喻品 PPPP.451.451.451.451    

(一)所有佛性、如來性、自然法性、一切智智性，皆不可思議，不可稱量，以一切法不可

得，無自性故。（不思議等品 P.449） 

(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取著一切法故，出現世間，能成辦事。（辦事品 P.450） 

(三)聽聞般若波羅蜜多，未如實修行，如泛大海所乘船破，定如溺死，則流轉於補特伽羅。

若能實踐六波羅蜜多，必當達安樂國土。（眾喻品 P.453、454） 

六六六六、、、、真善友品真善友品真善友品真善友品 PPPP.455.455.455.455    

(一)所修般若波羅蜜多，普施一切有情，同共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勿於一切法生貪愛，以

一切法自性空故。P.455 

(二)發無上正等菩提趣，為令世間得利益、得安樂、作諸洲、作光明、作將帥、作所趣等

故。P.456 

(三)一切法皆寂滅相，而心不沉沒。於是法現等覺已，證得無上正等菩提。P.457 

(四)一切法皆以真如為趣，法界為趣，法性為趣，不虛妄性為趣，不變異性為趣，平等性

為趣，離生性為趣，法定為趣，法性為趣，實際為趣，廣空界為趣，不思議界為趣，

菩薩為與世間作所趣。P.461 

七七七七、、、、趣智品趣智品趣智品趣智品 PPPP.461.461.461.461    

(一)菩薩已供養多佛，發弘誓願，善根淳純，善友攝受故，乃能於如是般若波羅蜜多，能

生信解。當趣一切智智，與一切有情為所歸趣。P.462 

(二)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多，能擐如是堅固甲冑，度脫有情皆證究竟涅槃 P.463。菩薩應相

續隨順趣向臨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羅蜜多 P.467。無相、無願乃至變化事，無能

作、無能壞、無所從來、無所去處 P.467，一切法皆一真如無二無別。P.468 

八八八八、、、、真如品真如品真如品真如品 PPPP.468.468.468.468        菩薩住品菩薩住品菩薩住品菩薩住品 PPPP.487.487.487.487    

(一)色受想行識即是一切智智，是建立在如來應正等覺所證無上正等菩提，此法非諸世間

所能比度 P.470。此法甚深，非攝五蘊，非捨五蘊 P.471。此深妙法，無生無滅。如來

真如即一切法真如，一切法真如即如來真如。P.473 

(二)諸法真如，法界、法性乃至不思議界，皆最甚深。此中色不可得，色真如亦不可得

P.475。修六波羅蜜多，亦無相不可得。 

(三)若菩薩遠離一切智智心，修空無相無願解脫門，是菩薩不攝受般若波羅蜜多，無方便

善巧故，便證實際取聲聞或獨覺菩提。若不離一切智智心，修空無相無願解脫是菩薩

攝受般若波羅蜜多，有方便善巧故，能入菩薩正性離生住，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P.479 

(四)菩薩摩訶薩聞說如是諸法真如不可得相，其心不驚不恐，乃至不退不沒，疾得無上正

等菩提。P.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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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菩薩當於有情住平等心，不應住不平等心，乃至應於一切有情，起畢竟空、無所有、

不可得心，起空、無相、無願心。P.487 

九九九九、、、、不退轉品不退轉品不退轉品不退轉品 PPPP.487.487.487.487    

(一)佛言菩薩於一切法退轉故名不退轉，何以故，一切法無自性、無所有。菩薩恆常成就

慈悲喜捨等，起相應身語意業，當知足為不退轉。P.488 

(二)菩薩摩訶薩以自相空，觀一切法已，入菩薩正性離生，如是無生法忍，名不退轉。P.489 

(三)菩薩以不退轉故名不退轉，亦以退轉故名不退轉，以菩薩不遠離菩提心故。P.490 

(四)護持正法，拔諸有情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令得畢竟安樂涅槃，是不退轉菩薩。P.494 

十十十十、、、、巧方便品巧方便品巧方便品巧方便品 PPPP.495.495.495.495    

(一)一切法空，皆不可說，如來方便說為無盡，說無數，說無量或說無邊，皆是方便演說

P.498 

(二)般若波羅蜜多本無增減，但以善巧說一切法，行一切法，迴向無上正等菩提。以方便

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由此為門，集諸功德，便證無上正等菩提。P.500 

(三)佛言於無上正等菩提為得不得，但作是念，於無上正等菩提定當得證。P.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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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捌捌捌、、、、般若般若般若般若綱要綱要綱要綱要卷六卷六卷六卷六    

一一一一、、、、願行品願行品願行品願行品 PPPP.511.511.511.511        善學品善學品善學品善學品 PPPP.512.512.512.512    

(一)菩薩修行六種波羅蜜多，成熟有情，嚴淨佛土，令速圓滿，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P.511。

菩薩雖行於空，而植眾德本，故佛授記。今此天女久為無上正等菩提，既已成熟，我

為授記。P.511（願行品） 

(二)善現白佛，云何菩薩於諸法空，而不作證。佛言，菩薩觀法空時，先作是念，我為學

故，觀法空，不為證故。今是學時，非證時。P.512（以下善學品） 

(三)修波羅蜜多及修諸餘功德，是名真遠離行 P.513。並應親近、供養、尊重、讚嘆真勝

善友。 

(四)何等名為真勝善友，佛言當知布施波羅蜜多，乃至虛空界，不可思議界，是菩薩真勝

善友。當知為有情眾，為師為導，為明為炬，為燈為照，為解為覺，為智為慧，為救

為護，為室為宅，為洲為渚，為歸為趣，為父為母。P.513 

(五)般若波羅蜜多，以虛空為相，以無著為相，以無相為相。P.514 

(六)有情可施設雜染，以有情長夜，有我我所。心執我我所，故有雜染。若無心執著我及

我所，則無雜染，無流轉生死。是故應知，有情雖自性空，遠離眾相，而有雜染、清

淨可得。以是故宣說波羅蜜多，所獲功德甚多。 

二二二二、、、、斷分別品斷分別品斷分別品斷分別品 PPPP.517  .517  .517  .517  巧便學品巧便學品巧便學品巧便學品 PPPP.521.521.521.521    

(一)般若波羅蜜多，即一切法，離一切法 P.518。諸法實性，即是菩薩摩訶薩無生法忍，

便為如來應正等覺。P.519（斷分別品） 

(二)菩薩以一切法非生非無生，得佛無上正等菩提 P.520。以一切法無所得時，不作是念：

我於無上正等菩提，當能得證，我用是法證得無上正等菩提 P.521，以無如是等一切

分別故。（斷分別品） 

(三)菩薩摩訶薩所起損害心，後生慚愧心，無怨結，速還如法發露改悔，有出罪還補善義

P.523。非要終於爾所劫數，流轉生死。P.524（巧便學品） 

(四)菩薩云何共住？若彼菩薩離雜作意，不離一切智智相應作意，我則於中常同彼學，如

是名平等學，由平等學疾證無上正等菩提。P.525（巧便學品） 

(五)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善巧方便，都不見法是可得者，以無所得故，不起執取色等法相相

應之心 P.528。修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無有一切功德善根而不能得。但於其中，

無住無著，趣入菩薩正性離生。P.529（巧便學品） 

三三三三、、、、願喻品願喻品願喻品願喻品 PPPP.529.529.529.529    

(一)天帝釋散華發願隨喜修行，佛告以隨喜福不可稱量，不可數知、無邊際。諸有情深心

愛敬佛法僧寶，應生隨喜迴向無上正等菩提。P.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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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於迴向時，不應執著即心離心，亦不應執著即心修行，離心修行 P.530。以一切法畢

竟離故，一切法無所有故。 

(三)一切法無所有，云何有旁生地獄鬼界人天差別？以有情顛倒煩惱因緣，造作種種身語

意業，由此感得欲為根本，業異果熟。P.533 

(四)若行如是無分別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便能證得無分別相所求無上正等菩提。P.534 

四四四四、、、、堅等讚品堅等讚品堅等讚品堅等讚品 PPPP.534  .534  .534  .534  囑累品囑累品囑累品囑累品 PPPP.540  .540  .540  .540  無盡品無盡品無盡品無盡品 PPPP.543.543.543.543    

(一)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不見有堅實可得，不見無堅實可得 P.535。以菩薩

觀一切法不可得故，如來所化都無所有，諸法真如，無生無滅，亦無住異少分可得

P.538，以一切有為法無為法空故。P.539（堅等讚品） 

(二)佛言菩薩欲得最勝住者，當學般若波羅蜜多，欲得安住如來住者，當學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天眾及六千比丘，各取天上香華，奉敬如來，各發願安住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最勝

行住。爾時佛微笑，並讚說付囑慶喜等，於未星喻劫中，當得菩提名散華如來。P.541

（囑累品） 

(三)佛言一切法無盡故，菩薩摩訶薩應引般若波羅蜜多，一切法虛空無故，觀十二緣如虛

空無盡故 P.543。菩薩以一切法都無所得為方便，惡魔見此，生大愁惱，如中毒箭。

（無盡品） 

(四)佛言安住布施、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六波羅蜜多，六者相互攝受 P.545，

不可單獨施設。（相引攝品） 

五五五五、、、、多問不二品多問不二品多問不二品多問不二品 PPPP.545.545.545.545    

(一)六波羅蜜多，無差別相，皆是般若波羅蜜多所攝，應合成一波羅蜜多 P.546，方能趣

入一切智智，乃得名為到彼岸故 P.546，能攝取一切善法，和合趣入一切智智。P.547 

(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切法無取無捨；於一切法不思惟一切相，亦不思惟一切所緣

P.548，以思一切相，一切法則為染著。P.549 

(三)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遍能攝受一切法 P.551。如來於法無知無覺，無說無示 P.553，非

遠離非不遠離 P.554。非即自性非離自性 P.554。非能住非所住 P.556。菩薩如實了知

一切法真如相，無生無滅。如實了知法界相，此一切法界無斷無別而可施設。P.558 

(四)菩薩觀一切法寂靜故，可破壞故，不自在故，體虛妄故，不堅實故，應行般若波羅蜜

多。P.562 

(五)何名無二？佛言諸根諸色為二，一切戲論為二。非眼非色為無二，離一切戲論名無二，

有所得，無所得平等為無二 P.565，故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應以無所為，無所作而為

方便。P.567 

(六)佛言我隨世俗假立名相，方便宣說諸法法性，而無執著 P.573。以三乘法度脫有情，

如來常說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分別共聲聞及獨覺智，共菩薩摩訶薩智，及如

來應正等覺不動妙智 P.574。一切如來及諸菩薩，用是般若波羅蜜多，依勝義理，分

析諸法，皆以無為法為第一義，無二法可得。P.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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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實說品實說品實說品實說品 PPPP.578  .578  .578  .578  巧便行品巧便行品巧便行品巧便行品 PPPP.583  .583  .583  .583  遍學道品遍學道品遍學道品遍學道品 PPPP.586.586.586.586    

(一)菩薩摩訶薩即是如來應正等覺，以一切法，一切有情，皆以真如為定量 P.579。恆思

惟一切智及一切相智皆以無性為性，以此為實。然諸有情類於蘊等法，起實有想，不

知非有。菩薩摩訶薩哀愍彼故，令彼有情類，知蘊等法非實有。P.583（實說品） 

(二)佛言當於一切法空，行菩薩行，於諸法中不作二相，名為無上正等菩提行菩薩行。P.583

（巧便行品） 

(三)佛言隨覺實義故名佛陀，現覺實法故名佛陀，如實開覺一切有情，令離顛倒惡業眾苦，

故名佛陀，如實覺一切法相所謂無相，故名佛陀。P.584（巧便行品） 

(四)菩薩已恭敬供養諸佛，種植圓滿殊勝善根，得真善友攝受，而不能得一切智智，因離

方便善巧故 P.585。菩薩成就方便善巧，能行一切法，成熟有情，嚴淨佛土，能行一

切法，而不忻求彼所得果，漸次證得一切智智， 如是名為方便善巧。P.586（巧便行

品） 

(五)菩薩應行無戲論般若波羅蜜多，遍學聲聞道、緣覺道、佛道及三十七菩提分已，用菩

薩道正性離生，起金剛喻定，乃能證得一切智智。P.589（遍學道品） 

(六)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若念有一切法，非修般若波羅蜜多，以一切法空、不二故。

P.597（遍學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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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玖玖玖、、、、般若般若般若般若綱要綱要綱要綱要卷七卷七卷七卷七    

一一一一、、、、三漸次品三漸次品三漸次品三漸次品 PPPP.599 .599 .599 .599     無相無相無相無相無得品無得品無得品無得品 PPPP.606.606.606.606    

(一)菩薩摩訶薩於無性為自性法中，有漸次業、漸次學、漸次行。由此漸次，證得無上正

等菩提 P.601。為普救諸有情故，作三漸次，行六波羅蜜多，觀一切都不可得。P.602

（三漸次品） 

(二)為欲圓滿三漸次，應學一切法，學一切法行一切法時，皆以無性為其自性。（三漸次

品） 

(三)諸有情類，具斷常見，住有所得，難可調伏，愚痴顛倒，難可解脫 P.606。菩薩修行

般若波羅蜜多時，不得所施而行布施，不得淨戒而護淨戒，不得安忍而修安忍，不得

精進而修精進，不得靜慮而修靜慮，不得般若而修般若，不得神通而修神通，乃至不

得有情而成熟有情，不得佛土而嚴淨佛土，不得一切佛法而證無上正等菩提，能行如

是無所得般若波羅蜜多，一切惡魔皆不能壞。P.607（無相無得品） 

(四)修般若波羅蜜多時，以離相心修行一切法，住是離相無漏心中，無染無著，而修一切

法。P.609（無相無得品） 

二二二二、、、、無雜法義品無雜法義品無雜法義品無雜法義品 PPPP.610.610.610.610    

(一)佛言若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安住如夢、如響、如像、如光影、如陽焰、如幻事、

如尋香城，如變化事。五取蘊中，修六波羅蜜多，以無自性故，是法則無相。P.612

（無雜法義品） 

(二)菩薩為化有情，雖現流轉諸趣生死，而不為彼煩惱業報諸障所染，則能轉妙法輪，度

無量眾，令脫生死。P.618 

(三)佛言無生法忍，由此勢力，乃至少分惡不善法，亦不得生，是故說無生法忍。此令一

切我及我所，慢等煩惱，究竟寂滅，如實忍受諸法，如夢如響，乃至如變化事。此忍

名智，得此智故，說名獲得無生法忍 P.622，亦名菩薩忍，諸法畢竟不生。P.622 

(四)佛言一切法實性中，無雜無差別、無相無生無滅、無礙無說無示。當知於法自性都無

所得 P.633。菩薩從初發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將證無上正等菩提，常應善知諸法

自性，則能善淨大菩提道，亦能圓滿諸菩薩行，成熟有情，嚴淨佛土。安住是法疾證

無上正等菩提，轉妙法輪，以三乘法方便調伏諸有情類，令於三有速得解脫。P.634 

三三三三、、、、諸功德相品諸功德相品諸功德相品諸功德相品 PPPP.634.634.634.634        諸法平等品諸法平等品諸法平等品諸法平等品 PPPP.645.645.645.645    

(一)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以善巧方便，拔濟有情，令住無餘般涅槃界，成就無色無見

無對真無漏法，安住其中為說種種大菩提道，示現勸導，讚勵慶喜，令住無上正等菩

提。P.636（諸功德相品） 

(二)菩薩恆作是念，我為利樂諸有情故而受此身，諸有來求，定當施予。P.637（諸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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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品） 

(三)菩薩知一切法無所得，於諸空相，不增不減，無取無捨，而令有情解脫妄想顛倒執著。

P.640 

(四)菩薩如實知世俗諦及勝義諦，雖為有情安立聖果種種差別，而不分別如是聖果 P.644。

雖為有情宣說法相，而不分別所謂法相。自於諸法無所執著 P.645，於一切法皆無所

住，無所礙。P.645（諸功德相品） 

(五)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於一切法善達實相，以一切法皆如化 P.646，一切名是假

立，皆非實有，為表諸義設諸名，愚夫異生於中妄執 P.647。菩薩方便善巧，教諸有

情遠離二相，復教安住無相界中不令其墮二邊執 P.648。法界無二無別，不可境相。

一切法非法界，亦不離一切法別有法界。一切法即法界，法界即一切法。若見有法離

法界者，便非正趣所求無上正等菩提。P.651（諸法平等品） 

四四四四、、、、不可動品不可動品不可動品不可動品 PPPP.652  .652  .652  .652  成熟有情品成熟有情品成熟有情品成熟有情品 PPPP.664.664.664.664    

(一)菩薩摩訶薩方便善巧，能安立有情於實際中，而有情際不異實際 P.654，由此而安立

有情於六波羅蜜中，前後中際無差別相。（不可動品） 

(二)菩薩摩訶薩如實了知一切法常性空，住本性空，為諸有情宣說本性空 P.656。以常性

不增不減、不生不滅、無染無淨，菩薩安住其中，不見諸法有所發趣、無所發趣，以

一切法都無所住，故名法住。P.657（不可動品） 

(三)一切法不壞空，空不壞一切法 P.659，菩提無二亦無分別，若於菩提行於二相，有分

別者，必不能證趣無上正等菩提。P.660（不可動品） 

(四)諸菩薩摩訶薩，不見有法能於無上正等菩提，有增有減，有益有損，以一切本性空故。

P.664（不可動品） 

(五)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安住二諦，為諸有情宣說正法，謂世俗諦及勝義諦

P.667，即說一切法離一切法。（成熟有情品） 

(六)佛言從初發心，所行一切法及餘無量無邊佛法，皆是菩薩摩訶薩大菩提道。修此道，

方便善巧成熟有情，嚴淨佛土，而無有情佛土等想。P.670（成熟有情品） 

五五五五、、、、嚴淨佛土品嚴淨佛土品嚴淨佛土品嚴淨佛土品 PPPP.670.670.670.670        淨土方便品淨土方便品淨土方便品淨土方便品 PPPP.676.676.676.676        無性自性品無性自性品無性自性品無性自性品 PPPP.682.682.682.682    

(一)菩薩摩訶薩學一切法，證得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安立宣說，當審察諸法自性畢竟

空，不應於中有所執著 P.672，從初地至十地，曾無異想，於一切時心無散亂，所起

身語意業，無不皆與菩提心俱。P.673（嚴淨佛土品） 

(二)如是菩薩若圓滿一切法，以剎那金剛喻定，相應妙慧，永斷一切煩惱所知二障 P.675。

菩薩當弘誓願精勤勇猛，令諸有情，皆不遠離一切法。由此行願，便能嚴淨所求佛土。

P.676（嚴淨佛土品） 

(三)菩薩從初發心到最後身，皆住菩提正性定聚，決不復墮諸惡趣 P.676。於成就白淨無

漏法，而為饒益諸有情故，現受種種傍生等身，而實非彼，亦不為彼過所污染。P.679

（淨土方便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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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切法自性空，由遍觀空方便善巧，便能引發殊勝神通波羅蜜多 P.680，一切善法皆

是菩提資糧，於中都無分別執著，能自饒益，亦能饒益一切有情，令出生死得涅槃故，

說為善法，亦名菩薩菩提資糧。P.682（淨土方便品） 

(五)一切法無自性，無性法中實無異法，無業無果，亦無作用 P.686。故一切法平等，般

若波羅蜜多，證平等性，名得涅槃。P.684（無性自性品） 

(六)佛言如雜染者及清淨者實無所有，由此因緣雜染清淨亦非實。何以故？住我我所，諸

有情類虛妄分別，謂有染雜清淨。P.690（無性自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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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拾拾拾、、、、般若般若般若般若綱要綱要綱要綱要卷八卷八卷八卷八    

一一一一、、、、勝義瑜伽品勝義瑜伽品勝義瑜伽品勝義瑜伽品 PPPP.691  .691  .691  .691  無動法性品無動法性品無動法性品無動法性品 PPPP.699.699.699.699    

(一)佛告善現，我說一切法平等性為清淨法。勝義諦中，無分別無戲論，一切音聲名字路

絕 P.691。如是云何我當圓滿一切法，當發無量光明，遍照十方無邊世界……隨諸有

情心、心所法，樂意差別，為說種種微妙法門，令勤修學，證殊勝利益安樂？P.692

佛言一切法非實有故，不能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如是諸法，一切皆是思惟造作，

皆不能得一切智智。P.693（勝義瑜伽品） 

(二)善現！如是諸法雖非實有，若不圓滿，決定不能成熟有情嚴淨佛土，證得無上正等菩

提 P.694。佛告善現！依世俗故，說名為得。若依勝義，能得所得，俱不可得，有所

得便執有二，不能得果 P.694。又若諸第八乃至若諸如來應正等覺法平等性，皆同一

相所謂無相，是一平等，無二無別。（勝義瑜伽品） 

(三)佛言是故如來應正等覺，於無相法方便善巧，雖為有情施設種種差別之相，於諸法平

等法性都無所動 P.697，以一切法性是空性故。（勝義瑜伽品） 

(四)佛言善現！無一切法非化，諸是化者無不皆空。一切世間出世間法無非是化 P.701，

然其中有聲聞、獨覺、菩薩、如來所化，有煩惱所化。涅槃非化，非實有法名為涅槃，

此法不與生滅相合，是故非化。P.702（無動法性品） 

二二二二、、、、常啼菩薩品常啼菩薩品常啼菩薩品常啼菩薩品 PPPP.703  .703  .703  .703  法湧菩薩品法湧菩薩品法湧菩薩品法湧菩薩品 PPPP.709  .709  .709  .709  結勸品結勸品結勸品結勸品 PPPP.716.716.716.716    

(一)常啼菩薩常樂居阿練若處，灼然聞有空中聲曰：善男子！汝可東行決定得聞甚深般若

波羅蜜多。於內外法心莫散亂，勿破威儀，勿壞身相，勿動於一切法。若於諸法有所

動者，則於佛法不能安住 P.703。汝當於空無相無願甚深之法應生信解，汝應以離一

切相心，求般若波羅蜜多。（常啼菩薩品） 

(二)常啼菩薩於無始生死，受無量苦，故今者定應賣身供養法湧菩薩及般若波羅蜜多，感

動長者女助成供養願，為請法湧菩薩說法，終得實現。P.708（常啼菩薩品） 

(三)法湧菩薩言善男子！如來應正等覺所有法身，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何以故，諸法實性

皆不動故。善男子，一切如來應正等覺，非即諸法，非離諸法，唯有一相，所謂無相

P.709。諸有為法，緣合故生，緣離故滅，於中都無生者滅者，是故諸法無來無去 P.710。

能捨執著皆悉住於難伏之地 P.711。常啼菩薩踴躍歡喜。（法湧菩薩品） 

(四)唯法湧菩薩說法既久，日將欲沒，下師子座，法湧不坐不卧，莊嚴道場，等待說法七

年。法湧菩薩從遊戲三摩地門安庠而起，說般若波羅蜜多。告常啼言：善男子，一切

法平等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平等，一切法遠離、無念、無畏、無懼、無際、無生、

無滅、無分別，般若波羅蜜多亦同。P.714（法涌菩薩品） 

(五)常啼菩薩聞說般若波羅蜜多差別句義，即於座前得六十二億三摩地門，從是以後，多

聞智慧、不可思議、猶如大海，隨所生處，恆見諸佛，常生諸佛淨妙國土，乃至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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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常見佛為說般若波羅蜜多，親近供養，曾無暫捨。P.716 

(六)善現當知，由是理趣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威德殊勝。令諸菩薩速能引得一切智智 P.716。

是諸如來應正等覺真生養母，諸菩薩摩訶薩眾真軌範師 P.717。汝應如是敬愛、供養

甚深波羅蜜多，書寫流布為他解說，當知是人常見諸佛，恆聞正法。說是經已，一切

大眾皆大歡喜，信受奉行。P.719 

（（（（大般若經大般若經大般若經大般若經   第一會竟第一會竟第一會竟第一會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