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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4 往生品〉       開仁 2019/3/9 

張秀香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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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頁 44-63）：往生者共四十四類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682： 

在〈往生品〉中，行般若波羅蜜相應的，舉他方、兜率天、人間──三處來，與「下品

般若」〈相無相品〉所說相合。說到「與般若波羅蜜相應，從此間終，當生何處」時，廣

說修菩薩行人的不同行相，共四十四類。這不但是「下品般若」所未說，也是「中品般

若」「後分」所沒有的。這表示了當時佛教界所知道的菩薩，無論是事實的，論理的，傳

說的，有那麼多的不同類型。 

 

（書，頁 44）：第二類菩薩 

《大智度論》卷 38〈4 往生品〉（大正 25，338c-339a）： 

（一）釋「無方便」 

第二菩薩無方便入初禪，乃至行六波羅蜜。 

「無方便」者， 

1、不念眾生，但著禪味，慈悲心薄，為禪果報所牽生長壽天  

入初禪時不念眾生，住時、起時亦不念眾生；但著禪味，不能與初禪和合行般若波

羅蜜。 

是菩薩慈悲心薄故，功德薄少；功德薄少故，為初禪果報所牽，生長壽天。 

2、不能以禪福德與眾生共迴向無上菩提 

復次，不能以初禪福德與眾生共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如是等無量無方便義。 

（二）釋「長壽天」 

「長壽天」者， 

1、非有想非無想處 

非有想非無想處，壽八萬大劫。 

2、一切無色定 

或有人言：一切無色定通名長壽天；以無形不可化故不任得道，常是凡夫處故。 

3、無想天 

或說無想天名為長壽，亦不任得道故。 

4、從初禪至四禪，除淨居天 

或說從初禪至四禪，除淨居天，皆名長壽；以著味、邪見，不能受道者。 

 

（書，頁 45）：第五類菩薩 

《大智度論》卷 38〈4 往生品〉（大正 25，340a）： 

一、明此菩薩是隨業生身，以方便力故不隨禪生  

問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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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二者之中，今是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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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曰：是菩薩是業因緣生身。所以者何？入諸禪方便力故，不隨禪生。法身菩薩變化

自在，則不大須方便。 

「入禪方便」義，先已說。 

二、釋「還生欲界」 

（一）云何生於欲界，不生他方清淨世界 

問曰：若不隨禪定，何以生於欲界，不生他方清淨世界？ 

答曰：諸菩薩行各不同。或有菩薩於禪轉心，生他方佛國；菩薩迴心生欲界，亦如是。 

（二）因論生論：生他方佛國者，是屬欲界或非欲界  

問曰：生他方佛國者，為是欲界、非欲界？ 

答曰： 

1、若不淨則名欲界 

他方佛國，雜惡不淨者，則名欲界。 

2、若清淨者，不名欲界、色界、無色界  

若清淨者，則無三惡道、三毒，乃至無三毒之名，亦無二乘之名，亦無女人。一切

人皆有三十二相，無量光明，常照世間；一念之頃，作無量身，到無量如恒河沙等

世界，度無量阿僧祇眾生，還來本處。如是世界，在地上故，不名色界；無欲故，

不名欲界；有形色故，不名無色界。 

（三）有菩薩生清淨世界出於三界，有菩薩以大慈悲心故生此欲界  

諸大菩薩福德清淨業因緣故，別得清淨世界，出於三界。 

或有以大慈大悲心憐愍眾生故，生此欲界。 

三、釋「不隨禪生」義 

問曰：若命終時，捨此禪定，初何以求學？ 

答曰：欲界心狂不定，為柔軟攝心故入禪；命終時，為度眾生起欲界心。 

四、何以生剎利等大姓家，不生餘家 

問曰：若生人中，何以故正生剎利等大家，不生餘處？ 

答曰：生剎利，為有勢力；生婆羅門家，為有智慧；生居士家，為大富故，能利益眾

生。貧窮中自不能利，何能益人？ 

 

（書，頁 45）：第七類菩薩 

《大智度論》卷 38〈4 往生品〉（大正 25，340b）： 

問曰：若隨初禪生，有何方便？ 

答曰：雖生而（1）不著味，（2）念佛道，（3）憶本願，（4）入慈心，（5）念佛三昧，

（6）時1與禪和合，故名為「方便」。 

 

                                                      
1（1）〔時〕－【宋】【元】【明】【宮】。（大正 25，340d，n.9） 

（2）時：25.副詞。時常，經常。（《漢語大詞典》（五），p.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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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頁 45）：第八類菩薩 

《大智度論》卷 38〈4 往生品〉（大正 25，340c）： 

問曰：一生菩薩何以不廣度眾生，而要生佛前？ 

答曰：是菩薩所度已多，今垂欲成佛，應在佛前。所以者何？非但度眾生得成佛，諸佛深

法，應當聽聞故。 

 

（書，頁 46）：第九～十二類菩薩 

《大智度論》卷 38〈4 往生品〉（大正 25，342a-b）： 

一、約「法身（斷結使）、生身（不斷結使）」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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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六神通者，不生三界，遊諸世界，供養十方諸佛。2 

遊戲神通者，到十方世界度眾生，雨七寶；所至世界，皆一乘清淨，壽無量阿僧祇劫。
3 

二、約「悲增上、智增上」辨 

問曰：菩薩法應度眾生，何以但至清淨無量壽佛世界中？ 

答曰：菩薩有二種：一者、有慈悲心，多為眾生；二者、多集諸佛功德。 

樂多集諸佛功德者，至一乘清淨、無量壽世界。4 

好多為眾生者，至無佛法眾處，讚歎三寶之音，5如後章說。6 

 

（書，頁 46-47）：第十四～十六類菩薩 

一、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F037］p.370： 

 

┌乘羊 ┬初心好而後雜惡著我─久久無量阿僧衹劫或至或不至［罪多福少］ ┐ 

 │ └先世福德因緣薄，鈍根   ├鈍根 

三種發心 ┤乘馬──發心行六度────若三乃至百阿僧衹劫得無上覺［罪少福多］ ┘ 

 │  ┌發心即得菩薩道 ┐ 

 └乘神通—先集無量福德、利根、心堅 ┤發心即成佛 ├［清淨福德］ 

   └發心得六神通，觀諸淨土 ┘ 

 

二、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增注本），pp.413-417： 

菩薩所修道，三祇歷十地。頓入與漸入，隨機有差別。……。 

                                                      
2 案：此釋第 9 類菩薩。 
3 案：此釋第 10、11 類菩薩。 
4 案：此釋第 10、11 類菩薩。 
5 案：此釋第 12 類菩薩。 
6 《大智度論》卷 38〈4 往生品〉：「至無佛世界，以十善道、四禪乃至四無色定，利益眾生；

令信向三寶，稱說五戒及出家戒，令得禪定、智慧功德。」（大正 25，342b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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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依龍樹菩薩〈往生品〉說（龍樹又配合了《入定不定印經》的次第），略為開示。 

一、福薄根鈍心不堅──發心修行無量阿僧祇劫或至或不至 

二、少福德利根────發心漸行六度或三大阿僧祇劫成佛 

                 ┌甲─┬發心入菩薩位………………………（頂位） 

三、大福德利根心堅 ┤  └發心小住入菩薩位…………………（頂位） 

                 │乙──發心成佛轉法輪……………………（初地） 

                 └丙──發心般若相應成熟眾生莊嚴佛土…（地上） 

一、如乘羊而行的。發心前進，走了很久時間，有的還是不能到。……這也許是最一般

的根性了。 

二、如乘馬（經說如乘象）而行的。或修三大阿僧祇劫，或者百大阿僧祇劫，才能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三、如乘神通行的，其中又有三類。 

甲（經說如乘日月神通而行）：龍樹又分為二類：有的，初發心就上菩薩位；有的，

多少修行，就上菩薩位。菩薩位，雖有多種解說，然依《般若經》說，是頂位，

再不墮惡道、下賤家、二乘地了（如約《華嚴經》的行位說，是發心住）。 

乙（經說如聲聞神通行）：初發心就成大菩提，八相成道（初地分證，能於百佛世

界，現身八相成道）。 

丙（經說如來神通行）：初發心就般若相應，成熟眾生，莊嚴佛土。這是方便道菩

薩，初地以上到八地。 

這可見，15 初發心就圓滿成佛，這是怎麼也不會的。但發心就入初地，證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是有的；16 還有更高的，初發心就自利圓滿，以方便道度眾生了。第二類或修

三大阿僧祇劫，圓滿菩提，是漸機，釋迦佛就是這樣的根機。後三類是頓入的利根，但

是希有難得的！ 

 

（書，頁 48）：第二十二類菩薩 

《大智度論》卷 39〈4 往生品〉（大正 25，343c）： 

一、先有惡口故，發願不說無益事 

是菩薩先有惡口故，發菩薩心願言：「我永離口四過，行是道。」 

二、恐有謬錯故，不說無益事 

復次，此菩薩知是般若波羅蜜中諸法，無有定相，不可著、不可說相故。如是知能利

益者，皆是佛法；若不能利益，雖種種好語，非是佛法。譬如種種好藥，不能破病，

不名為藥；趣7得土泥等能差8病者，是名為藥。以是故，恐其謬錯故，不說無益之事。 

 

                                                      
7 趣：6.通“ 取 ”。求取，採取。（《漢語大詞典》（九），p.1142） 
8 差（ㄔㄞˋ）：病除。《方言》第三：“差，愈也。（《漢語大詞典》（二），p.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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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頁 48-49）：第二十四類菩薩 

《大智度論》卷 39〈4 往生品〉（大正 25，344a）： 

菩薩有二種：一者、能令眾生離苦，二者、能與樂。 

復有二種：一者、憐愍三惡道眾生，二者、憐愍人。 

是菩薩與眾生樂，憐愍人故，隨所須皆與之。 

 

（書，頁 49-50）：  

第二十八類菩薩《大智度論》卷 39〈4 往生品〉（大正 25，344c）： 

一、釋「行六波羅蜜時得諸根淨」 

是菩薩常深淨行六波羅蜜故，得眼等諸根淨利，人皆愛敬；慧等諸心數法根，淨利無

比，為度眾生故。 

二、釋「不自高，亦不下他」 

世間常法，若得殊異，心則自高，輕諸餘人，作是念：「汝無此事，我獨有此！」以

是因緣故，還失佛道。 

如經中說：「菩薩輕餘菩薩，念念一劫，遠於佛道；經爾所劫，更修佛道。」9 

以是故而不自高，亦不下他。 

 

第二十九類菩薩《大智度論》卷 39〈4 往生品〉（大正 25，344c）： 

一、從初發心乃至阿鞞跋致地，終不墮惡道 

是菩薩從初已來，性10畏惡道，所作功德，願不墜墮。 

「乃至阿鞞跋致地」者，以未到中間，畏墮惡道故作願。 

菩薩作是念：「若我墮三惡道者，自不能度，何能度人？又受三惡道苦惱時，以瞋惱

故，結使增長，還起惡業，復受苦報；如是無窮，何時當得修行佛道？」 

二、釋疑：若持戒能不墮惡道，何以更說布施 

問曰：若持戒果報不墮惡道者，何以復說布施？ 

答曰： 

（一）布施亦能不墮惡道 

持戒是不墮惡道根本，布施亦能不墮。 

                                                      
9 （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9〈62 魔愁品〉： 

阿難！若未受記菩薩向得記菩薩生惡心，諍鬪罵詈，隨起念多少劫，若干劫數若不捨一

切種智，然後乃補爾所劫大莊嚴。（大正 8，356c13-16） 

（2）《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455〈61 同學品〉： 

若菩薩摩訶薩未得無上大菩提記，於得無上大菩提記諸菩薩摩訶薩，起瞋忿心，鬪諍、

輕蔑、罵辱、誹謗。是菩薩摩訶薩隨起爾許念不饒益心，還退爾許劫曾修行；經爾許時

遠離善友，還受爾許生死繫縛。若不棄捨大菩提心，還爾許劫被戴甲冑，勤修勝行，時

無間斷，然後乃補所退功德。（大正 7，297a13-23） 

（3）輕餘菩薩，念一劫，遠於佛道。（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G011］p.385） 
10 性＝怖【元】【明】。（大正 25，344d，n.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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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若僅持戒，生人中貧窮不能自利利人，故復行布施 

復次，菩薩持戒，雖不墮惡道中，生人中貧窮，不能自利，又不益人；以是故行布施。 

三、例餘波羅蜜 

餘波羅蜜，各有其事。 

 

第三十類菩薩《大智度論》卷 39〈4 往生品〉（大正 25，344c-345a）： 

一、為令知如何行尸羅波羅蜜故說常行十善  

佛說持戒故不墮惡道，布施隨逐；今不知云何行尸羅波羅蜜，乃至阿鞞跋致地，是故

復說「常行十善」。 

二、但持戒牢固，不捨十善，能不墮三惡道 

復次，先菩薩持戒不牢固，布施隨助；今說但持戒牢固，不捨十善，不墮三（345a）

惡道。 

 

（書，頁 50-51）：第三十三類菩薩 

《大智度論》卷 39〈4 往生品〉（大正 25，345a-b）： 

（一）釋「以法照明，亦以自照」 

上菩薩行檀、尸波羅蜜作轉輪聖王；是菩薩但分別諸經，讀誦、憶念、思惟、分別諸

法，以求佛道。以是智慧光明，自利益，亦能利益眾生；如人闇道中然燈，亦能自益，

亦能益人。 

（二）釋「終不離照明」 

1、讀誦思惟經法，以求佛道，終不離智慧光明 

「終不離」者，是因緣故，終不離智慧光明，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2、清淨說法，令眾生知諸法實相，世世不失智慧光明  

復次，是菩薩清淨法施，不求名利供養恭敬，不貪弟子，不恃智慧，亦不自高輕於

餘人，亦不譏刺11；但念十方諸佛慈心念眾生，我亦如是學佛道：說法無所依止，

適12無所著，但為眾生，令知諸法實相。如是清淨說法，世世不失智慧光明，乃至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三）釋「已得尊重」 

「已得尊重」者，上諸菩薩能如是者，於諸眾生皆為尊重。 

（四）釋「身口意不淨不令妄起」 

1、若起身口意惡，聞者不信，智慧不明，不能善行菩薩道 

「身口意不淨不令妄起」者，能以清淨法施者，不應雜起身口意惡業。所以者何？

若起身口意惡者，聞者或不信受。若意業不淨，智慧不明；智慧不明不能善行菩薩

道。 

                                                      
11 譏刺：譏評諷刺。（《漢語大詞典》（十一），p.434） 
12 適：2.歸向，歸從。7.恰當，得當。（《漢語大詞典》（十），p.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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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雜罪行，行道則難，不能疾成佛道 

復次，不但此一菩薩，上來菩薩能行此法者，皆名尊重佛教。若菩薩欲行菩薩道，

皆不應雜罪行；一切惡罪業，不令妄起。雜行者，於行道則難，不能疾成佛道，罪

業因緣壞諸福德故。 

 

（書，頁 54）：第三十七類菩薩 

《大智度論》卷 39〈4 往生品〉（大正 25，348b）： 

問曰：佛用佛眼，無法不知，非是慧眼，今云何言「慧眼無法不知」？ 

答曰：慧眼，成佛時變名佛眼，無明等諸煩惱及習滅故，一切法中皆悉明了。如「佛眼」

中說：「無法不見、聞、知、識。」以是故，肉眼、天眼、慧眼、法眼，成佛時

失其本名，但名佛眼。譬如閻浮提四大河，入大海中，則失其本名。 

 

 

編案：參見印順法師，《如來藏之研究》，pp.90-92。關於「慧眼」的內容，羅什所譯的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跟玄奘所譯的《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二、三分，明顯出現

了不同。這些不同，演進下去，就成為中國佛教界真空與中道的二宗思想。有興

趣者，請自行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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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頁 44-63）此間終而往生他方之菩薩：共四十四類 

《智論》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4 往生品〉 妙境法師 印順法師 

卷 38 

第 1 類：般若相應者，從一國至一國，常值佛不離佛 卯一、依般若度往生一人 一、般若相應：一人 

第 2 類：菩薩行禪無方便，味著生長壽天，壽終生人間能遇佛，但諸根不利 

卯二、依禪度往生十九人 

二、行禪有無方便：七人 

第 3 類：菩薩行禪無方便，起不善心生欲界 

第 4 類：菩薩行禪有方便，生有佛處──［賢劫中當得］ 

第 5 類：菩薩行禪有方便，起悲心，捨禪味生欲界［結業身］三大家：剎利、婆羅門、吠舍 

第 6 類：菩薩行禪有方便，生六欲天，成就眾生、淨佛世界 

第 7 類：菩薩行禪有方便，作梵天王，尋佛請轉法輪 

第 8 類：菩薩行禪有方便，是一生補處菩薩，(1)生有佛處修行、(2)生兜率天，壽終來此成佛 

第 9 類：菩薩（法身）得六神通，遊諸佛國，供養恭敬尊重讚嘆諸佛 

三、（法身）得六神通不生三界：

四人 

第 10 類：菩薩（法身）得六神通（遊戲神通），遊諸佛國，彼國無二乘名 

第 11 類：菩薩（法身）得六神通（遊戲神通），遊諸佛國，彼國其壽無量 

第 12 類：菩薩（法身）得六神通（遊戲神通），遊諸世界──無三寶處讚嘆三寶 

第 13 類：菩薩初發意時，得四禪等，不生三界，常生有益眾生處 

四、初發意時：四人 
第 14 類：菩薩初發意時，行六度，入菩薩位，得不退 

第 15 類：菩薩初發意時，便得（展轉）無上菩提，轉法輪，大利眾生 

第 16 類：菩薩初發意時，般若相應，與諸菩薩遊諸佛國淨佛世界 

卷 39 

第 17 類：入超越定 

五、久修菩薩：五人 

第 18 類：不小果取證──是不退菩薩 

第 19 類：淨兜率天道──是賢劫菩薩 

第 20 類：未證四諦──是一生補處 

第 21 類：久劫修證──鈍根 

卯三、依精進度往生三人 第 22 類：菩薩常精進，不說無益事 
六、常精進：二人 

第 23 類：斷眾生三惡道 

第 24 類：菩薩──以財施人，安樂眾生，隨人所須，盡給予之 

卯四、依檀度往生三人 

七、以財施人：一人 

第 25 類：相好──變身如佛，以法施三惡道 

八、相好：四人 
第 26 類：相好──變身如佛，以法施眾生，供佛、聞法、嚴土 

第 27 類：相好嚴身諸根明利，以三乘度眾生 
卯五、依忍度往生二人 

第 28 類：相好──諸根淨利，不自高下他 

第 29 類：住施、戒度乃至阿鞞跋致地，終不墮惡道 

卯六、依施、戒度往生四人 九、住施、戒：四人 
第 30 類：乃至阿鞞跋致地，常不捨十善 

第 31 類：住施、戒度中，作輪王，立眾生於十善道，以財物施眾生 

第 32 類：住施、戒度，作輪王，常值遇多佛供養敬讚 

第 33 類：住聞思般若，以法照明眾生亦自照，三業不淨不令妄起（取相則生六蔽），行十善不生二乘心無粗業 

卯七、更明般若度往生十二

人 

十、住般若：六人 

第 34 類：菩薩住般若，淨佛道［行六度］──一切諸法不可得故 

第 35 類：菩薩住般若，無能壞［行六度］──不念一切法故 

第 36 類：菩薩住般若，具智慧──此慧能具足一切法，亦不得一切法 

第 37 類：菩薩住般若，淨五眼：(1)肉(2)天(3)慧(4)法(5)佛 

卷 40 
第 38 類：菩薩住般若，得六通 

第 39～44 類：菩薩應行般若時別住六度──六人 十一、行般若：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