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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22 日現場補充（開仁） 

 

〈5 歎度品〉 

【經文】 

一、正歎般若 

爾時，慧命舍利弗、慧命目犍連、慧命須菩提、慧

命摩訶迦葉，如是等諸多知識比丘及諸菩薩摩訶薩、

諸優婆塞、優婆夷從坐起，合掌白佛言：「世尊！ 

（1）摩訶波羅蜜，是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 

（2）尊波羅蜜、（3）第一波羅蜜、（4）勝波羅蜜、

（5）妙波羅蜜、（6）無上波羅蜜、（7）無等波羅

蜜、（8）無等等波羅蜜、（9）如虛空波羅蜜，是

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 

世尊！（10）自相空波羅蜜，是菩薩摩訶薩般若波

羅蜜； 

世尊！（11）自性空波羅蜜，是菩薩摩訶薩般若波

羅蜜。 

（12）諸法空波羅蜜、（13）無法有法空波羅蜜、

（14）開一切功德波羅蜜、（15）成就一切功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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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蜜、（16）不可壞波羅蜜，是諸菩薩摩訶薩般若

波羅蜜。 

 

【論釋】 

1、佛道於世間中最大，是般若能與此事：大波羅蜜 

2、一切法中智慧第一故：尊波羅蜜 

3、能正導五度：第一波羅蜜 

4、五度不及，如五情不及意：勝波羅蜜 

5、能自利利人：妙波羅蜜 

6、一切法中無有過者：無上波羅蜜 

7、無有法與同者：無等波羅蜜 

 

8、諸佛名無等，從般若波羅蜜生：無等等波羅蜜 

【經文】 

二、具足無等等六度乃至成佛轉法輪皆由行般若得 

※ 菩薩行般若 

諸菩薩摩訶薩行是般若波羅蜜，無等等布施，具足

無等等檀波羅蜜，得無等等身，得無等等法，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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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尸羅波羅蜜、羼提波羅蜜、

毘梨耶波羅蜜、禪波羅蜜、般若波羅蜜亦如是。 

※ 三世諸佛亦行般若 

世尊本亦復行此般若波羅蜜，具足無等等六波羅蜜，

得無等等法；得無等等色，無等等受、想、行、識，

佛轉無等等法輪； 

過去佛亦如是行此般若波羅蜜，具足無等等布施，

乃至轉無等等法輪； 

未來世佛亦行此般若波羅蜜，當作無等等布施，乃

至當轉無等等法輪。 

 

【論釋】 

經文與《大智度論》卷 40 之綜合： 

1-具足無等等六度。（=具足無比清淨六度） 

2-得無等等法。（=得無上菩提） 

3-得無等等五蘊。（=得無上五蘊） 

4-佛轉無等等法輪。（=佛轉無上法輪） 

5-與諸佛等，名無等等。（=與三世諸佛功德平等） 

諸佛皆從般若生（所行與功德平等）：無等等波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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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度論》卷 2（大正 25，73b）： 

復名阿婆磨（asama）（秦言無等）， 

復名阿婆摩婆摩（asamasama）（秦言無等等）， 

……〔佛〕如是種種，隨德立名。 

 

9、是般若波羅蜜畢竟清淨，不可以戲論破壞：如虛

空波羅蜜 

 

10、般若波羅蜜中，一切法自相不可得故：自相空波

羅蜜 

 

《空之探究》(p.168)：自相空 

svalakṣaṇa-śūnyatā，應譯為自相。如惱壞是色自相，

領納是受自相等；自相是空的，名自相空。《光讚》1、

《放光般若經》2等，都如此…。 

                                                 
1 《光讚經》卷 6（大正 8，189c24-28）： 

彼何謂自然相空？為色相故色無所有相；受痛痒、思相、造生死相，知生死識

相；痛痒、思想、生死識，亦復如是。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

味、細、滑法，及十八種一切所更。有為法相、無為法相，是一切法自然相空。 
2 《放光般若經》卷 4（大正 8，23a29-b3）： 

何等為自相空？色相所受相，是所持相為想，所有相便有所覺相是為識，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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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5（大正 8，250c11-15）： 

何等為自相空？自相，名色壞相、受受相、想取相、

行作相、識識相，如是等有為、無為法各各自相空，

非常非滅故。何以故？性自爾。是名自相空。 

 

【補充：有為、無為法，各各自相空】 

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4：【書本 p.477】 

佛言：「如是，如是！諸天子！ 

（1） 

惱壞相是色相──佛得是無相。 

覺者受相、取者想相、起作者行相、 

了別者識相──佛得是無相。 

 

（2） 

能捨者檀那波羅蜜相、 

無熱惱者尸羅波羅蜜相、 

不變異者羼提波羅蜜相、 

                                                 

有為無為相，從有為無為相至諸法皆悉空，是為自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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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伏者毘梨耶波羅蜜相、 

攝心者禪那波羅蜜相、 

捨離者般若波羅蜜相──佛得是無相。 

 

（3） 

心無所嬈惱者，是四禪、四無量心、四無色定相──佛

得是無相。 

 

（4） 

出世間者，三十七品相──佛得是無相。 

 

（5） 

苦者無作脫門相、 

集者空脫門相、 

寂滅者無相脫門相──佛得是無相。 

 

（6） 

勝者十力相、 

不恐怖者無所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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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知者四無礙智相、 

餘人無得者十八不共法相──佛得是無相。 

 

（7） 

愍念眾生者大慈大悲相、 

實者無錯謬相、 

無所取者常捨相、 

現了知者一切種智相──佛得是無相。 

 

如是，諸天子！佛得一切諸法無相，以是因緣故──

佛名無礙智。」 

 

2、《大智度論》卷 70： 

爾時，諸天子歡喜，復白佛言： 

「世尊！是諸相甚深，雖不可取相而可行，能與人無

上果報。佛得是相故，於一切法得無礙智。」若分別

諸法有定相，則是有礙智。 

 

「世尊住是諸法實相中，則通達無礙，能說諸法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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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相，所謂惱壞相是色相，乃至了現知者是一切種智

相。」 

 

佛可其意，為分別諸相。凡夫所知，諸相各異；佛知

皆是空相，空相即是無相，佛得是無相。 

得者，是知，無比遍知故名得。 

是諸法相，今轉名般若波羅蜜故。 

 

11、此波羅蜜中，一切法自性空故；諸法因緣和合生 

，無有自性：自性空波羅蜜 

 

《空之探究》(p.169)：自性空3 

svabhāva-śūnyatā：自性是「諸法和合中有自性相」；

或作「諸法能和合自性」。自性是不可得的，名自性

空。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5（大正 8，250c23-25）： 

何等為有法空？有法名諸法和合中有自性相；是有法

                                                 
3 「自性空」，鳩摩羅什《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譯為「有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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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非常非滅故。何以故？性自爾。是名有法空。 

 

《空之探究》(pp.185-186)： 

和合生，所以沒有自性，這是無自性的自性空；也與

眾緣和合生故無自性，緣起的無自性空相同。 

但在『般若經』中，這還是十八空的一空，把握這一

原則而徹底發揮的，那是龍樹的緣起（無自性故）即

空了。 

 

12、諸法中無有自法：諸法空波羅蜜 

 

13、以此眾生空、法空故，破諸法令無所有； 

無所有亦無所有：無法有法空波羅蜜 

 

14、菩薩行是般若波羅蜜，無有功德而不攝者； 

如日出時華無不敷：開一切功德波羅蜜 

    般若攝導萬行，萬行莊嚴般若。 

 

15、是菩薩心中般若波羅蜜日出，成就一切諸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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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令清淨；般若波羅蜜是一切善法之本：成就一

切功德波羅蜜 

 

16、世間無有法能傾動者：不可破壞波羅蜜 

 

【經文】 

佛告眾弟子及諸菩薩摩訶薩：「如是！如是！諸善男

子行是般若波羅蜜者，一切世間天及人、阿修羅應當

禮敬供養。 

一、由菩薩故有一切世間善趣及出世聖人 

何以故？因菩薩來故， 

（1）出生人道、天道，剎利大姓、婆羅門大姓、居

士大家、轉輪聖王、四天王天乃至阿迦尼吒天； 

（2）出生須陀洹乃至阿羅漢、辟支佛、諸佛。 

二、由菩薩故出生飲食、衣服及諸寶物 

因菩薩來故，世間便有飲食、衣服、臥具、房舍、燈

燭、摩尼、真珠、毘琉璃、珊瑚、金銀等諸寶物生。 

三、由菩薩故有一切樂具 

舍利弗！世間所有樂具──若人中、若天上、若離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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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論釋=涅槃樂），是一切樂具皆由菩薩有。何以

故？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菩薩道時，住六波羅蜜，

自行布施，亦以布施成就眾生；乃至自行般若波羅蜜，

亦以般若波羅蜜成就眾生。 

舍利弗！是故菩薩摩訶薩為安樂一切眾生故出現於

世。」 

 

【論釋】 

二、由菩薩故出生飲食、衣服及諸寶物 

《大智度論》卷 40〈5 歎度品〉（大正 25，355b8-

15）： 

問曰：若因菩薩，有飲食等及諸寶物，人何以力作求

生，受諸辛苦乃得？ 

答曰：飢餓劫4時，人雖設其功力，亦無所得，以眾生

                                                 
4 《長阿含．11 世記經》卷 22〈三中劫品 11〉： 

「佛告比丘：「云何為飢餓劫？爾時，人民多行非法，邪見顛倒，為十惡業，

以行惡故，天不降雨，百草枯死，五穀不成，但有莖[17]稈。云何為飢餓？爾時，

人民收掃田里、街巷、道陌、糞土遺穀，以自存[18]活，是為飢餓。復次，飢餓

時，其人於街巷、市里、屠殺之處及丘塚間，拾諸骸骨，煮汁飲之，以此自[19]

存，是為白骨飢餓。復次，飢餓劫時，所種五穀盡變成草木，時，人取華煮汁

而飲。復次，飢餓時，草木華落，覆在土下，時，人掘地取華煮食，以是自存，

是為草木飢餓。爾時，眾生身壞命終，墮餓鬼中。所以者何？斯由其人於飢餓

劫中，常懷慳貪，無施惠心，不肯分割，不念厄人故也，是為飢餓劫。」」(CBETA, 

T01, no. 1, p. 144, b26-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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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重故。 

菩薩世世讚歎布施、持戒、善心，是三福因緣， 

故有上、中、下。 

上者，念便即得； 

中者，人中尊重，供養自至； 

下者，施功力乃得。 

以是故說「因菩薩得」，實而不虛。 

 

三、由菩薩故有一切樂具 

《大智度論》卷 40〈5 歎度品〉（大正 25，355b15-

c7）： 

樂因緣甚多，不可稱計； 

今佛略說：「天樂、人樂、涅槃樂，皆由菩薩得。」 
                                                 

[17]稈＝幹【宋】＊。[18]活＝命【宋】。[19]存＝命【宋】【元】【明】。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34（大正 27，693a20-b7）： 

「後飢饉劫將欲起時，贍部洲人極壽十歲，亦具如前諸過失故，天龍忿責不降

甘雨，由是世間久遭飢饉。由飢饉故便有聚集、白骨、運籌三種言異。 

（1）由二因故名有聚集：一、人聚集，謂彼時人，由極飢羸聚集而死。二、種

聚集，謂彼時人為益後人，輟其所食置於小篋，擬為種子故飢饉時名有聚集言。 

（2）有白骨亦由二因：一、彼時人身形枯燥，命終未久白骨便現。二、彼時人

飢饉所逼，聚集白骨煎汁飲之。 

（3）有運籌言亦二因故：一、由糧少傳籌食之，謂一家中從長至幼隨籌至日得

少[色-巴+鹿]食。二、謂以籌挑故場蘊得少穀粒多用水煎，分共飲之以濟餘命。 

如是飢饉經七年七月七日七夜，飢饉所逼死亡略盡，贍部洲內纔餘萬人，各起

慈心漸增壽量，爾時名為度飢饉劫。」 



13 

 

此中佛自說：「菩薩住六波羅蜜，自行布施，亦教眾

生行布施。」 

雖眾生自行布施，無菩薩教導則不能行。 

問曰：除解脫樂，此二種樂（人、天樂）是眾生生結

使處；貪欲因緣故生恚，菩薩何以教導此結使

因緣？ 

 

答曰：菩薩無咎！所以者何？ 

菩薩慈悲清淨心，與眾生樂因緣，教修福事； 

若眾生不能清淨行福德者，於菩薩何咎！ 

如人好心作井，盲人墮中而死，作者無罪！ 

如人設好食施人，不知量者，多食致患，施者

無罪！〔煮飯菜者無過失，食者的問題〕 

 

復次，若諸佛菩薩不教眾生作福德因緣， 

則無天、無人、無阿修羅；〔阿修羅=善趣〕 

但長三惡道，無從罪得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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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眾生樂因緣故生貪，貪因緣故生恚， 

恚因緣故生苦，苦因緣故生罪； 

今欲免眾生於第五罪5中，是故與樂。 

1.樂  2.貪  3.恚 4.苦  5.罪。 

 

復次，非定樂因緣生貪欲。 

或（1）正憶念故，樂為善福因緣； 

（2）邪憶念故生貪欲。 

今為正憶念樂故，令生福德因緣。 

 

復次，唯佛一人無錯無失。 

（1）是菩薩未成就佛道、未得佛眼故， 

以三種樂故教化可度眾生； 

                                                 
5 《大智度論疏》卷 17：「第五即是從苦生罪，故菩薩與樂也。」（卍新續藏 46，

855b15-16） 

案：第一、樂，第二、貪，第三、恚，第四、苦，第五、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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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諸佛但以解脫樂教化眾生。 

〔佛不說人天樂？〕 

 

〈6 舌相品〉 

佛何故命須菩提說般若？ 

《大智度論》卷 40〈6 舌相品〉（大正 25，356a）： 

問曰：舍利弗智慧第一，竟何所少，而復命須菩提？ 

答曰：佛弟子眾多，一人說已，次命一人；譬如王者，

群臣眾多，次第共語。 

 

問曰：若爾者，目連、迦葉等甚多，何以不次第皆與

語？ 

答曰：此經名智慧，舍利弗智慧第一，是故問。 

須菩提雖有種種因緣，以二因緣大故： 

一者、好行無諍定※，常慈悲眾生，雖不能廣度

眾生，而常助菩薩，以菩薩事問佛； 

二者、好深行空法※，是般若中多說空法。 

——是故命須菩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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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諍定： 

《大智度論》卷 41〈勸學品 8〉： 

須菩提得無諍三昧中第一。得無諍定阿羅漢者，常觀

人心，不令人起諍。是三昧，根本四禪中攝，亦欲界

中用。(CBETA, T25, no. 1509, p. 363, c2-4) 

 

《大智度論》卷 17〈序品 1〉： 

「無諍三昧者，令他心不起諍，五處攝：欲界及四禪。」

(CBETA, T25, no. 1509, p. 187, c5-6) 

 

《大智度論》卷 53〈無生品 26〉： 

富樓那於四眾中，用十二部經、種種法門、種種因緣

譬喻說法，能利益眾生第一。 

須菩提常行無諍三昧，與菩薩同事，巧便樂說一種空

相法門，勝富樓那。 

譬如巧〔或工〕師多有所能，所能多故，普不精悉；如

有人偏能一事，則必盡其美。富樓那雖多能，不如須

菩提常樂行空故能巧說空。 

是故舍利弗聞須菩提巧說空義，便讚言：「汝於說法



17 

 

人中應作第一！」 

舍利弗見須菩提隨所問皆能答，如風行空中，無所罣

礙。 

爾時，須菩提不謙不受。何以故？安立平實〔平穩踏實〕，

好人相故。 

好人相者，不自讚，不自毀，於他亦不讚、不毀。 

若自讚身，非大人相，不為人所讚而便自美。 

若自毀，是姣輸人。〔假意在他人面前自行說自己不好的人〕 

若毀他，是讒賊人。〔好誹謗中傷殘害良善的人〕 

若讚他，是諂媚人。 

須菩提說無生法故，舍利弗雖讚而非諂。 

須菩提以舍利弗實讚故不謙，又以斷法愛故心不高，

亦不愛著，但答無礙無障因緣，所謂一切法無所依止，

無所依止故無障無礙。 

(CBETA, T25, no. 1509, p. 440, a29-b19) 

 

※空法=空三昧： 

《大智度論》卷 11〈序品 1〉： 

「復次，是須菩提好行空三昧，如佛在忉利天，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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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受歲已，還下閻浮提。爾時，須菩提於石窟中住，

自思惟：「佛從忉利天來下，我當至佛所耶？不至佛

所耶？」又念言：「佛常說：若人以智慧眼觀佛法身，

則為見佛中最。」是時，以佛從忉利天下故，閻浮提

中四部眾集，諸天見人，人亦見天。座中有佛，及轉

輪聖王、諸天大眾，眾會莊嚴，先未曾有！須菩提心

念：「今此大眾，雖復殊特，勢不久停，磨滅之法，

皆歸無常。」因此無常觀之初門，悉知諸法空無有實；

作是觀時，即得道證。 

爾時，一切眾人皆欲求先見佛，禮敬供養。有華色比

丘尼，欲除女名之惡，便化為轉輪聖王及七寶千子，

眾人見之，皆避坐起去。化王到佛所已，還復本身，

為比丘尼最初禮佛。是時，佛告比丘尼：「非汝初禮，

須菩提最初禮我。所以者何？須菩提觀諸法空，是為

見佛法身，得真供養，供養中最，非以致敬生身為供

養也。」以是故言須菩提常行空三昧，與般若波羅蜜

空相相應。以是故佛命令說般若波羅蜜。(CBETA, 

T25, no. 1509, p. 137, a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