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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般若波羅密經 
 

序 
 

佛陀爲菩薩設教，分爲六乘，謂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

大乘，一乘是也，前五乘爲權，後一乘爲實，此經屬般若度經大

乘，非小乘，亦非一乘，是經有數譯，唯什師所譯本，多見流通

於世，其文義略有未善，遠參法師，則爲修正，翻印流通，是經

乃大般若度經中之小部分，意在流通大般若經義，依經撮要成本，

俾初學者，易曉了大般若經義故，習行者，應依經解義，般若主

張空義，非色滅空，乃當體空，才是般若正義，如一般人言不空

義屬邪見，若見解空，皆是正義，然乎？ 

 

承 師命黄允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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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剛波若波羅密經 】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一乘法師遠參修正        

一乘學者陳燕初略解 

黃允許校對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此為經題。先釋般若，後釋金剛。般若譯

智慧，因何不譯智慧而但譯音般若耶。般若讀音即梵音。緣智慧二字，

義通於各方面。如小乘人，知無常、苦、空、無我、為智慧。又如果上

得三明六通，亦名智慧。如凡夫能思想世間之事理，敏捷銳利，亦名智

慧。如外道邪見妄執各宗教理，而能了解之者，亦名智慧。如諸天，鬼

神，畜生，各各知苦樂者皆名智慧。若此大乘亦仍譯智慧，恐有混亂之

過失。是故大乘經典存般若二字，區別餘乘故。大乘經是何意義。主張

一切有為無為，若凡若聖、若事若理，總無自性相狀，當體空寂，人們

若曉得一切法本來空寂，便是有大乘智慧。此種智慧，非一般人說人人

皆有，若説人人有，即天然有，屬外道義，不合因緣法故。有者由修得

而有，有由讀經論而得者。或從佛菩薩説大乘法聼而曉得者，總是學來。

當知智慧，是由内外組成，内能曉了之見解，外所曉了之境界，合此二

者，常不失此，名爲智慧。不能單取能曉或所曉為智慧。智慧二字，是

大乘法六度之一，即菩薩一種工作也。「金剛」，即金剛杵，乃天上力

士所執之兵器，號金剛神。天神執此杵，降伏諸魔。喻菩薩有般若度力，

能曉了一切，自性空寂的意。「波羅密」，譯彼岸到，實則到彼岸，又

譯度，度有度脫，度過度到等義。度到。藉智慧力能達到所修法門之澈

底，故名到彼岸。若約度脫，是六度度六蔽義。若不再受諸法束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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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過義。「經」有以音聲為經，屬説法者及聼法者。若以文字册本為經，

屬宣傳工具。若讀誦明理為經屬義。 
 

『如是我聞』。先解我聞，次解如是。我聞者，謂我承人對我說，或

佛滅後相傳所得。亦可作我譯，因現時之經由譯而有，非説者聞來，乃

譯者從印文翻成，非聞某人宣傳故也。如是者，指全經文義而言。謂我

承聞如是。我傳記亦如是，聞屬第三方面，非對方第一人，對方屬親聼

親見，所以記者書如是我聞，順義讀之，應云我聞如是，我記如是，聞

屬第三方面，非對方第一人，對方第一人屬親聼親見，所以譯者書如是

我聞，我記亦如是，我傳亦如是，皆第三方面所作的。 

『一時佛在舍衛國。祗樹給孤獨園』。一時乃記者描寫當時佛

開此法會時的情形。是約時間而言，及開會地點。舍衛國，是當時之國

名，此云聞物，亦名豐德，又云名稱「祇」即祇陀，人名，此云戰勝。

因波斯匿王，與外國交兵得勝之日，生此太子，因賜是名以誌。樹乃其

所施。給孤獨者，是能周給幼無父、老無子者。須達多回國，布金買園

建精舎，祇陀因而發心施樹，故云祇樹給孤獨園。然須達多是正施主，

祇陀為助成，今先樹而後園者何。以祇陀乃儲君，須達多是臣佐，故分

別先後。 

『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比丘、此云乞士，不曰乞兒而

云乞士者，以別乞兒之賤，云此非因貧賤孤獨無依而行乞，乃從佛化，

斷世間法以了殘生。不同現世出家，受比丘戒而不從佛制行乞者比。云

士者，謂此人有學識道德故。千二百五十人者。佛初成道，度憍陳如等

五人。次度三迦葉兼徒一千人。復度舍利子，目犍蓮各徒一百。更度耶

舍長者子五十人，今略五人，舉大數也。此等諸人，先事外道，一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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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法，便證果位，「俱」者一時同住此法會聼法。「與」者指佛並比丘

一時在此園中。 

『爾時世尊，食時著（讀着入聲）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

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只）訖。收衣鉢。

洗足已。敷座而坐。』爾時即當時，非開法會之時，乃人間之食時，

約時間言。食時照人家早餐時。著衣，著佛所制衣服。持缽，此鉢是石

器，佛成道時，四天王各持一鉢供佛、佛受叠壓成一缽。又有云此鉢乃

過去世維衛佛所遺，紺琉璃寶鉢。若照大般若經云，世界若有一菩薩成

佛，四天王天山頂自然生出四石鉢，各天王取而供佛用，此謂皆從因緣

化生，佛佛皆同，今解是經，當取大般若經中所說為正。佛又制其弟子。

行乞以了殘生，斷世間法，不作世業，次第行乞，不揀貧富，從事結緣

化度，此即佛住世時代，佛及僧伽在世時期之生活。佛為領導者，示此

儀軌，作佛徒之模範。此段文義，實寫佛徒之生活，現在比丘們，當於

此要著想。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

著地。合掌恭敬。』須菩提，此云空生，或云善現、善吉、妙生等

名。初生時相者占此子善吉故名。長老，言其德腊俱高，為佛大弟子之

解空第一，此長老在般若會上，佔重要席位，當時佛説法，每告令轉教

在家菩薩。長老是此經問法之緣起者，他見佛無事靜坐、依禮請法。 

『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

薩。』長老請法言，如來善護念，是言佛一向的常態。諸菩薩，每指在

家男女，謂佛時時憶念，不忘掉他。付者，付大乘法與諸比丘，令轉告

諸菩薩。囑者，囑諸菩薩如法修行也，菩薩，即菩提薩埵之簡稱，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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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有情，或覺人，覺衆生，道人等。 

『世尊。善男子。善女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

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菩薩名稱，不分在家出家，人們若發

大乘心，志求佛道者，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此云無上正等正覺，

是佛果上名，能立志便稱為菩薩，此為因地菩薩，而非果地菩薩。佛菩

提，是菩薩之目的地，欲到菩提地，須發菩提心，當依法修行，方有可

能，否則不能。菩提是修成，不説天然有，若說人人有，不合因緣果報

法，屬外道義。住者。依法名住。降伏者，用法也。心者，是俗諦義，

假名為心，非指人之妄心為有，妄心若有能降伏，則復本真心者，皆入

外道義。關於長老請法，原非為着己事，緣長老本是小乘人，已證果位，

自知生死已了，住最後身，所謂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是也。自來長老亦

曾聼過大乘法，雖曾聽過，非關己事，因何這次虛心請法呢。為轉教菩

薩故也。因目前與某某男女談及大乘如此如此，彼等便問及二種，當時

不知作何所答，曾允代問佛如何答云爾。故有此申問，實為他請，非爲

己請，自恐過失，難以應答，為菩薩故請。如大般若經乃從佛威神令其

為請。其實此經意在流通大乘經教，化度有緣，作宣傳用。 

『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汝今諦聼。當為

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

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善哉善哉，是滿口稱嘆，所謂善之又善，

如是二字，指下文般若度空義。大般若度經云，菩薩應住般若波羅密中，

般若是六度之第一度，菩薩依之能到菩提地。然般若究竟空義，云何教

菩薩住般若波羅密中，於空應如何住得。曉了也，曉了諸法空相，是住

般若波羅密中，一生所作所爲，皆曉得空之見解，是住義。應如是降伏

其心，謂教令如是接受，如其接受，曉了空義，名爲降伏其心。知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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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可得，心亦不可得，菩提究竟不可得，但假名字，便是住義。長老

所請之心，是俗諦義。佛答如是心，是真諦義。 

『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

其中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若非

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

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一切衆生。分爲四生，四生亦多

種類。如法華經云，乃至有足，無足，多足。有手，無手，多手。有頭，

無頭多頭等：皆屬四生類。皆令入無餘湼槃。無餘者，對有餘而言，空

寂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謂衆生乃五衆也。五衆中無衆生，以五衆和

合，假名衆生，若離五衆則無衆生可得，當體空相。衆生愚痴無智，妄

以五衆爲我，諸法為我所，不知二法等空。假名字。佛以般若度教導，

令離諸著，名爲滅度，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此意也。如是滅度、但如是指

般若，滅度指用般若。此佛告長老轉教已發心者，令曉了諸法空相。則

名為菩薩，否則不名菩薩。又必須要發大願心去做度生工作如上所說。

下說能行者之菩薩相。 

『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

相，即非菩薩。』謂菩薩有我相，則著四相。有我則是人相，有人

則是衆生相，有衆生則是壽者相，有壽者即是三際相。此人無般若，原

是凡夫，不是菩薩。衆生若有般若，則曉了四相空相，但假名字。則曉

我相非相，我相若無則無人衆生壽者。四相簡稱，大般若經說十六知見。

（1）我者，起我我所。（2）生者，如父如子。（3）壽者命根成就。（4）

命者，能擧事故。（5）有生者，蘊和合生故。（6）養育者，因緣故長。

（7）衆數者，諸法有故。（8）人者，妄計是我。（9）作者，手足能舉。

（10）使作者，力能役也。（11）起者，作後世業。（12）使起者、亦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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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13）受者，苦樂果現。（14）使受者，壓於苦樂。（15）知者，

五識名知。（16）見者，見觀色像。此十六條文，括衆生相。菩薩有十六

知見，即是邪見衆生，而非菩薩。上答示降伏竟，下答示應住。 

『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

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

住於相。』此章意說布施度，為六度之一，施法有淨穢之分，淨施為

菩薩施，不淨施為凡夫。又名有為施，亦名世間施，其所施之見解、有

施者，有受者，及財物等，屬染法、故云不淨施。其所作之因緣，報在

人天。淨施者，其所施之見解，無施者，無受者，及無財物等，屬不染

法，其所作之因緣，報在佛道。又名三輪體空，此等布施，以有般若度

為先導，乃大乘菩薩，專為佛道而施，所謂未成佛道，先結人緣。此乃

菩薩自淨佛土，隨其化度，將來同生淨土，亦名淨土行，菩薩施法以不

見六塵，名爲不在相布施。知諸法無相，但假名字，當體空相。便是菩

薩度生工作，餘度亦然，以答不住為住。問先住後降，答先降後住。 

『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

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否）。不也世尊。須菩提，

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

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菩

薩但應如所教住。』謂菩薩若不住相行布施，餘行亦爾，其所得福

德，是不可思量。謂令人難知其數目，當用虛空以喻之。以其所得福德，

正與十方虛空等。謂虛空無邊際。所得福德亦無邊際。虛空不可思量，

福德亦不可思量。所以囑長老轉教菩薩，應以無住相布施，及一切行，

故云教菩薩如所教住。正言應住於般若波羅密中，不住一切法也。乃至

佛亦不著方合正住。下文詳言之，答第二問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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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

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説身相。即非身

相。』佛陀之名，從俗諦建立。如來之名由真諦得名。佛有十多名號，

皆有從義而得名。佛陀有殊特微妙，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其相好

和合，名之為佛身。若離三十二相，及八十種隨形好，實無佛身可見。

切不得言佛身是假，有相可見，如來身是真，無相可見。切無誤以真俗

二諦和合，解做真假義。當知真諦亦假之名，本是空義。俗諦亦假名，

正是空義。而人依空法見有妄也。正有一般人解曰，佛之肉身是假，有

生有滅。如來身無相是真，不生不滅。理無二致，性有迷悟。所謂生佛

平等，謂真如性出生佛與衆生。即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若如是解，屬

天然有，與外道義無異。生佛平等者，生不可得，佛亦不可得，是平等

義。維摩詰經不二法是。實乃生佛平等相者、佛相、衆生相、虛空相，

三無差別，是名平等義。非字作無字解，即非身相者，謂無身相。前言

不住色布施，則此義也。 

『佛告須提菩。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

是如來。』承上說如來身無相可見。而此章説見諸相無相則見如來，

實曉了無相義名見如來也。凡所有相，即上自佛身，下至微塵，總名凡

所有相。有相從俗諦言，真諦則不爾。如一相狀，立一名字，一一相狀

非自然，皆從多種因緣和合，假作一相。故一相中有多種相，每種相有

多種名，是故一一相狀而無實在之相，亦無實在之名，故名虛妄。譬如

衣相，以布為因，人工剪裁等為緣，假名為衣，除布之外，實無衣相。

再追究下去，布紗等亦和合假有，餘以類推。又以幻人，鏡影，水月等

喻虛妄非實。若見諸相非諸，則見如來，謂見相無所有，而無所有亦無，

名見如來。讀大乘經當依四法之了義，謂一切法皆空，無自性，無他性， 



 

12 

 

【 金剛波若波羅密經 】 

無衆生性，無佛性，當然亦無如來性。總而言之，曉了一切法無所有，

是名見如來。如曉了者，指因地學理。若果地慧眼者。則一切了了分明

矣。再詳下文如來義，總之如來二字是空義，佛作名號。前文降伏，應

住、二義，約凡夫境虛妄。此段乃約佛境虚妄，以免捨凡着聖之咎。一

般邪人以為可見如來性，謂如來定有個不空妙有之性，真邪見深入不可

拔矣。 

『須菩提，白佛言。頗有衆生得聞如是言説章句。生實信

不。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説。縱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

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承上佛說空

義，而致長老起疑。現在我等親聆佛音，當然信受，若至異時，藉讀章

句，是否有信者。佛答長老，不必慮於將來，當有其人。云後五百歲。

指佛滅度後。後五百歲。約期分五，每期五百年，即指第五期。（初）

五百為解脫堅固。（次）五百為禪定堅固。（三）五百為多聞堅固。

（四）五百為塔廟堅固。（五）五百為鬥諍堅固。鬥諍，指佛教徒諍教

理，各言是非，實非佛教。持戒修福者，修十善道之輩，彼無夙緣，至

此時期，聞說般若章句，一觸亦能一念生淨信，此爲證實者。下釋生信

者之得福。 

『當知是人，雖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即已於

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

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 

當知是人，即指後五百歲之持戒修人天乘者。言彼一向未聞人說般若空

義，而今始聞，聞後雖不能永生淨心，亦得一念之久生淨信。彼往昔雖

不會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所種諸善根，但聞後得一念生淨信之善根，則

等於千萬佛所種諸善根已。此章意為校量，佛意以有為福德雖多，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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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大乘一念清淨福德。故云一念生淨信者，等於千萬佛所種諸善根。千

萬佛所歷時長久、聞章句一念。當信般若力大如是。有誤作已曾於過去

世見多佛，方能於今生一念信心，雖為歎法希有，而實違佛意，謗經文。

不觀得如是無量福德云乎。是諸衆生指各信心久近多小不一言。 

『何以故。是諸衆生。無復我相，人相，衆生相，夀者相。

無法相。亦無非法相。』此章釋一念生淨信之衆生，言此衆生已離

四相。無四相即是菩薩。有四相即屬人天凡夫。無法相者，曉了般若度

法，亦曉了般若度空法亦無，法字總指般若度法，及一切佛法。意乃由

凡夫人之知見，一轉而入大乘人之知見。是因地菩薩，非果地菩薩，果

地菩薩是將成佛道之人。亦無相中取相，非是無相，無相名為不可得空，

是中無相亦不可得。空亦不可得。是故名不可得空，無非法相者，對法

名非法。 

『何以故。是諸衆生。若心取相。則為著我人衆生壽者。

若取法相。即為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即為著我

人衆生夀者。』承上說一念淨信而得離四相，若彼復心取相，謂一切

之性相，則為著四相。法相，指取有般若度，及取餘度，又著四相。有

與無是對待法。總言心若取有正法有邪法皆著四相。著相即衆生，而非

菩薩。此中應作多句，以每一句有四句，或十六句，則十六知見，一一

有十六句，再加上正法邪法若干句亦如是。 

『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承上說取法相

者，取有法，取非法也。是菩薩皆落在衆生數，故屬不應取法取非法、

取有者。取有般若度等法。取非者，取非佛法。取者分別也。便是這個

道理。此章總釋正邪二法之過。又謂此人於一念之間得如是無量福德者， 

 



 

14 

 

【 金剛波若波羅密經 】 

以其往後不復生有無邪見故，得福如是。吾人有疑謂生一念信心之後，

能保永久無邪見耶，當知此信雖微而力甚大，便能了了諸法空也。復何

疑哉，惜吾人見一切法有者，未知空故也。 

『如來常説你等比丘。知我説法。如笩喻者。法尚應捨。

何况非法。』承上說不應取法及非法之定義，此等定義你等應知。如

來說大小乘法，與竹筏一般。大小乘法是度人，筏亦度人，故以筏喻正

法，法尚應捨者，謂佛說度法令明，筏性亦度過，不可取有度法，如筏

不可存在。故云應捨，以平時對比丘數數說。何況非法者，謂非佛說之

法，是為非法。及外道為不正法。總之法字是指大小乘法，非法指有法

不空義。龍樹菩薩云，邪見人破諸法令空，是爲非法。觀空人知一切法

真空，不破不壞，是空亦無也。邪見人，言諸法空無所有，取諸法空相

戲論。觀空人，知諸法空，不取空相戲論。謂論有空相者皆非法也。是

爲有法義。故云應捨者。捨去論有空法也。又中論云，「大聖說空法，

為除諸見故，若復見有空，諸佛所不化」，即此義也。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

來所有説法耶。』承上章說有無取法皆非，而徵長老之悟意，故云

於意云何。如來得無上正等正覺耶，如來有所說法耶，意在測長老對大

乘般若度法之見解是澈底不澈底。亦是再説法應捨的實證。 

『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説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此長老答案，謂佛得無上正等正覺，為無所得，已無得證

者，以菩提不可證。謂佛得無上正等正覺，但假名為得。謂法若離有無

二法，則無有法可指定名無上正等正覺。其法空相故，名字性亦空。 

『所以者何。以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故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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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承上章答案，以一切賢聖，是指小

乘人之果位。初二三位稱賢，四位稱聖，此四果位皆無為法入證差別。

世間法名有爲，出世間法名無為，以有為入無有，入有次第，故證有差

別，是故果位而有差別。小乘人所證之差別，是法以有為而證無為。所

說如來得無上正等正覺。如來之果位是依大乘法，是法以非有爲非無為，

得無上正等正覺，故答無有定法也。以對差別不平等故，說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豈一定固有平等耶，故無定可得。上答釋無菩提可證，下

答釋無法可説。 

『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説。何以故。如來所説法。皆不可

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此為答上文佛徵長老，如來有所

說法耶。如來所說法之法字，總指說大小乘法。皆不可取者，法無性故。

謂般若眼觀之，非有非無，故不可取。般若慧眼見法，空無所有，故不

可説。非法，非字無字解，謂無法也。非非法，謂無無法也。法既無法，

無無法。誰能說之。故云不可取，不可説，是無相不可得故。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

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

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説得福德多。』假

如有一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爲施。三千大千世界者，如一欲界，其

中一須彌山，鎮四部洲。其山腰兩輪日月，四天王天，山頂忉利所居。

所統諸天，共三十三天。自此以上，有夜摩，兜率，化樂，他化自在天，

至此名為欲界。再上乃色界四禪，第一初禪天，統一欲界在内，集合一

千初禪及欲界，為二禪一統，名小千世界。又集合一千二禪梵釋，為三

禪一統，名一中千世界。更集合一千三禪梵釋，為四禪一統，名一大千

世界。約豎論如此說，若約橫說，則三千初禪及欲界也。以三千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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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云三千大千世界。七寶者，即金、銀，琉璃、磗磲、瑪瑙、赤珠，玻

瓈。滿者充滿，以此多寶盡施於人，如是施獲福多耶。長老答得福甚多，

雖多乃世間有爲福德。即非福德性者。謂福德本無自性也，是故如來説

得福德多。性，則不能多，以有自性故多。 

『須菩提。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

他人說。其福勝彼。』若復有人者，另設一人。但是人受持此般若

經，乃至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即教他人曉此經之空義，其所得福德，

勝上施滿三千大千七寶之人。所以者何。施寶屬有為福德，雖多不足為

勝。施大乘法屬植佛道福德故勝。施寶有世間施、及菩薩施。此校量指

世間施。或但受持，不爲他人說，名法供養。為他人說，亦是法供養，

故福多勝寶施。 

『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法。皆從此經出。』承上章以物施不及法施，而告長老，謂一切

諸佛無上正等正覺法，皆從此經出。總指學習是經所生出。維摩結經云，

智度菩薩母，菩薩修般若為因地，菩薩果地名佛，成佛時則變名無上正

等正覺。皆是學習般若，從法化生之所出的。 

『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佛法有二

諦，所謂佛法者，大乘般若法是也。菩薩依法而修，至佛地變名無上正

等正覺，即佛法俗諦義。即非佛法者，是空義。真諦，究竟空無所有，

是謂即非佛法真諦。是名佛法無者，法旣究竟空，當然與虛空等。但人

們假立其名號，其相狀究竟不可見，不可取。一切的一切，但假名字而

表了，是名佛法。 

『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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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爲入流。而無

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引小乘初果人不念

自果，以證佛不可得。須陀洹譯預流，預是参加義，流是等類。謂其修

四諦法，雖未達滅諦究竟無爲，而亦能違背色聲香味觸法，六塵有爲之

境。亦能參無爲之域，故名預流。乃對以前凡夫地位，六根隨六塵之分

别，是名顺流。聲聞人依佛之道諦等法，完全不隨不顺而流。此等人名

爲初果聖人，又稱賢人。故徵長老言，須陀洹人，還作念我已證須陀洹

果否。答不也，謂其不念我法，念爲意根，法爲意境，若還作念，不名

能背六塵法，不名須陀洹人。彼由有入無，不同大乘當體空。小乘四果

不齊，不起我法，故謂彼不念我義。 

『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

往來。是名斯陀含。』斯陀含，譯一往來者。言一往來者，此人聞

佛説四諦法後，先證初果如上說。居人間，再進修道品，又進一步的效

果，位置超前所証，而未直達涅槃。仍要天上與人間，一往一返，便可

証阿羅漢。亦不必經三果，或經三果亦有之。又此二果位置，亦不必定

由初果而後証，可直達証之。証後則往生欲界，欲界壽終後，仍到人間

受生，則不再往往來來，便成阿羅漢了事。故名一往來。佛徵長老言，

斯陀含人，還作是念，我已証斯陀含果否。答不也，何以故，初果人已

背六塵而不念，何况二果。若還作念，則與凡夫無異，雖未究竟涅槃，

一往一返，而實無往來之念。依無我故不受往來之相。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爲不來。而

實無不來。是故名阿那含。』阿那含譯不來，言不來者，乃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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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人一往來而言，不來欲界人天中受生故。此或由二果而證三果，或不

由初二果而直證三果，若由二果漸次而証此果者，則由天來人間，由人

間壽終後，生色界四禅，五不還天受生。由五不還天修九次第定中滅受

想定，斷一切集，證四果位，名阿羅漢。今居四禅不來，不同四禅天一

切凡夫人，壽終還受輪迴。故徵長老言，阿那含人，還作是念我已證阿

那含果否。答不也、雖未直達究竟涅槃，但對於我法已滅盡。若彼還有

我念，則是凡夫人，不名不來人。不來者，不來人間受生，故名無不來

之念。若大乘人觀一切凡夫不來不去，不升不降，一切生死如幻，何有

去來。 

『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

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為著我人衆生壽者。』

阿羅漢、譯無生，又應供。言應供者，堪受一切人天阿修羅等供養故。

此義由凡夫比丘常乞食，亦受人王臣民等供養。因比丘雖依佛之教修行

有德，而未斷集證滅得究竟果。則一切天人阿修羅等，不行供養。今已

證四果，具聲聞之德，其福勝過一切凡夫，故堪受彼等之供而令他生福，

故得此應供名。前三果未斷集滅苦，故不稱應供。無生者，此約斷集証

滅，永不再生故名無生。謂梵行已立，所作已辧，生死已了，不受後有。

故徵長老言，阿羅漢還作是念，我已得阿羅漢道否。答不也，意謂證滅，

已無五衆十八界法，安有證道者。若彼還存我念之見解，則爲著四相，

不是聖人，乃凡夫人也。 

『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是第一離欲

阿羅漢。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我若作是念。我

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説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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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須菩提，

亦是阿羅漢人，佛昔曾印證他得無諍三味。即無對待法，有對待則諍。

三昧，譯正定，正見，乃定中之動作，於定中能化行方便等故。人中，

即同學等人。第一、謂有特長學位，而同學證無諍者有之，則不如須菩

提優等最爲第一。而得第一之由來，是離欲不念我是阿羅漢。所以世尊

說我是樂阿蘭那行者。阿蘭那，譯無諠雜。行者，即寂静，雖行而無所

行，是故說須菩提實無所行。若有念有行，則著四相，即是凡夫，何况

無諍第一。實正顯菩提無念無四相最爲第一，所行有大乘義成分。以上

所問所答之意，乃反証佛無菩提可得，以小况大也。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

得不。不也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此

章是釋迦佛往昔本生故事，時名善慧受菩薩道於然燈佛所，有法得否。

答不也，實無所得。法字指菩薩種種法，般若見法性本空，故云於法實

無所得。上言四果人不念，今言菩薩不可得。 

『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

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佛土有三種，（1）

淨土，（2）半淨，（3）穢土。三種佛土，皆衆生所作業因緣果報處。業

淨報淨，業半淨，報半淨，業不淨報穢。菩薩莊嚴佛土者，成就淨土也。

當化衆生，經云「隨所化衆生，菩薩成佛時，隨所化衆生，來生其國」

俗諦也。即非莊嚴眞諦也。是名莊嚴，是假名字，亦眞諦。 

『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無法無

土，『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無住，承上答案而囑長老言，若菩薩觀法。摩訶薩，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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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大人、即云道人大人，覺人大人，或云大道人、大覺人。應如是生清

淨心。如是即指上章長老答案云菩薩莊嚴佛土者，當曉莊嚴者性空，莊

嚴佛土亦性空，與虚空平等，便是生清淨心。不應住六塵心者，不取六

塵之相也。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住般若度中也，則内心外境二俱空寂。

維摩詰經云，菩薩生於淨土，不高不喜。生於穢土，不憂不沒。便是不

住六塵，心身無碍，而行精進度。莊嚴佛土，假立淨土莊嚴安立衆生，

非實土淨，祗是名而已矣。 

『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河。是身為

大不。不也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譬如有

人，比方也。其人身如山王之大，据云此山之高出水面，八萬四千由旬，

居四海中央，四寶所成，世界衆山無比，故稱山王。長老答不也，佛说

非身者，謂身乃假名，其實没有身相。是名大身者，以大身二字假有其

名字，故云是名大身。切不可解此大身，爲無相眞身，妙身，徧满虚空，

包羅萬象，其大無外，其小無内。若作是說，與外道之大有性無異，不

可不知。上言土不可得。此中復設有人之身如此高大，乃正報也。亦假

名之身，況小身乎。 

『須菩提，如恆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恆河。於意云何。

是諸恆河沙。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恆河

尚多無數。何况其沙。』恆河，此譯天堂來，印度國内河名，河沙

幼粒如粉。印度婆羅門教徒，唤爲福河、一年一度沐浴於河，云能去罪

生福。故名福河。佛說法借用此河，非取沐浴去罪生福義，乃取河沙多

數，以喻數目之多。一恆河中所有沙，將此一粒作一河計，如是諸河中

沙數多否。長老答，一恆河中沙，一沙作一恆河，其河尚多無數，何况

其沙。其沙之多，作下數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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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寳滿爾所恆河沙數，

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

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假設一人大富多寶，以用布施。即以一恆

河沙數爲例，一沙作一恆河，如是等恆河之沙，三千大千世界满七寶施，

得福多否。長老答甚多，此乃世間施，非指大乘者施。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

偈等。為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此章承上另設一人，

將此經中義，或取經中四句偈義，自受又爲人解說。此人所得福德，勝

前寶施福德。佛意重在般若度，故如是校量，以般若能導菩薩至菩提地。

寶施只無常福德故。上言满一世界七寶布施，不及持經爲人說福，今此

以諸多恆河之沙的世界满中七寶施福，不及受持爲人演說福多。 

『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

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皆興供養、如佛塔廟。』隨

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此處是講大般若度經之地點，此等地點。於一切

世間天人阿修羅，皆興供養者，皆起提倡，供養，紀念。謂該處於某年

月日，某某法師，在此講大般若度經，如紀念塔廟一般。塔即佛靈骨紀

念處。廟即佛遺像紀念處。此即講經紀念處。世間紀念佛塔廟有之，未

聞有紀念講經處。唯天人阿修羅有此舉者。因彼昔佛住世時期，曾發此

願及參加聼經法。天人等有天眼天耳，如講者若不依經解義，未必天人

等，隨便而到某處參加聼法及紀念。彼天人等壽命很長，當時曾參加般

若法會者，於般若法自先曉了。所以講者，合法不合法，於天人等為先

了。知佛意側重後世流通、天人等即是輔助流通。 

『何况有人，盡能受持讀誦。爲人解説。須菩提。當知是

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功德。』何況有人，又另例一種人。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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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持讀誦，讀者，看經本，誦者不用看經本。受持者為經義，為他人解

說經中文義。聼者隨緣信解多少，此即自先曉後教人曉。以此可知其人

之成就最上第一希有功德。又指他將來成就佛道。佛為世界獨尊，故稱

第一。雖未成佛亦難得，希有即甚罕見。謂成佛道之人，非時時有，故

經云一世界無二佛，亦無二轉輪聖王。故云希有，此指果上功德。 

『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即爲有佛。如尊重之弟子。』此章以

經書喻，佛經在某處，佛即在某處。佛是其弟子最尊重之人，此是比方

佛在世時，其弟子之尊崇佛。佛滅度後無佛，故將經書當作佛。信教者

之愛護經典，與佛之弟子尊敬佛一般。此意側重敬惜經本流通。名為供

養經典，換言之即法供養。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

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密。以是名字。汝當

奉持。』受持經法，當取其義。有以音聲為經者，屬聼者。以文字册

本為經者，屬宣傳工具。以讀誦為經者，屬學習其義。長老之問，三義

具足。意在流通而結示經名，而付囑奉持，你當負責也。 

『須菩提。當知佛説般若波羅密。即非般若波羅密。是名

般若波羅密。』此章為此經之綱領，名爲經名，所以者何，大乘法六

度以般若為主，金剛喻般若之力量。佛說大乘法，屢說此三句語文，爲 

大乘無量法門之一。第一句為俗諦，第二句為眞諦，第三句為假名。此

三為說大乘法之捷訣也。當知此名為般若波羅密者、强立之名也。旣一

切法空，寧有此不空耶。故立名後，即言非、以免作有解。下便是説明

般若非的理由。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説法不。須菩提，白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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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如來無所說。』此章佛徵長老言，即上文佛囑長老當知般若

度法之三句文義。但是佛陀住世歷久常説法，云何此時反問長老言，如

來有所説法否。而長老答無所說。此正顯佛說之義，佛有所說法者，乃

依俗諦而言有。佛無所説法者，乃依眞諦而言無。習者於此當要了解不

謬。 

『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地種。是爲多

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諸地種。如來説非地種。是名

地種。如來説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

地種，即微塵也。種者種子義，云地種者，地由微塵聚成也。若三千大

千世界所有地種多至無量無數，云何長老答不。意謂佛說地種，及世界

者，依俗諦而言。說非地種，及非世界者依眞諦而言。說名地種，及名

世界者，即說假名字。正顯微塵，及世界無性。況如來説法耶，即多且

大尚爾，餘例之。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

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説三十二相。

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佛之身相與常人不同，佛福慧具足，

乃從修因而得果報，非天然有。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三十二

為粗，八十為幼。經中單說三十二相者，從略也。所謂三十二相上自頭

頂，下至足底，處處都異於常人。三十二相，立有三十二美名，於三十

二和合，成為奇偉身相，名為佛身。（1）足下安平如奩底。（2）足下千

輻輪相。（3）手足指長勝常人。（4）手足柔輭。（5）手足指合縵網。

（6）足根滿足。（7）足趺高好。（8）伊尼延鹿王腨。（9）立手摩膝。

（10）陰藏如馬王。（11）身縱廣等。（12）身毛上生青色柔輭。（13）

毛上向右旋。（14）金光色。（15）身光面各一丈。（16）皮膚細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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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水。（17）兩足下兩手肩七處滿。（18）兩腋下滿。（19）身如獅子王。

（20）身端直。（21）肩圓好。（22）四十齒具足。（23）四牙白而大。

（24）頰車如師子。（25）得味中上味。（26）舌薄覆面至髮際。（27）

梵音深遠如頻伽鳥。（28）眼色如金精。（29）眼   如牛王。（30）眉間

白毫如兜羅綿。（31）齒白齊而根深。（32）頂上肉髻成。佛有妙相，

以此三十二相，徵長老言，如來以三十二相見否。長老答不也。謂此三

十二相，非如來，以三十二相，各有其名無有其實。若除三十二相之外。

則三十二相内，三十二相外，三十二相中間，無如來身相可見，故云不

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如來有三十二相，俗諦也。非三十二相，眞諦也。

但假名字。切不可解如來三十二相者是假。離三十二相有眞是如來，無

相可見，無生可言。人人皆有，生佛平等，如如不動，徧滿虛空者也。

然非但佛如是，則一切法，一切衆生，一切聖賢亦爾。何況說法乎，立

經名乎。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

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

福甚多。』此章之施以身者曰内施。物為外施。衆生以身命為最貴重，

施一次尚不易，況能以恆河沙等次布施。此數自乃由一人，約豎則生生

世世之施數。橫則一時能施如許身。又另一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

偈等，為他人說者，其福甚多。意謂多於施身命者。以施法易得作佛、

施身命者。不可能。二者比較，究竟法施為勝。佛以方便種種施設，為

比例故，都為般若度功深故也。 

『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

佛言。希有世尊。佛説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

未曾得聞如是之經。』深解義趣者，此經之宗趣也，般若度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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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上正等正覺為趣，名爲宗趣。此涕淚悲泣，正嘆昔所聼是小乘，証小

乘果，再也不能趣菩提道。現在雖得聼，自嘆聼之不昔。此大有尅責之

意。我從昔來自得慧眼，小乘慧眼。未曾得聞如是經典，自皈依佛算起。

意為敬重大乘法，而輕小乘。 

『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

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則是非相。

是故如來說名實相。』若復有人，另例一人。得聞是經，此指佛滅

道後之聞法者。信心清淨，指信大乘空法。生實相者，謂曉空相，則不

著四相，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將來成就佛道，其所得之福慧，甚為

希有第一也。是實相者，謂是空相也。即是非相，謂無相也。是故如來

說名為實相。謂但假名，名為實相，實相即空義之別名。非指無相，非

指無相是實相，有相為不實相。若言有個無相實相者屬外道義，不可不

知也。 

『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爲難。若當

來世。後五百歲。其有衆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

則爲第一希有。』長老自云信解受持，不足爲難者，意在勸發來世。

若言爲難，安能負起責任，付囑諸菩薩。其有衆生者，來世之佛教徒也，

是人則為第一希有。正顯示來世當有其人，此指因地而非果上。 

『何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所以者

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

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此人即指上文第一希有之

人。言他已曉得無我等四相。我等四相非者，謂我等四相無相也。所以

者何，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此言衆生離相與佛不異。諸佛相離相， 

乃至諸有微塵相亦離相。一切衆生若曉得五衆乃至十八界相離相，則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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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假名字。亦曉我等四相離相，亦假立名字，諸佛先已曉了，後教衆生

曉。如諸佛與衆生，性相平等者，謂性相等離也。非指佛與衆生，有個

空如來藏性。此性相具足如來智慧德相。迷之則爲衆生，悟之則名諸佛。

若此見解，不合因緣法，屬天然有，乃是外道不空義。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

畏。當知是人，甚爲希有。』佛言如是如是，此爲總印許其所言

之當也。若復有人，又再擧一人。得聞是經，不驚者，謂聞此大乘經義，

總說一切法空，沒有性相可言。所謂無佛性，無衆生性，無自性，無他

性，乃至無性亦無。聞後是人，不驚怪異，又再不畏懼，信心聞之又聞。

這人可算是少有的。何況聞之信解受持者乎，以此可知其人甚爲希有。 

『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説第一波羅密。是名第一波羅密。

即非第一波羅密。是名第一波羅密。是人能信故。』何以故，

此指上章聞是經者，不驚不畏的人。因這人聞如來說第一波羅密，即般

若度也。即非第一波羅密，即無般若度也。是名第一波羅密，即假名般

若度也。以是人聞之能信故，所以其人堪稱甚爲希有，信諸法但假名字

故。便是智慧第一人。 

『須菩提，忍辱波羅密。如來說非忍辱波羅密。是名忍辱

波羅密。是人能知故。』又說是人再能知佛説忍辱度。謂其聞說忍

辱度，即知無忍辱度，是假名忍辱度。以是人亦能知故。示此二度，餘

四度，亦復如是說，是為六度。餘四度不說者簡略。亦攝一切善法皆假

名者也。 

『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哥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

時，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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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夀者相，

應生瞋恨。』梵語哥利，此云極惡。爾時彼王，春木花敷，與宮人綵

女，出城遊觀。其諸綵女，捨王遊戲，遂至我所，我那時而為說法。時

王見我，便生惡心，問曰，你得阿羅漢果耶。我言未得，王曰，你何恣

情觀我女人。我言大王，當知我雖未斷貪欲，然我實無有貪著。王怒，

截我耳鼻手足，見我容顔不變，無生瞋恨心。時四天王瞋忿，飛沙走石，

王怖，長跪懺悔。我言大王，我心無瞋恨。王言，如何得知。我立誓言，

我若眞無瞋恨之心，我身平復如故，發願已，身即平復，我更欲未來世

成菩提，先度大王，是故我今成佛，先度憍陳如是也。又云我於往昔節

節支解時，若有四相，應生瞋恨，即指被截時。此應上文得忍辱度也。

則無忍辱者，亦是得般若力量能離四相，可以無瞋恨心故。將來的人亦

爾。 

『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

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又蓋我之得離四相

者，非但於哥利王之一時也。又念於過去世五百生中，作大仙人。我於

那時亦得離四相，又於般若度力，而得忍辱度力。知般若度離相，又知

忍辱度亦離相。無相故無忍辱者，以無忍辱者，故不生瞋恚耳。 

『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

心。若心有住。則爲有著。』是故二字，即指佛將往昔自己本生

故事，述了一囘。那時非得小乘法離四相，乃由歷世行大乘法得離四相。

所以囑長老等，當教諸菩薩摩訶薩，發心向菩薩者、應曉了離一切相，

去發無上正等正覺之心。又明了六塵無自性相。若心有住，取著六塵性

相者，謂不曉六塵空相。取有取無，是人則為有著，亦著四相，而非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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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乃凡夫人。 

『是故佛説菩薩心。不應住法布施。須菩提。菩薩為利益

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是故二字，指上文般若度義。佛説應

離一切相故，發無上正等正覺心之男女。不應住法布施者，指行布施度

也。當用般若度觀法者，外不見受者，内不見施者，中間不見所施財物，

名爲菩薩施。不然名爲世間施，雖得福，乃世間無常福。因菩薩為利益

衆生，若有所施，當用大乘施，令衆生早得佛之福慧為是。所以教菩薩

度生，而無衆生得滅度者。應如是方便行施，是為眞利益，眞菩薩道。 

『如來説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説一切衆生。即非衆生。

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如來說一切諸相者，上自佛身，

下至微塵，皆是無相的。一切衆生，謂四生多類，亦即無相的。如來是

眞語者，謂不説假話。是實語者，不説虛話。如語者，如法説話。不誑

語者，不説騙話。不異語者。不説兩樣話。所謂佛所說之法，眞實不虛

也。此為俗諦義。如來所得法，無實無虛者，謂得無上正等正覺法也。

是法由般若度証的，即指果上法。汎言之所謂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

垢無淨，無上無下，無眞無假，無有為無無為等。名入不二法，凡入不

二法，皆不可説，不可取，不可思，不可議，不可作實，不可作虛。何

為實，世出世是，何爲虛，水月空花幻化乾城等是。如來得什麽，謂菩

提，正是無比此事。言得者，但假名而已。衆生無得，佛豈有耶，是謂

無虛實。 

『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則

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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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照。見種種色。』若菩薩心，指大乘人之修行心。住於法，執有

法義，若見有受者，施者，及財物等，有此見解者。而行布施，如人入

於暗處，則不見現前是什麽。若不住法，便曉了無受者，無施者，及所

施之財物等。如人有目，兼之日光明照，必定見了一切的事事物物等。

入暗者，喩其無般若，有目及明照者，喩其有般若度。二以顯般若之大

用。俗諦眞諦都能了了。若住法連俗諦亦不了。祗如一般愚者，妄施妄

為，妄說妄思，眞是不得了。 

『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

受持讀誦。則爲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

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當來之世，指佛滅度後，總言未來世。

若有善男女，能於此經受持讀誦。須曉得此經之義方算是持，若不曉得

經義，算是讀文字。如曉經義，則如來以佛智慧，方盡知其人功德。此

智慧二字，非指般若譯智慧之智慧。乃佛之無上正等正覺，又名一切智，

又名知見，此指果上之智慧也。般若度為因地智慧，屬功行。菩薩成佛

時，變名為無上正等正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即指能

受持讀誦此經之人。初行菩薩道，後當成佛道。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

命施布。中日分，復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後日分、亦以

恆河沙等身命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命布施。若

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上已多說以寳

及命施，不足喩持者之福。今再以經身命施，以多身命捨故福大。今施

身命每日三次，每次以恆河沙計，又經劫長遠行施、其福當如何多。雖

多不及順經。故另設一人，聞經不逆，其福勝彼。謂聞說空，歡喜不加

反對。其得福德，則勝人施於身命者。佛意以施身命得福雖多，實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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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常。聞經不逆，乃成佛道之福緣。言不逆者，暫時順也，換言云一

念信也。 

『何况書寫，受持讀誦。爲人解説。須菩提，以要言之。

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如來為發大乘者

說。為發最上乘者說故。』何况書寫，受持讀誦，爲人解説，又

例一人。須曉經義，方能爲人解説。則亦不可錯說，方得算是。以要言

之，謂取其總要言之而已，非廣說也。是經有不可思議，則功德亦不可

思議是經有不可稱量，功德亦不可稱量。是經無邊，功德亦無邊。所得

之多，譬喩與虛空等。所以如來為發大乘心者說，大乘是對小乘而言。

為發最上乘心者說，最上乘者，對下乘而言上。同是大乘，非指一乘道，

亦非指大乘外更有最上乘。乃讚歎大乘之辭為最上。勿以爲說大乘最上

乘，而誤作為兩乘。乘字乃佛教中之專用名辭，指大乘、小乘、一乘、

人乘、天乘高下各別故，勿作車乘，有人作運載義，仍車乘也。 

『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爲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

人。皆已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 

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者，謂非略說。若能廣說是經，當能對機

說。最好能於十方世界，應以某身得度者，即現某身而為説法。唯有如

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已成就，不可量。謂其功德之多，不可測量，

不可稱數，至無有邊，不可思而議之之功德。如是其人，至小現已入菩

薩位。故佛說他已成就如是功德。謂成就者，如是如是無缺乏。 

『如是人等。則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

是人等，即發大乘心，能廣爲人說之士。荷、背負、擔、肩負，意謂發

大乘心能廣爲人說之士，是負佛之無上正等正覺大法也。此為因地行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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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道習般若經之士。  （荷去聲） 

『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衆生見，

壽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聼受讀誦，爲人解説。』樂小法者，

指歡喜學小乘法。小乘唯觀四諦及十二因緣法。彼之主義，以有為而後

無為下手工夫。故云其著四相見。此指因地修觀，非指果地證湼槃。如

是人於此大乘經典，不能聼受讀誦，及為人解說。緣不同根機故。此經

處處說空無相。若見相為有乃反理。何能誦說，眞乃風馬牛不啻也。 

『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

修羅，所興供養。皆唱是言、當知此處、則爲是塔、皆應

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在在處處，不論在

何方。云有此金剛般若經。一切天人阿修羅等，皆興起唱言，謂該處是

佛的塔。我等皆當以華香供養之。以華香散其處。即是供養義，謂諸天

花從天上下散其處，花是天所化成。人無知識故不生敬。或雖有人拜經

中字，不合理也。 

『復次，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爲

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

世罪業。則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善男

女，在那處受持讀誦此經，是人不唯人所尊敬，而反遭世人所輕賤。輕

者，不重，賤者，不尊。倘値如此境況者，乃是人先世業，應生惡道，

今生以持經故，受此微報，不必墮惡道。實幸今生得受持讀誦此經，先

世罪業消滅，而不墮惡道。可知經力能轉移惡業。將來又得菩提。此釋

一般被輕賤現象的伏難，故作此說。由此經有不可思議，得福亦不可思

議，故消重罪。得大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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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

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

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

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其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分。

所不能及其一。』無量阿僧祇劫者，以阿僧祇為單位計算。佛言自

己，曾在燃燈佛世以前，所供養諸佛，其數値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所

得功德非少。若人於佛滅後末世中，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

往昔承事所得功德，由百分不及一分，乃至萬億分，譬喩分不及其一。

持經所得功德屬大乘佛道。故云不及。非難者言，難道釋尊往世値佛如

是之多，總不曾聞大乘般若耶，若聞何作如是比耶。不然當數聞般若，

不過不以般若插入，只言供養無過耳，又當知是佛之方便引導。我們應 

知，佛經無量阿僧祇劫行道，非短期修行成佛。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

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説者。或有人聞。心則狂亂。孤疑

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

議。』是言受持讀誦之功德，由經義不可思議，則果報亦不可思議。是

故以上所言功德尚屬略說。若具說之，恐人不言，心則狂亂，若狐疑誹

謗，則受苦果報亦不可思議。故我不具説者此也。總之信者定增福慧。

謗者招尤非淺也。 

『爾時，須菩提。重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此

章長老重問者，其所問與初問同。而佛答者，大同小異。初問在乎人未

曉之先教其降伏其心。再問者，或有變更。則佛答其人已曉了，教其自

行及教人行。觀下文種種示說便可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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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衆生。而實無有一衆生滅

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見有我相。人相，衆生相，

壽者相、則非菩薩。』佛告長老教諸發心者。而此諸善男女，已曉

了般若度空及五度事，便去行工作。佛再教令度化事，當生如是心，指

其度化。謂我應滅度一切衆生，至無有一衆生滅度者。二句即指自行化

他事。言行菩薩道之善男女，應以般若度教化人，般若度法為空義。若

諸衆生如曉了空，一切的一切皆空，如他曉了，便是滅度一切衆生也，

而無有一衆生滅度者，以衆生自性空，但假名衆生也。所以菩薩行化，

若見有四相者。此人即不是菩薩，乃凡夫也。以無般若度，則所作所為，

即見有四相故。餘一切法皆見有相，菩薩，實無有法方名菩薩。 

『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者。』此指發心者。實無有法，以一切法無有性相。而發心者亦無

有性相，以發心者與般若同故。所以說沒有法，亦無發無上正等正覺心

者，即心降伏矣。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説義。佛於燃燈

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章佛反問長老言。

此佛之本事，云佛於往昔在燃燈佛世時，有法得無上正等正覺法否。答

不也，正顯法無法性也。如我解佛所說大般若經義，其義本空無故。所

以無法可得，亦無得法者。故云佛無有法得無上正等正覺法是也。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即許長老所解之不錯也。謂佛昔實無

法得無上正等正覺。但假名字，而無有實法可得菩提。菩薩度生，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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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度，亦如佛往昔無法可得。 

『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

佛則不與我授記。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承上章佛印許長老答無法，假使法有，則燃燈佛不與我授記。有則無能

得記，以有法及有法者。以實無有法得無上正等正覺以法空故，授記亦

空。如維摩詰經，彌勒章詳說。 

『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

號釋迦牟尼。』是故，正顯無法也，以無有法，故然燈佛與我授記，

以授記自性空，授記法亦空。授記者亦空。釋迦，此云能仁，亦云能忍。

牟尼，此云寂默。以實無有法得無上正等正覺。方得假名授記、成俗諦

佛事。可知二諦不能苟且了事。 

『何以故。如來者，即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人不解如來義。』如來二字佛名之一。以

佛能知一切有爲無為若凡若聖，及一切事物都空，故如來二字，因眞諦

為名。如字，空義之別名。來字，自昔來亦如，故名如來。如來者，即

諸法如義。諸法者，五衆及十八界等也。於五衆十八界等如義、亦名空

義。若有人言，如來得無上正等正覺者，則是人不了解如來的意義。又

如來者，無乖異差別相故。衆生本如，應名如來，不得名佛，以未知如

故。 

『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

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佛又告

長老實無有法，佛得無上菩提者，以無上菩提空故。如來所得無上菩提，

於是中無實無虛，謂其所得無虛實二法也。此二法名為對待法，謂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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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虛故言有實。虛者，謂言有實故言有虛。佛言其所得之法，無實亦

無虚。法若離虚實，則不可說，不可取。正所謂心行路絶處，語言寂滅，

實指此說。切勿誤解指人人有個無相眞心，此心非形非色，非語言文字

所能形容。謂之心行路絶處，語言寂滅，以表道味者非也。但一切法皆

可如是說。若單指於無相妙心，菩提心，如來藏心，眞如心等者，皆入

外道義。何以故，名雖異而實單指唯心是也。再汛說之可謂如來所得無

上正等正覺法。於是中非生非滅，非有非無，非去非来，非眞非假，非

垢非淨，非上非下。或作無字，離，不，亦可。總名不二法，是爲正說，

反則爲邪說。譬喩持鏡照面，鏡中面爲虚，面爲實，如是實尚是虚，何

况於虚。當知一切世間法，皆是俗諦而言。若以眞諦言，有無但假名字，

有無實無有法也。 

『是故如來説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

即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是故，指上文無實無虚，如來說一

切法者，俗諦義也。即非一切法者，釋眞諦也，又但假名字。此三句語

文，乃說大乘法之精要也。因衆生被一切法所煩惱，諸佛依此一切煩惱

門，爲說解脱。衆生若能入此法者，名爲入諸佛法門。又名入空門，故

云皆是佛法。 

『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説人身

長大。則爲非大身。是名大身』譬如人身長大，長老答人身長大

者，有二說。（一）譬如人身長大者，實無有人身長大也。即非大身者，

若非大身，豈不是但說名大身也。（二）如来說人身長大者，依俗諦義也。

則爲非大身者。眞諦義也。是名大身者，釋真諦義也。若非，豈不是個

假名字，此即以假喩假等。所以說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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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衆生。

則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爲菩薩。』

菩薩亦如是者，謂亦但名字也。若菩薩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衆生者，

謂此菩薩見有四相。衆生亦有四相，滅對生字言，故言對衆生當有滅度，

此爲斷滅法。乃小乘義，則其人不名爲菩薩也。實無有法，名爲菩薩者。

此言菩薩相空故，而以世俗文字，命名爲菩薩而已。維摩詰經云，爱見

心是菩薩縛。又何得算是眞眞實實菩薩義。 

『是故佛説一切法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故指

法空之謂。佛謂一切法者，五衆，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及萬有等，

是名一切法。然而一切法中，無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以我

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皆如故。如義則不可說，不可得。我人十

六相，爲根本邪見，是大障礙，故數數言及不應犯也。 

『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

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莊嚴佛土，

即莊嚴菩薩當來果報成佛之國土，有緣衆生來生其國。國土有三種，淨，

半淨，穢者，隨衆生報而得生也。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謂此

菩薩著我相，則與凡夫無異。故云不名菩薩。何以故，莊嚴佛土者，依

俗諦而言。即非莊嚴者，依眞諦而言。是名莊嚴者，但假名莊嚴也。維

摩詰經云，菩薩不以愛見心，莊嚴佛土，而成就衆生是也。以菩薩於因

中、有三條件、謂佛道、度生，莊嚴佛土。然實皆非。 

『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説名真是菩薩。』

通達者，曉了之意也。謂曉了一切世間出世間，若事若理皆空無相。如

是人等，如來說名眞是菩薩。謂他有大乘智慧。眞字是讚詞，俗諦義。

總而言之，謂其具足大乘人資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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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

肉眼。』佛具五眼，肉眼即其一。佛之肉眼，見凡夫所見之境，如恆

河沙世界、及見衆生之事事物物。一切衆生之肉眼，乃由不淨因緣業報。

所有各類生中，各見各别。如人及畜各見各别，乃至四生類中，其見之

差别，各各合其果報之境界，乃由雜染因緣所致。佛之肉眼亦因緣生，

由因清淨，故佛之肉眼報得清淨光明，爲肉眼中之第一清淨眼。見即聚

類所現。 

『須菩，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

眼。』佛之天眼，見天人所見之境，如恆河沙數世界及其衆生。天眼見

無礙，能見光見暗。佛之天眼見幼，天人之眼見粗、只見各天之境。而

佛之天眼，見一切諸天之境。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

慧眼。』佛之慧眼見眞諦空理。乃果上之慧眼。小乘人亦有慧眼，亦

是果上之慧眼。但不及佛之慧眼。佛之慧眼見一切法空，無有自性。不

同學人所見空理。總之慧屬眞諦。餘四眼屬俗諦。是經佛重在慧眼，見

一切法空。即見衆生心不可得。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

法眼。』佛之法眼，能見九界一切事，一切的一切因因果果，互互交

雜，絲毫不爽。及見一切衆生之多心。思何事，見何事，聽何事，作何

事等。不唯法眼能見、肉天二眼，亦能見也。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

佛眼。』佛之佛眼，見諸佛之功德。及見以前四眼所見廣博。唯佛有

佛眼。餘衆所無。般若之旨，佛意以慧眼見衆生心，及諸法不可得，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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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空故，無有差别。故佛示以五眼所見證之。菩薩乃是學佛之人，須修

至不退轉地，便分具五眼。乃至諸陀羅尼。菩薩雖有，但不及佛具足光

明，而無缺者。如是所有等等，皆久遠進修，因緣果報，所化眾生的。

名爲法性生身，是爲正說。若言人人具足如來智慧德相者，名爲邪說。

何以知之，具足法無須加入何種條件，即天然有。何用修爲，違背因緣

法故耳。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恆河中沙。佛説是沙不。如是世

尊。如來說是沙。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恆河中所有沙。

有如是沙等恆河。是諸恆河所有沙數。世界如是。寧爲多

不。甚多世尊。』如恆河中沙，答是沙，此指凡夫肉眼，佛亦具肉

眼，故同眼見説是沙。如一恆河沙，有如是沙等恆河，是諸恆河所有沙

數，則世界如是，指天人之所見。佛亦具天眼之所見。佛天眼見如恆河

沙數之河之沙。但天人見粗，而佛天眼見幼。此釋肉天二眼見境。所用

之差别。 

『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

悉知。須菩提，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為心。所以

者何。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爾所國土中，指是諸恆河所有沙數等世界。其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

如來悉知其念。此指佛之法眼能見衆生之多心。又說爲非心，是名爲心，

以三心不可得。若云過去心，過去心未必有。若云現在心，現在心不住

亦不有。若云未來心，未來心更不生。故云三心不可得。以無心相故，

假名爲心。此指佛之慧眼所見。小乘人果上亦不能見，佛之佛眼，俱見

以前四眼所見、及佛境界。大菩薩雖有分見不及佛之五眼。菩薩是因人，

佛爲果人、故云不及。以上二章，釋佛之五眼義。但意在說衆生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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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無心何有從心生種種法乎。故一切法空，非指三心是妄，若妄滅則復

本眞心，試問此眞心從何處有，試想之。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

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

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説得福多。

以福德無性故。如來説得福德多。』謂如是布施，雖得福德多，

仍有爲施。福德乃因緣所生法，當然得福多。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福

德多。福德有實，實則不可增多。不實則可增多。由人之因緣而增多，

非天然實有之福德性。故云福德無性故。總顯一切法空。如十二門論云，

衆緣所生法，是則無自性。此無性亦無。要知福無性，方是多福。 

『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也世尊。

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説具足色身。即非

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佛之具足色身，世界第一。乃由修

福慧而得報此身。端正莊嚴，其色身以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和合，

名爲具足色身。其餘雖有得者，亦不及佛之光明，故稱具足色身，乃從

俗諦而言。即非具足色身者，乃從眞諦而言非。是名具足色身，但假名

也。此約總相名具足色身。亦名可相。以對相立言，下約相立言，名諸

相，謂一一相也。意謂相，可相不可得。如十二門論，言之甚詳。說明

究竟空如来。故云佛不以具足色身見。相好亦無。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諸相見不。不也世尊。如

來不應以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即非諸相。是名

諸相。』佛之諸相者即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也。而每一相，各立

一名，見此三十二相，及八十種隨形好中之一一相，皆無有如來相，故

云不可以諸相見。如來諸相，即非諸相，若從俗諦言，謂之諸相。若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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眞諦言，謂之非相。何以故，諸相但假名字，而無有相，謂之是名諸相。

更何况有佛耶。此經初說衆生不可得。次廣說佛不可得。實恐發心人著

佛。故重說相、及可相之非。（可相即總相也） 

『須菩提，汝勿作是念。謂如來有所説法。莫作是念。何

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説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説故。

須菩提，説法者，無法可説。是名說法。』此章正應上章佛不

可諸相見故。而囑長老轉教諸菩薩，勿作是念。勿者禁止之詞，謂若人

私窃評議，佛有所說法者，切不可也。你可教他莫作此評議。何以故，

他若說佛有所說者。此人不是讚佛，乃是謗佛。因此人無大乘智，不能

解佛所說義故。所以者何，當知佛說法者，無法可說，以法相空故，而

不過說假名，是名爲說法。譬喩說人，即是說人法，人無自性，即爲非

人，是名說人。以五衆十八界無人在。實無人可說，人但假名字，此名

爲說法故。不但佛無說法，則吾人及一切生類，亦無說語言乃至心識等

等。須通此義便知無說。佛身不可見、佛聲不可聞。 

『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於未來世。聞

説是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衆生。何以故。

須菩提，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必能生信。』

須菩提，稱慧命者，是以智慧爲命，言其人因修智慧成就法性爲命。颇

有衆生，言當來之信教者。若聞如來說般若度法，若是無法可說，及無

身可見，生信心否。佛告長老言，彼非衆生。謂其人知無衆生相，即云

他已離四相。是人又已不是衆生，乃大乘菩薩也。衆生者俗諦。非衆生

是眞諦。是名衆生，但假名字。此人便能生信心。不疑不懼。以上各章

已說此義多多贅贅。自長老述益後再問降伏應住。佛答各句，均屬重伸，

反覆推詳以實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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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

無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但是假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須菩提長老，至此再問佛得道，爲無所得耶。佛答無所得，乃至

於是中無有少法可得，即絲毫亦無。所謂得道者，但是假名爲得道，以

道自性空，得者自性空故。所以說乃至無有少法可得。倘說空中有妙有

者，其義皆不空。謂空者於五衆十八界法空，是中本性是有的，故云空

中有妙有，於是空中有妙性在者，皆非正說，乃邪說耳。全部佛教徒，

不能出此種外道邪執。 

『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以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佛告長老言，這無上

正等正覺法，而是平等的。何以故，是法無高下，無高下謂無對待法。

亦可云無東西南北，無左無右的。如上章説無實亦無虚等皆同。謂平等

者，此與虚空相等。虚空無相，菩提亦無相。虚空但由人們假立名字無

有質。菩提亦由人們假立名字而亦無質。故云平等，以是因缘故。則以

是中無四相，而四相等名字亦等。大乘要義就是平等，只是空則平等。

非言某事與某事為平等。 

『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

善法者。如來説，即非善法。是名善法。』佛言修一切善法，

則得菩提，乃俗諦也。善法者。對不善而言，如大乘對小乘。此言善法

者，指般若空法，修種種工作應觀空無相無作，是爲修一切善法。久而

久之，則得無上正等正覺。如來説，即非善法者，即眞諦也。是名善法，

但假名爲善法耳。當知善爲因，得菩提爲果，如此因果假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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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菩提，若三前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

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密經。乃至四

句偈等。受持讀誦。爲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其一。

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分所不能及其一。』假設二人，

一爲寶施，一爲法施。二人比較，施寶者不及法施。以百分億分乃至算

數譬喩分所不能及其一。寶施雖多，得福無常。法施雖少，能成佛道。

上數處作例，或一大千世界寶施，或恆河沙世界寶施，或恆河沙之河之

沙世界寶施，或以身命施，或以供佛爲比，當超此章，何以又反舉劣施

爲較乎，非劣也。不觀乎算數等分不及一乎。佛意推舉般若爲重也。 

『須菩提，汝等勿作是念。謂如來當度衆生。須菩提。莫

作是念。何以故。實無衆生如來度者。若有衆生如來度者。

如來則有我人衆生壽者相。須菩提。如來説有我者。則非

有我。是名有我。』佛囑長老轉告諸菩薩，勿作是念，謂慎勿妄論

也。佛當度衆生，誡之勿忘。實無衆生如來度者。非有能度及所度也。

若有衆生，如來度者。如來則著四相，與凡夫無異。如來説有我者，順

世俗而言。則非有我者，及第一義眞諦。是名有我者，是假名而已。佛

有時言及衆生有我等相及邪見。然佛根本了知衆生非衆生。豈反説衆生

有我爲實有我者哉。 

『而凡夫之人。以爲如來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説

則非凡夫。是名凡夫。』何處更有我呢，凡夫者世俗之人也，世人

深著世法，認色身以爲我。故名凡夫，佛以慧眼觀之，實無凡夫。離五

衆無凡夫相。故云説非凡夫，而凡夫相不可見，豈不是凡夫二字，但假

有名。故説是名凡夫而已、佛豈有我乎。於一切相亦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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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白

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説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

佛言。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則是如來。爾時

世尊而說偈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初章言見字，此章而言觀者義同，皆是審問長老之見

解，令其起解答。長老答不也，即答不可以三十二相觀如来。佛再假設

云，若有人言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則轉輪聖王，即是如來矣。何以故，

以佛有三十二相，轉輪聖王亦有此相，豈不是聖王即如來，色相同故。

輪王有四，曰金銀銅鐵，金輪王有四洲，銀輪三洲，銅輪二洲，鐵輪一

洲。聖王登極時，即具七寶。（一）金輪寶。名勝自在。（二）象寶，名

青山。（三）紺馬寶，名勇疾風。（四）神珠寶，名光藏雲。（五）主藏臣

寶，名大財。（六）玉女寶，名淨妙德。（七）主兵神寶，名離垢眼。有

此七寶故，名爲轉輪王。王欲東，則輪寶飛東，欲西則飛西，隨意自在。

設諸小王有不順王命，輪先往以示，則不待干戈而自賓服、故王王四天

下。具足千子，自然而来。乃世間第一福德人，有三十二相而非如来。

故説偈言，若以色見我，指以色相是佛。向音聲方面求我，以辯論説法

者是佛。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謂是人爲行邪道，而非行正道。又

切勿誤會，以爲有相是假，那個無相是眞。若落如是見，乃邪中更邪。

究竟空如來即空義。中論有一品、觀如来品，亦不能説無如来。謂無及

空即是如來。當知如來者，諸法如義。見相非相即見如來，非有如來可

見，實同一切法故。凡人見佛是妄見，聞佛説是妄聞。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以具足相故。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人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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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菩提心者。則説諸法斷滅。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應說斷滅相。』此章佛囑長老，

誡發心者，即新發意菩薩。若作是念，如來以具足相故，方得菩提，便

落諸法斷滅相了。何以故，非色滅空也，不可作此見解，所以囑發心者，

於法不説斷滅相。若説斷滅者，乃小乘之涅槃。而非大乘第一義，大乘

法無斷亦無滅。譬如鋸樹令斷、必認有樹，然後鋸樹令斷。若觀非樹，

則無樹可斷。然所斷者何，實無斷也。先見樹空，空不可斷，亦不可滅，

故云先觀有相者，便説諸法斷滅。所以囑莫作是念。又以佛具足相方能

成佛，則此具足相，非常住相。乃生滅無常相，豈非斷滅耶。然世間萬

有都無斷滅。若大乘人發心欲成佛道，而又必以具足相方成誤也。若具

足相，終入涅槃，又豈不是斷滅嗎。是故説斷滅相。謂涅槃後、不復相

續曰斷。再不復生曰滅。今誡勿作此念。遠參法師云此段文、前人加一

「不」字，意謂不應作不以具足相成佛。必有具足相才能成佛，不然便

是斷滅。又以空義為斷滅，萬不可以空為終極，以有佛故。這完全反前

所説。然寶空義，不是斷滅義、有具足相、便是斷滅。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恆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

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性。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

德。』此章，假設二人行道。一爲，能施恆河沙等世界七寶，屬有爲法。

一爲持經，知一切法，若有若無有。無自性，無他性，無共性，無因性。

他曉法本無性故，得成於忍。即法忍，生忍，無生法忍。不驚不怖。住

於般若度中，如是菩薩所得福德，勝於寶施。此經重重作此種校量，意

在般若波羅密之福力大故耳。但經中之說寶施，大都指不浄施。而非清

浄施。 

 



 

45 

 

【 金剛波若波羅密經 】 

『何以故。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

世尊。云何菩薩不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

貪著，是故説不受福德。』不受福德者，菩薩應知福德無性，所

作亦無性，名爲不貪著。若貪著，此菩薩即不是菩薩，而是凡夫，以著

四相故。不貪著則反得福與虚空等，則無四相。此佛說他眞是菩薩，菩

薩志在菩提，故說他不受福德。實無福德可受，若有能受所受非菩薩也。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

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

去。故名如來。』若有人言，假設有人說起如來。他說如來者，即

那若來去坐臥者，便是如來，故云他不解如來義。總言他在色相上著眼。

佛自說云，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如者空義也，來

者來亦如，如是則無來去。故名爲如來。衆生又何曾有來去坐臥舉止屈

伸。中論有破來去品，請讀之自了。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

塵。於意云何。是微塵衆。寧爲多不。不也，世尊。所以

者何。佛説微塵衆。則非微塵衆。是名微塵衆。』假如有人，

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爲微塵，此等微塵衆多否。長老答不，謂無微塵衆也。

以佛說微塵，從俗諦而言。非微塵衆，從眞諦而言。是名微塵衆，但假

名也。微塵非微塵是名微塵。上文已說過，此再重說，下文說世界亦然。 

『世尊，如來所説三千大千世界。則非世界。是名世界。

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則是一合相。如來説一合相。則

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者。則是不可説。

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承上章說世界散而爲微塵，此指聚微

塵而爲世界者俗諦也。即非世界者眞諦也。是名世界者假名也。長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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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世界實有者，則是一合相。正顯世界無性，聚微塵而爲世界故。故説

一合相。然實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耳。但是凡夫之人，以爲實有世

界，故云貪著其事。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即迷其理也。散之而屬微塵， 

聚之而爲世界，此便變幻之相。如掌揑爲拳，伸之爲掌，實非拳非掌。

但顚倒見有，説凡夫貪著，云其無智也。 

『須菩提，若人言，佛説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

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説義不。不也，世尊。是

人不解如來所説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衆生見、

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

人見、衆生見、壽者見。』若有人言，如佛説衆生四見，是人解

佛所説義否。長老答不，謂是人不解佛所説義。彼必以有四見故。所以

不解佛説四相見，爲無四相見，是名四相見。何以故，彼無大乘智慧，

所說不離色相故。上章說世界非世界。此說見非見，然世界尚非。况妄

見邪見耶，故有此說。若有四相，則說我見。若無四相，我見，見者皆

無。中論有觀顚倒品，說明無顚倒義。 

『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

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

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佛又囑長老轉教諸菩薩，

謂發心者。應如是了知佛說一切法無相，一切法皆假名的，實不可思議

故。所以囑諸菩薩，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即住於

般若度中。當知佛說法相，如是如是。乃總結勸如是如是不必多生枝節，

若說有性，即生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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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提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

偈等。受持讀誦。爲人演説。其福勝彼。』假設二人，一以满

無量阿僧衹世界七寶布施，即以每阿僧祇爲單位計算。一以受持比經乃

至四句偈，四句偈者，將此經之精要譔爲四句，爲人敷演此經教義、此

人所得福德，勝於寶施者。佛意重般若度，故以般若喩筏，能度菩薩至

菩提地。又佛意謂六度中，智度爲最應尊重尊重，珍貴珍貴。不能依照

邪人之說，大小乘不異。 

『云何爲人演説。不取於相。如如不動。而説偈言。「一

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佛告長老，云何爲人演說者，不取於相也。相字指一切法之性相，謂不

取有亦不取無。中論云，若復無有有，何處當有無，有無二俱無，知有

無者誰、是也。如如不動者，如字空之别名，叠續謂之空空，空空者，

空亦空也。有無既空，故云不動。非指有個無相如如不摇不動，名爲眞

如。如起信論正是此說，謂其相寂而常照。大般若經，謂一切法空，假

名眞如。非形容眞如相，非有相非無相，彼誤以非無相者，即空又不空

也。何以故、不空即是妙有。其實非無相者。空亦空也。謂空亦無，名

空空。即入不二法。何來有個空不空義，名爲眞如。此乃邪見，而非正

見。閲大般若經便可了知。一切有爲法，總指三界相。如夢者，如人入

夢時所作所見之境，錯以爲眞，及人醒了夢境不可見，故以法相如夢。

如幻者，幻術師所幻諸人物，無智者，錯以爲眞。如泡者，滴水成泡，

離水無泡，如影者，鏡中影像，離人鏡中不得影，影但假現，而無性相，

亦但假名。露，即露水，離水無露，露但假名。電，即電火，離火不得

電，電亦假名，總自相空。又以石女兒。盲者見色。榨沙出油。芭蕉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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龜毛。兔角。空花等。皆喩法相無相，與虚空等。故云習者，應作如是

觀。 

『佛説是經已。』說此經已，即指大般若度經中此段文義也。 

『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 此出家二衆男女。 

『優婆塞，優婆夷。』二衆在家男女，合四衆爲小乘人。 

『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其中包括在家男女菩薩。但菩

薩名稱不分在家出家，唯以大乘法爲法定名。小乘人亦然。非同中國佛

教以授戒多少爲法定。 

『皆大歡喜。信受奉行。』信受二字可分說之，有信，未必能受。

有受必有信。今小乘四衆，只能信佛所說不謬，幷非受持此法。若受持

即非小乘四衆也。如須菩提之信受，志在教菩薩，非自修也。餘天修羅

更談不上受持，只好能信。若照現在佛教徒，所言受持，究竟受持何乘。

但教乘渺茫，更又談不上受。只好說是名信佛教徒。若能如法信受奉行

者，在此一切大衆，唯有大乘菩薩，受持奉行，隨緣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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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序 

佛陀說教，施設六乘，謂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大乘，

一乘是也，前五爲權，後一爲實，此經屬大乘，非小乘，亦非一

乘，凡經文及經義，有不合般若經法者，逺參法師，則爲修正，

翻印流通此經之要旨，佛陀示法，重在說一切法皆是「名字」而

已，用虚空之但有名字爲代表，若曉虚空本無體相，亦無心識，

一切的一切寂滅，不可說，不可識，而人們但對有法强立其名，

名之爲虚空，當知此空但有名字，斷無實質，而至於一切諸法亦

無有實質，唯有名字，與虚空性同一般，佛以此名字開示眾生，

爲大乘門中常常用及，而菩薩能曉此門者，名入諸佛空門，此空

本空，小乘以有空，此心經爲最易了解故，「心經」即大般若經

之經心，倒名心經，學者則爲略解，叙此數語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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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波羅密多心經 
 

唐三藏法師玄奘譯   逺參法師修正   

學人陳燕初略解   黄允許校對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此爲經題。般若，譯智慧，原是梵音，乃大

乘菩薩的大智度。人若發心求佛道，佛則教其當學般若波羅密多。般若

本空義，又名平等義，空義謂以空爲主義，空無差别相名平等。人若曉

得這空義，一切世間出世間法，若凡若聖若事若理，總可攝入，名入空

門。以曉得諸法本無性相，不可言說，名爲眞諦，但假名字是表了。可

言說名爲俗諦。菩薩曉了二諦，則不被諸法所惑。般若不說天然有，是

學習的。内能曉了諸見，外被曉了諸境，合此二者，名爲般若。不得單

取能曉或所曉爲般若、是大乘理智。小乘人之智慧，雖名智慧，不得名

般若。其餘亦復如是。唯大乘之智慧，不譯智慧而譯般若，恐有混亂之

過。故以般若名字區别之。小乘人知諸法無常，苦，空，無我爲智慧，

知有爲亦知無爲。人天只知有爲、而不知無爲。畜生及其他種類亦有智

慧，只曉得活動尋食，苦樂雖知，但不知何是苦何是樂，各各合其業緣

之境而已。智慧之差别如此，故般若宜存梵音者此也。「波羅密多」，

有譯只「波羅密」義同，此云彼岸到，實則到彼岸。又譯度義，度有度

脱，度過，度到等義。到彼岸者，是度到義，藉智慧力能達到一切法之

徹底，故名到彼岸。彼字指一切法。若約度脱義，即度痴蔽。般若爲能

度，痴蔽爲所度，般若空故則不被束縛，名度過義。「心」字非指人心， 

眞心，妙心。如來藏心，妄心，肉團心等。乃指大般若經之心。大般若

經有六百卷之多，而此經攝取其中之精要，名之爲心。實則經心，亦是

重心，綱領義。如有反對者，請閲大般若經便明。若作如來藏心。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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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妙心等，屬外道義，乃邪見而非正見。「經」字指全經文義。有以

音聲爲經，屬説者，有以文字爲經，屬宣傳工具。 

『一時釋迦牟尼佛，告舍利子。』一時約時間言，此句乃第三方

面描寫當時情形，編者撮經之大意。舍利子，此云鶖子，鶖，即舍利子

的母親名，因母名命子名，如某某子也，印度有此風俗，乃小乘人。當

時爲佛小乘大弟子之一，諸大弟子學業各有所長，而舍利子的智慧第一。

此位長老，於般若會上，占重要席位。佛告舍利子，非望舍利子棄小乘

轉大乘。乃告令轉教在家菩薩，習行般若波羅密多，何以故，菩薩當習

般若度故。 

『色不異虛空。虛空不異色。』色乃五蘊之色蘊，亦名五衆之色

衆。首句指色蘊當體，次句爲旁顯。謂色蘊當體空，不異於虚空，虚空

本空，故不異於色。何以故，色乃假名，虚空亦是假名。故云色不異虚

空，虚空不異色。以二名皆假，故云不異，不異言一體也。 

『色即是虛空。虛空即是色。』上二句言不異，下二句言即是。

旣云不異當然即是，即是一體無異。乃應上二句。會合其説。 

『受想行識。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復如是。』受

想行識，合上之色字爲五蘊。謂色蘊旣假名，餘四亦復假名，乃至三菩

提，亦復如是。乃至二字是超略之詞，於其中間名稱甚多，無須盡擧、

大般若經有二百餘法略舉至末句，以省麻煩。色蘊指衆生色身，是假有

其名，與虚空等。謂身乃由多部份合成，若除各部份則無有身相可言。

如除樹無林。虚空亦人們命其名曰虚空，二法俱假有其名，而無其實。

佛以此義開示衆生，令離諸著，爲大乘法門之一，一法如是解，法法亦

如之。五蘊之蘊字，積聚義，以五種和合成此身。此身内外中間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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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作蓋覆義、云五種蓋覆眞性。致令眞性埋没於五藴身中，正所謂五藴

身中有眞佛者，皆屬邪見。當五衆爲正，於五衆和合假名衆生。衆者衆

緣所生法，是則無自性。每一衆亦衆緣生，亦無自性。五衆尚假名字，

何况五衆中有眞佛呢。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復告鶖子言，所謂法者，指一切法也。

諸法謂上自五衆，下至菩提，一切的一切，皆是空相假名，亦名客名。

衆生由俗諦見解，誤以爲實有其相狀。無智慧，而不嘵空無相，以無相

作有相，妄生顚倒。有一般人既知妄相無相，故以離有相而取無相。較

之作有相者更顚倒。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不來不去。』此四句即

說諸法空相之所以。「不」字無字義，即說無對待法。一切法是俗諦，

皆說對待有。眞諦義說無對待，法若說無對待，豈不是諸法空相見嗎。

何以故，生字對滅，垢對浄，增對减，去對來。略舉四句，以類一切。

以諸法既無生滅及去來相，實不可說，不可取，不可見，究竟空寂，但

假名字。 

『是故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

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

此章首句欠色字，合上文之第一句色字爲五衆。次六根、六塵、六識。

是故謂承上章佛已示色空，乃至菩提空，皆是假名空相。所以五衆十八

界等，而無相。上文五衆之色字，單指色身之色義。此章第三句色字，

是指六塵之色，括世界山河大地等。 

『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此

章説無十二因緣法，乃至無十二因緣盡。有十二因緣，則有衆生，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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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緣盡，則有辟支佛。有而入無，是小乘法，即有爲入無爲。現在説

大乘法，有亦無，無亦無，離此有無二法。故説無十二因緣，亦無辟支

佛果。以十二因緣無性，但有假名字。辟支佛果無性，亦但假名字。故

云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盡。法屬中乘辟支佛空。 

『無苦集滅道。』此章説無四諦法，有四諦法，則有阿羅漢果。現

在説大乘法，離有無。入不二法。故説無四諦法，及無阿羅漢果。以四

諦法無性。阿羅漢果亦無性，但假名字。其相空相，與虚空一般。故云

無苦集滅道，法屬小乘阿羅漢空。 

『無智亦無證。以無所有故。』此章説無般若度法，及無證道者，

以無所有故。謂二者皆無，無智，簡稱，應云無智度。及證菩提者。有

智度法，則有證道者。又智是佛一切智，證道者是佛。今説大乘法，義

分眞俗，諦者審理之謂也。如說有般若度者，是從俗諦言。說無般若度

者。從眞諦而言。不可言說。是故菩薩須曉二諦去行道。名眞菩薩，否

則名衆生。而佛說無智度，及無證者，以智度無性，但假名字。證道者

無性，但假名字。其相空相，與虚空等。又名第一義諦。即上言乃至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也。 

『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密多故。』菩提，譯覺，又譯道。薩埵，

譯人，又譯有情及衆生。合云爲，覺人，道人，覺有情，覺衆生，簡稱

云菩薩。言此人依佛說般若度，自覺一切法空相，但假名字。非謂覺個

自性本空是佛，及覺他人曉個自性本空是佛。若如是解。與外道法無異。

以其法不合因緣果報。福慧兩足，方得成佛。他說人人本具如来智慧德

相，此屬天然人人俱有具足。若如是說，何用修爲，以具足是佛故。所

以言其不合因緣法，屬邪見故。如中論云，「因缘所生法，我說即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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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有也。乃修法由因緣有，此空亦空故。又云「大聖說空法。爲除

諸見故，若復見有空，諸佛所不化」。當知空法亦無，名之爲空相。是

故覺人當依智度，覺諸法空相，與虚空同一般也。 

『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謂此等覺人，依智度之

行因，曉了諸法空相，五度亦如是。歷劫修來，觀無三際，捨身受身，

觀無心身，若見諸淨土，不以爲喜，入諸穢土，不以爲憂。應以神通力

現種種身，不依客塵煩惱。唯求佛道，化度有緣，歷久不退。由此覺人，

心身得無罣礙，隨意自在。以得無罣礙故，皆是覺人依般若波羅密多，

而得如是。又名得皈依法是也。 

覺人有般若力，知一切空，將成一切智，故得心無罣礙。由於無罣礙，

則隨機化度。上天堂，入地獄，到人間，無不如意自在。所以覺人之心

無罣碍故，則無有恐佈驚懼等事。 

『能遠離顛倒夢想。』能遠離須藉般若之力。所遠離是覺人之顛倒

夢想。以菩薩得無四相無四相則無顛倒夢想。如是則菩薩非菩薩，名爲

菩薩。但假名字。而顛倒夢想，亦但假名字。與虚空等，則不被諸法所

惑，不惑則永無顛倒及夢想。顛倒者，諸不淨法中計淨故苦中計樂故顛

倒。無常中計常故顛倒。無我中計我。行者内身有淨、常、樂、我，審

求之都無。内觀不可得，外惑當何有耶。是爲顛倒，若顛倒空，夢想亦

無。 

『究竟湼槃。』此指佛之涅槃，非小乘涅槃，小乘涅槃，由有爲入無

爲名涅槃，是寂滅義。大乘涅槃，非有爲亦非無爲，當體寂滅。大乘義

徹底空，究竟寂滅，連究竟寂滅亦空，是名涅槃，但假名字，與虚空等。

小乘法不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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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知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力。』此爲結告鶖子，謂菩薩能

達心無罣碍，無有恐怖，及能遠離顛倒夢想者，皆是般若力。以其力大，

故以大神通力、比方般若力。又如金剛神力土爲神力。然菩薩有大神力

者，亦由學般若所得。維摩詰經云，能將須彌山王，納入芥子裏，此言

大神通力是俗諦義。若以般若力言，須彌山王空相，但假名字。芥子亦

空相，但假名字。二法不異，不異即是與虚空等，是眞諦義。故云般若

力是大神力。 

『是大明力。』大光明力，能普照一切而無碍。大般若度力，能明一

切法空相，故云是大明力。 

『是無上力。是無等等力。』言除般若力外，其餘無有一法可比

得上。相等。當知般若力，獨一無二，至上至尊，以上四句，總是讚歎

般若力量，若菩薩依之，心無罣碍及無恐怖，亦無顛倒夢想等事。 

『能度一切苦。真實不虛。』能度，指般若之力量。所度，指一

切有爲法。若無一切法，故無一切苦。眞實不虚，言佛所說的無虚妄。

人若能依法修行，自能得佛福慧，離苦得樂。故無恐怖，及顛倒夢想。 

『故說般若波羅密多經。』佛教菩薩修佛道，離苦得樂。故說般

若經，此經是菩薩修因證果之法寶，名爲皈依法。大般若經云，菩薩當

習行般若波羅密多是也。舊本云，故知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咒，乃至

無等等咒。添足者意以咒力大，混般若力大。故以般若度說是大神咒，

乃至無等等咒，當知般若度非咒，既知般若度力大，不能將般若度爲咒、

是般若力大故，何用咒爲。意以咒語插入般若者，混不入也。遠參法師

云，後人有以咒添足者，誠欠解，考佛教絶無咒語。有者不明佛理之人

妄加附入，此心經雖少，但能了其中義便足，以經義力大故，何用咒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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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佛說教理名經，後人解義爲論，論者辯論也，爲解經中之精要，作者陳

那造大乘掌中論，龍樹造大乘破有論，及二十頌論，此两位菩薩，不同

佛世從他方到會之大菩薩，彼由皈依大乘法而得名菩薩，其學識通三乘，

故造斯論啟示後學，接引初機，得正如見，次閲餘論，凡讀大乘經典者，

焉可忽視，此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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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菩薩陳那造   唐三藏法師義浄譯   

學者陳燕初解   黄允許校對 

 

『論曰（辯論）謂於三界但有假名。』此論假名爲宗。 

『實無外境。』境、實字義，指凡所有相。 

『由妄執故。』此論爲解大乘般若經之經義。般若以空爲主義，其精

要有眞俗二諦義，學者於此爲入門之捷訣。三界者，欲界，色界，無色

界也。實無外境者，名外無實、於三界無實性相，各各假名而表了。由

妄執故，起於世俗見慣，妄以三界事物之有性相。而不知其空無相，妄

執成性，牢不可破，假名成實有性。 

『今欲為彼未證真者。』彼字指妄執者，眞字即指眞諦，即空義非

眞假之眞也。 

『决擇諸法自性之門。令無倒解。故造斯論。』决擇者分析

也。諸法自性之門，指諸法自性相狀。門字作可入義，謂入空之門，即

指一切法爲門。令無倒解者，令後學得正見，不致錯解。則不受三界所

牢籠，便超三界，亦無涅槃，只一空空。 

『頌曰（虚見實見）於繩作蛇解。見繩知境（蛇）無。（再）

若了（見）彼（繩）分（蔴股）時。知（繩）如蛇解（見）謬。』

謂初見蛇爲虚錯，及次見繩爲實錯。 

『論曰（辯論）如（人）於非遠不分明（不清楚）處。唯（忽）

見蛇繩相似之事。未能了彼差別自性。』自性指蛇及繩，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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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故名差别。 

『被惑亂故。』失正知見。 

『定執為蛇。』初見錯繩作蛇。是虚錯之見。 

『後時了彼』彼字。指繩。 

『差別法已』不致認繩爲蛇。 

『知由妄執誑亂生故。』覺時知由自己妄緣前境。是故將繩錯作蛇。

自誑惑亂生心故。 

『但是錯解，』錯以繩。見作蛇。 

『無有實事，』蛇相之事不實。 

『復於繩處支分（股）差別。』又將繩之股分詳細察了。 

『善觀察時。』照繩之自性細心認定時。 

『繩之自體亦不可得。』認定繩體實非有繩。乃蔴皮也。如是則繩

之自體不可得，繩但假名字。以此一門入一切空。何以故，照此一法解

釋，以例一切法，一切諸法，皆以支分共成。焉有本體，如軍、如林、

假名也。 

『如是知已。（指假）所有繩解猶如蛇覺。』所有見解，猶如

覺蛇一般。是故當知無繩也，繩但假名。蛇不足論矣。故三界但是假名

也。 

『亦於彼分毫釐等處。』彼指蔴皮也、其中仍有粗幼自性差别。故

于分毫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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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相假藉。』初由蛇覺，次由繩覺，再蔴皮之分毫釐等覺。從粗至

幼，亦不可得，不但繩自性空，蔴皮等自性亦空。 

『無實可得。』粗幼蔴相等皆不可得。即總相别相不可得。亦名相可

相。 

『唯有妄識。』全在作祟，識即心也，唯有妄心而已。 

『如於繩處有惑（蛇）亂識。』心由繩相所惑亂故，則唯有生起妄

執。 

『是故緣繩及分等心所有相狀。』心也，是故心由境爲緣，乃從

蔴股等生起妄執之心，所緣成相狀亂識認蔴支分，及分别粗幼等等的心

識。 

『但唯妄識（分别）。』此皆妄心，而非智慧。唯識家若明此，則不

說諸法唯識。唯心家亦不說三界唯心矣。當知唯心唯識，無自性，皆和

合生，故無自性，但假名字，下第四頌再破妄識。 

『頌曰諸有假設事。』此云世間一切的一切，皆由人們假設立的，

故云是假設事。 

『詳觀自性時。』詳細觀察一件物及一類生等，及其自性相狀時。 

『乃至世俗境。』總徧三界相之有無景色。 

『從他皆假名。』由一物一類生，乃至各界相，及語言文字性等。

他字指人們，皆依妄心而假立其名字。 

『論曰（論上文之頌文意義）。如於繩等支分之處別別分析。』

例如繩相、蔴相、分相、及絲相等。别别分析、即一一觀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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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觀察時。』依大乘人之智慧，詳細觀察其自相。 

『知無實體。』如繩，知繩之相，蔴絲毫之相，皆空無相。是故無繩

亦無蔴。 

『唯是妄心。』完全由於緣境而生起妄心。妄心指世俗知見心之緣境。

言其無正知見，以爲實有其相，不知但是名字。 

『如是應知一切諸法但是假名。』如是指上義、而例三界一切相，

乃至微塵及一切事物等，總名一切諸相。本無自性、皆由人們安立其名。

曰某某等，故名假名，而假名即空。 

『如瓶衣等物。』舉二法皆因人造，即非天然之物。 

『藉泥縷等成。』如瓶相本無，由陶師練泥加火窰等因緣成瓶。如

衣由棉縷紡織成布，加剪裁成衣。 

『乃至言説識所行境。』言說由唇舌喉腔氣開合等和合出音聲。言

有一切名境。識由外境内意和合發生識情所行境，如是皆非一定固有，

和合生故，可知言境，與識所緣境，二皆虚也。 

『未至破壞。』如瓶衣，成瓶衣時期。 

『名爲瓶等。』等字衣及一切物，安立其名，故名瓶衣等。 

『言從他者。』瓶衣為自，世人為他。 

『謂從世俗言説而有。』瓶衣等乃無情界，非能自我名瓶衣等。皆

由人們賜其名號爲瓶衣等。此謂俗諦義者，但隨各人立名，名義言說不

同。 

『非於勝義』勝義名義、外道有外道勝義。小乘有小乘勝義。大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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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勝義。此言勝義者，大乘之眞諦也。又名第一義諦，又名了義。了

義者對不了而言。是小乘義，及俗諦爲不了義。此言非勝義者，乃俗諦、

假的。 

『頌曰（微塵章句）無分非見故。』此言如一點微塵相。乃極微之

微子相、若以俗眼見，則非易見，因其相難以辨别，分其方圓等故。 

『至極（微）同非有。』言極微之至，亦同於無相一般。 

『但由惑亂心。』至於極微，緣而不捨，故云惑亂心、即妄識之别

名。 

『智者不應執。』智者，非指俗智，乃指有大乘般若度之士。當覺

極微之相為無，以其相空。如一須彌山王為極大，而智者亦不應執有須

彌山王，况微塵相乎。佛教徒中有常說四大四微成諸法。誤爲佛法、實

外道邪見深也，但不識是外道學說。 

『論曰若復執云。諸有假事至極微位。』若復有執云，假設有

人言，謂徧三界一切事事物物，分至極微子相等。 

『不可分析。』謂其人雖云有，則不可分析其自性相狀之如何。因非

其有自性故。 

『復無方分。』至如一極微子相，復不可作有東西北等方分。 

『是實有者。』實有微塵性。 

『此即猶如空華，及兔角等。』假如其實有相者，亦猶如空中生

花，兔兒有角，石女生子，靈龜發毛，盲者見色、沙榨出油等。此總無

有是事，此皆比方一切法，無有相狀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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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見故。』微塵相不可見故。 

『無力（觀者）能生緣（取境）彼識（緣生）故。』蓋微子相等因

不可見其相狀，便是不可見。故無能取爲境，而生起妄識等心。智者應

以空爲修，不以有爲實有。 

『所執極微定非實有。』然以微子相無故，所以定其非有相，俗諦 

義如是不可窮、便是眞諦。 

『所以須說不可見。』定其非有者，所以須說其不可見。 

『因由彼不能安立極微成實有故。』因其無性故，據彼微子相

之自性相狀，實無極微之相。所以彼不能安立，成爲實有其相。一切事

物雖可見可取，究竟觀之不可見不可取。當體空寂，更有什麼析至微塵

的話。 

『所以者何。由有方分事差別故。』如極微成實有者，彼之自

相，當然有差别。如色聲香味觸，方圓長短角度等相。器界相，只有五

塵，而無法塵。 

『猶（人）現見有瓶衣等物。』有差别者，正如人現在見瓶衣等差

别相。 

『東西北等分別故。斯皆現有支分可得。』有相者，猶如瓶衣

等相狀。有可分其四面或中間之差别。一一皆可形狀，可形色等差别相。

有支分及方分故。 

『若言極微是現有者。』假使微子相有可表現其性相者。 

『必有支分別異性故。』必有性相之情狀。令人見之知其多因緣和

合其性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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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掌中論 】 

『是則應許。』許其有微塵相。 

『東西北等方分成故。』必有四方面背等分别異故。 

『此實極微理不成就。』其相至極微，而說其有相、是不成道理，

無方分及支分故。 

『亦非（不是）一體（由）多分成故。』云至極微體性，假如有者，

亦不是一體由多分所成的。 

『見事別故。』别者别相，如二相，當有别相，非極微相，如是觀察

便可知。 

『一實極微定不可得。』一實極微，謂無支分等相，所以極微之相，

實不可得。 

『如是應捨極微之論。』如是即指其性不成立。故應捨去微塵之論。 

『智者了知三界咸是妄情。』智者泛指有智慧之士，應知三界一

切法，咸是妄情。正如有人於非遠不明處，忽見蛇繩相似之事。被惑亂

故，而生妄情，以無爲有，妄之至也。 

『欲求妙理。』謂大乘空理。 

『不應執實。』不應執有三界性相，方堪稱爲智者。 

『頌曰妄有（識心）非實故。』謂妄心本来非實有之性，又幻城等

爲非實有。 

『與所見（境）不同。』心屬内，境屬外，於能見及所見不同故，

又幻城與實境不同。 

『由境相虛妄。』由於外六塵，假現有相，不知其無相而被虚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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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掌中論 】 

惑。又正指幻城而言。 

『能緣（妄心）亦非有。』生起六識妄心，此等妄心，乃由内六根，

緣外六塵，和合生六識妄心。究竟六識本空，以能緣之心，取所緣之境，

故云能緣亦非本有。 

『論曰若言我亦於彼瓶衣等事。許彼（瓶衣）自性不可得。』

準如瓶衣自性空無有。 

『皆是妄識之所分別。』爲有的皆是我人之能緣心去分别，所緣之

瓶衣等境故。 

『然而緣彼（瓶衣）相狀亂識（我心）。』皆是被彼相狀所惑，故

生心起分别色相。 

『是其實有（識）。』因識情痴了，便錯認以爲實有識。 

『觀乾達婆城及幻人等。』若是實有者，譬喩觀乾達婆城及幻師

所幻人物一般。此云嗅香鬼。此鬼能化城市人物，所化之城市人物，不

能久住。如人知此處原是荒地。此次偶然見有城市，及人物來來往往，

審察不久，其境便滅，印度有咒術家，他以咒力，成爲彼宗之哲學。他

能以咒術幻出人物，所幻人物，與常人無異，但是此幻人是化現的，他

没有自性，由幻師指揮其動作，非能自己活動。實非有人。故譬喩世間

法非有，無異鬼城及幻人。 

『其識是有。』如觀境分别時，此時妄現之識是有的。 

『設有此識。』假定有此識心。 

『亦非實故。』亦非定有，乃妄緣所現，其性非實有，乃妄有。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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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掌中論 】 

者何，一念中生住滅相不可得，生時不得有住滅。住時不得有生滅。滅

時不得有生住。生住滅性相違故。是謂非實有，性空故，妄現故。 

『與所見事（境）不相應故。』能知是識，所知是境，不相應者不

符合。謂以幻城爲境，識何能生耶，故不相應。 

『此惑亂識（心）。』皆可見不實，識心何能實。 

『於所緣境作有性（相）解。』由所見境已明是幻，則不應認其有

相。 

『彼（境）事自性已明非有。』境事自性已明白其相非相。 

『境旣是無』觀者既明白境是空無相者。 

『能緣妄識（心）亦非實有。』能知境之分别心，其性亦非實有。 

『云何令彼妄識有耶。』如上分解，不能說妄心是有性的，所以破

識法，若唯識家，若唯心家，皆在破之列。以識心無有，不能說無中有。 

『然於世間。不曾見有無能生種子。有所生芽等。』至於世

間等事，未曾見有無能生種子，以壞故無能生。而又生芽，豈非怪事嗎。

又未見這奇怪的芽，如炒谷能生出芽来的。 

『又斯（道理）汝說幻城等喻。道理不成。』謂汝以上所說乾

逹婆城幻人等喩，皆不成什麽性相道理。當知一切識只有名耳。 

『頌曰（利益章句）斯皆是假設。』以上所說皆是假設。 

『善覺者能知。』善覺者，指大乘人也，彼便知我以上的假設事，

說的是正道理。 

『智人斷（空）煩惱。』智人即善覺之士，彼有大智慧，於世間 



 

69 

 

【 大乘掌中論 】 

謂煩惱能斷。斷字空字解，不能作斷義，以斷字是有義，有方可斷故。 

『易若除蛇怖。』言智人之斷世間煩惱事，易若上文所說蛇之覺悟

法。 

『論曰如説三界但有假名。』如我以上所說三界事物等，其性空

故，但有假名字耳。 

『瓶等麤境既除遣已。』如上解瓶衣等之粗淺法已經曉了，意在以

近譬遠。 

『知從名言而有其事。』大乘法教人由近而遠，淺而入深，指導之

方便法。從人們之安立名號，令觀此名號，是否有實。習者應從此名字

法著想觀察。 

『善觀察者能了知已。』善修大乘法之士，如能了知已，便是知了，

名之爲曉。 

『即於繩處蛇怖除遣。』如是初學由於觀繩爲蛇，覺繩無蛇。覺蔴

股無繩等已曉了，便曉了法但有名字。而無實事已，乃至一切法，亦復

如是知，如是見。 

『復審思惟。』繩之成分。 

『了彼（蔴）差別。』蔴股等之形相。 

『於繩等妄執亦無。』追究下去，繩相、股相、蔴粗細相，顔色等

相皆空。 

『如是觀時。』如上所說。 

『一切能生雜染之法（境）易速蠲（經年切音堅）除。』一切 



 

70 

 

【 大乘掌中論 】 

能生雜染之法，謂三界法相。易速蠲除，謂見之便曉、但假名字。此即

以智知一切法性相空故。雜染之法、指能生貪瞋之境。 

『煩惱羅網及諸業果自當斷滅（空）。』有一切事事物物，故能

生起一切煩惱，則一切衆生，皆落在此煩惱羅網中。故佛以大衆法而度

脱之，但教衆生觀一切法空相，令離諸著，住於般若度中。如曉了一切

法空相，則業果空，空名斷滅。 

『有別頌曰（另也），智人觀俗事。』如大乘人觀察世間一切的

事事物物等。指發心菩薩居世間習行般若度。 

『當隨俗所行。』大乘法有二諦。此正應付隨俗所行之妙法也。菩

薩隨俗行化，要明二諦義故。世間一切若事若理，若語言，若文字，而

爲說法，總歸俗諦義。爲說此若事若理若語言，若文字等，無有自性相

狀。但假名字，皆不可說，不可取，總歸眞諦義。故云隨俗所行。有一

般人亦說隨俗所行，因世俗人有祀神及燒香紙等。即備諸神像，賣香紙

等。而予世人所求，乃至教世人作大小鬼事，作承接做大小功德。名爲

隨俗所行。豈非笑話。其實他們爲着自己打算，托名方便隨俗，諒亦不

曉什麽是隨俗所行的意義。要有眞諦才有俗行。 

『欲求煩惱斷。要明真勝義。』煩惱斷者，謂煩惱空也，若見有

一切法，故起一切煩惱。若要無煩惱，當知一切法空，法若空觀，則煩

惱空故。眞勝義者，即眞諦義也。所以欲求無煩惱斷者，當習般若度的

眞勝義。才有是處。 

『猶如世人於諸俗事瓶衣等處。以爲實有。』例如世人觀瓶

衣等，以爲實有瓶衣等性。由習俗見慣故，而不知瓶衣等爲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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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掌中論 】 

『名瓶衣等。智者亦爾。』世人說名瓶衣等，而智人亦說名瓶衣

等，世人觀實有之事也，而智者雖隨世俗說名瓶衣等，實智者觀無有瓶

衣等，不過但假名而已。此指眞諦義。 

『當順世間而興言説。知非實有。』此指智人之自覺化他事，

當以二諦義去行工作，化度有緣。如世人說有若事若理、若語言若文字，

順爲說法。爲此說若事若理若語言若文字等，自性空相，但假名字故知

非實有。 

『若樂觀察煩惱過失求解脫者。』指樂習大乘空法，而求得正知

見之士。 

『宜於如是真勝義中。周遍推尋。』如是指上文所說義，眞勝

義，即眞諦，謂由眞諦義中說一切法空。如樂觀察者，宜虚心研究，反

覆推詳，自有得焉。 

『如理作意。』如眞諦義以理會意。 

『於諸境處。』例如瓶衣，乃至三界法相等。 

『及能緣妄識（心）。』能緣即妄心，所緣即妄境。 

『煩惱繋縛不復生長。』今已知三界但有假名，實無外境，而亦無

心，則不被三界妄境所惱了，總言一切法相空故，所以說煩惱繋縛不復

生長矣，此篇小論，自首至終，總言一切法無自性，而人人自家之本来

性，豈在例外乎，較之中國古今各宗大小法師，都言有自性，說此性是

成佛作祖，披毛戴角之本體，如是比之百論中說神我義無異，此問題整

個佛教的大問題，有志之士，於此精要，必先認定，有性耶無性耶，當

自决擇，否則談不到佛法方面，始終都落在外道裏面，無法超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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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掌中論 】 

二篇，亦同此義，當知此中空義爲不可得空，以虚空代表了故，是爲正

說，若說有空相，是爲不空，屬邪說，此極點務須認得清楚，邪正两途

不判自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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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破有論 】 

 

龍樹菩薩造   宋施護譯       

陳燕初略解   黄允許校對 

 

『歸命一切佛。』是龍樹菩薩自謂。意謂皈依一切佛法僧，佛即大

乘佛，法即大乘法六度，僧即大乘不退轉菩薩也。 

『諸有智者。』此是龍樹菩薩泛稱一切普通人。 

『應當如實了知諸法。』言所有男女應當如實了知諸法者。亦當得

起智者這名義。應當如大乘般若度經所說之空義，如空義以了解一切世

法出世法等，若依經解義，即如實不虚。 

『此中云何。』此經中之要義，究竟所云何義名爲如實義耶。 

『謂一切性（相）從無性（相）生（所生）。』云一切法等相，皆

從無相生，無相爲能生，有相爲所生。 

『亦非無性（相）生（能生）一切性（相）。』上說一切法從無性

生，乃世人所說，外道亦說。當知大般若度說。非無性能生一切性，實

無此生法。 

『若有生（能生）者。彼（所生）性是常。』此爲假定有個大無

性，即第一位能生。若言能生者是常，所生亦常。則不得言是無常，若

常則不變，一切性焉得不變。則不得言能生，若言無性能生有性者，則

亦是所生。何以故，則是第二位，亦無性也。若能生則不得言無性，無

性名無相，如虚空。未有無相能生有相，當知所生法無生。諸法虚妄，

有何能生及所生耶。故說無生，無生即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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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破有論 】 

『是性無實。』是性無實者，言無有能生一切性者。如說有者，皆無

實也。 

『猶如空華。』無性無相，譬如空中的妄華。豈有實乎。 

『當知諸法與虛空等。』無也。虚空無相無性無質。由人們賜其名

曰虚空。諸法亦無相無性無質，亦由世人命其名曰某某。故云與虚空等，

言皆假名一般無二等。 

『彼諸法生亦與空等。』彼諸法生者，諸法之生因也。云諸法生因

亦與虚空等。但假名字也。 

『一切緣法皆如虛空。』一切緣法者，因緣也。因既無生，果云何

生，未有無生因，而有生果。因緣法無生故，亦與空等。 

『彼無實故。』彼諸因緣法無實也。 

『當云何有。諸法無因而復無果。』諸法若無因，故亦無果。

以因果自性空也。 

『亦無諸業。』上多約無情言。此約有情。業有善有惡。有善果則有

惡果。今云無者，以業無自性。作業者亦無自性。中論有破業品，可尋

参閱。 

『自性不可得。』自性者，各法之本性。如牛中無牛性。馬中無馬

性。牛馬性尚不可得，何况有佛性。有一般大小法師說一切衆生皆有佛

性。此佛性若本有者，即天然性。若非本有者，則是因緣生。因緣生即

是無自性。龍樹菩薩嚴格說，「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可知說無

性爲正說，有性爲邪說。又法華經云，「諸佛两足尊，知法常無性，佛

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又說無性，從因緣生。如舍利子云，「從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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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破有論 】 

口生，從法化生，得佛法分」，又說無性。如大般若經，說二十空法中，

自性空。又說無性。因何中國一般大小法師說有佛性乎。此論爲解般若

度經，應以般若經爲正，無性方合修因得果。從法化生，得佛法分也。

有志之士當自思之。性從何来耶。 

『此中一切而無有實。』此中即指世間一切法自性不可得。謂無有

實在之性也。 

『無世間故。無出世間。』世間即世人之法，出世間即小乘人之

法。以世間及出世間性空，即大乘人之法。 

『一切無生。亦無有性。云何諸法而有所生。』一切無生者。

無生世間法，及出依世間法也。無性者，無相也。有生，則有生相。此

言無生，則無生相。故不得言諸法而有所生以無能生者，則無所生。故

云諸法無生，無生由無性故。云何所生耶。中論、十二門論廣說無生義。 

『世間親愛父子眷屬雖有所生。而無其實。』照世俗說法。

父是能生，子爲所生，俗理故云父生子，子生孫，此是不了義。應云子

生父，何以故，若言父生子，祖生父者，孫亦是子，千萬代都是子，都

是父，不離初生故。如以理接近来說，父者因有子故，方有父，若無子，

何有父，當父字由子生。而子亦由父生，是互生之俗義，斷無互生之理。

以此解之，皆不得生之眞理，故曰而無其實。 

『不從先世之所生故。』云皆不得先世所生義。究竟人類之祖從何

而生乎。無生也，即無人。生不離初生，千萬代都是父，都是子，不從

先世之所生故。不得初父，何有子耶。 

『亦非現世有其相故。此於世間無義（話）可轉（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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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破有論 】 

對人之形相。如父有父相，子有子相，祖生父相等，皆不得其祖父子孫

相故。如世俗之義，皆無話可說，但假名字。一切世間事理，不去追究，

究到底便是眞諦，故云世間自性空。 

『猶如月中見諸影像。』此亦喩無相之意。月中現影像，從來罕見

的。但月亦無自性故。换言之，則應云鏡中現像，以不實故，幻象而已。

亦非有能幻者，以虚妄故如夢境。 

『世間無實。從分（顚倒無明）別起。此分別故。』此世間之

事物，皆假有的，而無有實，何以故諸有事物，皆人們假立其事其名，

而生起的。由此分别生起，爲一切世法之出發點。世人認爲實有，智人

觀之，顚倒無明，故名世間法。 

『分別心生。由此心為因。即有身生。』分别心生者。心念便

是作業，作之不已，以此爲種名爲無明。由無明生行，行緣識，名色，

六入，乃至老死。名爲業身，具十二因緣法，缺一不成。身即是業，業

即是身，四生等纇皆業報身。既有當受報後磨滅。在生存時，受報差

别。皆是作十二因緣業中善惡差别。 

『是故有身行於世間。蘊所成故。名之為身。』行於世間者，

此身生存於世間也。生存緣法四生業報不同。藴者，色受想行識五藴，

又名五衆，又名五陰。舊說陰字義，爲蓋覆眞性，致令眞性，埋没於五

藴身中，正所謂五藴身中有眞佛。無奈人人不自識，亦正不知從何有此

眞佛，莫非天然有耶。不然屬因緣有耶。因緣則不得言人人有，有因緣

即有。無因緣即無，五衆者，謂合五衆，名爲衆生身。此論之言藴者，

是言由藴積醞釀而生起的，即作業醞釀而成此身。是因緣法，從和合有

才合藴義。身即色藴，亦是十二因緣身。没有眞佛性在其中，以無性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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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破有論 】 

勿誤以五藴空，此空字作爲眞佛解，當知是空亦空。 

『諸蘊皆空。無有自性。蘊無自性。而亦無心。以無心故。

是故無身。』諸藴皆空者，即五衆無性也。五藴色受想行識，人即五

藴身，以五藴和合成人身，其性本来空。何以故，中論云，因緣新生法，

我說即是空。意謂由和合有，是中即空，而亦無心，指十二因緣法無性

故。如十二門論中說，緣法實無生，若謂爲有生，爲在一心中，爲在多

心中。心字指每數之中心數法，即每位之因緣。謂十二因緣法實自無生，

若謂有生，爲一心中有，爲衆心中有。若一心中有者，因果一時共生。

又因果一時有是事不然。何以故，凡物先因而後果故。若多心中有者，

十二因緣法，則各各異。先分共心滅已，後分誰爲因緣。滅法無所有，

何得爲因，十二因緣法。若先有者，應若一心，若多心，二俱不然，是

故衆緣皆空。所以心身俱無故。一心又如木無林，多木亦是無林，林是

名字，實無林及木也。五藴空、有大小乘之别。何以故，佛說小乘時期

告諸比丘云。當知五藴無我，謂五藴便是色受想行識，何來五藴中覆藏

於我。因諸比丘初事外道，多說有我義在。如六十二知見中說，色大我

小，我在色中，我大色小，色在我中等。又如神我，大有性等。以五藴

是假有相，離此之外，其中必有眞我，此我性無相而徧满。及皈依佛，

佛爲之說無我義是也。及至說大乘時，便說五藴皆空，乃當體空，但假

名字者此也。小乘之空法，乃觀先有而後空。大乘則說當體空。五藴亦

各無自性，如色藴性空與虚空等。餘四亦復如是。無心即又指眞妄二心，

切勿誤以妄滅眞現。如楞嚴經七處徴心，然後討出眞心者非也。逺參法

師云，此偽經非佛所說。何以故，眞妄二心乃對待有，眞心不異空，妄

心亦不異空，乃至無心亦不異空，是故無眞心。眞心但假名字耳。 

 



 

78 

 

【 大乘破有論 】 

『當知自性離諸分別。若無其心。亦無有法。其身亦無。

亦無有界。』自性無諸分别者，指心相本空也。若無其心相，則法相

亦無。若無其身相，則無依報世界相。諸法皆空無所有，但假名字。法

者，意根所對法塵也。 

『此中所説是無二道。』無二道者，無對待也。名爲入不二法。此

說即是般若經中佛所說。 

『此所説者是真實說。』眞實說，即無誑說。此說即佛所說，亦是

依空法之不二法說。此不二法說，是如實不虚說。 

『此中一切離（無）諸所緣（境）。』無諸所緣者，無諸法境界也。 

『此中所説離諸所緣。』所說者，說不著境界也。以無法可說，是

名說法。空法空故，是故所說離諸所缘。 

『此中所作離諸所緣。』所作者，作無所作。以作者及作業空故。

故云無諸所緣，若有所緣，則有作者及作業。 

『此中所得離諸所緣。』所得者，得無所得也。是名得無諸所緣。

例如得菩提，菩提本空。故無能緣，及所緣。緣法空故，故云無諸所緣。 

『所有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諸法。』

所有六度諸法者，即大乘法也。六度名雖差别，此中由般若先導，則五

度隨行，故其性無差别。 

『以慧（波若）方便安住實際。』慧者般若也。方便者，善誘之謂

也。實際者，即空之别名。安住者，曉得以空爲修。以慧方便誘人皈依

大乘法。不生爱見心，滅度一切衆生，實無一衆生得滅度者。若生爱見

心，則無慧方便，必著四相見，此人即衆生，而非菩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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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破有論 】 

『起悲愍行。廣度衆生。』所有饒益衆生，此中以慈善喜捨，誘

衆生心，令離諸著，而不爲客塵煩惱所惱。雖行三界而不爲所縛，名爲

起悲愍行。衆生分四生多纇，故菩薩以慧方便徧入生纇。名爲菩薩廣度

衆生，方便有顺逆之别，如是化度大菩薩可能也。 

『如是常行。不久時中。即能證得無上菩提。』如是常行，

指上文廣度衆生事。亦即習一切智，知一切法，空無相無作。是故不久

時中，便能得無上正等正覺。是名爲得，亦假名爲得。非同宗門，邪見

悟本來面目空無相，非形非色，名爲得菩提。此中成就者，是因緣所生

法，須得俱足條件始得。故非同宗門復本心原謂爲得者也。 

『雖復如是有所得相。』雖然如是有菩提所得，指得佛相，依俗諦

義。 

『一切智性而不可説得。』雖然謂名爲得道，於一切智性，一切

種智性，道智種性，不能說得。何以故，各各無自性故，曉便是了，依

眞諦義。 

『彼一切法，但有名字。』一切法，總指世間出世間，若凡若聖

若事若理。從因至果，一切的一切，是没有性相的。是不可說，不可得，

不可思議，但以假名而表了。 

『一切但於有想中住。』一切法，但由人們妄想中安住設立，是俗

諦義。 

『現前無實差別所生。』一切法，現前不可見其相狀，是由分别妄

立所生，故有總相及别相。 

『差別生法而無所有。』一切法雖分總相及别相，總假設而無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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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破有論 】 

『彼一切法本無有名。但以假名而表了故。』一切法本無名

字，皆由人們安立假其名曰某某法，以爲表達明了。 

『當知諸法而無實體。一切皆從分別所生。』諸法無本然之

形體，皆顚倒心識，分别其誰是誰非，誰好誰陋等，故云分别所生。 

『此中若無分別者。即同虛空。離（ 無）諸分別。』云此中

無分别者，謂自性無性也。無性即同虚空性，以虚空性無差别性故。 

『如説眼者能見於色。作此説者。是真實語。世間有諸邪

執心者。執此所説如實而轉。』如說眼者能見於色，是從俗諦而

言也。世人有邪執心者，以爲有眼者眞能見於色，如實而傳教。或有再

邪見者，而眼中有安立見者。彼一切法聚類所現。謂因緣和合之所現，

非自然性。則比之眼能見色者愈邪矣。 

『當知此説是佛所説。是故應知此中義者。眼不見色。乃

至意不知法。』當知說眼者，能見於色相，是佛所說，此强人生信也。

雖是佛說，乃對小乘人說不了義。是故應知此中所說之義，實眼不能見

色，乃至意不能知法，乃對大乘人說了義。此中義者，六根六塵六識自

性空。謂無眼乃至無識。是故說眼者不能見色，乃至意不知法。是中總

說無十八界，以十八界，但假名字，自性空故。 

『若如是知。是爲智者。即能通達第一義諦。』若如是知者，

即指上文所說之義也。是人便有大乘智慧，他便能曉了佛所說第一義諦。

亦名眞諦義。 

『如是乃名最上真實。』以曉了般若法爲最上眞實。以能通達一切

法故，成就無上正等正覺故，名爲眞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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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破有論 】 

『我今依經。』我指龍樹菩薩依大般若度經。 

『如是略說大乘破有論。』謂畧說即非廣說。摘大乘法之少數要

義。破有者，破對待有也。如有無即對待，以有有故便有無義在。虚實，

眞假，生滅，去來等皆對待義。各各破盡無餘、而造斯論。此論與掌中

義旨一致。掌中論以假名字，說三界空。此論以無生說諸法空。無，世

界之名爲有。破有亦即破世間出世間之有。總是空義。但假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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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二十頌論 】 

 

龍樹菩薩造   宋施護譯    

陳燕初略解   黄允許校對 

 

『皈命不可思議性。』皈者，皈向也。命者，以智慧爲立命。不可

思議性者，即大乘般若度經之理性也。因何亦皈命此種空理性，如世人

須具暖識爲立名，缺此則無能住世。大乘人須依智慧爲立命，缺此則不

能得無上菩提。以此命皈空理、便能依理。 

『諸佛無著真實智。』十方諸佛皆依此不思議性。於一切智，知一

切法空。無所著者，不著有無一切法也。諸佛依之。成就眞實的智。 

『諸法非言非無言。』諸法通一切法。非言者，無言也。非無言者，

無無言也。亦云無說，無無說。然諸佛常言，常有說，如過去，現在，

當來說之。云何言無說，諸佛有言說者，從俗諦而言有。無言說者，從

眞諦而言無。無無說，謂無說亦無。是眞俗俱非，但假名字。是故皈依

大乘者，須了解二諦義。以上三句義，即三皈依。初皈依大乘理。次皈

依佛。第三皈依法。法即般若度法。 

『佛悲愍故善宣說。』佛悲愍衆生無眞實智慧，却被諸法迷住，不

著有者便著無。不曉無著是眞實智慧，佛起而爲衆生說。故云佛於無說

中善爲宣說，說義如下。 

『第一義無生。』第一義無生者，指般若度空義。此論以空法爲主

義。故稱無生爲第一。無生者對生而言。是論說無對待法，故云無生。

法若無生，則亦無滅，其性空故。龍樹主要。旨在無生法。每每開張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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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二十頌論 】 

以無生爲前提。 

『隨轉而無性。』隨轉者，轉變無定也，指衆生方面。無性者，無

本然固有之性質也。何以故，衆生隨所作業受果報，升沉莫定，故云無

性。若有自性，斷無升沉。如牛有牛之自性。以有性故，則牛常是牛。

人常是人。佛常是佛。此言無自性者，方合因果法。又云佛性是人人有

的，則果報亦無差别。只因當初一念無明便失正覺，轉流生死，而佛性

不生不滅。若如是者，便俱两性，一爲生死性，一爲不生死性，有是理

乎。當知佛說一切法無自性，何以故，人無人之自性。牛無牛之自性。

佛無佛之自性。一切生類物類皆同。以無自性故，隨所習而成妄性。現

因緣和合果報，故有十法界。佛是修成。非本具佛性是佛。乃依般若法

寳得成佛。 

『佛衆生一相。如虛空平等。』佛生一相者，同是空相也。虚空

性無性，佛生亦空性，故云如虚空平等。佛相無相，但假名字。衆生相

無相，但假名字。虚空無相，但假名字。故云平等，即同一空也。 

『此彼岸無生。』此字代表衆生方面，彼字代表佛方面。岸字代表

法界。此岸爲衆生界。彼岸爲佛界。此彼由對待有，今說無此彼無生者，

以佛生皆空相故。空則無對待，二岸皆是不生不滅，即眞諦義，但假名

字。 

『自性（相）緣所生。』自性緣所生者，一切有情無情同一般。如

一物之性，非天然有，皆多種因緣和合所成。是故因緣條件即是性。如

屋，磚瓦椽灰等。是屋之因緣性，落成名屋，則不名磚瓦椽灰等。若以

屋性，即是磚瓦椽灰等。如佛性，即是六度法等，佛名法性身。乃至四

生等亦世業等妄性。以此而言，若說有佛性者，邪見也，而非正見。可 



 

84 

 

【 大乘二十頌論 】 

知說無性爲正說。故十二門論云，衆緣所生法。是即無自性。故云自性 

緣所生。 

『彼諸行（業）皆空。』彼諸行皆空者，此指一切衆生等。各各所

行，所行之業即因緣性。其性本空，是故所行有五乘。五乘人之行業因

緣性不同。故果亦不同，不同因果，乃俗諦義。同即自性本皆空。若性

皆空，乃眞諦義。 

『一切智智行。』一切智智行，此指大乘之行業因緣。佛依般若行

也，名爲智行。智行爲因，是指諸佛爲菩薩時所習六度法也。至菩提地，

成就一切智爲果。名智行也。果上亦空。 

『無染真如性。』無染者，謂智行之士。他所行無著眞如性也。眞

如，即空之别名。如大般若經云，謂一切法空，是名眞如。非如起信論，

有個眞如性也。他即描冩眞如自性，是不生不滅，非形非色。雖說眞如

性空，實乃說有性相如如不動。即不空義如高等梵天。此中所說眞如性，

但假名字，空字亦空也。是謂一切智人所行。知一切法空，空亦不著。

是故說他無着眞如性也。即是空行。 

『無二等寂靜。諸法性自性。』無二等者，無對待法也。即是平

等義，如佛及衆生爲二。生滅，眞妄，明暗等爲二。謂若無二，是名不

思議，故云寂靜。諸法性自性者，一切法性。每一法各各之自性空無二

故。如衣爲一法，布爲衣之自性耶。若非衣性者，則縷亦非布性，棉亦

非縷性。再追下去，則無所有性。如是布衣縷綿等性亦寂靜。 

『如影像無異。』如鏡中照見影像。隨次雖異。但諸影像之自性本

不異，所以一切法相雖異，而空性本不異。不得言相異故性異。一切法

性空無二，故云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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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二十頌論 】 

『凡夫分別心。無實我計我。』凡夫人無般若，以俗眼見六塵妄

相以爲實有。起心分别誰美誰醜，不曉美醜是妄現而無實相。若以我相

來論，色相無相，受想行識亦無相。以色無我起有我想，是故凡夫計色

身爲我。外道則計無相身爲我。佛教菩薩以假名字我。以我假名故。 

『故起諸煩惱。及苦樂捨等。』有我，故起我所，我所即一切所

有權。有權取捨，諸煩惱必生。有所爱欲者，必取而起三受。苦受，樂

受，捨受，捨亦名不苦樂受。此等三受，即一切衆之果報。而三受報，

其受境各有不同。 

『世間老病死。為苦不可愛。』此老病死受境。爲衆生最苦之事。

而亦不能避免。此事爲衆生最不可爱。 

『隨諸業墜墮。』若作不善業者，如墜墮則感生惡道，受苦果報。 

『此實無有樂。』此實無有樂者，以樂性空故。則苦亦空，乃對待

有也。如人寒時，得近火煖爲樂。若久不離開，則煖性漸熱，熱甚則苦

生。必納凉消熱以爲樂，凉性增長不離，寒甚則又苦生矣。故云實無有

樂，無自性也。 

『天趣勝妙樂。』若作十善業者，則感生諸天界，受勝妙樂。善業

有多種，則天界亦多天。 

『地獄極大苦。』作極惡業者，如五逆，十惡等業。則感生地獄界，

地獄亦多種。 

『六趣常輪轉。』六趣，即天，人，阿修羅，畜生，餓鬼，地獄為

六趣。因作有善惡種種差别，則生六趣中亦有差别，差别亦輪轉，非生

天常天。人非常人，如是顛倒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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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二十頌論 】 

『皆不實境界。』六趣性空，受者性亦空，乃業因緣和合所現，非

天然有。六趣衆生無智，不覺是業非業，妄作妄為。不曉，不了，業境

本性空，乃隨作者之業感妄現。 

『衆生妄分別。煩惱火燒燃。』六趣衆生，妄生造作，貪求無厭。

愈妄分别，分别多端，煩惱激漲。如火燒燃，愈燒愈猛，而不自覺。 

『墮地獄等趣。如野火燒林。』若感地獄等之衆生，其痛苦非人

所害，乃由自作自受。正如野火燒林，非人縱火。乃由風推林木相磨，

磨甚成熱，熱甚火起，而自焚燒。 

『衆生本如幻。復取幻境界。』衆生本無性，猶如幻人之無性。

又取六塵，又不曉六塵無性如幻。是故以幻取幻愚極。 

『履幻所成道。』履行幻境，有何道可成。不曉所行如幻，所行各

無自性。履行如幻者，豈得成道嗎？ 

『不了衆緣生。如世間畫師。畫作夜叉相。自畫己自怖。

此名無智者。』衆生無智，而不曉一切諸法從衆緣所生。如一法非有

自性，乃由多緣所成。世間一切苦樂捨三受等事。譬喻名畫師畫一夜义

相，畫成而自觀之，妄以為眞，發生怖畏。此如自作惡業，自作自受，

而不曉所作如幻，此為無智者。喻是人無大乘智，不曉諸法緣生無性，

非指世間俗智。 

『衆生自起染。造彼輪廻因。造已怖墜墮。』此合喻作業者，

正如畫師之畫鬼相，畫己自怖畏。如造已怖墜墮，而非本有，眞乃愚人。

應知無作者，亦無作業，亦無受報，便解脱了。解脱便無輪迴不起染故。 

『無知不解脫。衆生虛妄心。起疑惑垢染。』無智者，謂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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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智。故不能脱世間法。由於無空智，被物迷惑。妄而不明。正如妄

上加妄，惑於物理之自然，命理之有數，皆由無明起染疑惑所致也。 

『無性計有性。』一切諸法，總無自性。由無智惑染誤認有性。至

此可知一般法師說有性者，皆非佛所說。以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或眞如

性等。 

『受苦中極苦。』如自認諸法有性者，有此等邪見解，永不能解脱。

若邪見深者，必至墮落。生於極苦中受苦，無法解脱故。 

『佛見彼無救。乃起悲愍意。』此二句指佛未出世之前。佛見諸

衆生，習外道法深入諸邪見。以修苦行欲捨諸苦。為諸衆生故，而起大

悲心。乃以秘密神通力，入人法界，示現於印度古國王釋氏為太子。 

『示發菩提心。』佛為太子時，棄國捨世榮，發心求佛道。以身作

則，修出世之法，可知釋迦牟尼，本是久已成佛的。法華經有一品，

「如来壽量品」，廣說成佛多劫。 

『廣修菩提行。』既是昔已成佛道，多生之修菩提行，莫非假修的，

但為示範故也。示在山，先參外道五年，後至河邊自修，禪定約六年，

如是廣修道行，託名成道，其實成佛已久，方便故說。 

『得無上智果。』謂得無上正等正覺之果。凡菩薩修行時期，自初

發心起，通稱菩薩。至最後身，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一切因

緣條件悉具足。所謂隨所化成就，處胎成就，生成就，内外眷屬成就，

出家成就，菩提樹成就等。自知成佛時至，坐道樹下，時期無定。但釋

尊坐數日，佛智現前，刹那之間，便得無上正等正覺，名之為佛。未得

智慧現前，通名菩薩。欲知菩薩最後身、及成佛因緣條件。須參閱大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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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經，或大智度論便明白。不可隨世俗一般人所說，某某大師是已成佛

了，某某祖師亦成佛，某某是活佛。如大經中說，每一世界無二佛，如

無二轉輪聖王。必經久遠才有一菩薩成佛道。若照中國佛教史中所傳說，

一般大小祖師及大小法師，多數皆已成佛者了。較之大經所説成佛者，

不勝天淵之别。實為邪說。 

『即觀察世間。分別所纏縛。』此指佛示得菩提後，便行度生工

作。觀察世間衆生類之根機。根器有大小，纏縛有厚薄。根器如量器，

故分大小。大器則能貯多，小器則貯少。大器如大乘人，小器如小乘人。

其中資格又有差别。故佛對他所說之法，合其貯量而各有差别。纏縛者，

即每一衆生所作之世業有善惡，其中亦各有差别。纏縛厚薄已有，必待

業消而恢復往昔之地位。此地位即指往昔學習大小乘之資格，此等福慧

資格又有優劣之差别，名為根器。此論權教三乘資格，非指開權顯實後，

同時信一乘道而言恢復往昔聽一乘法華之資格也。習三乘根分為二段。

一在未聽法華之前，一在聽說法之後。三乘屬權人暫時接引在纏縛者之

法寶。一乘屬實教，乃長期直教至成佛之法寶。一乘法佛未說，信者將

來可聽說。現在法華經非說一乘因果法，乃說仍有一乘經，我等當信佛

所說。此論乃論大乘權教。觀察分别二句，總言佛觀三乘機隨宜而為說

法。 

『故爲作利益。從生及生已。悉示正真義。』故為作利益，

總指開設五乘而教導之。從生及生已，即指導每人之本生本事，一一所

教，悉是開示眞實正義。 

『後觀世間空。離初中後際。觀生死湼槃。是二俱無我。』

此指先說大乘法說世間空，無世間及出世間。及過去，未来，現在，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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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二法皆空。生空死亦空，空亦空故我亦空。是故無對待二法。一切

但假名字故。 

『無染亦無壞。本清淨常寂。』無染名浄，無壞名空。故云一切

法本清浄常寂。 

『夢中諸境界。覺已悉無見。』以此喻夢，如人於夢中見各等事，

夢時誤以為眞。及醒了夢境不可見。故喻一切法相亦不可見。總要覺悟。 

『智者寤癡睡。亦不見生死。』智者寤痴睡，如人醒時覺熟睡時。

正以醒後合喻見生死，故云不見生死。要有般若，方能見到。 

『愚癡闇蔽者。墜墮生死海。』無般若者，名為愚暗。以無空智，

無法解脱。故永受生死輪迴。 

『無生計有生。起世間分別。』若以空智觀之，生法因中無，果

中亦無。以世間法計，則有生矣。 

『若分別有生。衆生不如理。』能生，所生，生者，三法皆無。

衆生無智，於無生中計生，故云不合空理。 

『於生死法中。起常樂我想。』凡夫無智，以色身為我想，常想、

樂想、此身故以無常作常想。外道人知色無常，而樂無相為眞常想。 

『此一切唯心。安立幻化相。』世俗貪享，一切事物。固皆人們

唯心造設。假於相，安立名，無中妄立，如幻如化。 

『作善不善業。感善不善生。』善惡二業，由人造作，故感生善

惡道。 

『若滅於心輪。即滅一切法。』若能曉得法性空，不起分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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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知妄心無性，即無一切法，滅字空義。 

『是諸法無我。諸法悉清淨。』諸法即五衆十八界，此中求我不

可得。智者曉了，則無五衆十八界，故云清浄。 

『佛廣宣說世間法。當知即是無明緣。』佛出現於世間，即用

世間語言而為說法。當知所說世間法，即是說十二因緣法。一切衆生皆

屬十二因緣所生法。法屬中乘，以十二因緣相空，能拔衆生墮落有自性

邪見故。 

『若能不起分別心。 一切衆生何所生。』若能曉一切法空無

相無作。則心境二法皆空矣。實則曉空無相無作，心境性空。以無能生

及所生。則一切衆生法不可得。 

『於彼諸法法性中。實求少法不可得。』於一法空，則一切法

皆空。以是中空故，所以欲求少法不可得。空亦空，故不可得。 

『如世幻師作幻事。』如幻術師幻人物同。 

『智者應當如是知。』學大乘之士，應當如幻術師，所幻作諸人物

一同觀之。 

『生死輪廻大海中。』智者雖入於生死輪迴大海中，即指菩薩度生

事，雖處生死，而觀無生死事。 

『衆生煩惱水充满。』亦無妨。如衆生雖多，實無一衆生得滅度者。

以菩薩性空，衆生性亦空。此謂之眞智者。故無妨衆生煩惱充满苦海中。

隨其所發之大願，從事度生工作罷。此論名二十頌論，實有二十四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