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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般若波羅蜜多，是一切佛法寶藏中最無上、最甚深的

精髓，它是佛陀真正的法身舍利，三世如來無不依之而成

就正等菩提。如經云：“過去未來十方佛，道皆般若非餘

者。”

不管你學顯宗還是學密宗、藏傳還是漢傳，只要是大

乘佛教，必會對般若的殊勝性略知一二。佛陀曾教誡阿難

道：“即使你把我所講的法都忘失了，般若的隻言片語也

絕不能忘，當以對如來知恩報恩之心，受持此般若、切莫

失毀。這一點理應銘記於心！”鑒於此，宣講般若的經典

不可勝數。就拿藏文的來說，《廣般若》有十萬頌，《中

般若》有二萬五千頌，《略般若》有八千頌，其他般若諸

經還有許許多多；而漢文的《大般若經》，共有六百卷，

字數合計達五百餘萬之多。如此巨篇，不要說去翻閱、去

誦讀，僅僅聽到它的名字，恐怕很多人也會聞而生畏、望

而卻步。因此，佛陀宣講了這部《般若攝頌》，它囊括了

般若所有要點，可以說是一切般若的精華所在。

佛經共分有七類，有佛陀親口宣說的，有佛陀身、

語、意、功德、事業加持所宣的，也有佛陀開許的經典。

在浩如煙海的三藏教典中，《般若攝頌》正是佛陀親口所

宣。此經的教義十分殊勝，縱然是相好圓滿、金光燦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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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佛親臨你面前傳授竅訣，也不會有比這更高的法要

了；就算是你獲證五眼六通，親至十方如來座下聆聽教

法，也不會有較此更深的法門了。故而在藏地，歷來公認

的三寶所依，除了佛像、佛塔之外，就是《般若攝頌》經

典。許多行者把它作為每天定誦的功課，畢生當中堅持不

懈。我等大恩上師法王如意寶亦是如此，他老人家終生日

日必念《般若攝頌》，而且完全能夠通篇背誦。

當然，你若也能做到一生中日誦一遍，那是最好不過

的。即便不能這樣，一月或一年誦幾遍，或者偶爾隨口念

上幾偈，如此功德也不可思議，久而久之，定會對般若生

起不共的信心，得到始料未及的收益，利根者甚至會依此

而豁然開悟。

佛陀曾以金剛語斷言，猶如孕婦懷胎足月臨產時，陣

痛是即將分娩的徵兆；同樣，有緣者得以聽聞此《般若攝

頌》，此乃迅速證得大菩提的象徵。接觸此經不僅僅對自

身有利，即便身邊的旁生聽到，也能依此加持獲得人身。

從前，有位比丘諷誦《般若攝頌》時，屋簷下一隻燕

子聽到念經的聲音，憑藉此般若法音之威力，它死後投生

為人，剛一出生就會朗朗念誦《般若攝頌》。所以，大家

一定要儘量與本經結上法緣。

結緣的方式有多種，供養、聽聞、繕寫、讀誦、受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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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均會引生不可估量的利益。退一步說，就算你既不能

讀誦，也不能聽聞、思維，更不能實地修持，只是將法本

拿到手裡，帶在身邊，不久的將來也能速證佛果。本經亦

云：“春季好時樹葉落，枝不久生葉花果，誰手中得此般

若，不久獲證佛菩提。”

我本人通過這次因緣，也發願有生之年將此法本在家

時供奉於佛堂，出門過夜時隨身攜帶。希望與我同行的善

緣者也盡力而為。

或許有人產生懷疑：“只是帶上法本，就有這麼大

的功德嗎？”這是毋庸置疑的。如同身上佩戴寶珠，不知

不覺間會遣除病痛等災害一樣，我們只要經常不離這個法

本，自然就會攝集善法，免遭任何違緣。經中也說：“怙

主行持此般若，何人恭敬而受持，毒刃火水不害彼，魔王

魔眷亦無機。”甚至《般若攝頌》所在之處，該地眾生均

會得到無窮的利益；如果人在臨命終時，沒有道友守在近

前，只要身邊有此法寶，就絕不會墮落。故希望大家對此

法本務必要重視。

最後祈願諸位佛友早證般若、速登彼岸！

一切吉祥！

2008年11月19日

索達吉書於喇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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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J?- <2- GA- 1- <R=- +- KA/- 0- #.-
0-5B$?- ?- 2&.- 0- 28$?- ?R, ,

聖般若攝頌
索達吉堪布  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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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 .- , A#-T - x- 0- <- 3A- +- ?O- ;- $- ,,

梵語：阿雅占嘉巴繞莫達薩雜雅嘎塔2R.-{.- ., :1$?- 0- >J?- <2- GA- 1- <R=- +- KA/- 0- #.- 0- 5B$?- ?-2&.- 0,

藏語：帕巴西繞戒啪如德辛巴都巴策色嘉巴

漢語：聖般若攝頌

:1$?- 0- :)3- .0=- =- K$- :5=- =R,

頂禮聖者文殊師利！.J- /?- ;%- 2&R3- w/- :.?- GA?- :#R<- 28A- 0R- .J- .$- ;%-.$-0<-<2-+-.$:-2<-36.-
0 : A-  K A<, ; % -  > J? -  < 2 -  G A-  1 -  < R= -  +-  K A/ -  0 -  : . A-  ! R/ -  & A% -  , . J: A-  5 K-  5 B$ ? -  ?-  2 & . -  0 -  : . A- 
.$- 2!:- )=- +R, ,

爾後世尊為彼等四眾眷屬皆大歡喜，復說此般若波羅蜜多。

爾時，世尊說此等偈曰：.$:- .%- $?- .%- ..- 0:A- 3(R$- /A- *J<- 28$- !J, ,

心懷喜敬最勝信，
1A2- 0- *R/- 3R%?- 2?=- /?- SA- 3- =?- :.?- 0, ,

除蓋煩惱而離垢，
:PR- .R/- 3%R/- 8$?- .J?- 0?- >J?- <2- 1- <R=- KA/, ,

行眾生利寂靜者，$%- =- .0:- i3?- ,R.- 0- .J- /A- 3*/- 0<- IA?, ,

請聽般若勇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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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A- \A%- :.A<- (- [%- )A- ~J.- &A$- :22- &A%- , ,

此贍部洲諸河流，3J- +R$- :V?- w/- (/- .%- /$?- 5=- *J.- LJ.- 0, ,

具花果藥林得生，3- SR?- $/?- 0:A- [- .2%- [- 2.$- gJ/- $/?- +J, ,

悉源住無熱惱海，.J-/A- [- ;A- 2.$- 0R- .J- ;A- 3,- .0=- ;A/, ,

龍王龍主威神力。o=- 2:A- */- ,R?- 0- .$- )A- ~J.- (R?- !R/- .%- , ,

如是佛之諸聲聞，:(.- .%- <A$?- 0- .$- .%-w/- 0<- 2eR.- 0- .%- , ,

說法講法依理詮，3(R$- :1$?- 2.J- 2- LJ.- .%- .J- ;A- :V?- ,R2- 0, ,

獲無上樂得彼果，.J- .$- !/- G%- .J- 28A/- $>J$?- 0:A- *J?- 2:A- 3,, ,

皆依如來威德力。&A- KA<- 8J-/- o=- 2?- (R?- 5=- $%- 2!/- 0, ,

何故如來宣法理，.J- =- 3A- 3(R$- aR2- 3<- I<- 0?- 3%R/- 2a2?- >A%- , ,

佛陀弟子修學彼，3%R/- ?3- L?- /?- 2a2?- 0- )A- 28A/- !R/- LJ.- .J, ,

現前所學如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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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3,?- LJ.- <%- $A- !R2?- G A-3,?- 3- ;A/, ,

佛威力致非自力。$%- =- >J?- <2- 1- <R=- KA/- 3(R$-3A- .3A$?- >A%- , ,

最勝般若不可得，L%- (2- ?J3?- .0:- 3A- .3A$?- L%- (2-?J3?- 3A- .3A$?, ,

菩薩覺心皆不得，.J- {.- ,R?- /?- kR%?- 0- 3J.- &A%- 3A- 0$- 0, ,

聞此無癡不恐懼，L%- (2- ?J3?- .0:- .J-/A- 2.J- $>J$?- >J?- <2- ,R., ,

彼菩薩行善逝智。$9$?- 3J.- 5R<- 2-3J.- &A%- :.- >J?- ?J3?- 0- 3J., ,

色無受無想行無，.J- =- i3- >J?- $/?- /A- h=- 43- ;R.- 0- 3A/, ,

識處纖塵亦非有，.J- (R?- !/- =- 3A- $/?- $/?- 0- 3J.- 0<- ,R., ,

不住萬法無住行，;R%?- ?-$9%- 3J.- 2.J- $>J$?- i3?- GA- L%- (2- :,R2, ,

無取獲諸佛菩提。)A- v<- !/- +- o- 2- UJ%- &/- >J?- 0- ;A?, ,

如遍行派之具鬘，.3A$?- 3J.- 1%- 0R- i3- 0<- :)A$- 0- :L%- 2- v<, ,

慧觀無緣滅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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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 ?J3?- .0:- $%- 8A$- .J- v<- (R?- >J?- 0, ,

菩薩通曉如此法，M- %/- :.?- =- 3A- <J$- .J- /A- >J?- <2- $/?, ,

不證涅槃彼住智。;%- :.A- >J?- <2- :.A-/A-$%- ;A/- ?- ;A- ;A/, ,

此慧為何屬何者？$%- =?- ;A/- 8J?- (R?- :.A- ,3?- &.- !R%- 0<- gR$?, ,

何來思擇法皆空，*J- 2<- 2g$?- /?- 83- 0- 3J.- &A%- 0$- 3J.- 0, ,

詳察無沉無畏懼，L%- (2- ?J3?- .0:- .J- /A- L%- (2-*J-2- ;A/, ,

彼菩薩即近菩提。$=- +J- 3A- >J?-28A/- .- $9$?- ?- :.- >J?- >A%- , ,

設若不知有色想，5S<- 2- ?J3?- 0- i3- >J?- 1%- 0R<- ,R.- LJ.- /, ,

受行識蘊而行持，1%- :.A- !R%- 8J?- gR$- /:%- L%-(2-?J3?- .0:- /A, ,

思此蘊空而菩薩，35/- 3- =- ,R.- *J- 3J.- $/?- =- ..- 3- ;A/, ,

持相非信無生理。$%- 8A$- $9$?- 3A/- 5S<- 3A/- :.- >J?- ?J3?- 0- 3A/, ,

非色非受非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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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 0<- >J?- =- 3A- ,R.- $/?- 0- 3J.- 0<- ,R., ,

於識不行無住行，.J- /A- ,R.- &J?- L- 2<- 3A- .3A$?- >J?- <2- 2g/, ,

彼不緣行智慧堅，
*J- 3J.- ]R- w/- +A%- :6B/- 8A- 2- 3(R$- =- <J$ ,

具無生智勝寂定。L%- (2- ?J3?- $%- .J- v<- :.A<- 2.$- 8A<- $/?- 0, ,

菩薩於此自寂靜，.J- /A- }RR/- IA- .J- 28A/- $>J$?- 0?- =%- 2!/- ;A/, ,

彼是前佛所授記，2.$- /A- 3*3- 0<- 28$- &J:3- =%?- 8J?- _R3- ?J3?- 3J., ,

彼無我入起定想，&A- KA<- 8-/- (R?- GA- <%- 28A/- ;R%?- >J?- KA<, ,

因徹知法自性故。
.J- v<- ,R.- /- 2.J- $>J$?- i3?- GA- >J?- <2- ,R., ,

若如是行行佛智，.J?- /A- ,R.- 3J.- ,R.- 0- ;A/- 0<- <2- >J?- KA<, ,

彼知無行真行故，(R?- $%- ,R.- 0- .J- ;%- .3A$?- 0<- 3A- :I<- +J, ,

行持何法皆不緣，:.A- /A- >J?- <2- 1- <R=- KA/- 3(R$- ,R.- 0- ;A/, ,

此即行持勝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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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A$- ;R.- 0- 3- ;A/- .J- /A- 3J.- &J?- L, ,

何法非有彼稱無，LA?- 0- i3?- GA?- .J<- 2g$?- ;R.- .%- 3J.- 0<- LJ.,

凡愚觀其為有無，;R.- .%- 3J.- 0- :.A- $*A?- 3J.- 0:A- (R?- ;A/- +J, ,

有無此二是無法，L%- (2- ?J3?- .0:- $%- $A?- :.A- >J?- %J?- 0<- :L%- , ,

菩薩知此則定離。$%- :.A<- 1%- 0R- s- .$- +- 3- :S<- >J?->A%- , ,

此知五蘊如幻術，
+- 3- $8/- .%- 1%- 0R- $8/-.-3A- LJJ.-=, ,

不執幻蘊各相異，
$- 5S$?- :.- >J?- V=- 8A%- *J- 2<- 8A- ,R.- 0, ,

離種種想寂滅行，:.A- /A- >J?-<2-1-<R=- KA/- 3(R$-,R.- 0- ;A/, ,

此即行持勝般若。.$J- 2:A- 2>J?- .%- w/- 8A%- z$- 3,R%- w/- I<- 0, ,

具善知識具勝觀，o=- 2- i3?- GA-;3- ,R?- 0$- 0<- ;R%- 3A- :I<, ,

聞諸佛母全無懼。$%- 8A$- #A$- 0:A- PR$?- w/- $8/- IA- SA%- :)R$- 0, ,

誰依惡友仰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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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A- $R.- ?R- 3- 2+%- (?- <J$- 8A$- 0- 28A/, ,

彼如新罐觸水毀。&A- KA<- :.A- /A- L%- (2- ?J3?- .0:- L- 8J-/, ,

何故此者名菩薩？($?- 0- $&R.- LJ.- !/- =- ($?- 0- 9.- 0<- :.R., ,

能斷貪求盡諸貪，o=-2- i3?- GA- L%- (2- ($?- 3J.- I<- =- <J$ ,

無貪獲證佛菩提，.J?- /- :.A- /A- L%- (2- ?J3?- .0:A- 3A%- ,R2- 2R, ,

是故此得菩薩名。&A-KA<-.J- /A- ?J3?- .0:- (J- 8J?- L- 8J-/, ,

何故彼名大菩薩？?J3?- &/- 5S$?- i3?- 3%- 0R:A- 3(R$- +- I<- 0- .%- , ,

堪為有情眾之最，?J3?- &/- #3?- GA- v- i3?- (J/- 0R- $&R.- 0- !J, ,

斷眾生界諸重見，.J- KA<- ?J3?- .0:- (J/- 0R- 8J?- /A-<2- 2eR.- .R, ,

是故得名大菩薩。$+R%- 2- (J- .%- ]R- (J- 2- .%- 3,- (J- .%- , ,

大施大慧及大力，o=- 2- i3?- GA- ,J$- (J/- 3(R$- =- 8$?- 0- .%- , ,

趨入諸佛勝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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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J/- 0R- 2$R?- >A%- 2..- GA- +- :.=- 2, ,

披大鎧甲降魔幻，.J- ;A- KA<- /- ?J3?- .0:- (J- 8J?- <2- +- 2eR., ,

是故得名大菩薩。.0J<- /- +- 3- 3#/-IA?- 28A-3.R<- 3=- L?- +J, ,

幻師十字街幻變，
*J- 2R- 1=- (J<- 3$R- 3%- LJ- 2- $&R.- LJ.- 0:A, ,

多士眾首斬千萬，2?.- L- .J- .$- &A- :S- .J- v<- L%- (2- ?J3?, ,

所殺如是菩薩知，:PR-!/- 3=- :S<- <2- >J?- .J- =- :)A$?- 0- 3J., ,

眾生如化無畏懼。$9$?- .%- :.->J?- 5S<- 2- .%- /A- ?J3?- 0- .%- , ,

色想受行以及識，i3- 0<- >J?- 0- 3- 2&A%?- 3- PR=- ;R.-0- 3A/, ,

未縛未解本非有，.J- v<- L%- (2-=-:)$-83-0:A- ?J3?- 3J.-0, ,

行持菩提無怯心，:.A-/A- $%-9$-.3-0-i3?-GA- $R-(-3 (R$ ,

此是正士勝鎧甲。&A- KA<-:.A-/A- L%- (2- ,J$-(J/- L-8J- /, ,

何名菩提之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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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8R/- /?- ?J3?- &/- ,3?- &.- M- %/-^R , ,

乘之令眾趨涅槃，,J$- 0- : .A- /A- 3#:- :S- $8=- 3J.- #%- (J/- +J, ,

此乘如空無量殿，.$:- *A.- 2.J- 2- 3%R/- 0<- ,R2-LJ.- ,J$-0:A- 3(R$ ,

得喜樂安最勝乘。$%- 8A$- 8R/- /?- KR$?- ?- :PR- 2- .3A$?- ?- 3J., ,

誰乘去所不可得，M- %/- :.?- 0<- :PR- 2<- $?%?- 0- :PR- 3A- .3A$?, ,

謂趨涅槃實不得，.0J<-/- 3J- >A- .J- ;A- :PR- o- 3J.- 0- 28A/, ,

譬如火滅無去處，o- .J?- .J-/A- M- %/- :.?- 8J?- <2- +- 2eR., ,

因是稱說彼涅槃。L%- (2- ?J3?- .0:- }R/- IA-3,:- .%- KA- 3,:- .%- , ,

菩薩前際與後際，.- v<- L%- 2<- 3A- .3A$?- .?- $?3- .$- 0- !J, ,

現在不得三時淨，$%- .$- .J- /A- :.?- 3- L?- ;A/- 3R?- 3J.- .J, ,

彼是無為無戲論，:.A-/A- >J?- <2- 1- <R=- KA/- 3(R$- ,R.- 0- ;A/, ,

此即行持勝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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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 ?J3?- 3#?- <A$- 0- $%- $A- .?- GA- 5K, ,

菩薩通曉證知時，
*J- 3J.- i3- 0<- 2?3?- +J- :.A- v<- ,R.- LJ.- &A%- , ,

思維無生如此行，~A%- eJ- (J/- 0R- 2*J.- G%- ?J3?- &/- :.- >J?- 3J., ,

起大悲無眾生想，:.A- /A- >J?- <2- 1- <R=- KA/- 3(R$- ,R.- 0- ;A/, ,

此即行持勝般若。$=- +J- ?J3?- &/- :.- >J?- #$- 2}=- :.- >J?- *J., ,

若起眾生痛苦想，:PR- 2- i3?- GA- .R/- L- #$- 2}=- %%- ~3- !J, ,

思利眾生除痛苦，2.$- .%- ?J3?- &/- ;R%?- gR$- L%- (2- ?J3?- .0:- !J, ,

執我眾生之菩薩，:.A- /A- >J?- <2- 1- <R=- KA/- 3(R$- ,R.- 3- ;A/, ,

此非行持勝般若。2.$- &A- :S- 2- .J- :S<- ?J3?- &/- ,3?- &.- >J?, ,

知諸有情與我同，?J3?- &/- ,3?- &.- &A- :S- .J- :S<- (R?- !/- >J?, ,

知一切法如眾生，
*J- 2- 3J.- .%- *J- 2- $*A?- !<- 3A- gR$- 0, ,

無生與生不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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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J?- <2- 1- <R=- KA/- 3(R$- ,R.- 0- ;A/, ,

此即行持勝般若。:)A$- gJ/- .$- /- (R?- 3A%- )A- ~J.- ;R%?- 2eR.- 0, ,

世說盡其有名法，!/- =- *J- 2- .%- /A- ;%- .$- :.?- %%?- /?, ,

普皆離生真實滅，;J- >J?- :(A- 3J.- .3- 0- .J- =?- $8/- 3J.- ,R2, ,

唯得無死妙本智，.J- KA<- :.A- /A- >J?- <2- 1- <R=- KA/-&J?- L, ,

故名般若波羅蜜。L%- (2- ?J3?- .0:- $%- 8A$- .R$?- 3J.- .J- v<- ,R., ,

菩薩無慮如此行，>J?- <2- w/- .J- 3*3- *A.- $/?- 0<- >J?- 0<- L, ,

知具妙慧住等性，(R?- i3?- <%-28A/- 3J.- 0<- ;R%?- ?- >J?- I<- 0, ,

徹了諸法無自性，:.A- /A- >J?- <2- 1- <R =- KA/- 3(R$- ,R.- 0- ;A/, ,

此即行持勝般若。 {2?- .%- 0R:R, ,

第一品終
$%- 8A$- $9$?- =- 3A- $/?- 5S<- =- 3A- $/?- >A%- ,

不住於色不住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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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A$- :.- >J?- 3A- $/?- ?J3?- 0<- 3A- $/?- =, ,

不住於想不住行，i3- >J?- $%- 3A- $/?- 0- (R?- *A.- $/?-0- !J, ,

不住何識住法性，:.A- /A- >J?- <2- 1- <R=- KA/- 3(R$- ,R.- 0- ;A/, ,

此即行持勝般若。g$- .%- 3A- g$- 2.J- .%- #$- 2}=- #$- 3A- #$ ,

樂苦愛厭常無常，2.$- .%- 2.$- 3J.- .J- 28A/- *A.- .%- .J-28A/- !R%- , ,

我與無我真如空，:V?- 2- ,R2- .%- .P- 2&R3- ?- =- 3A- $/?- >A%- , ,

得果羅漢皆不住，<%- o=- ?- .%- .J- 28A/- ?%?- o?-?<- 3A- $/?, ,

不住獨覺及佛地。)A- v<- :SJ/- 0- :.?- 3- L?- #3?- 3A- $/?- >A%- , ,

導師不住無為界，.J- 28A/- :.?- L?- =- ;%- 3A- $/?- $/?- 3J.- ,R., ,

不住有為無住行，.J- v<- L%-(2- ?J3?- .0:- $/?- =- $/?- 3J.- $/?, ,

如是菩薩無住住，$/?- 3J.- $/?- ;A/- :.A- /A- o=- 2?- $/?- 0<- $?%?, ,

無住即住佛說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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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J- $>J$?- */-,R?- :I<- 2<- L- ~3- .%- , ,

思成善逝之聲聞，<%- ?%?- o?- .%- .J- 28A/- (R?- o=- :I<- :.R.- 0, ,

欲成獨覺成佛陀，29R.- 0- :.A- =- 3- 2gJ/- ,R2- 0<- 3A- /?- +J, ,

不依此忍不能得，.0J<- /- 1- <R=- 5- <R=- :PR- %R$?- 3A- 3,R%-28A/, ,

如同不見此彼岸。(R?- :(.- 0- .%- */- .%- 2>.- L- $%- ;A/- .%- , ,

講法聽聞所說法，:V?- 2- ,R2- .%- nJ/- o=- .J- 28A/- :)A$- gJ/- 3$R/, ,

證果緣覺世怙主，3#?- 0- $?=- 2?- ,R2- 0:A- M- %/- :.?- $%- ;A/, ,

明智所得之涅槃，.J- !/- +- 3- v- 2<- .J- 28A/- $>J$?- 0?- 2!/, ,

此皆如幻如來言。$%-9$- 28A- 0R- :.A- .$- .J- =- 3A- 0$- !J, ,

四種行者不畏彼，o=- Y?- 2.J/- =- 3#?- .%- KA<- 3A- wR$- 0- .%- , ,

知諦佛子不退轉，.P- 2&R3- SA- 3- 2?=- 8A%- ?R3- *A- %%?- 0- .%- ,

羅漢除垢斷懷疑，



20

28A- 0- .$J- 2:A- 2>J?- GA?- ;R%?- ?-9A/- 0:R, ,

四善知識所攝持。L%- (2- ?J3?- .0:- 3#?- <A$- .J- v<- ,R.- 0- /A, ,

明智菩薩如是行，.P- 2&R3- ?- =- 3A- aR2- nJ/- gR$?-?- =- 3A/, ,

不學羅漢緣覺地，,3?- &.- 3HJ/- *A.- (J.- .-?%?- o?- (R?- eJ?- aR2, ,

為一切智學佛法，$%- 8A$- aR2- 3A- aR2- =- 3A- aR2- .J- aR2- ;A/, ,

一無所學即為學。$9$?- :1J=-;R%?- ?- *3?- .%- ;R%?- ?-$9%- KA<- 3A/, ,

色增減取故非學，(R?- i3?- $- 5S$?- ;R%?- ?- $9%- KA<- 3A- aR2- 0<, ,

非執種種諸法學，aR2- &A%- ,3?- &.- 3HJ/- 0- *A.- G%- ;R%?- :6B/- =, ,

學亦緣取一切智，%J?- :L%- $%- ;A/- :.A- /A- ;R/- +/- .$:- 2:A- aR2, ,

定生此即喜德學。$9$?- /A- >J?- <2- 3- ;A/- $9$?- =- >J?- <2- 3J., ,

色非智慧色無智，i3- >J?- :.- >J?- 5S<- .%- ?J3?- 0- :.A- .$- /A, ,

識想受行皆非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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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2- 3- ;A/- :.A- .$- =- ;%- >J?- <2- 3J., ,

此等中亦無有智，:.A- /A- /3- 3#:A- #3?- .%- 35%?- +J- ,- ..- 3J., ,

此同虛空無異體。.3A$?- 0-i3?- GA- <%- 28A/- .J- /A- 1- 3,:- 3J., ,

所緣自性無有邊，?J3?- &/- <%- 28A/- $%- ;A/- .J- ;%- 1- 3,:- 3J., ,

有情自性亦無邊，/3- 3#:A- #3?- GA- <%- 28A/- .J- ;%- 1- 3,:- 3J., ,

虛空界性亦無邊，:)A$- gJ/- 3HJ/- 0:A- >J?- <2- .J- ;%- 1- 3,:- 3J., ,

世間解智亦無邊。:.- >J?- 5- <R=- ;A/- 8J?- :SJ/- 0?- ;R%?- ?- 21$?, ,

導師說想是此岸，:.- >J?- i3- 0<- 2>A$- /?- %R%- 2- 1- <R=- :PR, ,

破想而斷趨彼岸，$%- .$- :.- >J?- V=- 2- :.A- /A- eJ?- ,R2- 0, ,

離想得此到彼岸，.J- .$- 1- <R=- KA/- /?- !R/- 0:A- 2!:- =- $/?, ,

彼等安住佛經意。$=- +J- !R/- 0?- G%- /A- $;:A- LJ- fJ.- GA, ,

設佛恆河沙數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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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8$?- +J- ?J3?- &/- 8J?- 1- ;R%?- 21$?- G%- , ,

住世普傳眾生音，$9R.- /?- .$- 0?- ?J3?- &/- *J- 2<- $- =- :I<, ,

本淨有情豈能生？:.A- /A- >J?- <2- 1- <R=- KA/- 3(R$- ,R.- 0- ;A/, ,

此即行持勝般若。$%- 5K- %- /A- 1- <R=- KA/- 0:A- 3(R$- :.A- .%- , ,

如來此述某一時，3,/- 0<- 5- I<- .J- 5K- }R/- IA- *J?- 3(R$- $A?, ,

我隨說勝波羅蜜，3- :R%?- 0- ;A- .?- /- ?%?- o?- :I<- <R- 8J?, ,

爾時先佛授記我，%- =%- 2!/- 0<- I<- &J?- o=- 2- .J- {.- $?%?, ,

未來之時得成佛。>J?- <2- 1- <R=- KA/- 0- $%- =- 3$R/- ,R.- 0, ,

怙主行持此般若，:.A- /A- $%- 8A$- $?- L?- :6B/- .%- (2- LJ.- 0, ,

何人恭敬而受持，.J-=- .$- .%- 35S/- .%- 3J- .%- (?- 3A- 5$?, ,

毒刃火水不害彼，2..- .%- 2..- GA- KR$?- GA?- \$?- G%- fJ.- 3A- :I<, ,

魔王魔眷亦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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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J- $>J$?- ;R%?- ?- M- %/- :.?- 0- ;A, ,

有者於佛滅度已，3(R.- gJ/- <A/- (J/- 2./- =?- L?- >A%- 3(R.- LJ.- =, ,

建七寶塔供養之，2.J- 2<- $>J$?- 0:A- 3(R.- gJ/- .J-.$- $2- ;A, ,

佛塔數等恆河沙，LJ-3- ~J.- GA?- LJ- 2- U$- !R%- 8A%- 2!%- !J, ,

遍滿佛土千俱胝。;R%?- ?- 2g$- 29%- 8A%- i3?- LJ- 2- 3,:-;?- /, ,

設若無邊俱胝剎，?J3?- &/- )A- ~J.- :#R.- 0- .J- .$- ,3?- &.- GA?, ,

盡其所住眾有情，=?- $8/- 3A- LJ.- z- ;A- 3J- +R$- %R?- <2- .%- , ,

唯以天花香塗香，L$- 0?- .?- $?3- 2{=- 0:3- .J- 2?- z$- 3(R.- =, ,

三時劫或過彼供。$%- 8A$- $%- =?- i3- :SJ/- !R2?- 2&- :L%- :I<- 2, ,

於生導師之十力，2.J- 2<- $>J$?- GA- ;3- :.A- \J$?- 23- =- VA?- +J, ,

佛母經函誰繕寫，:(%- 8A%- 3J- +R$- L$- 0?- 2!A- !%- LJ.- I<- /, ,

繫帶供奉花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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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 gJ/- L?- 3(R.- 2?R.- /3?-.J?- /A- (<- 3A- 1R., ,

造塔供養福不及。o=- 2:A- >J?- <2- 1- <R=-KA/- :.A- <A$- }$?- (J, ,

佛此般若大明咒，?J3?- &/- #3?- 3%- M- %/- #$- 2}=- (R?- 8A- LJ., ,

能滅有情眾憂苦。$%- .$- :.?- .%- $%- .$- KR$?- 2&:A- :)A$- gJ/- 3$R/, ,

過去十方世間怙，<A$- }$?- :.A- 2a2?- (/- 0:A- o=- 0R- ]- 3J.- :I<, ,

學此明咒成藥王。$%- .$- 1/- .%- ~A%- 2lJ<- 2&?- 0?- ,.- ,R.- 0, ,

行利心懷慈悲行，<A$- }$?- :.A- =- 2a2?- /?- 3#?- 0- L%- (2- <J$ ,

學此明咒智證覺。:.?- L?- 2.J- .%- :.?- 3- L?- 2.J- $%- ;A/- 0, ,

當知有為無為樂，2.J-2- .J- !/- :.A- =?- L%- 2<- <A$- 0<- L, ,

一切安樂由此生。?- 2R/- 2+2- /?- ?- =- $/?- +J- :L%- :I<- 2, ,

種播於地將出生，5S$?- 0- fJ.- /?- i3- 3%- $9$?- .$- i3- 0<- *J, ,

得以聚合生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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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 KA/- s- L%- (2- ;R/- +/- )A- ~J.- 0, ,

五度菩提諸功德，.J- .$- !/- G%- >J?- <2- 1- <R=- KA/- =?-*J, ,

此等皆由般若生。:#R<- =R?- 2+<- o=- =3- $%- /?- /A- g$- :PR- 2, ,

輪王常由何道行，=3- .J- *A.- /?-<A/- (J/- 2./- .%- .0%- 5S$?- !/, ,

七寶四兵經彼道，$%- /?- o=- 2:A- >J?- <2- 1- <R=- KA/- :.A- :PR, ,

如來般若從何行，.J- *A.- /?- /A- ;R/- +/- (R?- !/- :PR- 2<- :I<, ,

諸功德法隨彼行。o=- 2?- 2o- LA/- SA- 2- ;R%?- SA?- =/- $?R=- 0, ,

帝釋提問請佛答，$=- +J- $2:A- LJ-~J.- ?%?- o?- 8A%- I<- =, ,

設若恆河沙佛剎，.J- !/- o=- 2:A- <A%- 2YJ=- L<- 2<- $+3?- I<- G%- , ,

盈滿如來之舍利，2.$- /A- >J?- <2- 1- <R=- KA/- 0- :.A-*A.- =J/, ,

然我取受此般若。&A- a.- &J-/- {- $.%- 3A- $?- 2.$- 3- =$?, ,

我非不敬舍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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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G%- >J?- <2- ;R%?- ?- 2|R?- 0?- 3(R.- 0<- 2IA, ,

般若熏修成應供，.0J<- /- o=- 0R- 2gJ/- 3A- <A3- PR- ,R2- 0- v<, ,

如依王人受敬重，?%?- o?- <A%- 2YJ=- >J?- <2- 1- <R=- KA/- =- 2gJ/, ,

佛陀舍利依般若。/R<- 2- <A/- (J/- ;R/- +/- !/- w/- <A/- ,%- 3J., ,

具德無價摩尼珠，$2- 5K- $%- .- )=- 2- .J- /A- K$- 2IA- :R?, ,

置於何篋應禮敬，.J- K%- I<- G%- $2- 5K- =- /A- .$:- 2IA.- .J, ,

取出亦於篋愛重，;R/- +/- .J- .$- /R<- 2- <A/- (J/-.J- ;A- =$?, ,

彼等功德即寶珠。.J- 28A/- >J?- <2- 1- <R=- KA/- 3(R$- ;R/- +/- IA?, ,

如是依勝般若德，o=- 2- M- %/- :.?- G%- <A%- 2YJ=- 3(R.- 0- 2fJ?, ,

佛滅舍利得供養，.J- v?- $%- 8A$- o=- 2:A- ;R/- +/- :6B/- :5=- .J?, ,

由此誰欲持佛德，>J?- <2- 1- <R=- KA/- ]%- :.A- /A- ,<- 0- =$?, ,

應取般若此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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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 .A/- 0:A- }R/- .- :PR- 2- >J?- <2- !J, ,

布施前行即智慧，5=- OA3?- 29R.- 0- 2lR/- :P?- 2?3- $+/- .J- 28A/- /R, ,

戒忍精進禪亦爾，.$J- (R?- (.- 3A- $9/- KA<- ;R%?-?- :6B/- 0- ;A/, ,

為善不損故攝持，:.A- /A- (R?- i3?- ,3?- &.- 5=- $&A$- !R/- 0<- LJ., ,

此示諸法唯一理。.0J<- /- :63- 2:A- \A%- /- >A%- i3?- LJ- 2- !R%- , ,

如贍洲樹千俱胝，i3- 0- $- 5S$?- i3- 0- .- 3- $9$?- 3%- 2, ,

不同種種多形色，PA2- 3<- I<- 0:A- P%?- ?- 2eR.- 0- 3- $+R$?- 0<, ,

唯說樹影之一名，PA2- 3- $- 5S$?- 3J.- &A%- LJ- V$- ;R.- 3- ;A/, ,

影無種種無差別。.J- 28A/- o=- 2:A- 1- <R=- KA/- s- :.A- .$-G%- , ,

佛陀此五波羅蜜，>J?- <2- 1- <R=- KA/- 0:A- 3A%- *A.- :,R2- 0<- :I<, ,

亦得般若之名稱，,3?- &.- 3HJ/- 0- *A.- KA<- ;R%?- ?- 2}R?- L?- /, ,

為遍知果普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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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 &J?- L- S$- 0R- :.A- !/- <R- $&A$- :I<, ,

六度一味歸菩提。L%- (2- ?J3?- .0:- $=- +J- <2- +- 3A- >J?- 28A/, ,

菩薩若本未盡知，$9$?- .%- :.- >J?- 5S<- .%- ?J3?- 0- i3- 0<- >J?, ,

宣說色想受行識，3A- g$- ;R%?- ?- !R/- 0- 2&R?- =- ,R.- 0- !J, ,

無常行持假般若，3#?- 0- /3- ;%- (R?- i3?- :)A$- 0<- 3A- LJ.- .R, ,

智者永不壞諸法。$%- =- $9$?- 3A/- 5S<- 3A/- :.- >J?- 3A- .3A$?- >A%- , ,

非色非受不緣想，i3- 0<- >J?- 0- 3- ;A/- ?J3?- 0- 3A- .3A$?- =, ,

不緣行識盡了知，(R?- !/- *J- 3J.- !R%- 0:A- 5=- .-<2- >J?-0, ,

萬法無生空性理，:.A- /A- >J?- <2- 1- <R=- KA/- 3(R$- ,R.- 0- ;A/, ,

此即行持勝般若。=- =?- $2:A- [%- $A- LJ- ~J.- 8A%- i3?- /, ,

有化恆河沙數剎，?J3?- &/- )A- ~J.- :#R.- !/- .P- 2&R3- *A.- 2+=- 2?, ,

眾生皆證羅漢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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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J?- <2- 1- <R=- KA/- :.A- ;A$- VA?- +J, ,

書此般若經函贈，?J3?- &/- 3(R$- =- \J$?- LA/- 2?R.- /3?- H.- 0<- :1$?,,

最上有情福更勝。&A- KA<- 8J-/- 5- 3(R$- .J- .$- :.A<- 2a2?- /?, ,

因說第一修學此，(R?- i3?- 3,:- .$- !R%- 0- *A.- .- :.A<- !R/- LJ., ,

能宣諸法此空性，.J- ,R?- */- ,R?- M<- .- i3- 0<- PR=- =- <J$ ,

聞彼聲聞速解脫，<%- o=- L%- (2- .%- /A- ?%?-o?- L%- (2- <J$ ,

證得獨覺佛菩提。M- $- 3J.- 0<- :)A$- gJ/- #R%- :L%- ;R%- 3J.- /, ,

無芽世上不生樹，.J- =- ;=- :.2- 3J- +R$- :V?- 2- $- =- :L%- , ,

枝葉花果豈能出？L%- (2- ?J3?- 3J.- o=- :L%- :)A$- gJ/- ;R%- 3J.- /, ,

無菩提心世無佛，:V?- 2- 2o- LA/- 5%?- 0- */- ,R?- $- =- :L%- , ,

焉生帝梵聲聞果？*A- 3:A- .GA=- :#R<- $%- 5K- :R.- GA- S- 2- :IJ., ,

何時日輪光芒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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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5K- ?J3?- &/- =?- LJ.- 2lR/- 0- .J- 28A/- ., ,

爾時眾生勤行事，3#?- 0- >J?- KA<- :)A$- gJ/- L%- (2- ?J3?- L%- /, ,

智為慧生菩提心，;J->J?- GA?- /A- ?J3?- &/- ;R/- +/- (R?- .%- w/, ,

依智眾具功德法。.0J<- /- 3- SR?- 35S- =- [- 2.$- 3J.- I<- /, ,

如無熱海無龍王，:63- 2:A- \A%- :.A<- (-[%- :22- 0<- $- =- :I<, ,

此贍洲河豈能流？(- [%- 3J.- /- 3J- +R$- :V?- 2- :L%- 3A- :I<, ,

無河不生花及果，o- 35S- =- ;%- <A/- (J/- $9$?- 3%- 3J.- 0<- :I<, ,

亦無大海眾寶色。.J- 28A/-:.A<- ;%- L%-(2- ?J3?- 3J.- 2.J- $>J$?- GA, ,

無菩提心善逝智，;J- >J?- :)A$- gJ/- :.A- .$- !/- +- $- =- :L%-, ,

一切世間豈能生？;J- >J?- 3J.- /- ;R/- +/- :1J=- 3J.- L%- (2- 3J., ,

無智無德無菩提，o- 35S- :S- 2:A- ?%?- o?- (R?- G%- 3J.- 0<- :I<, ,

如海佛法亦成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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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J/- :.-/- $%- LJ.- YR$- ($?- )A- ~J.- 0, ,

此世能明諸含識，!/- GA?- $%- 2<- L- KA<- :R.- i3?- K%- 2- 2?, ,

為照亮故放光芒，*A- 3:A- .GA=- :#R<- :R.- 9J<- $&A$- K%- (J?- 3(R$- !J, ,

日輪一光最至上，
$%- LJ.- 5S$?- GA- :R.- i3?- !/- IA- (<- 3A- 1R., ,

能明群光皆不及。*/- ,R?- 5S$?- i3?- )A- ~J.- .A/- .%- 5=- OA3?-.%- , ,

所有聲聞施持戒，2|R3- .%- <2- +- w/- 0:A- 2?R.- /3?- 5S$?- 2*J.- 0:%- , ,

修行所生福德資，L%- (2- ?J3?- .0:A- eJ?- ?- ;A- <%- ?J3?- $&A$- =, ,

菩薩一念隨喜心，*/- ,R?- 5S$?- GA- 2?R.- /3?- 1%- 0R?- (<- 3A- 1R., ,

聲聞眾福不可比。:.?- .?- }R/- IA- ?%?- o?- LJ- 2- O$- OA$- $%- , ,

先佛俱胝那由他，8A%- 3%- 3,:- ;?- LJ-!R%- .$- /- $%- 28$?- .%- , ,

住千俱胝無邊剎，$%- ;%- M- %/- :.?- 0:A- :)A$- gJ/- 3$R/- 0R- i3?, ,

離憂世間諸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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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 0<- L- KA<- <A/- (J/- (R?- !R/- 0, ,

為滅痛苦示寶法。.%- 0R<- L%- (2- 3(R$- +- ?J3?- 2*J.- 2*J.- 0- /?, ,

初發殊勝菩提心，i3- 0<- :SJ/- 0- i3?- GA- .3- (R?- 9.- GA- .?, ,

至諸導師妙法盡，.J- 2<- o=- 2- .J- .$- 2?R.- /3?- $%- ;A/- 0, ,

期間如來諸福德，1- <R=- KA/- .%- w/- .%- ?%?- o?- (R?- $%- .%- , ,

具波羅蜜佛陀法，$%- ;%- ?%?- o?- Y?- i3?- .%- /A- */-,R?- .%- ,

佛子聲聞學無學，aR2- .%- 3A- aR2- .$J- 2- 9$- 2&?- 9$- 3J.- 0, ,

有漏無漏之善法，2#?- /?- L%- (2- ?J3?- .0:- eJ?- ?-;A- <%- 8A%- , ,

菩薩集已作隨喜，:PR- 2:A- .R/- o-L%- (2- KA<- /A- ,3?- &.- 2}R, ,

利生迴向大菩提。;R%?- 2}R- $=- +J- ?J3?- ?- :.->J?- :L%- :I<- 8A%- , ,

迴向設若心起想，L%- (2- :.- >J?- ;R%?- 2}R- ?J3?- &/- :.- >J?- /, ,

覺想迴向眾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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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KA<- /- v- $/?- ?J3?- /A- $?3- =- ($?, ,

想故住見心著三，.3A$?- 0- ;R.- 0?- ;R%?- ?- 2}R?- 0<- (.- 3- ;A/, ,

有緣非入普迴向。$=- +J- :.A- v<- (R?- :.A- :$$?- >A%- 9.- 0- .%- , ,

如是此法即滅盡，$%- .- ;R%?- ?- 2}R- 2- .J- ;%- 9.- 0- .%- , ,

迴向之處彼亦盡，(R?- GA?- (R?- =- /3- ;%- 3A- 2}R- >J?- I<- /, ,

知不以法迴向法，.J- v<- <2- +- >J?- 0?- ;R%?- ?- 2}R?- 0- ;A/, ,

徹知此理乃迴向。$=- +J- 35/- 3<- LJ.- /- .J- /A- 2}R- 3- ;A/, ,

執相彼非真迴向，&A- !J- 35/- 3- 3J.- /- L%- (2- 2}R- 2- ;A/, ,

無相菩提真迴向，)A-v<- .$- .%- :SJ?- 0:A- #- 9?- 29%- 9- 2, ,

如吃雜毒上等食，.!<- 0R:A- (R?- =- .3A$?- 0:%- .J- :S<- o=- 2?- $?%?, ,

佛說緣白法亦爾，.J- v?- :.A- v<- ;R%?- ?- 2}R-2- 2a2-L- !J, ,

故當如是學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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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 o=- 2- .J- .$- .$J- 2- .J- 3HJ/- 0:A, ,

依佛洞悉善行相，i3- 0- $%- ;A/- :L%- $%- 35/- *A.- $%- ;A/- =, ,

如此出生如此相，eJ?-?- ;A- <%- .J- v- .J- v<-;R%?- ?- 2}R, ,

隨喜如此普迴向。.J- v<- 2?R.- /3?- L%- (2- ;R%?- ?- 2}R- LJ.- /, ,

福德迴向大菩提，.$- 3J.- ?%?- o?- 3A- %R%- o=- 2?- $?%?- 0- 5, ,

無毒成佛依佛說，.J- v<- ;R%?- 2}R- .0:- 2R- :)A$- gJ/- .3A$?- &/- IA, ,

如是迴向之勇士，L%- (2- ?J3?- .0:- )A- ~J.- ,3?- &.- 9A=- IA?- $/R/, ,

勝世有緣諸菩薩。.3?- =R%- .3A$?- 2- 3J.- 0- LJ- 2- O$- OA$- i3?, ,

無導天盲千萬億，=3- ;%- 3A- >J?- PR%- HJ<- :)$- 0<- $- =- :I<, ,

不曉道豈入城市？>J?- <2- 3J.- /- 3A$- 3J.- 1- <R=- KA/- s- :.A, ,

無慧無目此五度，.3A $?- 2- 3J.- 0?- L%- (2- <J$- 0<- /?- 3- ;A/, ,

無導不能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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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K- >J?- <2- GA?- /A- <2- +- 9A/- I<- 0, ,

何時以慧盡攝持，.J- 5K- 3A$- fJ.- I<- &A%- :.A- ;A- 3A%- :,R2- 2R, ,

爾時得目獲此名，.0J<- /- <A- 3R:A- =?- /A- ;R%?- 9A/- 3A$- 3J.- 0, ,

如畫竣工無眼目，)A- YA.- 3A$- 3- VA?- 0<- d/- 0- 3A- ,R2- 28A/, ,

未點睛前不得資。$%- 5K- :.?- L?- :.?- 3- L?- .%- .!<- /$- (R?, ,

有為無為黑白法，>J?- <2- i3- 0<- 2>A$- /?- h=- 43- 3A- .3A$?- 5K, ,

慧破塵許不得時，:)A$- gJ/- .$- /->J?-<2-1-<R=- KA/- P%?- :PR, ,

世間入於般若列，/3- 3#:- $%- =:%- &%- 9.- 3A- $/?- .J- .%-:S, ,

猶如虛空毫不住。$=- +J- 2.$-/A- o=- 2:A- >J?- <2- ,.- L- 8A%- , ,

設思我行如來智，?J3?- &/- #$- 2}=- <J$- 0- O$-OA$- 3%- .PR=- ?J3?, ,

解眾那由他多苦，?J3?- &/- :.- >J?- ;R%?- gR$- L%- (2- ?J3?- .0:- !J, ,

計眾生想之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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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J?- <2- 1- <R=- KA/- 3(R$- ,R.- 3- ;A/, ,

此非行持勝般若。L%- (2- ?J3?- .0:- $%- 8A$- }R/- (.- ,R.- 0:A- 5K, ,

菩薩先前行持時，1- <R=- KA/- :.A<- ,R.- 0- 3#?- 0- ?R3- *A- 3J., ,

行此般若無疑知，,R?- 3- ,$- +-.J- /A- !R/- 0:A- :.- >J?- *J., ,

聞即彼起本師想，.J?- /A- L%- (2- 8A- 2- M<- .- gR$?- 0<-:I<, ,

依此速證寂菩提。}R/- ,R.-5K- /- ?%?- o?- O$- OA$- 2!<- L?- G%- , ,

昔行時事無量佛，o=- 2:A- >J?- <2- 1- <R=- KA/- =- 3- ..- /, ,

然若未信佛般若，,R?- /?- ]R- (%- .J- ;A?- :.A- /A- %R%- LJ.- .J, ,

聞已慧淺彼棄此，
%%?-/?- *2?- 3J.- I<- 0- .J- /A- 3/<- 3J.- :PR, ,

捨無救護墮無間。.J- v- 2?- /- $=- +J- ?%?- o?- ;J- >J?- 3(R$ ,

故欲證佛最勝智，<J$- 0<- :.R.- /- o=- 2:A- ;3-:.A<- ..- 0<- IA?, ,

於此佛母當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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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J<- /- 5S%- 0- <A/- (J/- \A%- .- ?R%- /?- /A, ,

猶如商人至寶洲，9R%- 9.- a<- =R$- v- 2<- I<- /- 3A- <%- %R- , ,

蕩財返回非應理。$9$?- GA- .$- 0- :V?- 2- .$- 0<- <A$- 0<-L, ,

當知色淨果清淨，:V?- 2- $9$?- .$- ,3?- &.- 3HJ/- *A.- .$- 0<- :I<, ,

果色清淨遍知淨，,3?- &.- 3HJ/- *A.- :V?- 2- .$- .%- $9$?- .$- 0, ,

遍知果淨色清淨，/3- 3#:A- #3?- .%- 35%?- +J- .LJ<- 3J.- 2&.- .- 3J., ,

如虛空界不分割。 {2?- $*A?- 0:R, ,

第二品終
.0:- 2R- $<- ,R.- >J?- <2-1- <R=- KA/- 0- ;A?, ,

勇士所行依般若，#3?- $?3-;%- .$- :.?- =- i3- 0<- PR=- 2:%- 3A/, ,

真超三界非解脫，*R/- 3R%?- 2?=- 2<- I<- G%- *J-2- !R/- 0<- LJ., ,

雖除煩惱示投生，c- .%- /- .%-:(A- 2- 3J.- G%- :(A- :1R- !R/, ,

無老病死示死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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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2- :.A- .$- 3A%- .%- $9$?- GA- :.3- =- ($?, ,

眾生身陷名色泥，_%- $A- :#R<- =R- v- 2:A- :#R<- 2:A- :#R<- =R<-:H3?, ,

漂似風輪生死中，:PR- 2- :O=- 0- <A- ?$?- o<- (.- :S<- >J?- /?, ,

知迷眾如獸入網，>J?- <2- w/- 0- 3#:- =- L- 28A/- i3- 0<- o, ,

智者如禽游虛空。
,R.- 0- ;R%?- .$- $%- 8A$- $9$?- =- 3A- ,R.- &A%- , ,

行清淨者不行色，i3- >J?- :.- >J?- 5S<- 2- ?J3?- 0<- 3A- ,R.- /, ,

不行識想受及行，.J- v<- ,R.- 0- ($?- 0- ,3?- &.- ;R%?- %R%- 8A%- , ,

如是而行斷諸貪，($?- =?- i3- PR=- 2.J- $>J$?- i3?- GA- >J?- <2- ,R., ,

行解脫貪諸佛智。.J- v<- ,R.- 0:A- L%- (2- ?J3?- .0:- 3#?- $?=- 2, ,

明智菩薩如是行，($?- 0- 2&.- /?- :PR- =- ($?- 0- 3J.- 0<- :PR, ,

斷貪趨向無貪執，*A- 3- 1- $&/- $9:- V=- z%- %J<- :.$- 0- .%- , ,

如離羅 日昭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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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J- 2+%- C- .%- >A%- .%- /$?- 5=- YJ$- 0- 28A/, ,

失火焚燒草木林。(R?- i3?- ,3?- &.- <%- 28A/- .$- &A%- ;R%?- .$- 0<, ,

諸法自性淨普淨，L%- (2- ?J3?- .0:- >J?- <2- 1- <R=- KA/- v- /, ,

菩薩慧觀般若時，LJ.- 0- 0R- ;%- 3A-.3A$?- (R?- !/- 3A- .3A$?- +J, ,

不緣行者一切法，:.A- /A- >J?- <2-1- <R=- KA/- 3(R$- ,R.- 0- ;A/, ,

此即行持勝般若。 {2?- $?3- 0:R, ,

第三品終
o=- 2- =- /A- z- o=- 2o- LA/- IA?- 8?- 0, ,

天王帝釋問佛尊，L%- (2- ?J3?- .0:- >J?- <2- ,R.- 0- )A- v<- 2lR/, ,

菩薩如何勤行智？1%- 0R- #3?- =- h=- 43- 2lR/- 0<- 3A- LJ.- &A%- , ,

蘊界塵許不勤行，1%- 0R<- 3A- 2lR/- .J- /A- L%- (2- ?J3?- .0:- 2lR/, ,

不勤於蘊菩薩勤。$%- 8A$- (R?- :.A- 3=- .%- +- 3- :S<- ,R?- /?, ,

誰聞此法如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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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 *A- 3J.- &A%- aR2- =- KA<- 8A%- .R<- LJ.- 0, ,

無疑學復行加行，?J3?- &/- .J- /A- <A%- /?- ,J$- (J/- 8$?- <A$- L, ,

知彼久遠入大乘，?%?- o?- LJ- 2- O$- OA$- 3%- =- z$- L?- ;A/, ,

事佛俱胝那由他。.$R/- 0:A- =3- /A- .0$- 5.- 3%- 0R<- 8$?- 0:A- 3A?, ,

入多由旬荒道人，$/$- mA- 353?- GA- /$?- 5=- 1/- ?3- 5S$?- 3,R%- /?, ,

見牧牛人交界林，:.A-.$- PR%- .%- PR%- HJ<- *J-2:A- g$?- ~3- !J, ,

思乃臨近村城兆，.2$?- KA/- fJ.- 0<- I<- &A%- (R3- b/- :)A$?- 0- 3J., ,

得安慰無盜匪懼。.J- 28A/- L%- (2- ;R%?- ?- 5S=- 5K- o=- i3?- GA, ,

如是尋覓菩提時，>J?- <2- 1- <R=- KA/- :.A- 3*/- 0- $%- ,R2- 0, ,

得聞諸佛此般若，.J- /A- .2$?- KA/- ,R2- 0<- I<- &A%- :)A$?- 3J.- .J, ,

彼得慰藉無畏懼，.P- 2&R3- ?- =- 3- ;A/- nJ/- gR$- ?-=- 3A/, ,

非羅漢果緣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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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8A$- o-35S:A- (- /A- v- KA<- :PR- 2- ;A?, ,

如人為觀海水往，$=- +J- >A%- .%- /$?- 5=- <A- 3,R%- .- .%- <A%- , ,

見樹林山仍遙遠，&A- !J- g$?- 3- 3,R%- /- o- 35S- (J/- 0R- /A, ,

不見彼等遙遠相，*J- 2<- I<- +R- ~3- !J- .J- =- ?R3- *A- 3J., ,

思近大海無懷疑。.J- v<- L%- (2- .3- 0<- <2- 8$?- o=- 2- ;A, ,

當知已入妙菩提，>J?- <2- 1- <R=- KA/- 0- :.A- */- <A$- 0<- L, ,

聽聞如來此般若，i3- 0<- :SJ/- 0?- 3%R/- ?3- =%- 2!/- 3- I<- G%- , ,

縱未得佛親授記，?%?- o?- L%- (2- <A%- 0R<- 3A- ,R$?- 2.$- <J$- :I<, ,

不久自證佛菩提。.JA.- .?- 29%- =- #R%- 0R- =R- 3- z$?- I<- /, ,

春季好時樹葉落，;=- $?- <A%- 0R<- 3A- ,R$?- =R- :V?- 3J- +R$- 20/, ,

枝不久生葉花果，>J?- <2- 1- <R=- KA/- :.A- ?- ;A- =$- ,R2- 0, ,

誰手中得此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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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R<- 3A-,R$?- :SJ/- 0- i3?- GA- L%- (2- ,R2, ,

不久獲證佛菩提。.0J<- /- 2.- 3J.- 43- $%- #$- 2}=- *J/- I<- /, ,

猶如孕婦受苦逼，.J- /A- .J- ;A- 24:- 2:A- .?- =- 22- &J?- L, ,

彼謂已至分娩時，.J- 28A/- L%- (2- ?J3?- .0:- o=- 2:A- >J?- <2- */, ,

菩薩聽聞如來智，.$:- .%- :./- 0- 2*J.- 0- M<- .- L%- (2- <J$ ,

生喜求疾證菩提。>J?- <2- 1- <R=- KA/- 3(R$- ,R.- 5K- i=- :LR<- 0, ,

行勝般若瑜伽者，$9$?- GA- :1J=- 2- .%- /A- ;R%?- ?- :PA2- 3A- 3,R%- , ,

不見色之增與減，$%- 8A$- (R?- .%- (R?- 3A/- (R?- .LA%?- 3A- 3,R%- 8A%- , ,

不見非法法法界，M- %/- :.?- =- 3A- <J$- .J- /A- >J?- <2- $/?, ,

不證涅槃彼住智。$%- 8A$- :.A<- ,R.- ?%?- o?- (R?- i3?- 3A- gR$- !J, ,

行此不計佛諸法，
!R2?- .%- m- :U=- b%- 0- L%- (2- 8A- 3A- gR$ ,

五力神足寂菩提，



43

i3- 0<- 3A- gR$- gR$- V=- LA/- IA?- _2?- GA?- ,R., ,

遠離分別依加持，:.A- /A- >J?- <2- 1- <R=- KA/- 3(R$- ,R.- 0- ;A/, ,

行此即行勝般若。
5- 2:A- ^- 2- ?%?- o?- =- /A- <2- :LR<- 8?, ,

須菩提問說月佛，;R/- +/- .$:- 2- i3?- GA- 2<- .- $&R.- $%- =$?, ,

何為喜功德者障？
!R/- 0?- 2!:- )=- 2<- .- $&R.- 0<- :I<- 3%- !J, ,

佛言成為障礙多，.J- =?- <J- 8A$- &%- 9.- 43- 8A$- ;R%?- ?- 2eR., ,

從中稍略普宣說。o=- 2:A- >J?- <2- 1- <R=- KA/- :.A- ;A$- :SA- 5K, ,

繕寫佛此般若時，
%R2?- 0- ,- . .- i3- 0- .- 3- :L%- :I<- 8A%- , ,

不同辯才紛湧現，:PR- 2:A- .R/- 3- L?- 0<- \R$- 28A/- M<- .-;%- , ,

未利眾生似閃電，;R%?- ?- *3?- 0<-:I<- 2- :.A- /A- 2..- GA- =?, ,

疾速退失是魔業。:.A- 2>.- 5K-/- #- &A$- ?R3- *A- 9- :I<- +J, ,

講此之際有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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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 0?- :.A<- /A- 2.$- $A- 3A%- ;%- ;R%?- 3- 2eR., ,

導師於此未言及，<A$?- .%- ?- .%- <?- G%- ;R%?- ?- 3- 2eR.- &J?, ,

我名種族地姓氏，.J-/A- */- 0<- 3A- :I<- %R%- :I<- 2..- GA- =?, ,

不聞棄此是魔業。.J- v<- 3A- >J?- .J- .$- l- 2- 2R<- /?- /A, ,

不明此理捨根本，kR%?- 0?- ;=- $- .$- .%- :.2- 3- :5S=- 2<- :I<, ,

愚昧不解尋枝葉。\%- 0R- fJ.- G%- \%- 0R:A- eJ?- /A- :5S=- 2- v<, ,

如得象復尋象跡，>J?- <2- 1- <R=- KA/- ,R?- 3.R-5S=- .J- 28A/- /R, ,

聽聞般若尋經同。.0J<- /- =- =?- <R- 2o- w/- 0:A- 9?- fJ.- =, ,

如人獲具百味食，9?- 3(R$- fJ.- /?- 9?- %/- :5S=- 2<- LJ.- 0- v<, ,

得妙食尋菲薄食，L%-(2- ?J3?- .0:- 1- <R=- KA/- 0- :.A- fJ.- /?, ,

菩薩得此波羅蜜，.P- 2&R3- ?- ;A?- L%- (2- :5S=- LJ.- .J- 28A/- /R, ,

羅漢果尋菩提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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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 !%- :.R.- 0<- :I<- 8A%- fJ.- 0- :.R.- :I<- .%- , ,

貪求恭敬圖利養，v- .%-2&?- 0:A- ?J3?- GA?- HA3- :SA?- LJ.- w/- 8A%- , ,

以有見心熟俗家，(R?- 2+%- /?- /A-(R?- 3A/- L- 2- ,R.- :I<- 2, ,

捨法而行非法事，=3- 2R<- =3- $R=- :PR- 2- :.A- /A- 2..- GA- =?, ,

棄道入歧是魔業。$%-.$- .J- ;A- 5K-/- :./- &A%- ..- I<- /?, ,

爾時希求起信已，(R?- GA- .3- 0- :.A- /A- */- .- ?R%- 2- =?, ,

去聽聞此微妙法，.J- .$- $A?- /A- (R?- 5- L- 2<- w/-<A$- /?, ,

知說法師依瑣事，.$:- 2- 3J.- &A%- ;A.- 3A- 2.J- 2<- I<- /?- :PR, ,

不喜不悅而離去。.J- ;A- 5K-/- 2..- GA- =?- :.A- :L%- 2<- :I<, ,

是時出現此魔業，.J-5K- $%- .$- $A?- /A- .$J- aR%- 3%- .N$?- /?, ,

彼時擾亂眾比丘，>J?- <2- 1- <R=- KA/- :.A- :6B/- 0<- 3A- :I<- 2:A, ,

不令受持此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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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R.- 0- i3- 3%- $8/- ;%- :L%- 2<- :I<, ,

餘多違緣亦屢現。<A/- (J/-<A/- ,%- 3J.- 0- fJ.- :I<- $%- .$- ;A/, ,

有人已得無價寶，.J- .$- .!R/- =- .?- i3?- g$- +- :5K- 2:%- 3%- , ,

稀有恆時害亦多，.J- 28A/- o=- 2:A- >J?- <2- 1- <R=- KA/- 0- 3(R$ ,

如是如來勝般若，<A/- (J/- (R?- G%- .!R/- =- g$- +-:5K- 2:%-3%- , ,

法寶難得害亦多。,J$- 0- $?<- .- 8$?- 0:A- ?J3?- &/- ]R- (%- 2, ,

新入乘之淺慧者，$%- 8A$- .!R/- 0:A- <A/- (J/- :.A- /A- 3- fJ.- 0, ,

未得稀有此珍寶，.J- =- 2<- (.- L- KA<- 2..- /A- 3R- 2<- :I<, ,

為造違緣惡魔喜。KR$?- 2&:A- ?%?- o?- .J- .$- ;R%?-?- :6B/- =- .R<, ,

十方佛陀行攝持。3- 8A$- /- 2<- I<- =- 2- /A- 3%- ;R.- 0, ,

如患病母有多子，.J- !/- ;A.- 3A- 2.J- 8A%- .J- =- <A3- PR- LJ., ,

悉皆傷心服侍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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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28A/- KR$?- 2&:A- :)A$- gJ/- #3?- GA- ?%?- o?- G%- , ,

如是十方世界佛，;3- I<- >J?- <2- .3- 0- :.A- =- .$R%?- 0- 36., ,

亦念佛母微妙智。$%- .$- :.?- .%- KR$?- 2&:A- :)A$- gJ/- 3$R/- $%- .%, ,

過去十方及未來，3- :R%?- .?- /- :L%-:I<- .J- .$- :.A- =?- :L%- , ,

世間怙主由此生，:)A$- gJ/- !R/- 0- o=- 2- i3?- GA- *J.- LJ.- ;3, ,

示世諸佛能生母，?J3?- &/- $8/- IA- ?J3?- GA- ,R.- 0- !R/- 0<- LJ., ,

示餘有情之心行。:)A$- gJ/- .J- 28A/- *A.- .%- .P- 2&R3- .J- 28A/- *A., ,

世間羅漢之真如，<%- o=- .J- 28A/- *A.- .%- o=- Y?- .J- 28A/- *A., ,

緣覺佛子之真如，$&A$- 0- *A.- .J- .%R?- V=- $8/- 3A/- .J- 28A/- *A., ,

離實非他一真如，>J?- <2- 1- <R=- KA/- 0- .J- 28A/- $>J$?- 0?- 3HJ/, ,

如來徹知智慧度。3#?- 0- :)A$- gJ/- $/?- ?3- M- %/- :.?- G%- <%- , ,

遍知住世或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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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A.- *R/- 3J.- (R?- i3?- !R%- 0- :.A- $/?- +J, ,

無過法性法空住，L%- (2- ?J3?- .0?- .J- 28A/- *A.- :.A- eJ?- ?- gR$?, ,

菩薩隨證此真如，.J- KA<- .J- 28A/- $>J$?- 8J?- ?%?- o?- 35/- $?R=- +R, ,

故於佛賜如來名。>J?- <2- 1- <R=- KA/- 0- .$:- 5=- =- 2gJ/- 0, ,

依於般若歡喜園，
!R2?- 2&- i3- :SJ/- i3?- GA-,R.- ;=-:.A- ;A/- +J, ,

十力導師此行境，?J3?- &/- #$- 2}=- %/- ?R%- $?3- =?- ;R%?- :.R/- G%- , ,

盡除眾苦三惡趣，.J- .$- /3- ;%- ?J3?- &/- :.- >J?- :I<- 2- 3J., ,

彼等永無眾生想。.0J<-/- ?J%- $J- <A- ?=- 2gJ/- /?- :)A$?- 3J.- 0<, ,

如獅棲山無畏懼，<A- ?$?- U- 3R- 3%- 0$- LJ.- &A%- 1- 1R$?- v<, ,

震懾群獸發吼聲，3A- ;A- ?J%- $J- >J?- <2- 1- <R=- KA/- 2gJ/-/?, ,

人中獅子依般若，3- !J$?- &/- 3%- 0$- KA<- :)A$- gJ/- 1- ;%- 1R$?, ,

懾眾外道發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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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J<- /- /3- 3#<- $/?- 0:A- *A- 3:A- :R.- 9J<- /A, ,

譬如空中之陽光，?- :.A- {J3- 0<- LJ.- &A%- $9$?- G%- <2- +- !R/, ,

曬乾大地顯色相，.J- 28A/- (R?- o=- >J?- <2- 1- <R=- KA/- 2gJ/- /?, ,

如是法王依般若，YA.- 0:A-(- [%- {J3?- >A%- (R?- G%- <2- +- !R/, ,

有海乾涸說諸法。$9$?- i3?- 3A- 3,R%- 5S<- 2- .$- G%- 3A- 3,R%- 8A%- , ,

諸色及受不可見，:.- >J?- 3,R%- 2- 3J.- =- ?J3?- 0- 3A- 3,R%- 8A%- , ,

想無所見行不見，$%- =- i3- 0<- >J?- .%- ?J3?- ;A.- 3,R%- 3J.- 0, ,

識心及意無所見，:.A-/A- (R?- 3,R%- ;A/- 8J?- .J- 28A/- $>J$?- 0?- 2!/, ,

此名見法如來言。/3- 3#:- 3,R%- 8J?- ?J3?- &/- 5B$- +- <2- 2eR.- 0, ,

有情聲稱見虛空，/3- 3#:- )A- v<- 3,R%- 8J?- .R/- :.A- 2g$- 0<- IA?, ,

虛空豈見觀此義，.J- v<- (R?- 3,R%- 2- ;%- .J-28A/- $>J$?- 0?- 2!/, ,

佛說見法亦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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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 2- .0J- $8/- IA?- /A- 2~.- 0<-/?- 3- ;A/, ,

見以他喻不能詮。$%- $A?- .J- v<- 3,R%- 2- .J- ;A?- (R?- !/- 3,R%- , ,

誰如是見見諸法，o=- 0R- 2+%- ~R3?- :.$- &A%- ]R/- 0R- !/- LJ.- v<, ,

如王舍住臣普行，?%?- o?- 36.- .%- */- ,R?- (R?- i3?- )A- ~J.- 0, ,

佛行聲聞所有法，.J- .$- ,3?- &.- >J?- <2- 1- <R=- KA/- 0- LJ., ,

悉皆依於般若行。o=- 0R- PR%- .- 3A- :PR- ;=- :#R<- 3A- :PR- 2<, ,

如王不往城國邑，<%- $A- ;=- /?- :.- 2- ,3?- &.- #.- 0- v<, ,

居自宮攝諸財物，L%- (2- ?J3?- .0:- (R?- *A.- $%- .:%- 3A- :PR- =, ,

菩薩法性無所去，?%?- o?- ?- ;A- ;R/-+/- $%- ;A/- ,3?- &.- #., ,

攝集佛地諸功德。$%- =- 2.J- $>J$?- L%- (2- ?J3?- .0:- ..- 2g/- ;R., ,

於佛菩薩有堅信，>J?- <2- 1- <R=- KA/- 0- 3(R$- =- 2?3- .R<- 2, ,

意樂行持勝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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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 o=- ?- $*A?- >A/- +-:.?- L?- /?, ,

盡越聲聞獨覺地，9A=- IA?- 3A- /R/- o=- 2:A- L%- (2- M<- .-: ,R2, ,

速得無遮佛菩提。.0J<- /- o- 35S<- :)$- 0:A- P- /A-($- I<- =, ,

猶入海者船破毀，3A- $%- <R-:3- C-:3- >A%- /A- 3A- :6B/- 0, ,

何人未持屍草木，(-.2?- :)A$- 0<- :I<- +J- %R$?- ?- KA/- 3A- :I<, ,

葬身水中不抵岸，$%- 8A$- :6B/- 0- o- 35S:A- 1- <R=- KA/- 0<- :I<, ,

若人握物至海岸。.J- v<- ..- w/- .%- 2- ,R2- 0- $%- 8A$- /A, ,

如是具信得淨心，>J?- <2- 1- <R=- KA/- ;3- eJ?- ?- 3A- :)$- 3A/, ,

不隨般若非證覺，
*J- c- :(A- .%- M- %/- j- _2?- :O$?- 0- ;A?, ,

生老死憂波濤洶，:#R<- 2:A- o- 35S- .J<- /A- g$- +- :#R<- :I<- 2, ,

輪迴海中恆流轉。$%- .J- >J?- <2- 3(R$- $A?- ;R%?- ?- 9A/- 0- /, ,

若以殊勝慧攝持，



52

.%R?- 0R:A- <%- 28A/- 3#?- >A%- .R/- .3- !R/- 0<- LJ., ,

通法自性說勝義，.J-.$- ,2?- GA- ;R/- +/- >J?- <2- ;R%?- 9A/- /, ,

方便功德以慧攝，3(R$- +- k.- L%- 2.J- $>J$?- L%- (2- M<- .- <J$ ,

速證最妙佛菩提。.0J<- /- =- =?- m- ?R- 3- 2+%- (- *J.- /, ,

如人新罐盛裝水，*3- (%- KA<- /- M<- .- :)A$- 0<- <A$- 0<- L, ,

知不牢固故速毀，?R- 2+%- 23- 0<- (- *J.-=3-.- :)A$- 0- ;A, ,

窯燒瓶中盛裝水，:)A$?- 0- 3J.- &A%- 2.J- 2<- HA3- .- KA/- 0<- :I<, ,

途無壞懼安返家。.J-28A/- L%- (2- ?J3?- .0:- ..- 0- 3%- I<- G%- , ,

如是菩薩信雖足，>J?- <2- i3- 0<- *3?- /- M<- .- 3-<%?- :I<, ,

然失智慧疾退墮，..- 0?- >J?- <2- .J-/A- ;R%?- ?-9A/- I<-/, ,

若信心以慧攝持，?- $*A?- >A/- +- :.?- +J- L%- (2- 3(R$- ,R2- :I<, ,

越二地獲大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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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J<- /- 2&R?- =J$?- 3- L?- P- /A- o- 35R:A- /%- , ,

如未精造船入海，/R<- .%- 2&?- >A%- 5S%- 0<- 2&?- +J- :)A$- 0<- :I<, ,

財寶商人俱毀壞，P- .J- =J$?- 0<- 2&R?- =J$?- L?- .%- w/- I<- /, ,

彼船精心而細造，3A- :)A$- /R<- .%- 2&?- 0- %R$?- ?- KA/- 0<- :I<, ,

無損載寶達岸邊。.J- v<- L%- (2- ?J3?- .0:- ..- 0?- ;R%?- 2|R?- G%- , ,

如是菩薩縱熏信，>J?- <2- 3J.- /- L%- (2- =?- /A- M<- *3?- :I<, ,

若無智速退菩提，.J- *A.- >J?- <2- 1- <R=- KA/- 0- 3(R$- w/- /, ,

若具殊勝智慧度，3-k?- 3- *3?- o=- 2:A- L%- (2- <J$- 0<- :I<, ,

不染失證佛菩提。=R- 2o- *A- >- =R/- +J- c?- >A%- #$- 2}=- 3A, ,

一百廿歲老苦人，=%?- G%- 2.$- *A.- :PR- 2<- /?- 0- 3- ;A/- +J, ,

雖立獨自不能行，.J- /A-$;?-$;R/- $*A?- /?- 3A- ;A?- 2gJ/- L?- /?, ,

若左右人作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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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 2:A- :)A$?- 0- 3J.- &A%- 2.J- ]$- :PR- 2<- :I<, ,

無跌倒怖順利行。.J-28A/- L%- (2- ?J3?- .0:- >J?- <2- !R2?- (%- 2, ,

如是菩薩智力微，<2- +- 8$?- 0<- I<- G%- 2<- .- *3?- 0<- :I<, ,

彼已趨入復退失，.J- *A.- ,2?- .%- >J?- <2- 3(R$- $A?- ;R%?- 9A/- /, ,

以勝方便慧攝持，3A- *3?- .J- 28A/- $>J$?- GA- L%- (2- <J$- 0<- :I<, ,

不退證得佛菩提。L%- (2- ?J3?- .0:- .%- 0R:A- =?- GA- ?<- $/?- $%- , ,

住初學位之菩薩，z$- 0:A- 2?3- 0?- ?%?- o?- L%- (2- 3(R$- 8$?- 0, ,

勝意樂入大菩提，aR2- 3- 29%- 0R- ]- 3<- $?- w/- .J- .$- $A?, ,

賢善弟子敬上師，]- 3- 3#?- 0- i3?- =- g$- +- 2!J/- 0<- L, ,

恆依諸位智者師。&A- KA<- 8J- /- 3#?- 0:A- ;R/- +/- .J- =?- :L%- , ,

因智功德源於彼，.J- .$- >J?- <2- 1- <R=- KA/- 0- eJ?- ?- !R/, ,

隨說般若波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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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R?- i3?- .$J- 2:A- 2>J?- =- 2!J/- +R- 8J?, ,

佛諸法依善知識，;R/- +/- !/- IA- 3(R$- 3%:- o=- 2?- .J- {.- $?%- , ,

具勝功德如來語。
.A/- .%- 5=- OA3?- 29R.- .%- .J- 28A/- 2lR/- :P?- .%- , ,

布施持戒忍精進，2?3- $+/- >J?- <2- L%- (2- ;R%?- ?- 2}R- 2<- IA?, ,

定慧迴向大菩提，L%- (2- 1%- 0R<- 8J/- /?-3(R$- :6B/- 3- LJ.- &J?, ,

菩提莫執蘊見取，.%- 0R:A- =?- &/- .J- =- .J- {.- 2!/- 0<- L, ,

初學者前示此理。.J- v<- ,R.- 0- =J$?- 35S- 5- 2:A- ^- 2- i3?, ,

此行善海說法月，:PR- 2:A- *2?- .%- .0%- $*J/- .%- /A- $/?- ;A/- +J, ,

眾生皈處友軍所，gJ/- .%- ]R-.%- \A%- .%- ;R%?- :SJ/- .R/- :.R.- 0, ,

依慧洲導欲利者，$?=- LJ.- 1R/- 3- (R?- 3(R$- 5- 2- 3A- :O$?- ;A/, ,

日燈說勝法不亂。P$?- (J/- w/- i3?- L- .!:- $R- (- IR/- LJ.- .J, ,

具大名披難行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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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R- #3?- .%- *J- 3(J.- i3?- GA- $R- (- 3A/, ,

非蘊界處之盔甲，,J$- $?3- :.->J?- V=- 8A%-;R%?-?- $9%- 2- 3J., ,

離三乘想無執取，3A- wR$- $;R- 2- 3J.- &A%- 3A- :O$?- (R?- &/- ;A/, ,

不退不動不亂法。.J- .$- :.A- :S:A- (R?- .%- w/- 8A%- 3R?- 0- 3J., ,

彼具此法無戲論，,J- 5S3- ?R3- *A- ;A.- $*A?- V=- 8A%- .R/- .%- w/,

遠離疑慮具實義，>J?- <2- 1- <R=- KA/- 0- ,R?- /?- 3A- /<- 2, ,

聽聞般若不退卻，$8/- IA- SA%- 3A- :)R$- &A%- 3A- wR$- <A$- 0<- L, ,

不依他轉不退還。:SJ/- 0- i3?- GA- (R?- :.A- 92- !J- 3,R%- 2<- .!:, ,

諸佛此法深難見，??- G%- gR$?- 0- 3J.- &A%- ,R2- 0<- :I<- 3J.- 0, ,

誰亦無悟無獲得，.J- KA<- 1/- 36.- 2lJ<- w/- L%- (2- 2fJ?- /?- :.A, ,

行利慈者證菩提，?J3?- &/- 5S$?- ??- >J?- ~3- ,$?- OJ=- (%- 2<- 36., ,

思眾誰知不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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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3?- &/- i3?- /A- $/?- =- .$:- 8A%- ;=- i3?- :.R., ,

眾生喜處求諸境，:6A/- =-$/?- >A%- 3A- 3#?- ]/- kR%?- 3/- 0- 28A/, ,

住執不通愚如暗，,R2- 0<- L- 2:A- (R?- /A- $/?- 3J.- :6B/- 3J.- .J, ,

所得之法無住執，.J?- /- :)A$- gJ/- .$- .%- lR.- 0- :L%- 2- ;A/, ,

故與世間起爭議。/3- 3#:A- #3?- /A- ><- IA- KR$?- .%- zR- KR$?- .%- , ,

虛空界於東南方，.J- 28A/- /2- GA- KR$?- .%- L%- KR$?- 1- 3,:- ;?, ,

西方北方無邊際，
!J%- .%- :R$- .%- KR$?- 2&- )A- ~J.- i3?- /:%- ;R., ,

上下十方盡其有，,- ..-I<- 0- 3J.- &A%- LJ- V$- I<- 0- 3J., ,

不成別體無差異。:.?- 0:A- .J- 28A/- *A.- $%- 3- LR/- .J- 28A/- *A., ,

過去未來之真如，.- v<- .J- 28A/- *A.- $%- .P- 2&R3- .J- 28A/- *A., ,

現在羅漢之真如，(R?- !/- .J- 28A/- *A.- $%- o=- 2:A- .J- 28A/- *A., ,

諸法真如佛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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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GA- .J- 28A/- *A.-:.A-,3?- &.- LJ-V$- 3J., ,

法之真如皆無別。2.J- $>J$?- L%- (2- ,- ..- (R?- .%- V=- I<-0, ,

善逝菩提離異法，:.A- /A- L%- (2- ?J3?- .0:- $%- 8A$- ,R2- :.R.- 0, ,

任何菩薩欲得此，,2?- .%- w/- 0?- >J?- <2- 1- <R=- KA/- =- .R<, ,

具方便行智慧度，:SJ/- 0:A- >J?- <2- 3J.- /- ,R2- 0<- :I<- 3- ;A/, ,

無導師慧不可得。L- 8A$- =?- (J- .0$- 5.- 2o- l- s- 2&- 2<, ,

鳥身一百五由旬，I<- =- :.2- $>R$- 9.- .J- *3?- l=- ;R.- 3A/- /, ,

羽翼折斷無本領，.J- ;A?- ?3- &- l- $?3- $/?- /?- :63- \A%- :.A<, ,

彼由忉利天自墜，2.$- *A.- 3(R%?- /- .J<- /A- *3?- *J?- :I<- 2- ;A/, ,

至此贍洲必遭損。o=- 2- i3?- GA- 1- <R=- KA/- 0- s- :.A- ;%- , ,

俱胝那由他劫行，2{=- 0- LJ- 2- O$- OA$- 3%- 0R<- 212?- L?- >A%- , ,

諸佛此五波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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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3- 3,:- ;?- o- (J/- :)A$- gJ/- g$- 2!J/- G%- , ,

無邊大願世恆依，,2?- 3J.- >J?- <2- V=- 2- */- ,R?- *A.- .- v%- , ,

無方便慧墮聲聞。?%?- o?- ,J$- 0- :.A- =- %J?- 0<-:L%- :.R.- $%- , ,

樂此佛乘定生者，:PR-2- !/- =- ?J3?- ~R3?- 1- 3:A- :.- >J?- .%- , ,

眾生平等父母想，1/- 0:A- ?J3?- .%- L3?- 0:A- ;A.- GA?- 2g=- L- 8A%- , ,

利心慈意勇精進，,- 2- 3J.- &A%- S%- =- 5B$- :)3- 5- 2<- L, ,

無嗔正直說柔語。:)A$- gJ/- 3$R/- =- $/?- 2g/- <2- :LR<- ;R%?- 8?- 0, ,

須菩提問世尊言：;R/- +/- o- 35S- *R/-3R%?- 3- 3(A?- g$?- 2!/- $?R=, ,

功德海無煩惱相，3,- (J- 2- .$- )A- v<- a<- wR$- 3A- :I<- 2, ,

大力如何不退轉？.J- v<- ;R/- +/- KR$?- 43- o=- 2?- =%- 2!/- $?R=, ,

功德少分請佛宣。,- ..- :.- >J?- V=- 8A%- <A$?- 0- w/- 5B$- 5, ,

離異體想具理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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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R%- .$- .%- V3- 9J- $8/- =- gJ/- 3A- LJ., ,

沙門梵志餘不依，3#?- 0?-.?- i3?- g$- +- %/- ?R%-$?3- 0R-%%?, ,

依智恆時斷三途，.J- .$- .$J- 2&:A- =?- GA- =3- =- 3%R/- 0<- 2lR/, ,

十善業道極精進。9%- 9A%- 3J.- 0<- :PR- =- (R?- /A- eJ?- ?- !R/, ,

無染為眾隨說法，(R?- =- $&A$- +-.$:- 8A%- g$- +- 5B$- :)3- w/, ,

專喜正法常雅言，:PR- :($- *=- .%- :.$- 0<- >J?- 28A/- <2- +- w/, ,

行住坐臥具正知，$*:- >A%- $%-43- 2v- 8A%- :PR- =- ?J3?- :O=- 3J., ,

視軛木許無心亂。$4%- L?-$4%- 3:A- $R?- :(%- $?3- 0R- .2J/- 8A%- .$ ,

淨行潔衣三遠離，fJ.- :.R.- 3- ;A/- H- 3(R$- g$- +- (R?- :.R.- 0, ,

非圖利尊恆求法，2..- GA- $;=- =?- :.?- >A%- $8/- IA?- SA%- 3A- :)R$ ,

超越魔境不隨他，2?3- $+/-28A- =- 2?3- $+/- 2?3- $+/- .J<- 3A- $/?, ,

四禪靜慮不住禪。



61

P$?- 0- :.R.- 0- 3- ;A/- OR-2?- ?J3?- .NA?- 3J., ,

非求名譽無嗔恚，HA3- 0<- I<- G%- g$- +- .%R?- 0R- !/- 3- ($?, ,

在家亦恆不貪物，:5S- 2:A- KA<- /A- ;- %?- =R%?- ,R.- 5S=- 3A- LJ., ,

不為維生慘尋財，S$- >=- ,R.- }$?- 3A- LJ.- 2.- 3J.- .R<- }$?- 3A/, ,

不行誅業不雙運。:.R.- 0:A- =?- &/- 1R- 3R<- :I<- 8J?- !R/- 3A- LJ., ,

不記欲界轉男女，<2- +- .2J/- 0:A- >J?- <2- 1- <R=- KA/- 3(R$- 2lR/, ,

極靜精進勝般若，:,2- .%- lR.- .%- V=- 8A%- L3?- 0:A- ?J3?- G%- 2g/, ,

離爭慈心亦堅固，!/- 3HJ/- :.R.- &A%- 2!/- =- g$- +- $8R=- ?J3?-w/, ,

求遍知心恆向法。3,:- :#R2- [- [R- *J-2R:A- ;=- 3,:- i3- 0<- %%?, ,

離野人境諸邊地，<%- $A- ?- =- .R$?- 3J.- g$- +- <A- <2- :S, ,

自地無疑如須彌，(R?- KA<- YR$- G%- :.R<- 8A%- i=- :LR<- <2- +- 2lR/, ,

為法捨命勤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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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wR$- g$?- /A- :.A- .$- ;A/- 0<- >J?- 0<- L, ,

當知此是不退相。$9$?- .%- 5S<- .%- :.- >J?- ?J3?- 0- i3- >J?- i3?, ,

色受想行識甚深，92- !J- <%- 28A/- 35/- 3- 3J.- &A%- <2- 8A- 2, ,

自性無相極寂滅，.0J<- /- 3.:- ;A?- o- 35S:A- $+A%- ,$- :5S=- 2- v<, ,

如以箭測大海深，>J?- <2- GA?- /A- 2g$?- /- 1%- 0R:A- $+A%- 3A- fJ., ,

以慧觀察不得蘊。L%- (2- ?J3?- .0:- $%- 8A$- .J- v<- 92- I<- &A%- , ,

菩薩於此甚深法，,J$- 0- .R/- .3- ($?- 3J.- $%- =- 1%- 0-.%- , ,

乘之勝義無貪執，#3?- .%- *J- 3(J.- ;R.- 3A/- (R?- :.A- gR$?- 0- .J:A, ,

證蘊界處無此法，2?R.- /3?- ;%- .$- P2- 0- .J- =?- &A- 8A$- ;R., ,

何有較真成福勝？.0J<- /- :.R.- ($?- (R?- =- ,R.- 0:A- *J?- 2- 8A$ ,

如行愛染之人士，2.- 3J.- .?- 2+2- .J-.%- 3- U.- .J- ;A- /A, ,

與女約會未遇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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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J3?- GA- i3- gR$- ,R.- 0- )A- ~J.- 0, ,

一日盡其行思念，.J- ~J.- 2{=- 0<- L%- (2- ?J3?- .0?- ,R2- 0<- :I<, ,

菩薩能得彼數劫。L%- (2- ?J3?- .0:- $%- 8A$- 2{=- 3%- LJ- !R%- ., ,

菩薩千俱胝劫施，.P- 2&R3- <%- o=- .A/- LJ.- 5=- OA3?- Y%- LJ.- G%- , ,

羅漢獨覺守護戒，$%- $A?- >J?- <2- 1- <R=- KA/- 3(R$- w/- 0:A- (R?, ,

誰說具勝般若法，2eR.- 0:A- =J$?- =- .A/- .%- 5=- OA3?- (<- 3A- 1R., ,

善妙施戒不可比。L%- (2- ?J3?- .0:- $%- 8A$- >J?- <2- 3(R$- 2|R3?- +J, ,

菩薩修行勝般若，.J- =?- =%?- /?- $R?- 0- 3J.- 0:A- (R?- 2eR.- &A%- , ,

起定宣說無染法，.J- ;%- :PR- 2:A- .R/- .- L%- (2- o<- 2}R- /, ,

利生迴向菩提因，.$J- 2- .J- .%- 3*3- 0- :)A$- gJ/- $?3- /- 3J., ,

三世間無等彼善。2?R.- /3?- .J- ;%- $?R$- .%- .J- 28A/- !R%- 0- .%- , ,

了知此福不實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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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 ;- 3- 2_- .%- ~A%- 0R- 3J.- >J?- 0<, ,

虛無不真無實質，.J- v<- 2.J- $>J$?- i3?- GA- >J?- <2- ,.- ,R.- /, ,

如是行持佛智行，
,R.- 5K- 2?R.- /3?- .0$- +- 3J.- 0- ;R%?- ?- :6B/, ,

行時引攝無量福。?%?- o?- GA?- 2>.- <2- +- .<- 8A%- <2- 2!/- 0:A, ,

知佛略廣詳盡說，(R?- :.A-,3?- &.- 2eR.- 0- 43- .- 9.- >J?- /, ,

此一切法唯說已，2{=- 0- LJ- 2-O$- OA$- 3%- 0R<- 2eR.- L?- G%- , ,

俱胝那由他多劫，(R?- GA- .LA%?- =- 9.- 0- 3J.- &A%-:1J=- 2- 3J.,

縱說法界無增滅。o=- 2- i3?- GA- 1- <R=- KA/- &J?- L- 2- $%- ,

所謂諸佛波羅蜜，(R?- .J- i3?- G%- 3A%- 43- .- /A- ;R%?- ?- 21$?, ,

諸法唯名普宣稱，;R%?- 2}R- _R3- ?J3?- 3J.- 0:A- L%- (2- ?J3?- .0:- /A, ,

菩薩迴向心無執，*3?- 0- 3J.-&A%- ?%?- o?- L%- (2- 3(R$- <J$- :I<, ,

無失證佛勝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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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3<- ~A%- 0R- :2<- 2- U.- 0- .%- 0R- ;A?, ,

如油酥火相遇時，~A%- 0R- 5B$- 3A/- .J- 3J.- 0<- ;%- .J- 3A- 5B$ ,

非初焚油無不焚，3J- tJ- U.- 0- ,- 3?-~A%- 0R- 5B$- 3A/- =, ,

非觸火焰末焚油，3J- tJ- ,- 3- 3J.- 0<- ~A%- 0R- 5B$- 3A/- v<, ,

無末火焰不焚油。.%- 0R:A- ?J3?- GA?- L%- (2- 3(R$- <J$- 3- ;A/- =, ,

非初心證勝菩提，.J- 3J.- 0<- ;%- .J- =- <J$- 0<- /?- 3- ;A/, ,

無其不能證得彼，,- 3:A- ?J3?- GA?- L%- (2- 8A- 2- ,R2- 3A/- =, ,

非末心得寂菩提，.J- 3J.- 0<- ;%-.J- :,R2- /?- 0- 3- ;A/- /R, ,

無其不能獲得彼。?- 2R/- =?- /A- M- $- 3J- +R$- :V?- 2- :L%- , ,

如由種生芽花果，.J- ;%- :$$?- =- >A%- ;%- 3J.- 0- .J- 3A/- v<, ,

彼滅樹木非不存，.J- 28A/- .%- 0R:A- ?J3?- G%- L%- (2- o-;A/- +J, ,

初心亦是菩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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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 =- L%- (2- 3J.- 0- .J- 3- ;A/, ,

彼滅菩提非不存。?- 2R/- fJ.- /?- :V- .%- ?-=- =- ?R$?- :L%- , ,

有種生出穀稻等，.J- ;A- :V?- 2- .J- =- ;R.- 3A/- 3J.- 0:%- 3A/, ,

彼果非有亦非無，o=- 2- i3?- GA- L%- (2- :.A- /A- :L%- 2<- :I<, ,

諸佛之此菩提生，.%R?- 0R:A- <%- 28A/- V=- 2?- +- 3- :L%- 2<- :I<, ,

離有實性虛幻生。(- ;A- ,A$?- 0?- 23- 0- .%- 0R- ,- 3:A- 2<, ,

水滴滿瓶始末間，<A3- IA?- *%- %- *%- %?- .J- ;R%?- :$J%?- 0- v<, ,

涓涓必漸盈彼器，.J- 28A/- .%- 0R:A- ?J3?- G%- L%- (2- 3(R$- o- !J, ,

初心亦勝菩提因，<A3- IA?- .!<- 0R:A- ;R/- +/- mR$?- 0:A- ?%?- o?- :I<, ,

漸圓白法終成佛。
!R%- 0- 35/- 3J.- (R/- 0- 3J.- 0<- (R?- ,R.- &A%- , ,

行空無相無願法，M- %/- :.?- =- 3A- <J$- 35/- 3<- 3A- ,R.- 0, ,

不證涅槃不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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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J<- /-3*/- 0- 3#?- 0- 1<- :PR- 5<- :PR- ;%- , ,

猶如舟子善往來，3,:- $*A?- 3A- $/?- o- 35S<- $/?- 0- 3J.- 0- 28A/ , ,

不住兩岸不住海。.J- v<- ,R.- 0:A- L%- (2- ?J3?- .0:- :.A- ~3- 2.$ ,

如是行持之菩薩，
!R2?- 2&?- =%- 2!/- L%- (2- <J$- :I<- _R3- ?J3?- 3J., ,

無佛記證菩提想，:.A- =- &A- ;%- 3J.- &J?- L%- (2- 0$- 0- 3J., ,

此無菩提無畏懼，.J- v<- ,R.- 0- 2.J- $>J$?- >J?- <2- ,R.- 0- ;A/, ,

此行即行善逝智。:)A$- gJ/- .$R/- 0:A- =3- .%- 3- $J- /.- 2&?- 0<, ,

世間荒途饑饉疾，3,R%- /?- 0$- 0- 3J.- &A%- .J- /?- $R- IR/- +J, ,

見而不懼披鎧甲，KA- 3:A- 3- 3,:- g$- +- 2lR/- 8A%- <2- >J?- /?, ,

後際恆勤盡了知，;R%?- ?- *R- 2:A- ;A.- /A- h=- 43- *J.- 3A- LJ., ,

塵許不生厭倦意。L%- (2- ?J3?- .0:- o=- 2:A- >J?- <2- ,R.- LJ.- =, ,

菩薩行持如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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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R- :.A- .$- $.R.- /?- !R%- 8A%- *J- 3J.- >J?, ,

知蘊本空且無生，3*3- 0<- 3- 28$- ?J3?- &/- #3?- =- ~A%- eJ- :)$ ,

未入定悲入有情，2<- {2?- .J<- ;%- ?%?- o?- (R?- =?- ;R%?- 3A- *3?, ,

期間佛法不退失。.0J<- /- *J?- 2- 3#?- 0- ;R/- +/- !/- w/- 8A%- , ,

如有善巧諸德人，
!R2?- w/- 3A- ,2- 2lR/- L?- +- l=- (R- $- >J?, ,

具力知技勤難事，:1R%- .%- 29R- $/?- 3%- 0R:A- 1- <R=- KA/- I<- &A%- , ,

投拋工巧臻究竟，
+- 3- 12- >J?- :PR- .R/- <2- +- :.R.- 0- 8A$ ,

知成幻術欲利生。1- .%- 3- .%- (%- 3<- 2&?- 0- ;R%?- 2#?- /?, ,

偕同父母及妻子，.P- LJ.- 3%- 2- .$R/- 0:A- =3- +- KA/- 0- .%- , ,

行至眾怨荒野路，.J- ;A?- .0:- 8A%- 2g=- 1R.- *J?- 2- 3%- 3=- +J, ,

彼化勇敢眾多士，2.J- 2<- ?R%- 8A%- a<- ;%- HA3- .- :R%- 2- v<, ,

安穩行程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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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28A/- .J- 5K- L%- ?J3?- .0:- 3#?- 0- ;%- ,

爾時善巧之菩薩，?J3?- &/- #3?- i3?- !/- +- ~A%- eJ- (J- 2*J.- &A%- , ,

於眾生界生大悲，2..- 28A- .$- .%- ?- $*A?- =?- G%- <2- :.?- /?, ,

盡越四魔及二地，+A%- :6B/- 3(R$- =- $/?- >A%- L%- (2- <J$- 3A- LJ., ,

住勝等持不證覺。3#:- =- _%- 2gJ/- .J- =- (- ;A- 1%- 0R- 2gJ/, ,

風依虛空水依彼，.J- =- ?- (J/- :.A- 2gJ/- .J- =- :PR- 2- 2gJ/, ,

大地依彼生依地，?J3?- &/- =?- =- ,R.- 0:A- o- /A- .J- :S- !J, ,

有情造業因即此，/3- 3#:- $%- =- $/?- ;A/- .R/- :.A- 2?3- 0<- IA?, ,

虛空何住思此義。.J- 28A/- L%- (2- ?J3?- .0:- !R%- 0- *A.- $/?- 0, ,

如是菩薩住空性，:PR- =- ?J3?- &/- >J?- 0:A- (R/- =3- gJ/- &/- IA?, ,

知有情願作所依，L- 2- i3- 0- $- 5S$?- .- 3- !R/- LJ.- &A%- , ,

展現眾多種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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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 3A- <J$- !R%- 0<- $/?- 0- 3J., ,

不證涅槃不住空。$%- $A- 5K-/- L%- (2- ?J3?- .0:- 3#?- $?=- 2, ,

何時菩薩明而知，
!R%- 0- 8A- 2:A- +A%- :6B/- .3- 0- :.A- ,R.- 0, ,

行此空寂妙等持，2<- {2?- .J<- /A-35/- 3- <2- +- |R3- 3A- LJ., ,

其間全然不修相，35/- 3- 3J.- 0<- $/?- >A%- 8A- =- <2- 8A- ,R., ,

住無相寂最寂行。2<- $%- :1<- 2:A- L- =- $/?- ;R.- 3- ;A/- +J, ,

如飛虛空鳥無處，.J-/- $/?- 0- 3- ;A/- ?- =- v%- 3A- :I<, ,

非住於彼不墮地，.J- v<- L%- (2- ?J3?- .0:- i3- ,<- |R<- ,R.- 0, ,

菩薩行持解脫門，M- %/- :.?- =- 3A- <J$- 35/- 3<- ,R.- 3- ;A/,

不證涅槃不持相。.0J<- /- :1R%- 2a2?- *J?- 2?- $/3- .- 3.:- :1%?- +J, ,

如學箭法空射箭，3.:- $8/- .$- /A- KA- 28A/- o.- 3<-vR%- 2+$?- /?, ,

餘箭隨後不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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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 3.:-.J-?- =- v%- 2:A- {2?- 3A- fJ., ,

前箭不得落地機，3A- .J- :.R.- /- 3.:- .J-?- =- v%- 2<- :I<, ,

彼人想時箭墜地。.J- v<- >J?- <2- 1- <R=- KA/- 0- 3(R$- ,R.- 0, ,

如是行持勝般若，>J?- <2- ,2?- !R2?- m- :U=- IA?- /A- i3- - ,R.- 0, ,

智方便力神變行，.J- .$- .$J- 2:A- l- 2- )A- YA.- 3- mR$?- 0<, ,

彼等善根未圓滿，.J- YA.- !R%- *A.- .3- 0- .J- /A- ,R2- 3A- LJ., ,

期間不得妙空性。.0J<- /- .$J- aR%- m- :U=- !R2?- 3(R$- w/- 0- 8A$ ,

如比丘具神變力，/3- 3#<- $/?- +J- &A$- &<- (R- :U=- i3- 0<- :U=, ,

住空頓時顯神奇，:PR- .%- :($- 0- .%- /A- *=- .%- :.$- 0- !R/, ,

行住坐臥四威儀，.J- /A- *R- 2- 3J.- &A%- .J- =- .2- 0- 3J., ,

彼無厭煩無疲倦。.J- 28A/- L%- (2- ?J3?- .0:- 3#?- 0- !R%- $/?- >A%- , ,

聰睿菩薩住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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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 m- :U=- 1- <R=- ?R/- =- $/?- 0- 3J., ,

智神變竟無有住，:PR- 2- .$- =- L- 2- i3- 0- 3,:- ;?- !R/, ,

為眾生現無邊事，2{=- 0- LJ- 2<- *R- 2- 3J.- &A%- .2- 0- 3J., ,

俱胝劫間無疲厭。.0J<- /- 3A- :$:- $;%- ?- (J/- 0R<- :)$- LJ.- &A%- , ,

如人處於大懸崖，=$- 0- $*A?- !?- $.$?- $*A?- :6B/- &A%- /3- 3#:- =, ,

雙手撐傘空中躍，3(R%- 2<- LJ.- &A%- $;%-?- (J/- 0R<- =?- 2R<- /?, ,

身體下落不墜入，v%- 2<- 3A- :I<- )A- YA.- .J<- /A- :PR- 2<- :I<, ,

大深淵底直行進。.J- 28A/- L%- (2- ?J3?- .0:- 3#?- 0- ~A%- eJ<- $/?, ,

具有智悲之菩薩，,2?- .%- >J?- <2- $*A?- GA- $.$?- /A- ;R%?- 29%- !J, ,

手握方便智慧傘，(R?- i3?- !R%- 0- 35/- 3J.- (R/- 0- 3J.- gR$?- &A%- , ,

悟法空性無相願，M- %/- :.?- =- <J$- 0- 3J.- =- (R?- G%- 3,R%- , ,

不證涅槃法亦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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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J<- /- <A/- (J/- :.R.- 0- <A/- (J/- \A%- ?R%- !J, ,

如欲珍寶赴寶洲，<A/- (J/- fJ.- /?- KA<- ;%- HA3- .- :R%- :I<- 2, ,

已得珍寶返家中，.J<- /A- .J.- .0R/- :2:- 8A$- 2.J- 2<- :5S- LJ.- &A%- , ,

商主非獨以安生，$*J/- 2>J?- 5S$?- ;A.- 3A- 2.J<- :)R$- 0- 3A/- 0- v<, ,

令親友眾不悅意。.J- 28A/- L%- (2- ?J3?- .0:- !R%-*A.- <A/- (J/- IA, ,

菩薩詣至空寶洲，\A%- .- ?R%- !J- 2?3- $+/- .2%- 0R- !R2?- ,R2- 0, ,

獲得禪定根及力，M- %/-:.?- =- <J$- 0- :2:- 8A$- 3%R/- .$:- 8A%- , ,

不喜獨自證涅槃，?J3?- &/-#$- 2}=- ;A.- .- :)R$- 0<- :I<- 3- ;A/, ,

而令眾生心憂苦。.0J<- /- .R/- $*J<- 5S%- 0- o?- >J?- L- 2:A- KA<, ,

如求利商熟知故，2<- IA- PR%- HJ<- PR%- h=- PR%- $%- ;A/- 0<- :PR ,

中經都市城邑村，.J<- ;%- 3A- $/?- <A/- (J/- \A%- .:%- 3A- $/?- =, ,

不住彼處及寶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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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 HA3- .- 3A- $/?- =3- =- 3#?- 0<- :I<, ,

知不住家通路途。.J- 28A/- L%- (2- ?J3?- .0:- $?=- +J- */- ,R?- .%- ,

明瞭菩薩則通曉，<%- o=- i3?- GA- >J?- 0- i3- PR=- !/- =- 3#?, ,

聲聞獨覺智解脫，.J- =- 3A- $/?- ?%?- o?- ;J- >J?- $/?- 3- ;A/, ,

不住於彼及佛智，:.?- 3- L?- =- 3A- $/?- =3- IA- 5=- >J?- ;A/, ,

不住無為解道理。$%- 5K- :PR- =- L3?- 0- eJ?- ?- :VJ=- L?- /?, ,

何時慈心結緣眾，+A%- :6B/- !R%- 0- 35/- 3J.- (R/- 0- 3J.-,R.- 0, ,

行空無相願等持，.J- /A- M- %/- :.?- 0- ,R2- 0<- :I<- 8J-:3, ,

彼者既不獲涅槃，:.?- L?- ;A/- 0<- $.$?- /?- .J- /A-$/?- 3J.- .R, ,

亦不可立有為處。.0J<- /- 3=-0:A- 3A- =?- 3A- $%- 3- ;A/- 8A%- , ,

如化人身非不現，.J- /A- 3A%- $A?- G%- /A- $.$?- 0<- /?- 0- v<, ,

彼以名稱亦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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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28A/- L%- (2- ?J3?- .0:- i3- ,<- |R<-,R.- 0, ,

行解脫門之菩薩，.J- /A- 3A%- $A?- G%- /A- $.$?- 0<- /?- 0- ;A/, ,

彼以名稱亦能立。$=- +J- ,R.- 0- .%- /A- .2%- 0R- ;R%?- SA?- =, ,

若問行為以及根，L%- (2- ?J3?- .0:- !R%- 0- 35/- 3- 3J.- 0:A- (R?, ,

菩薩不說空無相，;R%?- ?- 3A- !R/- KA<- 3A- wR$- 0- ?- ;A- (R?,

不講不退轉地法，3A- :(.- .J- /A- =%- 3- 2!/- 0- ;A/- <A$- L, ,

知彼尚未得授記。 {2?- 28A- 0:R, ,

第四品終
.P- 2&R3- ?- .%- nJ/-IA- ?%?- o?- ;J- >J?- .%- , ,

羅漢地及緣覺智，#3?- $?3- .$- /- kA- =3- /- ;%- 3A- :.R.- &A%- , ,

三界夢中亦不希，?%?- o?- i3?- 3,R%- :PR-=- (R?- G%- !R/- LJ.- 0, ,

見佛亦為眾說法，.J- /A- 3A- wR$- =%- 2!/- ;A/-0<- <A$- 0<- L, ,

知彼得不退轉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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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3- /- /A- ?J3?- &/- %/- ?R%- $?3- $/?- 3,R%- , ,

夢見有情三惡趣，{.- &A$- .J- =- %/- ?R%- o/- $&R.- (R/- =3- :.J2?, ,

剎那發願斷惡趣，2.J/- 0:A- LA/- IA- _2? - GA?- 3J- ;A- 1%- 0R- 8A, ,

諦實加持熄烈火，.J- /A- 3A- wR$- =%- 2!/- ;A/- 0<- <A$- 0<- L, ,

知彼得不退轉記。3A- ;A- :)A$- gJ/- :L%- 0R:A- $.R/- .%- /.- 3%- 2, ,

人間鬼魅疾病多，1/- .%- ~A%- 2lJ<- w/- 0:A- 2.J/- 0:A- LA/- IA?- 8A, ,

利悲諦實加持息，:R/- G%- _R3- ?J3?-3J.-&A%- %- o=- *J- 3J.- 0, ,

而無執心不生慢，.J-/A- 3A- wR$- =%- 2!/- ;A/- 0<- <A$- 0<- L, ,

知彼得不退轉記。&A- !J-.J-/A- 2.J/- 0:A- LA/- _2?- $- 5S$?- .$ ,

自在種種諦加持，:LR<- 0?- 2.$- =%- 2!/- ~3- _R3- ?J3?- :L%- 2- :3 , ,

我得授記起慢心，$=- +J- L%- (2- ?J3?- .0:- $8/- IA?- =%- 2!/- _R3, ,

執餘菩薩予授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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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R3- ?J3?- $/?- 0- .J- /A- ]R- (%- >J?- 0<- L, ,

當知住慢智淺薄。3A%- $A- $8A- =?- 2..-/A- *J- 2<- :R%?- I<- /?, ,

名因生魔至近前，:.A- {.- 5?- +J- :.A- /A- HR.- .%- 1- 3- .%- , ,

說此即汝及父母，HR.- GA- 2./- 3J?-o.- GA- 2<- IA- 3A%- ;A/- 8A%- , ,

汝祖七代之間名，$%- 5K-HR.- /A- ?%?-o?- :I<- 2:A- 3A%- :.A- ;A/, ,

汝成佛號乃是此。
.%?- #R3- i=- :LR<- w/- 0- &A- :S- :L%- :I<- =, ,

頭陀戒行如何得，HR.- }R/- ;R/- +/- 5=- ;%- :.A- :S:R- 8J?- 2eR.- .J, ,

汝昔功德亦如是，.J- {.- $%- ,R?- _R3-?J3?- L%- (2- ?J3?- .0:- /A, ,

聞此驕慢之菩薩，2..- GA?- ;R%?- ?- 2a%- 8A%- ]R- (%- <A$- 0<- L, ,

當知著魔智淺薄。<2-+- .2J/- 0:A- PR%- .%- PR%- HJ<- <A- ?=- .%-, ,

依於極靜村落城，.$R/- 0- .2J/- 0:A- /$?- OR.- <2- +- !J/- LJ.- &A%- , ,

深山靜林阿蘭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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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R.- $8/- =- (R.- 0:A- L%- (2- ?J3?- .0:- /A, ,

自讚毀他之菩薩，2..- GA?- ;R%?- ?- 2a%- 8A%- ]R- (%- <A$- 0<- L, ,

當知著魔智淺薄。g$- +- PR%- .%- ;=- :#R<- PR%- h=- $/?- LJ.- &A%- , ,

常居村落都城邑，?J3?-&/- (A/- LJ.- L%- (2- 2lR/- 0- 3- $+R$?- 0, ,

成熟有情勤菩提，.J- /A- .P- 2&R3- <%- o=- :.R.- 0- $8<- 3A- 2*J., ,

不求羅漢獨覺地，:.A- /A- 2.J- 2<- $>J$?- 0:A- Y?- GA- .2J/- 0<- $?%?, ,

此謂佛子之寂靜。$%- 8A$- .0$- 5.- s- 2o- ;R.- 0:A- <A- ;A- ?=, ,

五百由旬之深山，
4=- IA?- $%- 2<- =R- 3%- LJ- 2<- $/?- LJ.- G%- , ,

佈滿蛇處住多年，.2J/- 0- :.A- 3A- >J?- 0:A- L%- (2- ?J3?- .0:- .J, ,

不知寂靜之菩薩，z$- 0:A- %- o=-fJ.- /?- :SJ- 2<- $/?- 0- ;A/, ,

得增上慢雜而居。L%- (2- ?J3?- .0:- :PR- 2:A- .R/-2lR/- 2?3- $+/- .%- , ,

菩薩勤利眾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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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 .2%- 0R- i3- ,<- +A%- :6A/- ,R2- .J-=, ,

禪力解脫根等持。:.A- /A- .$R/- .2J/-,R.- 0- 3A/- ~3- 2f?- LJ.- 0, ,

輕思此非行寂靜，.J- /A- 2..- GA- ,R.- ;=- $/?- 8J?- o=- 2?- $?%?, ,

佛說彼住魔行境。$%- 8A$- PR%- %3- :R/- +J- .$R/- 0<- $/?- G%- <%- , ,

於住村落或靜處，,J$- 0- $*A?- GA- ?J3?- V=- L%- (2- 3(R$- %J?- /, ,

離二乘心定大覺，:.A- /A- :PR- .R/- 28$?- 0- i3?- GA- .2J/- 0- !J, ,

利生寂靜之菩薩，L%- (2- ?J3?-.0:- SR.- ~R3?- .J- /A- 2.$- *A.- *3?, ,

妄念揣度壞自己。.J- v-2?- /- L%- (2- .3- 0- 5S=- 2- ;A, ,

故勇意尋妙菩提，2?3- 0- S$- w/- 3#?- 0?- %- o=- %J?- 2&R3- !J, ,

善巧必定摧我慢，/.- 0:A- 5S$?- GA?- $?R- KA<- (/- 0- 2!J/- 0- v<, ,

如患為癒依良醫，$;J=- 2- 3J.- 0<- .$J- 2:A-2>J?- $*J/- 2!J/- 0<- L, ,

無懈怠依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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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L%- (2- 3(R$- 8$?- L%- (2- ?J3?- .0:- .$ ,

菩薩入佛大菩提，1- <R=- KA/- .%-2&?- +J- .$J- 2:A- 2>J?- ?- 2!J/, ,

具波羅蜜依善師，.J-.$- eJ?- ?- !R/- LJ.- :.A- /A- 212- 0:A- ?, ,

隨彼等說修行地，o- i3- $*A?- GA?- ?%?- o?- L%-(2- M<- .- gR$?, ,

二因速證佛菩提。o=- 2- :.?- .%- 3- LR/- KR$?- 2&- $%- 28$?- 0, ,

過去未來十方佛，!/- =3- 1- <R=- KA/- 0- :.A- ;A/- $8/- 3- ;A/, ,

道皆般若非餘者，1- <R=- KA/- :.A- L%- (2- 3(R$- =- 8$?- i3?- GA, ,

此度是入大菩提，$?=- .%- 1R/-.%- $%- .%- !R/- 3(R$- ;A/- 8J?- 2>., ,

光燈日輪勝導師。)A- v<- >J?- <2- 1- <R=- KA/- 0- 35/- *A.- !R%- , ,

猶如般若法相空，(R?- :.A- ,3?- &.- 35/- *A.- .J- .%- :S<- >J?- >A%- , ,

知諸法相與彼同，(R?- i3?- !R%- 8A%- 35/- 3-3J.- 0<- <2- >J?- /, ,

盡曉萬法空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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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v<- ,R.- 0- 2.J- $>J$?->J?- <2- ,R.- 0- ;A/-, ,

此行即行善逝智。?J3?- &/- ;R%?- ?- gR$- 0?- 9?- =- :.R.- LJ.- &A%- , ,

眾生妄執欲求食，:#R<- 2<- ($?- 0:A- ;A.- .%- w/- i3?- g$- +- :#R<, ,

貪輪迴意恆流轉，2.$- .%- 2.$- $A- (R?- $*A?- ;%- .$- 3A/- !R%- !J, ,

我我所法非真空，LA?- 0- 2.$- *A.- GA?- /A- 3#:- =- 3..- 0- 2R<, ,

凡愚虛空打疙瘩。.0J<- /- .R$?- 0:A- :.- >J?- GA?- /A- .$- =%?- 0, ,

如顧慮想引發毒，.$- .J- #R%-.-?R%- 2- 3J.- G%- 2o=- 2<- :I<, ,

毒未入內而昏迷，.J- 28A/- LA?- 0- 2.$- .%- 2.$- $A<- #?- =J/- 0, ,

凡愚執我許我所，2.$- .J<- :.- >J?- ;%- .$- 3A/- gR$- *J- 8A%- :(A, ,

我想非真念生死。)A- v<- :6B/- 0- .J- v<- !/- /?- *R/- 3R%?- 2!/, ,

如是執著說染污，2.$- .%- 2.$- $A<- 3A- .3A$?- i3- 0<- L%- 2<-$?%?, ,

無我我所說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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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 *R/- 3R%?- i3- .$- :I<- 3J.- 0<, ,

此無成為染與淨，L%- (2- ?J3?- .0?- >J?- <2- 1- <R=- KA/- 0- gR$?, ,

菩薩證悟智慧度。:63- 2:A- \A%- /- ?J3?- &/- )A- ~J.- 3- =?- 0, ,

贍洲盡其有眾生，.J-.$-,3?- &.- L%- (2- 3(R$- +- ?J3?- 2*J.- /?, ,

無餘發勝菩提心，=R- !R%- LJ- 2- 3%- 0R<-.A/- 0- LA/- L?- =, ,

俱胝千年作布施，!/- G%- :PR- 2:A- .R/- KA<- L%- (2- o<- 2}R-;%- , ,

利生迴向菩提因。$%- 8A$- >J?- <2- 1- <R=- KA/- =- 3%R/- 2lR/- 0, ,

何人精進於般若，,- /- *A- 3- $&A$-&A$- eJ?- ?- 3,/- LJ.- /, ,

甚至一日隨同行，.J- =- .A/- 0:A- 1%-0R?- 2?R.- /3?- (<- 3A- 1R., ,

布施福蘊不及彼，.J- KA<- $;J=- 3J.- g$- +- >J?- <2- :)$- 0<- L,

故當不懈恆入智。>J?- <2- 1- <R=- KA/- 3(R$- ,R.- 0:A- i=- :LR<- 0, ,

行勝般若瑜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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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J- (J/- 0R- 2*J.- &A%- ?J3?- &/- :.- >J?- 3J., ,

起大悲無眾生想，.J-5K- 3#?- 0- :PR-2- !/- IA-.A/- $/?- :I<, ,

時智者成眾應供，g$- +- ;=- :#R<- 2?R.- ~R3?- .R/- ;R.- ;R%?- ?- ,RR., ,

恆行乞食具實義。L%- (2- ?J3?- .0:- $%- :.A<- ;/- <A%- :VJ=- 2- ;A, ,

菩薩為度長結緣，z- 3A- %/- ?R%- $?3- IA- ?J3?- &/- .PR=- 2:A- KA<, ,

人天三途之眾生，=3- ;%?- 1- <R=- ?J3?- &/- #3?-=-!R/- :.R.- 0?, ,

大道彼岸欲示眾，*A/- 35/- >J?- <2- 1- <R=- KA/- =- 2lR/- 0<- L, ,

晝夜精進行般若。3A- 8A$- }R/- (.- 3- fJ.- 0- ;A- <A/- (J/- 3(R$  ,

人昔未得之至寶，.?- $8/- 8A$- /- fJ.- 0<- I<- +J- .$:- 2- =?, ,

別時已獲心歡喜，fJ.- 3- ,$- +- 2$- 3J.-I<- +J- !R<- /- /A, ,

得即不慎已遺失，
!R<- 2?- <A/- (J/- 3%R/- :.R.- g$- +- #$- 2}=- =R, ,

失而求寶恆憂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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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v<- L%- (2- 3(R$- 8$?- <A/- (J/- v- 2- ;A, ,

如是趨入大菩提，>J?- <2- 1- <R=- KA/- =- i=- :LR<- .R<- 3A- L, ,

如寶般若行莫棄，<A/- (J/- fJ.- /?- ]%?- +J- <2- +- 2lR/- .NA?- /?, ,

如獲寶取勤纏裹，M<- .- :PR- 2<- LJ.- 0- 8A- 2<-:I<- 2- 28A/, ,

疾速而行消憂苦。*A-3- 3A/- .%- V=- 2:A- :R.- 9J<- S- 2- &/, ,

如離雲日光燦燦，3/- /$- :,A2?- 0R:A- 3/- 0- ,3?- &.- :)R3?- :(<- 2, ,

驅散所有重重暗，YA/- 2- 3J- HJ<- YR$- ($?- :L%- 0R- ,3?- &.- .%- , ,

映蔽一切螢火蟲，{<- 3:A- 5S$?- .%- ^- 2:A- :R.- !/- 9A=- IA?- $/R/, ,

含生群星明月光。.J- 28A/- L%- (2- ?J3?- .0:- >J?- <2- 1- <R=- KA/, ,

行勝般若之菩薩，3(R$- ,R.- !R%- 0- .%- /A- 35/- 3- 3J.-,R.- 0, ,

善行空性及無相，3#?- 0?- v- 2:A- :,A2?- 0R- 2&R3- /?- :PR- !/- .%- , ,

摧見濃暗勝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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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R3- <%- o=- L%- (2- ?J3?- 3%- 9A=- IA?- $/R/, ,

羅漢獨覺多菩薩。.0J<- /- o=- 0R:A- 2- 8A$- /R<- $+R%- .R/- :.R.- 0, ,

王子施財欲實義，!/- IA- $4S- 2R<- I<- +J- 3%R/- 0<- :PR- L- :R?, ,

成眾尊主樂親近，:.A-/A- .- v- /- ;%- ?J3?- &/- 3%- .$:- LJ., ,

此今尚令群生悅，,2?- ,R2- I<- +J- o=- YA.- $/?- /- (R?- &A- .$R?, ,

得勢在位何須說？.J- v<- >J?- <2- ,R.- 3#?- L%- (2- ?J3?- .0:- ;%- , ,

如是巧行智菩薩，2..- lA- .A/- 0<- LJ.- &A%- z- .%- 3A- i3?- .$:, ,

施甘露令人天喜，:.A- /A- .- v- /- ;%- ?J3?- &/- 3%- 1/- 2lR/, ,

此今尚勤利群生，(R?- GA- o=- 0R<- $/?- 0<- I<- /- (R?- &A-.$R?, ,

住法王位何須說？.J- ;A- 5K-/- 2..- /A- 9$- d- w/- 0<- :I<, ,

爾時惡魔懷刺痛，M- %/- *3- ,$- #$- 2}=- ;A.- 3A- 2.J- *3-(%- , ,

憂淒苦惱氣焰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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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 L%- (2- ?J3?-.0:- :.A- ;A.- /<- :I<- 8J?, ,

何能退此菩薩意？:)A$?- 0- 2!/- KA<- KR$?- i3?- YJ$- &A%- {<- 3.:- $+R%- , ,

威逼諸方燒隕石。$%- 5K- 3#?- 0- .J- .$- 2?3- 0- <2- w/- 8A%- , ,

智者具有勇猛心，*A/- 35/- >J?- <2- 1- <R=- KA/- 0- 3(R$- .R/- v, ,

晝夜觀勝般若義，.J- 5K- =?-?J3?- .$- /A- 3#:- :PR- L- v<- o, ,

如鳥飛空身心淨，/$- 0R:A- l- =$- i3?- GA?- \$?- fJ.- $- =- :I<, ,

魔眾豈能有機乘？$%- 5K- L%-(2- ?J3?- .0:- :,2- .%- lR.- I<- &A%- , ,

何時菩薩起鬥爭，1/-5/- 3A- 3,/- OR?- 0:A- ?J3?- .%- w/- I<- 0, ,

相互不和具嗔心，.J- 5K- 2..- /A- 3(R$- +- .$:- 8A%- *3?- 2.J<- :I<, ,

時魔最悅心舒暢，.J- $*A?- o=- 2:A- ;J- >J?- =?- /A- <A%- :I<- ~3, ,

思彼二者遠佛智。.J- $*A?- <A%- .- :I<- 8A%- >- 9- :S- 2<- :I<, ,

彼二將遠如羅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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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A- .3- 2&?- *3?- 0<- LJ.- 0<- :I<, ,

二者失毀自誓言，
#%- 8A%- 29R.- .%- V=- =- L%- (2- $- =- ;R., ,

嗔恨離忍豈證覺？.J- 5K- 2..- i3?- KR$?- .%- 2&?- +J- .$:- 2<- :I<, ,

彼時諸魔皆歡喜。=%- 2!/- 3- ,R2- L%- (2- ?J3?- .0:- $%- 8A$- $A?, ,

未得授記之菩薩，=%- 2!/- ,R2- =- ?J3?- OR?- lR.- 0- lR3- LJ.- /, ,

嗔得授記起爭論，,- 2- *R/- w/- ?J3?- GA- {.- &A$- )A- ~J.- 0, ,

盡嗔具過心剎那，.J- ~J.- 2{=- 0<- $8A- /?- $R- (- 2$R- .$R?- ?R, ,

需彼數劫重披甲。?%?- o?- 29R.- 0:A- 1- <R=- KA/- 0?- L%- (2- <J$ ,

佛依忍度證菩提，?J3?- :.A- 29%- 2- 3A/- ~3- S/- 0- *J.- LJ.- &A%- , ,

思嗔非妙起正念，?R- ?R<- :($?- 0<- LJ.- &A%- KA?- G%- #R3- LJ.- =, ,

發露懺悔亦戒後，.$:- 2<- 3A- LJ.- .J-/A-?%?- o?- (R?-:.A<- aR2, ,

不喜彼學此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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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 aR2- 5K- 2a2- 0- $%- ;%- #?- 3A- =J/, ,

何者學時不許學，aR2- 0- 0R- .%- 2a2- 0:A- (R?- i3?- 3A- .3A$?- >A%- , ,

不緣學者所學法，2a2- .%- 2a2- 0- 3- ;A/- :.A- $ *A?- 3A- gR$- 0, ,

是學非學不分別，.J- v<- $%- aR2- .J- /A- ?%?- o?- (R?- :.A<- aR2, ,

彼學即學此佛法。L%- (2- ?J3?- .0:- $%- 8A$- .J- v:A- 2a2- :.A- >J?, ,

菩薩了知如此學，.J- /A- $8<- ;%-2a2-*3?- 5=- OA3?- :(=- 3A- :I<, ,

永不失學不破戒，.J- /A- ?%?- o?- (R?- 2fJ?- L- KA<- :.A- =- aR2, ,

為得佛法修學此，.J-/A- 2a2- z$- 2a2- =- 3#?- +J- .3A$?- 0- 3J., ,

善學勝學無緣執。3#?- 0- :R.- LJ.- i3?- GA- >J?- <2- .J- v<- aR2, ,

智者學修發光慧，.$J- 2- 3- ;A/- ?J3?-$&A$- 43- ;%- *J.- 3A- LJ., ,

不善一念亦不生，*A-3- 3#:- =- :PR- 2:A- 9J<- IA?- 9A=- $/R/- 0:A, ,

如日行空光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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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A- 2<- $%- =- /A- 3/- 0- 3A- $/?- 28A/, ,

前方虛空暗不存。>J?- <2- 1- <R =- KA/- =- 2a2- 0- L?- i3?- GA, ,

修學般若波羅蜜，1- <R=- KA/- 0- ,3?- &.- :.A<- /A- :.?- 0<- :I<, ,

諸波羅蜜皆歸此，:)A$?- 5S$?- v- 2<- v- 2- S$- &- $*A?- :.?- v<, ,

壞聚見攝六十二，.J-28A/-1-<R=- KA/- 0- :.A- .$- :.?- 0<- $?%?, ,

如是攝集此等度。.0J<- /- YR$- $A- .2%- 0R- :$$- /- .2%- 0R- $8/, ,

譬如命根若滅盡，$%- .$- )A- ~J.- ;R.- 0- ,3?- &.- :$$- 0<- :I<, ,

所有餘根皆滅盡，.J-v<- >J?- <2- ,R.- 0- 3#?- 0- 3(R$- i3?- GA, ,

如是行慧大智者，1- <R=- KA/- 0- ,3?- &.- :.A<- /A- :.?- 0<- $?%?, ,

諸波羅蜜皆集此。L%- (2- ?J3?- 3#?- */- ,R?- ;R/- +/- $%- .$- .%- , ,

善巧菩薩能修學，.J- 28A/- <%- o=-;R/- +/- !/- =- aR2- LJ.- &A%- , ,

聲聞獨覺諸功德，



90

.J- .$- .J- =- 3A- $/?- :.R.- 0- 3A- *J.- .J, ,

不住於彼不希求，:.A- /A- 2.$- $A?- 2a2- L- ;A/- ~3- .J- KA<- aR2, ,

思此我所學故學。3A- wR$- L%- (2- 3(R$- =- <2- +- 8$?- 0- ;A, ,

於不退入大菩提，?J3?- 2*J.- 0- =- 2?3- 0- ,$- 0?- ;A- <%- 2, ,

發心誠意作隨喜，
!R%- $?3- <A- <2- Y%- =- $8=- 2?- 5.- $9%- <%- , ,

三千須彌秤可量，eJ?- ?- ;A- <%- .$J- 2- .J- /A- .J- v- 3A/, ,

隨喜彼善非如是。.$J- 2- .R/- $*J<- 1/- :.R.- ?J3?- &/- )A- ~J.- 0, ,

求善欲利諸眾生，!/- IA- 2?R.- /3?- 1%- 0R- =- ;%- ;A- <%- :I<, ,

一切福蘊皆隨喜，.J- KA<- .J- .$- o=- 2:A- ;R/- +/- ,R2-I<- /?, ,

故獲如來功德已，
#$-2}=- 9.- 0<- L- KA<- :)A$- gJ/- (R?- .A/- LJ., ,

為盡苦於世法施。L%- (2- ?J3?- .0:- $%- 8A$- 3A- gR$-(R?- i3?- !/, ,

菩薩無念而徹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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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35/- 3- 3J.- .%- 3R?- 3J.- ;R%?- >J?- 0, ,

法空無相無戲論，.J- /A- >J?- <2- $*A?- GA?- L%- (2- 5S=- 3A- LJ., ,

不以二慧尋菩提，i=- :LR<- 0- .J- >J?- <2- 1- <R=- KA/- 3(R$- 2lR/, ,

瑜伽者勤勝般若。/3- 3#:A-#3?- .J- .%- /A- /3- 3#:- .J<- :$=- 2, ,

虛空界與彼違一，;R.- 0- 3- ;A/- $%- $A?- G%- /A- .J- 3- ,R2, ,

非有何亦不得彼，.J- 28A/- >J?- <2- ,R.- 3#?- L%- (2- ?J3?- .0:- ;%- , ,

善行智慧之菩薩，/3- 3#:- v- 2- ;A/- +J- *J- 2<- 8A- 2- ,R., ,

亦如虛空寂滅行。
*J- 2R:A- .2?- /- +- 3:A- *J?- 2- :.A- ~3- ., ,

人中幻人無此想：
*J- 2R- :.A- 3$- L- ~3- 3A- ?J3?- .J- ;%- LJ., ,

取悅此人彼亦行，m- :U=- $- 5S$?- <2- +-!R/- 0<- LJ.- 3,R%- ;%- , ,

見顯種種之神變，.J- =- =?- 3J.- ?J3?- 3J.- 3A%- ;%- ;R.- 3- ;A/, ,

彼無身心亦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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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28A/- >J?- <2- ,R.- 0- /3- ;%- :.A- ~3- ., ,

如是行慧永不思，L%- (2- gR$?- /?- :PR-2- ;R%?- ?- .PR=- 3A- ?J3?, ,

證悟菩提度有情，
*J- 2- $- 5S$?- .%- /A- L- 2- 3%-w/- 0, ,

種種生具眾多事，
+- 3- v- 2<- !R/- G%- i3- 0<- 3A- gR$- ,R., ,

如幻示現無念行。.0J<- /- ?%?- o?- 3=- 0- ?%?- o?- 36.- 0- LJ., ,

如佛化現行佛業，LJ.- 0- .J-=- SJ$?- 0- &%- 9.- *J- 3A- :I<, ,

於行驕傲毫不生，.J-28A/- >J?- <2- ,R.- 3#?- L%- (2- ?J3?- .0:- ;%- , ,

如是行慧巧菩薩，
3=- 0- +- 3- 28A/- .- L- 2- ,3?- &.- !R/, ,

亦如幻化顯諸事。>A%- 3#/- 29R- 2R- 3#?- 0?- *J?- 0- 2.- 3J.- .%- , ,

巧木匠造男女像，:S- 2:A- 29R- L?- .J- ;%- L- 2- ,3?- &.- LJ., ,

彼亦能做一切事，.J- 28A/- >J?- <2- ,R.- 3#?- L%- (2- ?J3?- .0:- ;%- , ,

如是行慧巧菩薩，



93

i3- 0<- 3A- gR$- ;J- >J?- L- 2- ,3?- &.- LJ., ,

無分別智行諸事。.J- v<- ,R.- 3#?- i3?- =- z- 5S$?- 3%- 0R- .$ ,

如是行持諸智者，,=- 3R- .<- 2- 2+.- /?- K$- G%- :5=- 2<- LJ., ,

眾天合掌亦頂禮，KR$?- 2&:A- :)A$- gJ/- #3?- GA-?%?- o?- )A- ~J.- 0:%- , ,

十方世界諸佛陀，;R/- +/- 2}$?- 0:A- UJ%- 2- ;R%?- ?- 2eR.- 0- 36., ,

亦作讚歎眾功德。$2:A- [%- 3*3- 8A%- /- ?J3?- &/- )A- ~J.- 0 , ,

等恆河剎諸有情，.J- !/- ;R%?- ?- 2g$- 0<-29%- !J- 2..- I<- =, ,

假設普皆成惡魔，2- %- *$- <J- =?- G%- .J- ~J.- 3=- L?- G%- , ,

一毛亦化相同數，.J- .$- !/- IA?- 3#?- =- 2<- (.- L- 3A- /?, ,

彼等無法障智者。o- i3- 28A- ;A?- L%- (2- ?J3?- .0:- 3#?- !R2?- w/, ,

四因菩薩具智力，2..- 28A?- ,2- 0<- .!:- 8A%- 2*R.- 0<- 3A- /?- +J, ,

四魔難勝不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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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0<- $/?- .%-?J3?- &/- ;R% ?- ?- 3A- $+R%- .%- , ,

安住空性不捨眾，)A- {.- 5?- 28A/- LJ.- .%- 2.J- $>J$?- LA/- _2?- &/, ,

如說而行佛加持。.J- 28A/- $>J$?- ;3- >J?- <2- 1- <R=- KA/- 0- :.A, ,

講此佛母般若時，:(.- 5K- L%- (2- ?J3?- .0:- $%- 8A$- 3R?- LJ.- &A%- , ,

若有菩薩起信解，2?3- 0- ,$- 0?- 12- 0<- 3%R/- 0<- 2lR/- LJ.- /, ,

誠心精進而修行，.J?- 0- ,3?- &.- 3HJ/- 0- *A.- =- 8$?- <A$- L, ,

知靜者入一切智。(R?- .LA%?- .J- 28A/- *A.- =- $/?- 0- 3A- :I<- 8A%- , ,

法界真如不可住，.0J<- /- 2<- $%- 3A/- 28A/- $/?- 0- 3J.- 0<- $/?, ,

如空中雲無住住，<A$- }$?- :(%- 2- $/?- 3J.- 3#:- o- $/?- :.R.- 0, ,

咒師無住行於空，}$?- 3,?- .?- 3A/- 3J- +R$- w/- 8A%- LA/- IA?- _R2, ,

欲住依咒加持花。.J- v<- ,R.- 0:A- L%- (2- ?J3?- .0:- 3#?- $?=- 2, ,

此行明智之菩薩，



95

gR$?- 0<- LJ.- .%-?%?- o?- (R?- i3?- .3A$?- 3A- :I<, ,

不緣能證佛諸法，:(.- 0<- LJ.- .%- (R?- :.R.- v- 2<- LJ.- 3A-.3A$?, ,

不緣視為講求法，:.A- /A- 8A- :.R.- ;R/- +/- .$:- 2:A- $/?- 0- ;A/ , ,

是求寂喜德者住。.P- 2&R3- i3- ,<- .J- 28A/- $>J$?- GA- 3- $+R$?- 0<, ,

羅漢解脫如來外，$/?- 0- :.A- /A- */-,R?- <%- o=- 2&?- 0- ;A, ,

此住堪為諸聲聞，$/?- 0- 8A- 2:A- +A%- :6B/- <2- 8A- 2.J- w/- 0, ,

緣覺息具寂樂定，)A- ~J.- !/- IA- 3(R$- .%- $R%- /- 3J.- 0- ;A/, ,

眾住之最是無上。:.2- ($?- 3#:- =-$/?- G%- v%- 2<- :I<- 3- ;A/, ,

飛禽住空不墜地，*- /A- (- =- $/?- G%- :52?- +J- :(A- 2- 3J., ,

魚住水中無閉死，.J- v<- L%- (2- ?J3?- .0:- 2?3- $+/- !R2?- .$- $A?, ,

如是菩薩依定力，1- <R=- ?R/- 0- !R%- $/?- M- %/- :.:- 3A- :I<, ,

到岸住空不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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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3?- &/- !/- IA- ;R/- +/- 3(R$- +- :PR- 2- .%- ,

欲成眾生功德最，?%?- o?- ;J- >J?- 3(R$- +- k.- L%- 3(R$- <J$- .%- , ,

證最稀有佛勝智，(R?- GA- .A/- 0- <2- 3(R$- .3- 0- .A/- :.R.- $%- , ,

發放上勝妙法施，1/- 36.- i3?- GA- $/?- 3(R$- :.A- =- 2gJ/- 0<- 2IA-IA?, ,

當依利者此勝處。2a2- 0- :.A- /A- :SJ/- 0:A- 2a2- 0- ;R%?- 2eR.- 0, ,

此學處乃導師說，2a2- 0- )A- ~J.- !/- IA- 3(R$- .%- $R%- /- 3J., ,

諸學之最是無上，3#?- 0- $%- 8A$- 2a2- !/- 1- <R=-:PR- :.R.- 0?, ,

智者欲學到彼岸，?%?- o?- 2a2- 0- >J?- <2- 1- <R=- KA/- :.A<- aR2, ,

當學佛學此般若。:.A- /A- (R?- $+J<- 3(R$- .%- (R?- 36S.- .3- 0- ;A/, ,

此勝法藏妙法藏，?%?- o?- <A$?- ;A/- :PR- 2:A- 2.J- .%- *A.- 0:A- 36S., ,

佛種眾生安樂藏，:.?- .%- 3- LR/- KR$?- 2&:A- :)A$- gJ/- 3$R/- 0R- i3?, ,

過去未來十方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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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A- =?- :O%?-G%- (R?- .LA%?- 9.- 3A- :I<, ,

此生法界不窮盡。>A%- .%- :V?- 2- 3J- +R$- /$?- 5=- )A- ~J.- 0, ,

所有樹果花林園，.J- .$- ,3?- &.- ?- =?- ;%- .$- :L%- 8A%- :,R/, ,

皆從地生並呈現，:R/- G%- ?- =- 9.- 0- 3J.- &A%- :1J=- 2- 3J., ,

大地無盡亦無增，;R%?- ?- 3A-*3?- i3- 0<- 3A- gR$- *R- 2- 3J., ,

不失無念無厭倦。?%?- o?- Y?- .%- */- ,R?- <%- o=- z- i3?- .%- , ,

佛子聲聞獨覺天，:PR- 2- !/- IA- 2.J- *A.- (R?- i3?- )A- ~J.- 0, ,

一切眾生安樂法，.J- !/- >J?- <2- 1- <R=- KA/- 0- 3(R$- =?- L%- , ,

悉由殊勝般若生，>J?- <2- i3?- G%- 9.- 0- 3J.- &A%- :1J=- 2- 3J., ,

智慧無盡亦無增。?J3?- &/- ,- 3- :VA%- .%- 3(R$- I<- )A- ~J.- 0, ,

所有下中上有情，.J- !/- 3- <A$- =?- L%- 2.J-2<- $>J$?- 0?- $?%?, ,

佛說皆由無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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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J/- i3?- 5S$?- /?- #$- 2}=- :O=- :#R<- <2- +- :L%- , ,

眾緣聚合極生苦，3- <A$- :O=- :#R<- .J- /A- 9.- 3J.- :1J=- 2- 3J., ,

無明無盡亦無增。;J- >J?- 5=- |R- ,2?- .%- l- 2- )A- ~J.- 0, ,

智慧理門方便本，.J- !/- >J?- <2- 1- <R=- KA/- 0- 3(R$- =?- L%- , ,

皆由殊勝般若生，nJ/- i3?- 5S$?- /?- ;J- >J?- :O=- :#R<- <2- +- :L%- , ,

眾緣聚合極生智，>J?- <2- 1- <R=- KA/-= - 9.- 3J.- :1J=- 2- 3J., ,

般若無盡亦無增。L%- (2- ?J3?- .0:- $%- 8A$- gJ/- &A%- :VJ=- :L%- =, ,

菩薩知曉此緣起，
*J- 3J.- 9.- 0- 3J.- 0<- >J?- <2- :.A->J?- +J, ,

無生無滅此般若，*A- 3- 3A/- 3J.- :R.- 9J<- :UR- 2?- 3/- 2?=- v<, ,

如日無雲放光芒，3- <A$- :,A2?- 0R- 2&R3- /?- <%- L%- ,R2- 0<- :I<, ,

除無明暗獲自然。3,- (J/- w/- 0- 2?3- $+/- 28A?- G%- $/?- LJ.- =, ,

具大力者依四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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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J/- 0<- LJ.- 0- 3- ;A/- $/?- 0<- LJ.- 0- 3J., ,

能住非依亦無住，:R/- G%- 2?3- $+/- ;/- =$- 2&?- 0- 28A- 0R- :.A, ,

然依此四禪定支，L%- (2- .3- 0- 3(R$- ,R2- 0- ;A- gJ/- .- :I<, ,

成得大菩提所依。>J?- <2- 3(R$- ,R2- 2?3- $+/- .$- =- $/?- 0- /A, ,

獲勝智慧住禪定，$9$?- 3J.- +A%- :6B/- .3- 0- 28A- ;%- *3?- ?- MR% - , ,

受四無色妙等持，2?3- $+/- :.A- .$- L%- (2- .3- 0- 3(R$- =- 1/ , ,

此定利勝妙菩提，L%- (2- ?J3?- .0:- 9$- 0- 9.- KA<- aR2- 0-3A/, ,

菩薩非為漏盡學。:.A- /A- ;R/- +/- ?R$?- 0:A- %R- 35<- k.- L%- !J, ,

此是積德之奇蹟，2?3- $+/- +A%-%J- :6B/- =- $/?- /?- 35/- 3- 3J., ,

住定等持而無相，.J- =- $/?- i3?- $=- +J- =?- /A- 8A$- I<- /, ,

安住彼中若身亡，2?3- 0- )A- 28A/- :.R.- 0:A- #3?- ?- ;%- *J- 2, ,

隨意受生欲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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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J<- /- :63- \A%- 3A- 8A$- }R/- (.- z- ;=- IA, ,

如贍洲人昔未至，z- ;A- PR%-H J<- 3(R$- +- 3- KA/- KA?- ?R%- !J, ,

天境天城後前往，.J-/- ;R% ?- ?- $9%- 2:A- ;=- .J- i3?- 3,R%- /?, ,

見彼擁有一切境，KA?- :.A<- :R%- 2<- I<- /- ($?- 0<- 3A- LJ.- v<, ,

復還此處不貪執。.J- 28A/- L%- (2- ?J3?- .0:- ;R/- +/- 3(R$- :(%- 2, ,

菩薩持有勝功德，i=- :LR<- 2 lR/- +J- 2?3- $+/- +A%- :6B/- =- $/?- /?, ,

精勤瑜伽住禪定，KA<- ;%- :.R.- 0:A-#3?-?- $/?- +J- ($?- 0- 3J., ,

後住欲界無貪著，(- ;A?- 0E- 28A/- .-LA?- 0:A- (R?- 3A- $/?, ,

不住凡法如水蓮。2.$- *A.- (J/- 0R- ?J3?- &/- ;R%?- ?- (A/- L- .%- , ,

至尊唯為成熟眾，8A%-.%- 1- <R=- KA/- mR$?- .R/- LJ.- #R- /<- 9., ,

修行剎土圓滿度，L%- (2- ;R/- +/- 1- <R=- KA/- *3?- :I<- :R%- 8J?, ,

失菩提德波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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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3J.- #3?- ?- *J- 2- .R/- .- $*J<-3A- LJ., ,

不求轉生無色界。.0J<- /- 3A- 8A$- <A/- (J/- $+J<- i3?- fJ.- I<- /, ,

如人獲得珍寶藏，.J- =- :.R.- 0:A- ]R- /A- 2*J.- 0<- 3- L?- =, ,

於其未起愛樂心，.J?- G%- .?- $8/-8A$- /- .J- .$- ;R%?- ]%?- >A%- , ,

彼於他時取彼等，]%?- /?- HA3- .- ?R%- !J- ($?- 0<- 3A- LJ.- v<, ,

取而還家不貪執。.J- 28A/- L%- (2- ?J3?- .0:- 3#?- 0- .$:- 2- .%- , ,

善巧菩薩喜樂施，2.J- .A/- 2?3- $+/- +A%- :6B/- 8A- 2- 28A- ,R2- /?, ,

獲四禪定寂等持，2?3- $+/- 2.J- w/- 2?3- $+/- +A%- :6B/- ,R2- 2+%- !J, ,

具禪樂棄所得定，:PR- =- ~A%- 2lJ<- w/- 0- KA<- ;%- :.R.- #3?- :)$ ,

悲憫眾生入欲界。$=- +J- L%- (2- ?J3?- .0:- +A%- :6B/- 2?3- $+/- $/?, ,

若菩薩住禪等持，.P- 2&R3- <%- o=- ,J$- 0<- :.R.- 0:A-]R-2*J.- /, ,

欲求羅漢獨覺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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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0<- 3- 28$- cR.- &A%- ?J3?- $;J%?- I<- 0- !J, ,

非定掉散失佛德，?%?- o?- ;R/- +/- ;R%?- *3?- 3*/- 0- P- 8A$- 28A/, ,

猶如舟子壞船隻。$8/- ;%- $9$?- .%- 1- .%- .J- 28A/- SA- .%- <R, ,

此外雖勤享色聲，<J$- .%- :.R.- ;R/- s- =- 3%R/- 0<- 2lR/- I<- G%- , ,

香與味觸五欲妙，.P- 2&R3- <%- o=- ,J$- V=- L%-(2- ?J3?-.$:- /, ,

離小乘喜菩提心，.0:- 2R- g$- +- 3*3- 28$- ;A/- 0<- >J?- 0<- L, ,

當知勇士恆入定。?J3?- &/- $%- .$- $8/- KA<- ?J3?- 0- i3- .$- 0, ,

為餘有情心清淨，2lR/- :P?- 1- <R=- KA/- =- 3%R/- 2lR/- i3- 0<- ,R., ,

勤行精進波羅蜜，.0J<- /- V/- 3R- (- (/- .2%- 3J.- eJ- 2R:A- .2%- , ,

如取水僕受主制，.J- 28A/- .0:- i3?- ?J3?- &/- !/- IA- .2%- $A?- :PR, ,

勇士隨從眾生行。
,R- 2- L?- ?3- :R/- +J- g$- +- 2hJ$?- G%- <%- , ,

責罵抑或常毆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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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3R- eJ- 2R- =- /A- ^R$- 5B$- 3A- 5- ;A, ,

女僕於主不頂撞，:.A-;A?- 2.$- /A- 2?.- 0<- :I<- .- :R%- ~3- /?, ,

思量彼將殺害我，>A/- +- 0$- 0:A- ;A.- GA?- :)A$?- 2&?- 9A=- IA?- $/R/, ,

懷極恐懼受其壓。.J- 28A/- L%- (2- (J.- .- L%- (2- 3(R$- 8$?- 0, ,

為菩提入大菩提，:PR- 2- !/- =- V/- I<- 28A/- .- $/?- 0<- L, ,

當如眾生之奴僕，:.A- =?- L%- (2- ,R2- &A%- ;R/- +/- mR$?- 0<- :I<, ,

依此成佛圓功德，
C- .%- >A%- =?- 3J- L%- 2?- /A- .J- *A.- YJ$ ,

草木失火焚燒彼。2.$- $A- 2.J- 2- 2+%- /?- <J- 2- 3J.- ?J3?- GA?, ,

捨棄自樂無求心，?J3?- &/- $8/- IA- .$R?- =- *A/- 35/- 3%R/- 0<- 2lR/, ,

晝夜精進眾生利，2- $&A$- 0- =- 3- /A- <A3- PR- LJ.- 0- v<, ,

當如生母侍獨子，2?3- 0- ,$- 0?- i3- 0<- *R- 3J.- $/?- 0<- L, ,

誠心無厭而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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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 ?J3?- .0:- $%- 8A$- ;/- <A%-:#R<- :.R.- &A%- , ,

菩薩欲長住輪迴，?J3?- &/- .R/- .%- 8A%- .R%- 2lR/- 0:A- i=- :LR<- 0, ,

勤利眾生修剎土，
*R- 2:A- ]R- /A- h=- 43- *J- 2<- 3A- :I<- /, ,

纖塵不生厭倦心，.J- /A- 2lR/- :P?- 1- <R=- KA/- w/- $;J=- 2- 3J., ,

彼具精進無懈怠。L%- (2- ?J3?- .0:- 3A- 3#?- 2{=- 0- LJ-2- 2P%- , ,

不巧菩薩俱胝劫，$=- +J- <A%- 0<- :.- >J?- #$- 2}=- L%- (2- 12, ,

久想苦想修菩提，;%- .$- (R?- 12- LJ.- 5K- ;/- <A%- #$- 2}=- :I<, ,

修行正法成長苦，.J?- /- 2lR/- :P?- 1- <R=- KA/- *3?- =J- =R- &/, ,

失精進度懶惰者。L%- (2- 3(R$- +- ?J3?- 2*J.- .%- 0R- /?- 29%- !J, ,

初發殊勝菩提心，L%- (2- ]- /- 3J.- 0- ,R2- 0<- :I<- IA- 2<, ,

至獲無上菩提間，*A/- 35/- $&A$- 43- .-/A- ;A.- =- ?J3?- LJ.- /, ,

作意僅一晝夜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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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 2?- 2lR/- :P?- 2l3?- 0<- <A$- 0<- L, ,

當知明智行精進。$=- +J- :$:- 8A$- :.A- {.- <A- <2- <A- 2>A$- 0:A, ,

若有說毀須彌山，eJ?- =- L%- (2- 3(R$- ,R2- :I<- 8J?- 5- 2- =?, ,

隨繼將得大菩提，)A- !J- *R- 2:A- ]R- *J.- 5.- G%- ?J3?- LJ.- /, ,

生厭倦心思其量，.J- 5K- L%- (2- ?J3?- .0:- =J- =R<- I<- 0- ;A/, ,

爾時菩薩成懈怠。)A- !J- .J- /A- :.A- 43- 5S.- v- &A- .!:- 8J?, ,

僅此限度有何難？{.- &A$- 43- =- <A- <2- ,=- 2<- 2_$- ?J3?- *J., ,

發剎那粉山王心，L%- (2- ?J3?- .0:- 3#?- 0- 2lR/- :P?- 2l3?- 0- !J, ,

智者菩薩行精進，<A%- 0R<- 3A-,R$?- :SJ/- 0:A- L%- (2- 3(R$- ,R2- :I<, ,

不久獲佛勝菩提。:PR- 2- ;R%?- ?- (A/- 0<- L?- /?- .R/- L- 8J?, ,

成熟眾生行利益，$=- +J- =?- .%- %$- .%- ;A.- GA?-2lR/- LJ.- /, ,

若身語意精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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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J?- $/?- 0?- =J- =R<- I<- 0- !J, ,

存有我想成懈怠，,3?- &.- 3HJ/- 0- *A.- =?- <A%- :I<- $/3- ?- 28A/, ,

遠一切智如天地。$%- 5K- =?- .%- ?J3?- .%- ?J3?- &/- :.- >J?- 3J., ,

時無身心眾生想，:.- >J?- i3- 0<- =R$- /?- $*A?- ?- 3J.- (R?- ,R., ,

滅想行持不二法，:.A- /A- L%- (2- 8A- 2- 3A- *3?- 3(R$- :.R.- 0:A, ,

佛說是求寂不失，2lR/- :P?- 1- <R=- KA/- &J?- 1/- 0- 36.- 0?- $?%?, ,

大菩提者精進度。$=- +J- $8/- =?- %/- 2eR.- 5B$- l2- ,R?- I<- /, ,

若聞他說粗惡語，2.$- 2.J- ;A/- 8J?- L%- (2- ?J3?- .0:- 3#?- 0- .$:, ,

我樂善巧菩薩喜，?- 5- ??- ,R?- $%- $A?- $%- 8A$- $%- $A- KA<, ,

孰說孰聞以何說，29R.- 0:A- 1- <R=- KA/- 3(R$- w/- 0- 36%?- 0- ;A/, ,

具勝忍度是智者。L%- (2- ?J3?- .0:- $%- 8A$- 29R.- 0:A- =J$?- (R?- w/, ,

菩薩若具忍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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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A$- !R%- $?3- <A/- (J/- 2!%- !J- :)A$- gJ/- 3HJ/, ,

三千世界滿寶供，?%?- o?- i3?- .%- .P- 2&R3- <%- o=- 1=- L?- 0, ,

羅漢緣覺世間解，
.A/- 0:A- 1%- 0R?- .J- =- 2?R.- /3?- (<-3A- 1R., ,

施蘊不及彼福德。29R.- =- $/?- 0:A- =?- /A- ;R%?- ?- .$- :I<- +J, ,

住安忍者身潔淨，?3- &- l- $*A?- 35/- .%- 3,- !R2?- 1- 3,:- ;?, ,

三十二相力無窮，?J3?- &/- i3?- =- (R?- <2- !R%- 0-1R$?- 0<- LJ., ,

於諸有情宣空法，:.A- /A- 29R.- w/- .J- =- :PR- 2- .$:- :I<- 3#?, ,

眾喜具忍成智者。$=- +J- ?J3?- &/- =- =?- 4/- ./- 1<- 3- ]%?, ,

有眾生取檀香包，<2- $?- L%- (2- ?J3?- .0:- =- /A- *$- LJ.- =, ,

恭敬塗敷菩薩身，$8/- 8A$- 3J- 3.$- 3$R- =- :,R<- LJ.- $*A?- !- =, ,

或有火燼撒其頭，.J-;A?- 3*3- 8A%- ~R3?- 0:A- ?J3?- /A- 2*J.- 0<- L, ,

於二者起平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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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 ?J3?- .0:- 3#?- 0?- .J- v<- 29R.- L?- /?, ,

智者菩薩安忍已，?J3?- 2*J.- .J-/A- L%- (2- 3(R$- +- ;R%?- 2}R?- /, ,

發心迴向大菩提，.0:- 2R- :)A$- gJ/- !/- =- 29R.- 0?- .P- 2&R3- .%- , ,

勇士為世安忍勝，<%- o=- ?J3?- &/- #3?- 3%- )A- ~J.- 9A=- IA?- $/R/, ,

羅漢獨覺眾有情。29R.- LJ.- :.A- ~3- .- ;%- ?J3?- /A- 2*J.- L- !J, ,

能忍者當生此心：?J3?- .M=- ..- :PR- $>A/- eJ:A-:)A$- gJ/-#$- 2}=- 3%- , ,

獄畜閻羅界多苦，:.R.- 0:A- ;R/- +/- o- ;A?- .2%- 3J.- $/R.- MR%- /, ,

欲因受害不自主，L%- (2- (J.- .- &A- KA<- %- 29R.- 3A- L- ~3, ,

我為菩提何不忍？t$- .L$- 35S/- .%- 2?.- .%- 2&A%?- .%- 2hJ$- 0- .%- , ,

鞭棍兵刃打殺縛，3$R- $&R.- 0-.%- i- 2- b%- =$- $- $&R.- .%- , ,

砍頭斷耳鼻手足，:)A$- gJ/- #$- 2}=- )A- ~J.- 2.$- $A?- 29R.- ~3- 0, ,

世間諸苦我能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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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 ?J3?- .0:- 29R.- 0:A- 1- <R=- KA/- =- $/?, ,

菩薩安住忍辱度。5=-OA3?- GA?- /A- 8A- 2- :.R.- i3?- :1$?- 0<- :I<, ,

戒令求寂者超勝，
!R2?- 2&:A- ,R.- ;=- $/?- >A%- 5=- OA3?- *3?- 0- 3J., ,

十力行境戒無失，
#R3-0:A- L- 2- )A- ~J.- !/- IA- eJ?- ?- :)$ ,

戒行隨行於一切，?J3?- &/- !/- =- 1/- KA<- .J- ;%- L%- (2- 2}R, ,

迴向菩提為利生。$=- +J- <%- o=- .P- 2&R3- L%- (2- <J$- :.R.- /, ,

欲得獨覺羅漢果，5=- OA3?- :(=- &A%- 3A- 3#?- .J- 28A/- ,R.- 0- *3?, ,

破戒無知失行為，)A- !J- L%- (2- 8A- 2- 3(R$- +- ;R%?- 2}R-/, ,

迴向寂滅勝菩提，:.R.- ;R/- 2lR/- ;%- 5=- OA3?- 1- <R=- KA/- =- $/?, ,

勤欲妙亦住戒度。(R?- $%- %J?- 0:A- L%- (2- ;R/- +/- :L%- :I<- 2, ,

法解菩提功德生，.J- /A- ;R/- +/- (R?- w/- i3?- GA- 5=- OA3?- .R/ , ,

具功德法戒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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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1/- LJ.- i3?- GA- L%- (2-;R%?- *3?- 0, ,

法失利者之菩提，:.A-/A- 5=- OA3?- :(=- &J?- i3- 0<- :SJ/- 0?- $?%?, ,

此謂破戒導師語。$=- +J- L%- (2- ?J3?- .0:- :.R.- ;R/- s- ,R.- G%- , ,

菩薩縱享五欲妙，?%?- o?-(R?- .%- :1$?- 0:A- .$J- :./- *2?- ?R%- !J, ,

然皈依佛法聖僧，?%?- o?- :P2- L- ~3- .- !/- 3HJ/- ;A.- LJ.- /, ,

思維成佛念遍知，3#?- 0- 5=- OA3?- 1- <R=- KA/- $/?- <A$- 0<- L, ,

當知智者住戒度。$=- +J- 2{=- 0- LJ- 2<- .$J- 2:A- =?- =3- 2&, ,

俱胝劫行十善業，
,R.- G%- <%- o=- .P- 2&R3- *A.- =- :.R.- *J.- /, ,

然求獨覺羅漢果，.J- 5K- 5=- OA3?- *R/- L%- 5=- OA3?- *3?- 0- ;A/, ,

時戒有過是失戒，?J3?- 2*J.- .J-/A- 1?- 13- 0?- G%- >A/- +- tA, ,

彼發心罪重他勝。5=- OA3?- Y%- 8A%- L%- (2- 3(R$- +- ;R%?- 2}R- =, ,

守戒迴向大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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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A?- _R3- ?J3?- 3J.- &A%- 2.$- 2!R.- 3A- LJ.- =, ,

無驕慢心不讚自，%- ;A- :.- >J?- ?J3?- &/- :.->J?- ;R%?- ?- %%?, ,

盡除我想眾生想，L%- (2- ?J3?- .0:- 5=- OA3?- 1- <R=- KA/- $/?- 2eR., ,

菩薩住戒波羅蜜。$=- +J- L%- (2- ?J3?- .0:- o=- 2:A- =3-,R.- 0, ,

若行佛道菩薩思，?J3?- &/- :.A- .$-OA3?- w/- :.A- .$- OA3?- :(=- 8J?, ,

此等具戒此破戒，
$- 5S$?- :.- >J?- 8$?- 0- >A/- +- 5=- OA3?- :(=, ,

起種種想是破戒，5=- OA3?- *3?- >A%- .J-= - ;R%?- .$- 5=- OA3?- 3J., ,

失戒不具清淨戒。$%- =- 2.$- $A- :.- >J?- ?J3?- &/- :.- >J?- 3J., ,

誰無我想眾生想，:.- >J?- :.R.- ($?- V=- =- #R3- 3A/- $- =- ;R., ,

離想貪豈有惡戒？$%- =- #R3- .%- #R3- 0- 3- ;A/- _R3- ?J3?- 3J., ,

誰無執戒非戒心，:.A- /A- 5=- OA3?- #R3- 0<- i3- 0<- :SJ/- 0?- $?%?, ,

導師說此是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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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3?- &/-.$- 0- $%- 8A$- .J- v<- OA3?- w/- 0, ,

清淨有情具戒律，
#$- .%- 3A- #$- !/- =- v- 2- 3J.- 0- ;A/, ,

不見可愛不可愛，3$R- .%- b%- =$- $+R%- 8A%- 83- 0:A- ?J3?- G%- 3J., ,

施頭手足無怯心，2.R$- 0- ,3?- &.- $+R%- 8A%- g$- +- 8J/- 0- 3J., ,

布施所有恆無執。(R?- i3?- <%- 28A/- 2.$- 3J.- ;- 3- 2_<- >J?- /?, ,

知法無性我不實，2.$- $A- >- ;%- $+R%- =- 83- 0:A- ?J3?- 3J.- /, ,

縱捨自體無怯心，.J- 5K- KA- <R=- .%R?- 0R- $+R%- 2- (R?- &A- .$R?, ,

爾時況施身外物？$=- +J- ?J<- $- LJ.- 0- .J- /A- $/?- 3J.- .R, ,

無有慳吝之是處。2.$- +- :.- >J?- .%R?- =- 2.$- $A<- :6B/- 0?- ($?, ,

我想執物為我所，]/- 0R- i3?- =- $+R%- 2:A- ]R- v- $- =- ;R., ,

貪愚焉有施捨心？?J<- $- &/- /A- ;A- ?$?-$/?- ?- *J- 2<- :I<, ,

吝嗇轉生餓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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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J- 3A<- *J?- /-;%- .J- 5K- .2=- 0R<- :I<, ,

投生為人亦貧窮。.J-5K-L%- (2- ?J3?- .0:- ?J3?- &/- .2=- >J?- /?, ,

菩薩知眾貧乏已，$+R%- =- 3R?- 0<- :I<- 8A%- g$- +- z$- 0<- $+R%- , ,

渴求捨施恆博施，\A%- 28A- =J$?- 0<- 2o/- 0- 3(A=- 3:A- ,=- 2- :S, ,

四洲莊嚴如唾沫，LA/- /?- .$:- 2<- :I<- IA?- \A%- ,R2- .J- v- 3A/, ,

施喜得洲非如是。L%- (2- ?J3?- .0:- 3#?- 0- $?=- 2- YA.- $?3- IA, ,

明智菩薩如此思，?J3?- &/- )A- ~J.- .J- .$- !/- =- .A/- 0- :.A, ,

但願依此而布施，LA/- 0<- I<- &A$- ~3- .-2?3?- /?- .A/- LA/- =,

三有眾生發放施。.J- ;%- :PR- 2:A- .R/- .- L%- (2- 3(R$- +- 2}R, ,

利生迴向大菩提。
.A/- 0- LA/- /?- .%R?- =- $/?- 0<- LJ.- 0- 3J., ,

施已於事無能住，.J- /A- /3- .:%- i3- 0<- (A/- =- <J- 2- 3J., ,

彼永不求異熟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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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v<- $+R%- =- 3#?- 0- ,3?- &.- $+R%- 2- !J, ,

如是知捨施一切，(%- %- 2+%- =- 3%- 0R- .0$- +- 3J.- 0<- :I<, ,

施少成多無有量。YA.- 0- $?3- /- ?J3?- &/- 3- =?- )A- ~J.- 0, ,

三有無餘諸眾生，;R%?- ?- 2g$- 0- 29%- !J- .J- .$- ,3?- &.- GA?, ,

假設彼等無量劫，:)A$- gJ/- 3HJ/- 0- ?%?- o?- .P- 2&R3- <%- o=- =, ,

供世間解佛羅漢，2{=- 0- 3,:- ;?- .A/- LA/- */- ,R?- =J$?- :5S=- /, ,

獨覺而求聲聞果。L%- (2- ?J3?- .0:- 3#?- 0- ,2?- 3#?- $%- 8A$- $A?, ,

善巧方便智菩薩，.J- .$- 2?R.- /3?- L- 2:A- .%R?- =- ;A- <%- /?, ,

隨喜彼等做福事，?J3?- &/- .R/- .- L%- (2- 3(R$- <2- ;R%?- 2}R- /, ,

利生迴向大菩提，;R%?- ?- 2}R- 2?- :PR- 2- ,3?- &.- 9A=- IA?- $/R/, ,

迴向勝過諸群生。/R<- 2- 3(A%- 2:A- 1%- 0R- (J/- 0R<- I<- 0- ;%- , ,

如碔砆寶縱成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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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J/- 2ND#-$&A$- .J- !/- 9A=- IA?- $/R/, ,

一琉璃寶能勝彼，.J- 28A/- :PR- !/- .A/- 0:A- 1%- 0R- o- (J/- !/, ,

眾生廣大諸布施，eJ?- ?- ;A- <%- L%- (2- ?J3?-.0?- 9A=- IA?- $/R/, ,

隨喜菩薩勝過彼。$=- +J- L%- (2- ?J3?- .0?- :PR- =- .A/- LA/- /?, ,

若菩薩於眾生施，.J- =- 2.$- $A<- 3A- LJ.- .%R?- 0R- :1%?- 3J.- /, ,

不執我所不惜事，.J- =?- .$J- 2:A- l- 2- 3,- (J/- :1J=- :I<- +J, ,

彼生善根增大力，
3A/- 3J.- :R.- w/- ^- .GA=- ;<- IA- %R- 28A/- /R, ,

猶如無雲上弦月。 {2?- s- 0:R, ,

第五品終
L%- (2- ?J3?- .0:A- .A/- 0?- ;A- ?$?- :PR-2- $&R., ,

菩薩布施離餓鬼，.2=- 2- .%- /A- .J- 28A/- *R/- 3R%?- ,3?- &.- $&R., ,

中止貧窮諸煩惱，
,R.- 5K- =R%?- ,R.- 3,:- ;?- o?- 0- ,R2- 0<- :I<, ,

行時廣得無量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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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 #$- 2}=- I<- 0:A- ?J3?- &/- ;R%?- (A/- LJ., ,

布施成熟苦有情。OA3?- GA?- ..- :PR:A- :PR- 2- .- 3:A- %R- 2R- .%- , ,

依戒能斷旁生體，3A- #R3- 2o.- %R%- .J- ;A?- .=- 2- g$- +- fJ., ,

離八無暇恆得閒，29R.- 0?- $9$?- 29%- .3- 0- o- (J/- ,R2- :I<- +J, ,

忍得廣大微妙相，$?J<- 3.R$- #$- &A%- :PR- 2?- v- 2:A- :R?- ?- :I<, ,

宛如金色眾樂見。2lR/- :P?- GA?- /A- .!<- 0R:A- ;R/- +/- :PA2- 3A- :I<, ,

精進白法不減失，;J- >J?- 3,:- ;?- o=- 2:A- 2%- 36S.- fJ.- 0<- :I<, ,

得無邊智佛寶庫，2?3- $+/- IA?- /A- :.R.- 0:A- ;R/- +/- (.- 0- :.R<, ,

禪定捨棄呵欲妙，<A$- .%- 3%R/- 0<- >J?- .%- +A%- :6B/- 3%R/- 0<- 12, ,

成就明通及等持。>J?- <2- GA?- /A- (R?- GA- <%- 28A/- ;R%?- >J?- /?, ,

依慧遍知法自性，#3?- $?3- 3- =?- 0- =?- ;%- .$- :.:- 2<- :I<, ,

真超無餘諸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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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A- H- 3(R$- :#R<- =R- <A/- (J/- 2{R<- L?- /?, ,

人中之尊轉寶輪，
#$- 2}=- 9.- 0<- L- KA<- :PR- =- (R?- G%- !R/, ,

為盡苦於眾說法。 {2?- S$- 0:R, ,

第六品終
(R?- :.A- ;R%?- mR$?- L?- /?- L%- (2- ?J3?- .0:- .J, ,

此法圓滿彼菩薩。 {2?- 2./- 0:R, ,

第七品終
;R%?- .$- 8A%- .%- ?J3?- &/- .$- 0- ;R%?- ?- :6B/, ,

受持淨土攝淨情，?%?- o?- o.- .%- (R?- GA- o.- G%- ;R%?- ?- :6B/, ,

受持佛種及法種，.J- 28A/- .$J- :./- o.- .%- (R?- !/- ;R%?- ?- :6B/, ,

聖僧之種一切法。:PR- 2:A- /.- $?R- 36.- 0- (/- 0:A- 3(R$- I<- 0?, ,

療眾生疾大明醫，>J?- <2- 2!/- 0- L%- (2- =3- w/- :.A-$?%?- +J, ,

示慧說此菩提道，3A%- /A- ;R/- +/- <A/- (J/- #.- 0- L%- (2- =3, ,

攝功德寶菩提道，



118

=3- :.A- ?J3?- &/- !/- IA?- ,R2- 0<- L- KA<- 2>., ,

為眾生得說此道。 {2?- 2o.- 0:R, ,

第八品終

:1$?- 0- >J?- <2- GA- 1- <R=- +- KA/- 0- #.- 0- 5B$?- ?- 2&.- 0- mR$?- ?R, ,

聖般若攝頌圓滿！
o- $<- IA- 3#/- 0R- 2AH- !- <- ?A%- @- .%- , ,  8- (J/- IA-=R- 4- 2- 2/- .J- .0=- 2lJ$?- GA?- 2+<- 
&A%- 8?- +J- $+/- =- 12- 0:R,, ,,

印度堪布布雅嘎熱桑哈與主校譯師萬德拜則由梵譯藏並校

勘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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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

——序

【序】

二十世紀末的今天，人類以自己的智慧和雙手創造了新的物質文明，

解決了生活中遇到的很多困難。但是人類的基本痛苦生、老、病、死是現

代科學無法解決的，因此，科學史上所有偉大的科學家如牛頓、愛因斯

坦等都在生死老病之前無法不低頭。他們面臨生、老、病、死的時候與普

通人毫無差別，所以，現代科學不能滿足人類最終極的心願自由自在的解

脫。

解脫是超越生、老、病、死的範圍和一切生命的終點站，也是每個眾

生早晚將要回歸的大自然，已經回歸此境界的高僧們的來去是這麼自在、

這麼安詳、這麼快樂的。他們沒有煩惱，也沒有痛苦。因獲得了內心的自

在，自然也獲得了外境的自在，不受地、水、火、風等四大種的影響。這

確實是真正的自由和幸福，是故，人類自我認識和開發自身智慧，是唯一

使人們實現最高之理想的方法。

生、老、病、死的來源和它的本質，以及超越它的方法等等諸多人生

的重要問題，只有佛法裡才能獲得正確的答覆。所以，社會各界人士應該

讀一讀佛法寶典，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會有一定的收穫。

堪布　慈誠羅珠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於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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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

——前言

【前言】

般若波羅蜜多，是一切佛法寶藏中最無上、最甚深的精髓，

它是佛陀真正的法身舍利，三世如來無不依之而成就正等菩提。

如經云：“過去未來十方佛，道皆般若非餘者。”

不管你學顯宗還是學密宗、藏傳還是漢傳，只要是大乘佛

教，必會對般若的殊勝性略知一二。佛陀曾教誡阿難道：“即使

你把我所講的法都忘失了，般若的隻言片語也絕不能忘，當以對

如來知恩報恩之心，受持此般若、切莫失毀。這一點理應銘記於

心！”鑒於此，宣講般若的經典不可勝數。就拿藏文的來說，

《廣般若》有十萬頌，《中般若》有二萬五千頌，《略般若》有

八千頌，其他般若諸經還有許許多多；而漢文的《大般若經》，

共有六百卷，字數合計達五百餘萬之多。如此巨篇，不要說去翻

閱、去誦讀，僅僅聽到它的名字，恐怕很多人也會聞而生畏、望

而卻步。因此，佛陀宣講了這部《般若攝頌》，它囊括了般若所

有要點，可以說是一切般若的精華所在。

佛經共分有七類，有佛陀親口宣說的，有佛陀身、語、意、

功德、事業加持所宣的，也有佛陀開許的經典。在浩如煙海的三

藏教典中，《般若攝頌》正是佛陀親口所宣。此經的教義十分殊

勝，縱然是相好圓滿、金光燦燦的釋迦佛親臨你面前傳授竅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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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會有比這更高的法要了；就算是你獲證五眼六通，親至十方

如來座下聆聽教法，也不會有較此更深的法門了。故而在藏地，

歷來公認的三寶所依，除了佛像、佛塔之外，就是《般若攝頌》

經典。許多行者把它作為每天定誦的功課，畢生當中堅持不懈。

我等大恩上師法王如意寶亦是如此，他老人家終生日日必念《般

若攝頌》，而且完全能夠通篇背誦。

當然，你若也能做到一生中日誦一遍，那是最好不過的。即

便不能這樣，一月或一年誦幾遍，或者偶爾隨口念上幾偈，如此

功德也不可思議，久而久之，定會對般若生起不共的信心，得到

始料未及的收益，利根者甚至會依此而豁然開悟。

佛陀曾以金剛語斷言，猶如孕婦懷胎足月臨產時，陣痛是即

將分娩的徵兆；同樣，有緣者得以聽聞此《般若攝頌》，此乃迅

速證得大菩提的象徵。接觸此經不僅僅對自身有利，即便身邊的

旁生聽到，也能依此加持獲得人身。

從前，有位比丘諷誦《般若攝頌》時，屋簷下一隻燕子聽到

念經的聲音，憑藉此般若法音之威力，它死後投生為人，剛一出

生就會朗朗念誦《般若攝頌》。所以，大家一定要儘量與本經結

上法緣。

結緣的方式有多種，供養、聽聞、繕寫、讀誦、受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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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均會引生不可估量的利益。退一步說，就算你既不能讀誦，也不

能聽聞、思維，更不能實地修持，只是將法本拿到手裡，帶在身

邊，不久的將來也能速證佛果。本經亦云：“春季好時樹葉落，

枝不久生葉花果，誰手中得此般若，不久獲證佛菩提。”

我本人通過這次因緣，也發願有生之年將此法本在家時供奉

於佛堂，出門過夜時隨身攜帶。希望與我同行的善緣者也盡力而

為。

或許有人產生懷疑：“只是帶上法本，就有這麼大的功德

嗎？”這是毋庸置疑的。如同身上佩戴寶珠，不知不覺間會遣除

病痛等災害一樣，我們只要經常不離這個法本，自然就會攝集善

法，免遭任何違緣。經中也說：“怙主行持此般若，何人恭敬而

受持，毒刃火水不害彼，魔王魔眷亦無機。”甚至《般若攝頌》

所在之處，該地眾生均會得到無窮的利益；如果人在臨命終時，

沒有道友守在近前，只要身邊有此法寶，就絕不會墮落。故希望

大家對此法本務必要重視。

最後祈願諸位佛友早證般若、速登彼岸！

一切吉祥！

2008年11月19日

索達吉書於喇榮





般若讚
龍樹菩薩　造

索達吉堪布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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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讚

梵語：札雜巴繞莫達多章  

藏語：西繞戒帕如德辛莫多巴

漢語：般若讚

頂禮出有壞般若佛母！

您身皆無過，無過者得見，

無量無分別，般若我禮敬。

無染如虛空，無戲無文字，

誰見無邊您，彼即見如來。

富德聖母您，佛陀眾生師，

有別不可知，如月及月光。

佛法之先行，堅信慈母您，

順利成悲主，無等大至尊。

一次正思維，如理慧觀您，

彼亦定得見，有義之悉地。

現喜他利尊，一切諸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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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養育者，您是仁慈母。

因佛世間主，悲尊悉汝子，

是故善妙您，眾生之祖母。

無垢波羅蜜，一切悉圓滿，

諸時隨從您，如眾星捧月。

依於所化眾，所有諸如來，

眾理種種名，唯一稱讚您。

猶如諸露珠，值遇太陽光，

反方之辯難，逢汝則滅亡。

您令眾凡愚，聞而生畏懼，

智者得慰藉，現見是寂靜。

誰依怙主您，於汝尚無執，

何況於他者，焉能起貪嗔？

您不從何來，亦非有所去，

故於一切處，智者皆不緣。

如是了知您，思維而修行，

由修得解脫，此是大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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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讚

見您則束縛，不見亦束縛，

見您則解脫，不見亦解脫。

奇哉稀有母，具名賢良母，

難悟如幻術，亦現亦不現。

佛陀辟支佛，聲聞定依母，

唯您解脫道，如是餘定無。

為利眾有情，而於名言中，

慈悲世怙主，亦說不說汝。

於此誰讚汝，無相無染污，

超越語境母，您終無所依。

如是於世俗，我等語如是，

您雖無所讚，稱讚極涅槃。

由此讚般若，我積諸福善，

願世無有餘，同趨智慧度。

般若讚，阿闍黎聖龍樹造圓滿。

喀什米爾班智達特列布巴和羅雜瓦智慧由梵譯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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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梭德！

佛陀日親及佛子，彌勒文殊龍樹等，

秉持如來傳承示，深中觀道師前禮。

於等虛空佛佛子，弟子三世聖者眾，

源泉殊勝之般若，敬心善入說彼理。

三世諸佛宣說的所有無盡佛法寶藏之中，猶如心臟般堪為

究竟的，就是聖般若波羅蜜多。保存著《十七母子般若》等為數

眾多的經典，其中的全部內容都完全涵蓋在這部《攝功德寶經》

中。此經偈頌格律鮮明，是佛陀親口所說的佛經。傳講、聽聞以

諸如此類眾多功德而超勝的這部經，就相當於傳講、聽聞了所有

的般若。為此，我以純淨之心，依靠諸位大德的竅訣，來解說趨

入此經密意的道理，包括依照直接宣說空性之理而解釋、依照間

接宣說道現觀而解釋兩個部分。

甲一（依照直敘空性之理而解釋）分四：一、經名

句義；二、譯禮；三、論義；四、末義。

乙一、經名句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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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語：阿雅占嘉巴繞莫達薩雜雅嘎塔

藏語：帕巴西繞戒啪如德辛巴都巴策色嘉巴

漢語：聖般若攝頌

阿雅是“聖”的意思；占嘉為“智慧”；巴繞莫達是“到彼

岸”之義；薩雜雅為“攝”；嘎塔義為“頌”。

有關經名句義的詳細內容，當從他論的附注中了解。略而

言之，由於是出世間的甚深法，因此稱為“聖”；證悟萬法實相

真如的智慧，是一切智慧之最，超群絕倫，所以叫“智慧到彼岸

（即般若）”，正因為把這樣的無分別智慧作為所詮加以闡釋的

緣故，此經也就得名“般若”；人們依靠這部經，能攝集、擁有

世間出世間猶如珍寶般的一切道果功德，為此稱作“攝”；這部

經是絕妙之韻律的偈頌形式（藏文每句有十一個字），由此叫

“頌”。

乙二、譯禮：

頂禮聖者文殊師利！

先前的諸大譯師在將此宣說勝義的甚深法翻譯成藏語之

初，頂禮本尊至尊聖者文殊師利菩薩，目的是為了不起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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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上福德。

乙三（論義）分二：一、承接緣起句；二、真正論

義。

丙一、承接緣起句：

爾後世尊為彼等四眾眷屬皆大歡喜，復說此般

若波羅蜜多。爾時，世尊說此等偈曰……

處圓滿為靈鷲山；本師圓滿是釋迦獅子——釋迦牟尼佛；眷

屬圓滿，即聲聞菩薩等眷屬眾會之中；時間圓滿，繼剛剛宣說

《般若十萬頌》等完畢之後，本師世尊為了令比丘等那些四眾眷

屬，以不費艱辛輕而易舉證悟大義的大乘道果功德，皆大歡喜，

又再度宣說法圓滿的所詮內容——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時，

世尊說此等能詮偈頌⋯⋯

丙二（真正論義）分三：一、勸勉聽法；二、所說

法之自性；三、以如是宣說之必要結尾。

丁一（勸勉聽法）分二：一、真實勸聽；二、附注

說明說法者佛陀之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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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一、真實勸聽：

心懷喜敬最勝信，除蓋煩惱而離垢，

行眾生利寂靜者，請聽般若勇士行。

心懷對妙法純淨渴求的歡喜之情、帶著對講法者尊重的恭敬

之意以及對聽聞大乘的功德利益等堅信不移最殊勝的誠摯信心，

遣除成為如理作意或受持正法之障礙的貪欲蓋1等五蓋的一切

煩惱，進而脫離成為行持或實修正法之違緣也就是——六度的違

品——慳吝等垢染，以大悲心身體力行成辦一切眾生暫時究竟利

益、寂靜調柔的賢善行者，請聽聞依靠證悟空性悲心圓融雙運使

相續柔和的諸大尊者之道——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它完全超越聲

聞等的行境，堪為一切勇士菩薩入定、後得的行境。

通常而言，聲聞緣覺的果位，也是由證悟人無我等不同程度

通達空性中得來的。在總說證悟空性的優越功德之際，宣講了出

生四聖的唯一佛母，證悟萬法平等性的圓滿智慧波羅蜜多，是佛

陀的不共因。憑藉這一道理，也能了達成立究竟一乘等等眾多要

點。

戊二、附注說明說法者佛陀之事業：

從比喻、意義、理由三個方面一一加以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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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贍部洲諸河流，具花果藥林得生，

悉源住無熱惱海，龍王龍主威神力。

如果有人認為：正如剛剛所講的那樣，我們所聞受的般若波

羅蜜多，既然是勇士菩薩們的不共行境，那麼須菩提等尊者怎麼

能夠傳講呢？

打個比方來說，這個贍部洲中的恆河等所有江河能夠流淌，

具有花果的藥樹林園應有盡有的一切得以生長，這完全源自於住

在無熱惱大海中，成為群龍之首或者眾龍之王無有熱沙威脅等的

諸大龍主夙願的威神力。

如是佛之諸聲聞，說法講法依理詮，

獲無上樂得彼果，皆依如來威德力。

正如上述比喻所說的一樣，佛陀的所有聲聞弟子須菩提等，

攝略而說一切法，詳細廣講，憑依能抉擇的作用理等四種道理方

式而詮釋，能獲得講經說法的究竟果位——不住之涅槃的至高無

上安樂，以及證得講經說法的暫時果位預流果等四果，其實所有

這些都是依靠如來的威德力產生的。

何故如來宣法理，佛陀弟子修學彼，

現前所學如實說，佛威力致非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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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呢？因為對於如來所宣說的無我法理，作為佛陀弟子

的聲聞修學它，現量證悟以後將自己所學修的教義，也原原本本

為他眾講說，這一切的一切均是佛陀的威力所致，而並不是依靠

聲聞自身的力量。

此外，憑藉佛陀的加持，從無情法的虛空當中也傳出深法的

音聲，使一切所化眾生得以解脫。我們要清楚地知道，佛陀諸如

此類的事業是不可思議的。

―――――――――― ――――――――――

【注釋】
1  貪欲蓋、嗔恚蓋、睡眠蓋、掉悔蓋、疑蓋。此五法能蓋覆心性而不生善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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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品

丁二（所說法之自性）分二：一、所修之道；二、

宣說道之果。

戊一（所修之道）分二：一、解說主要道般若；

二、解說五種其餘助緣（解說其餘五度）。

己一（解說主要道般若）分三：一、略說；二、中

說；三、廣說。

庚一（略說）分二：一、詳解所依法果；二、此品

攝義。

辛一（詳解所依法果）分三：一、行者身分；二、

所修之法；三、宣說彼果。

壬一（行者身分）2分三：一、證悟之差別；二、

善知識之差別；三、菩薩之詞義。

癸一（證悟之差別）分三：一、基無得之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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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無行之理；三、果不住二邊之理。

子一（基無得之理）分二：一、略說；二、廣說。

丑一、略說：

最勝般若不可得，菩薩覺心皆不得，

聞此無癡不恐懼，彼菩薩行善逝智。

對菩薩而言，所宣說或所實修的最殊勝般若波羅蜜多，是來

自於什麼對境、屬於什麼行者的行境等問題，如果從時間、地點

的角度加以剖析、分析，﹝就會發現﹞它自身的體性成立這一點

實不可得，僅僅是在名言安立中成立。同樣，所宣講的對境或者

實修者菩薩也單單是五蘊的聚合罷了，補特伽羅和法的體性都了

不可得，只是在如幻的名言中存在。而且，如果對修行者實修道

的本體——所謂“勝義菩提心自性光明”加以觀察、分析的話，

由於不住一切邊的緣故，自體性成實這一點也是絲毫得不到的。

當聽聞到宣講不住諸法、超離一切所緣行境甚深法界之自性的法

語，不會有認為“不是如此”執著實有的愚癡，對講說空性無所

恐懼，﹝通達﹞自性空性與顯現不可分割、二諦圓融的這種菩

薩，有緣分行持善逝所領會並宣說的甚深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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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二（廣說）分二：一、所知對境不可得；二、有

境智慧不可得。

寅一（所知對境不可得）分二：一、意義；二、比

喻。

卯一、意義：

色無受無想行無，識處纖塵亦非有，

不住萬法無住行，無取獲諸佛菩提。

倘若如此憑藉觀察勝義的智慧加以探究，色蘊所攝的五根、

五境盡所有顯現的這一切，都是眾多微塵匯集、積聚的，多體聚

合、粗大或整體的本性絲毫也不成立實有；對於極微塵，也可通

過分析它有無方分來證實微塵同樣無有成實性。由此可知，這種

色法是現而無實的自性。

同樣，所有屬於自相續或他相續的苦受、樂受、捨受，盡所

有的一切受也都是眾多、無常的自性，如果加以分析，微乎其微

的一分也無成實性可言。與之相同，想蘊和行蘊自體性成立的法

一無所有。認知這樣道理之識的處所或基礎，纖塵也不存在。總

之，心和心所的一切法千差萬別，所以不可能存在實有的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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剎那生滅之有實法的時際無分剎那，當觀察前後部分之時就

能證實它並不成立。當然，這些五蘊只是在未經觀察的情況下似

乎令人歡喜的顯現；如果加以觀察分析，那麼粗細任何法的本體

也不成立。因此，我們要以無而顯現夢幻水月等的方式來看待。

有為、無為的一切法都不例外，從自身角度來說絲毫也不成

立，僅僅是憑藉因緣、緣起力才呈現的。對於無欺顯現這一點，

如果也依靠探尋真如的正理加以探究，那麼就會確定，這些只是

受分別念主宰，以心安立為我和形形色色的法，真正成立的某法

極微許也得不到。當生起這種定解時，此菩薩就是不以所緣的方

式安住於所知萬法中。具備不住一切邊的定解妙見，不住一切而

行持或者一無所住而行，由此也能通達“一無所見即真見”、

“一無所住即真住”以及“一無所行即真行”、⋯⋯的所有道

理。

了達輪涅諸法自性不成如幻的道理，稱為後得如幻之定解，

這是相似勝義，是心之行境、有執著相的正見。作為初學者，熟

練串習這一點相當關鍵。

真正實相究竟義中，“自性不成”和“如幻”等等隨行語

言、分別心的一切行境，都是分別假立的法，也都屬於世俗法和

虛假法。而究竟勝義的本體是不虛假的法性真性。為此，把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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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空性分別稱為世俗、勝義，而一切法無二的法界真實勝義，

是依靠各別自證的智慧所了悟的，超越語言分別的一切行境，

是入定的行境。諸法本來無生無滅、無取無捨，以平等性的本體

如虛空界般顯現，這是三世如來及菩薩的偉大佛母；是法界無生

的實相；是自性光明勝義菩提心的本體；也是萬法的究竟精華。

所以，通過對此理毫不懷疑的定解而趨入，無論如何都是至關重

要的。《羅睺羅讚般若頌》中云：“無有言思智慧度，無生無滅

虛空性，各別自證智行境，頂禮三世諸佛母。”如《中觀根本慧

論》中也說：“自知不隨他，寂滅無戲論，無異無分別，則名真

如相。”入定於這樣甚深法性中的瑜伽行者，無有任何執取的

法，完全去除心識行境的一切所緣和戲論網，依靠具足全無執著

相的智慧也就是一切相之最的自性光明或自然本智，而證得一切

善逝的大菩提。此處，稍微詳加解釋，以下行文中出現關於遮破

色等的所有內容，也要這樣來理解。

卯二、比喻：

如遍行派之具鬘，慧觀無緣滅蘊得，

菩薩通曉如此法，不證涅槃彼住智。

例如，遍行外道派的左揚又名具鬘的人，不管怎麼兢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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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地修行他自己的論典中承許的有我等這種有緣的見解，都不能

成為解脫一切束縛的因。於是，他憑藉自己的智慧觀見而來到本

師出有壞佛陀的面前，請問解脫之道。佛陀為他宣講了無我的法

門，他格外虔誠，堅信不移，結果依靠無緣智慧的聖道而毀滅了

痛苦近取之蘊，或者獲得了中斷輪迴相續的涅槃。

任何菩薩通曉如此萬法無緣的道理，不證寂滅一邊的涅槃，

他將安住於有寂等性的甚深智慧中。

寅二（有境智慧不可得）分三：一、從建立側面說

明；二、從遮破側面說明；三、攝義。

卯一、從建立側面說明：

此慧為何屬何者？何來思擇法皆空，

詳察無沈無畏懼，彼菩薩即近菩提。

再者，這樣想到，雖然所謂證悟諸法無有自性的智慧——涅

槃，是一切功德的唯一源泉，是我們所追求的目標，但是如果對

“它的本體到底是什麼樣的？是屬於何人的行境？是由什麼對境

中產生的？”一系列問題加以觀察分析，就會認識到它的本體絕

對不成立實有。以此為例，足能思擇、分析從色法到一切種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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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這所有法，皆以自本體空。具足真實的正理而詳細加以觀察

後，對空性之義無有迷惑不清的昏沈，對甚深法性無所畏懼，那

位菩薩真正是靠近圓滿菩提。

卯二、從遮破側面說明：

設若不知有色想，受行識蘊而行持，

思此蘊空而菩薩，持相非信無生理。

假設明明不了解一切萬法原本空性的意義，而對於色法有著

色的本體完全成立之想；同樣，對於受蘊、行蘊和識蘊，以實執

之想而行持，並且依靠理證加以分析而思量“這所有蘊的自性即

遮破所破實有的無遮空性，僅此就是實相”。然而，這樣的菩薩

實際上沒有安住於實相遠離增損、超越分別念行境的意義中，是

在行持有緣的相，而並非對寂滅一切有相戲論的無生甚深法界之

理獲得了誠摯的信心。我們要知道，他還被所緣相執束縛著。

卯三、攝義：

非色非受非想行，於識不行無住行，

彼不緣行智慧堅，具無生智勝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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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真義是說，任何人不把色執為色，同樣，不執著為

受，又不執著為想和行，對於識，同樣也不以執著體性成立的方

式而行。總之，對蘊等任何法，均不行持有無等所緣的相，一無

所住而行，他不管行持任何法都不想“我在行持”，因為遠離一

切執著的無相智慧得以堅固的緣故，具備證悟無生智慧的此菩

薩，將得到“勇行”等最勝寂靜等持。

子二、道無行之理：

菩薩於此自寂靜，彼是前佛所授記，

彼無我入起定想，因徹知法自性故。

某位菩薩，在修行如是所說之道的此時，自相續極為寂

靜，他是先前的諸位如來所授記將證得無上圓滿菩提的，這樣

的菩薩沒有“我入定於空性中或者從中起定”的想法。這是為

什麼呢？因為，他已徹底了知一切法的自性是無二之法性等性

的緣故。

若如是行行佛智，彼知無行真行故，

行持何法皆不緣，此即行持勝般若。

如果行持這樣的法理，就是在行持一切善逝的智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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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位菩薩完全了達“對任何法皆無所行”就是真正的妙行之

故。所以，他不論行持道等任何法，對於所行的法、行持與行持

者都不緣執，這種方式，就是在行持最殊勝的般若波羅蜜多。

子三（果不住二邊之理）分二：一、意義；二、比

喻。

丑一、意義：

何法非有彼稱無，凡愚觀其為有無，

有無此二是無法，菩薩知此則定離。

在宣講這一切法自本體並不存在，也就是說所有假立的法

無有自性這一點時，貪執名、相的凡夫愚者們，觀察分析其義以

後，要麼執著增益為有之邊，要麼執著損減為無之邊，而無法領

會到離邊的實相。其實，在真實義中，所謂的有無這兩者都同樣

是一無所得之法。遠離有無是非等凡夫俗子的一切增益戲論、圓

融雙運、一無所住的意義，是無餘寂滅諸邊和承認、各別自證之

境。任何菩薩如果充分理解到不分別有無之法界的這一含義，那

麼必定脫離一切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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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二、比喻：

此知五蘊如幻術，不執幻蘊各相異，

離種種想寂滅行，此即行持勝般若。

處在此學道階段的菩薩，知曉以五蘊為例的一切法現而不實

猶如幻術，不把幻術和蘊執著為各自相異、有真假之別的他法，

認識到五蘊本身與夢幻等一模一樣，進而遠離人執與法執的種種

想，寂滅戲論而行持，這就是在行持最殊勝的般若波羅蜜多。

癸二（善知識之差別）分二：一、所立；二、所

破。

子一、所立：

具善知識具勝觀，聞諸佛母全無懼。

由於一切菩薩具足外內攝持的緣故，於勝乘之道中不會退

失，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既具備外攝持——以智慧指明萬法無有

自性、以方便宣說一切善根迴向遍知的智慧之理的善知識，又

具足內攝持——自己渴求獲得遍智的心和三輪清淨的勝觀，這樣

的行者，聽聞到一切佛陀之生母——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而全無畏

懼，完全能接受般若真義。



51
攝功德寶經釋

——正入般若密意之善說‧第一品

子二、所破：

誰依惡友仰仗他，彼如新罐觸水毀。

與剛剛所說的內容恰恰相反，任何初學者，依止誹謗勝乘義

的惡友，自己的智慧尚未成熟而依賴仰仗他者，這種人就如同沒

有入窯焙燒的新土罐，一經接觸到水即刻毀壞一樣，將從勝乘道

中退失。

癸三（菩薩之詞義）分二：一、一般菩薩之詞義；

二、大菩薩之詞義。

子一、一般菩薩之詞義：

何故此者名菩薩？能斷貪求盡諸貪，

無貪獲證佛菩提，是故此得菩薩名。

如果有人問：為什麼這種行者被取名為菩薩呢？

由於依靠隨入法界自性的聞慧等智慧，能無餘斬斷對色等萬

法的耽著或貪執，並且希求完全去掉、盡除對所知諸法以實執貪

著的分別念及種子，無所貪執而獲證最終諸佛的大菩提，為此這

種修行者贏得了菩薩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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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二（大菩薩之詞義）分二：一、堪為眾生之最；

二、披大盔甲。

丑一、堪為眾生之最：

何故彼名大菩薩？堪為有情眾之最，

斷眾生界諸重見，是故得名大菩薩。

如果有人又問：為什麼那種行者被取名為大菩薩呢？

由於救度一切有情的發心和證悟深法的智慧廣大，堪為處於

世間界中類別繁多無有限量、不可估量的有情眾之最，而且所有眾

生界的我和蘊等所有見解，從無始以來久經熏習，難以推翻，無邊

無際，多之又多，由此稱為“重”。這種行者依靠宣講無有所得的

深法斷絕、遣除眾生界的所有嚴重見解，為此得名大菩薩。

丑二（披大盔甲）分二：一、真實宣說；二、宣說

披甲之理。

寅一、真實宣說：

大施大慧及大力，趨入諸佛勝大乘，

披大鎧甲降魔幻，是故得名大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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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僅是剛剛所說的，而且由於披大鎧甲的緣故，也得名

大菩薩。是什麼鎧甲呢？不貪著所擁有的一切，具足慷慨博施的

布施鎧甲；具備斷除破戒的大心或者大智慧的戒律鎧甲；具備安

忍等其餘四種鎧甲而摧毀心煩意亂等各自違品的廣大威力；趨入

並具足一切佛陀的殊勝大乘從發心到遍智之間的道果。總之，實

修六度之道，對於猶如虛空般無邊無際的大乘無餘道法，披上永

不退失的大鎧甲，剷除十方一切世界中的知見稠林，救離惡趣等

等，精進降伏惡魔的所有幻術。為此，得名大菩薩。

寅二（宣說披甲之理）分二：一、比喻；二、意

義。

卯一、比喻：

幻師十字街幻變，多士眾首斬千萬，

所殺如是菩薩知，眾生如化無畏懼。

關於披上菩薩之盔甲的方式，就是無所畏懼、無所怯懦的自

性。比如說，魔術師在十字街頭幻變出各式各樣的形象，表演把

許多人的頭顱斬斷多達千萬數的魔術。當時，所殺的那些人只是

魔術的幻變，因此不管他們受怎樣的苦，為數多麼可觀，也都如

此被看作是虛假的；同樣，菩薩完全知曉遭受漫無邊際巨大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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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所有眾生均無有成實如同幻化的形象，從而那些菩薩盡未來

際，肩負起無邊無際眾生的利益而毫無畏懼。

卯二、意義：

色想受行以及識，未縛未解本非有，

行持菩提無怯心，此是正士勝鎧甲。

一切眾生猶如魔術幻變的原因也是如此：所謂的有情單單是

依靠這個五蘊而假立的，在真實性中，色、想、受、行、識，誰

也不曾束縛它，誰也未曾解脫它，因為這些五蘊在勝義中本不存

在的緣故。自本體不存在，無縛無解猶如虛空。了達此理以後，

對僅僅在世俗名言中實際修行、行持菩提，無有怯懦之心，這實

堪為所有真正行者最殊勝的鎧甲。

壬二（所修之法）分二：一、略說大乘之本體；

二、廣說彼之自性。

癸一（略說大乘之本體）分二：一、名言中以本體

作用而解說詞義；二、宣說勝義中彼等不可得。

子一、名言中以本體作用而解說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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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名菩提之大乘？乘之令眾趨涅槃，

此乘如空無量殿，得喜樂安最勝乘。

如果有人問：為什麼把它取名為菩薩的大乘呢？

行者駕馭著大乘，能使一切所化眾生抵達涅槃果位，為此，

以坐騎的意思而稱為“乘”，因為通過此道，能把自他通通運載

到究竟果位。此大乘的本體，給無量眾生提供良機，宣說二十空

的自性法界猶如虛空般甚深的本性，好似無量宮一般具足等持、

總持、波羅蜜多等無量廣大莊嚴；趨入大乘法理的作用，是以無

漏之樂令無量有情獲得暫時的心喜身樂和究竟果位——不住之涅

槃的安樂。為此，稱為最勝乘或者大乘。

子二、宣說勝義中彼等不可得：

誰乘去所不可得，謂趨涅槃實不得，

譬如火滅無去處，因是稱說彼涅槃。

勝義中，任何行者駕駛著大乘而去往果位的方所實不可得。

如果有人問：那麼，為什麼說“依靠此乘將去往涅槃果位”

呢？

那只是說在名言中，而在真實義中，所謂的“趨涅槃”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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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得或者一無所得。比如，木柴用盡火焰熄滅時，它所去的其

他方處一無所有。同樣，以顛倒迷亂的分別念滅盡的這種因，而

稱說“彼行者趨入涅槃”。

癸二（廣說彼之自性）分二：一、宣說行者與道無

自性；二、彼之攝義。

子一（宣說行者與道無自性）分二：一、宣說修道

者補特伽羅不可得；二、宣說道般若不可得。

丑一、宣說修道者補特伽羅不可得：

菩薩前際與後際，現在不得三時淨，

彼是無為無戲論，此即行持勝般若。

修道的那位菩薩，在前際——過去時或者輪迴階段，後際——

未來時和無學位，現在正處於學道時期，不管是哪個階段都不可

得，因為行者自本體原本未生、以後不生的緣故。三時之相清

淨，以任何法也不可立其差別。所謂的菩薩，他在真實性中是無

為法，並無有將他安立為修道者或得果者等的名言戲論。通達了

此理，這就是在行持最殊勝的般若波羅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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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二（宣說道般若不可得）分二：一、所行；二、

所止。

寅一、所行：

菩薩通曉證知時，思維無生如此行，

起大悲無眾生想，此即行持勝般若。

菩薩通曉世俗和證知勝義而行持的時候，通過分析諸法因、

果、體，而思維原本無生的意義，這般行持並安住。那是怎樣的

呢？儘管生起無緣大悲，但也沒有眾生之想，這就是在行持最殊

勝的般若波羅蜜多。

寅二、所止：

若起眾生痛苦想，思利眾生除痛苦，

執我眾生之菩薩，此非行持勝般若。

假設對眾生起實有想，同樣生起痛苦想，並且思量：我要利

益一切眾生，解除他們的痛苦。以耽著的方式妄執我與眾生的菩

薩，沒有逾越分別念的範疇，這樣並不是在行持最殊勝的般若波

羅蜜多，因為他處於有緣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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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二、彼之攝義：

知諸有情與我同，知一切法如眾生，

無生與生不分別，此即行持勝般若。

菩薩了知猶如自身自性不成立一樣，一切有情都與我相同，

也了知如同一切有情無有自性那樣發心等萬法都是如此，對於無

生與生均不加分別，安住於二諦無別的實相無戲論之義中，這就

是在行持最殊勝的般若波羅蜜多之處。

壬三、宣說彼果：

世說盡其有名法，普皆離生真實滅，

唯得無死妙本智，故名般若波羅蜜。

如果有人問：無分別智慧所得是什麼呢？

世間上能夠表達的盡其所有法的名稱，從色法到遍智之間

的一切，都遠離勝義中生和真實性中滅的邊，從而安住於無生無

滅平等性中，能獲得永無退失、唯一無死或微妙的佛陀無分別本

智，也就是一切法中微妙、究竟、無上的本性。所以，證悟一切

法無所得的此道，名為般若波羅蜜多，是一切道中至高無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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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二、此品攝義：

菩薩無慮如此行，知具妙慧住等性，

徹了諸法無自性，此即行持勝般若。

某位菩薩，對自己的聖地堅定誠信，無有懷疑、顧慮，如此

行持所宣說的法理，由此可知，他就被稱為具有殊勝妙慧者。他

安住於諸法等性中，徹底了達如此基道果一切法無有自性平等一

味，這就是在行持最殊勝的般若波羅蜜多。

第一品終

―――――――――― ――――――――――

【注釋】
2  行者身分：即補特伽羅所依，為了便於理解，而譯為行者身分。以下譯

文中“行者”都是指補特伽羅。

3  基無得之理：藏文原文是分三：略說、廣說、攝義，但下文中無有此攝

義，因而分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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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品

庚二（中說）分四：一、宣說修學之理；二、認清

修學之有境般若；三、當攝集依彼之福德；四、相續中

生起般若自性之法。

辛一（宣說修學之理）分二：一、宣說不住；二、

宣說修學彼之理。

壬一（宣說不住）分二：一、宣說不住之住；二、

彼之功德。

癸一（宣說不住之住）分二：一、意義；二、比

喻。

子一（意義）分二：一、不住差別基色等；二、不

住差別法無常等。

丑一、不住差別基色等：

不住於色不住受，不住於想不住行，

不住何識住法性，此即行持勝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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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所緣的方式住於色等；同樣，也不住於受、不住於想、

不住於行、不住於任何識，那就是安住於它們的法性無緣中，這

樣即是在行持最殊勝的般若波羅蜜多。

丑二、不住差別法無常等：

樂苦愛厭常無常，我與無我真如空，

得果羅漢皆不住，不住獨覺及佛地。

此外，對於色等一切法的常與無常、安樂與痛苦、合意的可

愛與不合意的可惡、有我與無我、執著真如與執著空性等二邊和

任何分別念執著悉皆不住，證得預流果等三果以及阿羅漢果，都

不以執著它之想而住，也不住於獨覺果位與佛地。總之，對於基

道果的任何法，均不以耽著而安住。

子二、比喻：

導師不住無為界，不住有為無住行，

如是菩薩無住住，無住即住佛說住。

不住任何法的比喻：就像導師佛陀出有壞的智慧不住於無為

法界——寂滅涅槃的唯一法界，也不住於有為法三界輪迴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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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以不住有寂一切邊、一無所住而行持。同樣，菩薩對所知之

處，也以無有耽著安住的方式而住，“一無所住即真住”的這種

道理，法王佛陀說為“一切住之最”。

癸二、彼之功德：

思成善逝之聲聞，欲成獨覺成佛陀，

不依此忍不能得，如同不見此彼岸。

對基道果的一切法以耽著而住、有緣取者，就不能證得菩

提，依靠無緣才能獲得三菩提。如果誰想要成為善逝的聲聞，欲

求成為緣覺以及法王——佛陀，總之不管渴求三菩提的任何一種

果位都不例外，不依靠堪忍（即接受）不住或無緣之意的此道，

任何一種果位也無法獲得，就如同不依靠船隻就見不到大海的此

岸與彼岸一樣。

證悟人我與法我自性不可得的法忍生起了多少，就會得到相

應量度的三菩提，依靠證悟了空性的部分——人無我能獲得聲聞

菩提；證悟一個半無我，能獲得緣覺菩提；證悟圓滿二無我的究

竟等性，就獲得佛陀菩提，這一切都是來自於般若的威力。所以

說，由此般若波羅蜜多中出現三乘的通衢大道。其餘經中也說：

如果認為“預流向、預流果是我所得的果”，那就成了他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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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再者，對於三解脫門的自性空性，聲聞由於不具備善巧方

便，智慧淺薄，結果以相似之想沒有如實證悟，而現前下等的涅

槃，但最終將一五一十證悟等性而成佛，所以宣說究竟一乘。誠

如《般若經》本身當中也說明了基智、道智和遍智的差別；同

樣，補處十地菩薩（彌勒）的論典中也有明確闡釋。本來，有

緣不能從輪迴中解脫出來；實修無緣的般若，也因為圓滿證悟、

未圓滿證悟而相距果般若有著遠近的差別。了解這些道理至關重

要，這些是插敘的內容。

壬二（宣說修學彼之理）分三：一、修學般若之

理；二、所學修之處；三、修學者修學方式。

癸一、修學般若之理：

講法聽聞所說法，證果緣覺世怙主，

明智所得之涅槃，此皆如幻如來言。

從世俗的角度而言，上師講經說法，弟子聽經聞法，通過聽

受所說的法及勤奮修行而證得聲聞四果，獲得緣覺果位，現前世

間怙主佛陀的菩提，對出世間的道軌，依靠聰明才智、敏銳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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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獲得的究竟涅槃，這一切都是緣起的顯現，經不起理證分析，

如同幻術一般，這是如來所言說的。《廣般若經》中云“須菩提

言：‘諸天子，於我前聞法，當知如幻如化’”一直到“若有勝

過涅槃之他法，彼亦視如幻術”4。

癸二、所學修之處：

四種行者不畏彼，知諦佛子不退轉，

羅漢除垢斷懷疑，四善知識所攝持。

誰會對以上所說的意義恭敬呢？有四種行者，不畏懼剛剛

所闡述的甚深意義。是哪四種行者呢？一是通曉甚深諦實義的佛

子，也就是說見諦或者智慧純熟者；二是不退轉的大菩薩們；三

是諸位聖者阿羅漢。以上這些補特伽羅遣除、滅盡了心的垢染，

進而對甚深意義斷除懷疑，這三者意樂圓滿；第四種雖然是初學

者，但由於承侍過先前的如來，而被如今能夠宣講真實般若的善

知識所攝受。

癸三（修學者修學方式）分二：一、以不修學劣果

方式而修學；二、以不修學諸法之方式而修學。

子一、以不修學劣果方式而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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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菩薩如是行，不學羅漢緣覺地，

為一切智學佛法，一無所學即為學。

通達三乘道位、了知究竟真諦無別平等一乘道理的明智菩

薩，宣說如此行持萬法離邊平等一味，也與假立的法性（指名言

法爾）互不相違，他不修學自己證得聲聞阿羅漢之地（指小乘八

地），也不修學緣覺地。那在名言中修學什麼呢？唯一就是為了

獲證一切種智，而隨學一切佛陀經行獲得的正法。如此一來，在

勝義中，對所謂的學及與之相反的不學二者都不緣，對任何法一

無所學，才是修學真實道。

子二、以不修學諸法之方式而修學：

色增減取故非學，非執種種諸法學，

學亦緣取一切智，定生此即喜德學。

色等染污與清淨所攝的一切法有增有減，並且是所取的緣

故，並非修學。因為，所有這些法本不可得，自性清淨，為此照

見勝義中是無增無減、無生無滅、永無所取等的自性本來真義而

安住於無作等性中的菩薩行者，不以耽著執取或取受種種萬法而

以加行修學，或者說以無緣的方式修學；內心（即意樂）以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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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的方式緣取一切種智；以甚深方便智慧之道的功能，必定出生

自己所求的究竟果位。具足這三種法，就是喜愛勝乘功德的菩薩

們的修學方式。

辛二、（認清修學之有境般若）分四：一、宣說離

一體異體；二、宣說無邊；三、宣說不可思議；四、宣

說原本清淨。

壬一、宣說離一體異體：

色非智慧色無智，識想受行皆非智，

此等中亦無有智，此同虛空無異體。

如果有人問：所謂的智慧波羅蜜多到底是怎樣的呢？

色不是智慧波羅蜜多，因為這兩者不是一體之故；色中也

不存在異體而住的智慧，因為另行存在的智慧不可得的緣故。同

樣，識、想、受、行都不是智慧，這些當中也沒有不同他體的智

慧。一切法的法性——基般若，既不可以說與色等是一體，也不

可以說是他體。儘管智慧波羅蜜多這一法界，既不是與色等一

體，也並非與色等是異體，然而在唯一它的本性中圓滿具足一切

法，就如同虛空界一樣，纖塵許也不存在與獨一無二的法界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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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開的他體二法。其原因是：如果一切有法以外存在著不同他體

的法性或法界，那麼就不是有法的法性了，絕不可能有不成為法

界本體的法存在；如果色等有法與法界是一體，那麼只要見到色

等有法就該現見真諦，而且世俗與勝義不可安立為他體，有諸如

此類的過失。

如經中說：“般若波羅蜜多，當從《須菩提品》中尋覓。

‘帝釋，般若波羅蜜多，莫於色中尋覓，莫從色外尋覓，彼等法

法相唯一，因為無相之故⋯⋯’”

壬二、宣說無邊：

所緣自性無有邊，有情自性亦無邊，

虛空界性亦無邊，世間解智亦無邊。

所緣或所取的色等自性不偏住於“此”的緣故無有邊際；思

量或執取它的有情自性也是法界的本體，而無有邊際；堪當標記

法性的比喻虛空界的自性也無有邊際；證知這所有對境的世間解

（即佛陀）的智慧也無有僅此為止的邊際。關於這一點，如經中

云：“般若波羅蜜多廣大、無量、無邊⋯⋯”一切法均成為法界

之本體的緣故，法界包容一切，無邊無際，包含在其本性中的一

切有法也不存在境的邊緣和時間的邊際，因此我們要認識到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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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法性大清淨的這種自性。

壬三、宣說不可思議：

導師說想是此岸，破想而斷趨彼岸，

離想得此到彼岸，彼等安住佛經意。

什麼時候存在著有實、無實等相執之想，那麼在此期間就

不超離世間，所以稱為此岸，這是導師善逝言說的。﹝如經中

云：﹞“何時起想，彼時流轉。”所以，依靠妙觀察的智慧，破

毀想和成為所緣的一切，進而斷除所有相執之想，那就趨向一切

世間的彼岸。何人憑藉這種道理，遠離一切所緣之想，得到超越

分別心的這種法性，達到道的彼岸，他們即安住在佛陀經典的密

意中。要知道：儘管他們已經安住在諸法自本體原本無生的離障

自性中，但為了滅盡以顛倒想假立種種我和法的分別心染污，而

憑藉隨同法性的無分別智慧滅盡一切想，入定於真實際法界中，

即是以無破無立的本性護持的究竟般若波羅蜜多。

壬四（宣說原本清淨）分二：一、有情為例之諸法

原本真實清淨；二、證悟如是之功德。

癸一、有情為例之諸法原本真實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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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佛恆河沙數劫，住世普傳眾生音，

本淨有情豈能生？此即行持勝般若。

假設堪為正量的佛陀善逝在恆河沙數劫中住世，普遍傳揚

“眾生存在”的音聲，可是自本體原本住於無生清淨的自性中，

有情又怎麼會存在或產生呢？諸法的法爾是一成不變的，要使它

產生誰也無能為力。即便是佛陀宣說“有”，﹝菩薩們﹞尚且不

行持有，更何況說其他人﹝說有﹞了？如此見到本來無生的意

義，這就是行持最殊勝的般若波羅蜜多。

我們應該依靠以上認清般若的這四個偈頌，受持超越心識行

境的無二智慧之理，抉擇真正的甚深般若瑜伽。

癸二、證悟如是之功德：

如來此述某一時，我隨說勝波羅蜜，

爾時先佛授記我，未來之時得成佛。

釋迦牟尼如來，如此講述：“某一時，釋迦王我，隨時隨地

隨應宣說這一最殊勝的般若波羅蜜多，獲得八地無生微妙法忍，

當時，先前的佛陀授記我‘你於未來之時，得以成佛’”。往

昔，在燃燈佛時代，我等大師成為婆羅門童子，名為童雲，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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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前撒五朵青蓮花，用金色髮辮鋪設為墊。燃燈佛親口授記道：

“婆羅門童子，你於未來之時無數劫，於此世界成佛，佛號釋迦

牟尼。”在當時，那位婆羅門童子獲得了無生法忍以後依靠無緣

的方式，不離開無有限量的佛陀之法，而得授記。諸佛為獲得無

生法忍者授記，是一種自然規律。在那之前，即使在無量劫中承

侍過無數佛陀，進而為遍知發心（即發無上菩提心），可是並沒

有獲得授記，因為以往沒有得到隨時隨地安住於般若波羅蜜多的

如此法忍。

辛三（當攝集依彼之福德）分二：一、自受持等功

德；二、為他講說等功德。

壬一（自受持等功德）分二：一、不受損害；二、

攝集福德。

癸一、不受損害：

怙主行持此般若，何人恭敬而受持，

毒刃火水不害彼，魔王魔眷亦無機。

怙主圓滿佛陀及佛子入定、後得行持的此般若波羅蜜多，

任何善男子或善女人恭敬而受持經文，領會其義，由此身體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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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大苦厄，也就是說毒物、兵刃、烈火、洪水不能侵害他。此

外，如毒般的耽著、如刃般的嗔恨、如火般的貪戀、如水般的愚

癡也不能危害於他。對修道製造違緣的魔王波旬和魔方的所有惡

劣眷屬，也都無機可乘，因為依靠法性力並受到佛菩薩及善法天

神們所庇護的緣故。

癸二（攝集福德）分二：一、供養之功德；二、修

學之功德。

子一、供養之功德：

有者於佛滅度已，建七寶塔供養之，

佛塔數等恆河沙，遍滿佛土千俱胝。

設若無邊俱胝剎，盡其所住眾有情，

唯以天花香塗香，三時劫或過彼供。

於生導師之十力，佛母經函誰繕寫，

繫帶供奉花塗香，造塔供養福不及。

有些人，用佛陀涅槃後的舍利裝臟，建造佛塔，從結緣的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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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對境的角度而言功德利益頗巨。而且是用吠琉璃、紅珍珠、冰

珠石、綠玉、水晶、黃金、白銀之類的七寶材料造成的佛塔（佛

塔所用材料的特點），並供養它。﹝數量眾多的特點：﹞所建的

佛塔數量等同恆河沙數，遍滿千俱胝數佛陀剎土。如果用假設的

比喻來說明，﹝作者的特點：﹞設使無邊俱胝的剎土中，盡其所

居住的所有眾生，他們其餘事一概不做，唯一供養天花、香、塗

香﹝供品的特點﹞，每一晝夜，三時連續不斷，歷經數劫或超過

劫數作供養，那顯然有無量福德，然而對於出生導師如來的十力

等無與倫比功德的諸佛之母，也就是宣講無二智慧及善巧方便的

此經函，誰人繕寫，帶在身邊，供奉花、塗香，哪怕只是偶爾的

時間這樣做，前面造塔後供養的福德也比不上它百千俱胝那由他

等之一的數目、部分、比喻和因。

子二（修學之功德）分三：一、修學般若而生有寂

安樂之理；二、修學般若舍利得供養等之理；三、修學

般若成為超越其餘善根波羅蜜多之理。

丑一（修學般若而生有寂安樂之理）分二：一、宣

說意義；二、詮說其比喻。

寅一（宣說意義）分二：一、產生寂滅安樂；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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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有寂安樂之理。

卯一、（產生寂滅安樂）分二：一、產生一般寂滅

安樂之理；二、產生寂滅果位三世佛之理。

辰一、產生一般寂滅安樂之理：

佛此般若大明咒，能滅有情眾憂苦。

佛陀的此般若波羅蜜多，是大明咒或無上明咒，其中所謂的

“明咒”由梵語“曼札”引申出來，是以明、知輕而易舉救護的

意思。這樣的明咒方便勝過一切，為此說“大”。因為依靠她，

能永久滅除凡俗眾多無量有情界的一切心裡憂傷和身體的痛苦。

辰二（產生寂滅果位三世佛之理）分二：一、成為

過去現在佛母之理；二、成為未來佛母之理。

巳一、成為過去現在佛母之理：

過去十方世間怙，學此明咒成藥王。

過去十方世間的怙主，現在住世的他們均是通過學修這一大明

咒、無等等咒，而成為無餘除去一切眾生身心苦楚的無上藥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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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二、成為未來佛母之理：

行利心懷慈悲行，學此明咒智證覺。

對於一切眾生，行為上予以利益、心裡懷著慈悲而奉行普賢

行為的諸位菩薩，也修學這一般若波羅蜜多大明咒，那些智者將

在未來時，證得無上大菩提，也就是得以成佛。

卯二、生有寂安樂之理：

當知有為無為樂，一切安樂由此生。

我們應當了知，有為輪迴的安樂和無為解脫的安樂，也就是

說輪迴涅槃的一切安樂，都是由萬法的根本或心臟般的此般若波

羅蜜多中產生。

寅二（詮說其比喻）分二：一、以地比喻說明產生一

切功德之理；二、以轉輪王比喻說明一切功德隨行於此。

卯一、以地比喻說明產生一切功德之理：

種播於地將出生，得以聚合生眾色。

五度菩提諸功德，此等皆由般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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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道果一切功德之根本的比喻是怎樣的呢？

猶如種子播植於地上，將長出綠苗等，它們各自因緣得以聚

合，就會生出眾多的色法。同樣，五波羅蜜多道和菩提果的一切功

德，也都是由般若波羅蜜多中產生，如果布施等以三輪無分別智慧

攝持，那麼就成為真實道，它與究竟的果這兩者成立無則不生的關

係。此外，依靠證悟真如的智慧成就一切種智，依靠這一智慧正確

無誤宣說因果的所有法，由此將直接或間接出生一切善根。

卯二、以轉輪王比喻說明一切功德隨行於此：

輪王常由何道行，七寶四兵經彼道，

如來般若從何行，諸功德法隨彼行。

再比如，轉輪王常常從哪條道路行進，輪王七寶及四兵（即

四種軍隊）也行經那條道路；同樣，如來的此般若波羅蜜多，在

行者相續或道位哪裡存在或由經何處往行，那麼作為因的三輪清

淨的所有善根和作為果法的道果一切功德法也將隨之而行。也就

是說，證悟般若中能攝集、增上一切白法，並臻至究竟。

丑二（修學般若舍利得供養等之理）分二：一、真

實宣說；二、以比喻說明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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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一、真實宣說：

帝釋提問請佛答，設若恆河沙佛剎，

盈滿如來之舍利，然我取受此般若。

帝釋天提出疑問請求佛陀答覆，帝釋問：“假設等同恆河

沙數的佛陀剎土中，都密密麻麻盈盈充滿了佛陀的舍利，但是舍

利與繕寫般若經函作為兩部分，您選取其中何者？”佛答：“帝

釋，我取受此繕寫般若經函。”

寅二、以比喻說明其理由：

我非不敬舍利子，般若熏修成應供，

如依王人受敬重，佛陀舍利依般若。

如果問：為什麼將對其供養等能出生無盡福德的許多舍利置

之一旁，而偏偏取受此般若波羅蜜多呢？

﹝佛言：﹞我並不是不恭敬佛舍利子，我恭敬舍利卻取受般

若的原因是，由於般若熏修才使那些舍利成為應供處，猶如依靠

國王的人們也得到別人敬重一樣，佛陀的舍利有著巨大功德是依

靠般若波羅蜜多才成為如此的。



77
攝功德寶經釋

——正入般若密意之善說‧第二品

具德無價摩尼珠，置於何篋應禮敬，

取出亦於篋愛重，彼等功德即寶珠。

如果問：那麼，佛陀滅度以後現在已遠離行持﹝般若﹞的緣

故，怎麼會由般若的威力，舍利成為應供養處呢？

具有賜予所欲的一切功德、無價之寶的摩尼珠，裝在秘篋

等任何器皿裡，那個器具就成了世間應禮處。即便寶珠已從中取

出，可是對於先前放寶物的秘篋，人們依舊認為這是放摩尼寶珠

的器具，所以與眾不同，而歡喜愛重。那個器具得到這些功德，

實際上就是摩尼寶珠的功德。

如是依勝般若德，佛滅舍利得供養，

由此誰欲持佛德，應取般若此解脫。

同樣，依靠般若的最上珍寶的功德，儘管佛陀已經滅度，然

而器具般的舍利子也受到供養。正是由於這種原因，任何人滿懷

歡喜，希望受持佛陀的無量功德，理應取受此般若波羅蜜多，這

就是能解脫一切相之束縛和障礙、最無上的解脫本體。

丑三（修學般若成為超越其餘善根波羅蜜多之理）

分二：一、宣說布施等一理；二、宣說其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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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一、宣說布施等一理：

布施前行即智慧，戒忍精進禪亦爾，

為善不損故攝持，此示諸法唯一理。

發放布施的前行，即是智慧，也就是說必須要以三輪無緣

的智慧攝持，戒律、安忍、精進、禪定也都是如此。為什麼呢？

為了使布施等一切善法不被有緣所染而損耗以至成為有寂一邊的

因，故而攝持為普皆清淨的波羅蜜多本性。這種智慧能指示布施

等萬法，於無緣的本性中平等一味的唯一道理。

寅二、宣說其比喻：

如贍洲樹千俱胝，不同種種多形色，

唯說樹影之一名，影無種種無差別。

佛陀此五波羅蜜，亦得般若之名稱，

為遍知果普迴向，六度一味歸菩提。

布施等其餘所有善法於般若波羅蜜多自性中一味一體的道

理，以比喻來說明。譬如贍部洲的檀香、沈香等各不相同的所有

樹木多達數千俱胝，儘管這些樹木的色、香等有種種不同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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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幹花果等有多種形色，然而它們的影子只叫樹影這一個名稱。

作為影子，並不是像樹一樣有種種顏色、芬芳等，從影子本身的

側面，並不存在各自樹木迥然有別的現象。與此比喻相同，如來

之道五波羅蜜多，如果以證悟真如的智慧攝持，這一切也都將獲

得般若的名稱，歸屬於出世間波羅蜜多之列，這是由於智慧的原

因，所有這些道於現空無別（即遍具殊勝之空性）的本性中成為

一體。不僅僅是道位，而且所有善根倘若為了遍知佛果而普皆迴

向，就好似匯入海中的水一樣，所有六度都將同歸於所有善根之

果——圓滿菩提中，變成一味一體，於現空無別的果位智慧法身

中任運自成。

壬二（為他講說等功德）分二：一、如何講說之方

式；二、如是宣講之功德。

癸一（如何講說之方式）分二：一、傳講所斷假般

若之方式；二、宣講所取真實般若之方式。

子一、傳講所斷假般若之方式：

菩薩若本未盡知，宣說色想受行識，

無常行持假般若，智者永不壞諸法。



慧光集【47】
——般若攝頌釋（下）80

某位菩薩，假設自己原本明明沒有完全了知所說的甚深離戲

般若義的道理，而宣講色想受行識五蘊是無常、苦、單單的人無

我和相似的空性，聲稱“這就是最殊勝的般若波羅蜜多”，實際

上他是在行持形象的般若或者虛假、相似的般若，不符法性而講

說，就唐捐了勝乘的密意。而一五一十證悟般若義的諸位智者，

永遠不會失去或毀壞佛陀甚深智慧安立的諸法本義，以及由文字

無誤開示的甚深如來教。

子二、宣講所取真實般若之方式：

非色非受不緣想，不緣行識盡了知，

萬法無生空性理，此即行持勝般若。

某位說法者，不耽著色，同樣不是受、不緣想，也不緣於行

和識，而徹底了知色等法的本體與其差別法——無常等為例的輪

涅一切法本來無生空性、超離分別行境的道理，並為他眾如此宣

說，這就是在行持最殊勝的般若波羅蜜多。

癸二（如是宣講之功德）分二：一、宣說真般若之

功德；二、彼之原因。

子一、宣說真般若之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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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化恆河沙數剎，眾生皆證羅漢果，

書此般若經函贈，最上有情福更勝。

有些補特伽羅調化恆河沙數一切剎土中居住的所有眾生，使

他們都證得阿羅漢果位；另有任何行者繕寫此般若立成文字，而

將經函奉贈給通達般若意義並能為他眾傳講的菩薩——“最上有

情”，那麼這一福德與前者相比，更為超勝。

子二（彼之原因）分二：一、真實原因；二、以比

喻說明。

丑一、真實原因：

因說第一修學此，能宣諸法此空性，

聞彼聲聞速解脫，證得獨覺佛菩提。

如果有人問：如此福德超勝的原因何在呢？

因為堪為說法第一的那些菩薩，修學此正道，進而能宣講諸

法為空性的這一大乘。當聽聞空性的道理之後，智慧淺薄者，也

理解了“色如聚沫⋯⋯”，由此聲聞種姓者也迅速從輪迴中得解

脫；中等根基者現見緣起義而證得獨覺菩提；利根者將證悟到萬

法平等性而獲得佛陀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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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二（以比喻說明）分二：一、以苗芽比喻略說；

二、以太陽與龍王之比喻廣說。

寅一、以苗芽比喻略說：

無芽世上不生樹，枝葉花果豈能出？

無菩提心世無佛，焉生帝梵聲聞果？

比如，沒有苗芽，世上本來就不會生長樹木，既然樹不存

在，那它的枝葉花果又豈能生出？不會生出的。同樣，如果沒有

佛母（般若）中所宣說猶如苗芽般的勝義與世俗菩提心，那麼世

間原本就不會有樹木般的佛陀出現。假設沒有佛陀，那又怎麼會

產生如同枝葉般的帝釋、梵天與聲聞這些佛陀說法的果呢？因為

因不存在的緣故。

寅二（以太陽與龍王之比喻廣說）分二：一、以同

品喻太陽詮表；二、以異品喻龍王詮表。

卯一、以同品喻太陽詮表：

何時日輪光芒照，爾時眾生勤行事，

智為慧生菩提心，依智眾具功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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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時候太陽高掛，光芒普照或放射十方，當時所有眾生都

勤勤懇懇做各種各樣的事；同樣，如果智者們為了獲得如來般若

波羅蜜多遍知智慧，於世間發起、生起願行菩提心，那麼從中就

會出生如來無上智慧的果。依靠這一智慧無誤照見一切所知，從

而向一切所化有情放射出能打開智慧的正法光芒，使一切眾生擁

有暫時和究竟的一切功德法。

卯二、以異品喻龍王詮表：

如無熱海無龍王，此贍洲河豈能流？

無河不生花及果，亦無大海眾寶色。

無菩提心善逝智，一切世間豈能生？

無智無德無菩提，如海佛法亦成無。

比如，無熱惱海中若沒有龍王，那麼這個贍部洲依靠龍王

威力所生的百川怎麼能流淌？不會流淌。倘若沒有江河，就沒有

濕度，由此不會生出所有花、果。此外，水源頭與支流相遇而形

成的大海奇珍異寶各不相同的眾多形色，也都不復存在。與此比

喻相同，這個世界上，假設沒有猶如龍王般的兩種菩提心雙運的

空性大悲藏，那麼能使菩提種子得以增長等、猶如河流般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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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逝的智慧，在所有世間中又豈能產生？不該產生。如果無有河

流般的智慧，那麼也就不存在依其講經說法，一切所化眾生通過

聽聞等而行持、增長成為增上生、決定勝之因好似美花般善妙功

德的情況；倘若不具備這一點，也就不會有三菩提的果。如同充

滿珍寶的大海般，十力等不可估量的佛陀之法都將化為烏有。可

見，如果具備空性大悲藏二諦無別的菩提心寶，那麼道果的一切

功德也隨之具足；假設菩提心寶不存在，則其餘一切也就不復存

在。所以，唯一的它是一切白法的根本。

辛四（相續中生起般若自性之法）分二：一、後得

所為；二、入定修法。

壬一（後得所為）分三：一、增福之因——隨喜；

二、不損福之因——迴向；三、日益增上之因——勝解。

癸一（增福之因——隨喜）分二：一、宣說菩薩隨

喜之功德；二、宣說隨喜與迴向共同之基。

子一（宣說菩薩隨喜之功德）分二：一、比喻；

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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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一、比喻：

此世能明諸含識，為照亮故放光芒，

日輪一光最至上，能明群光皆不及。

在這個世界上，能明的發光體流星、燈盞等，及螢火蟲、持

燈者等所有含識，為了照亮諸方的緣故，片面性放出各自身體和

物體的所有光芒，而太陽的唯一光芒一經放射，是超群絕倫，而

能明群體的其餘所有光，通通比不上太陽照亮和普及的情形。

丑二、意義：

所有聲聞施持戒，修行所生福德資，

菩薩一念隨喜心，聲聞眾福不可比。

正如剛剛講的比喻一樣，所有聲聞眾雖然盡其所有布施、持

戒及修行產生福德三事的資糧，可是與菩薩的一念隨喜心相比，

聲聞眾的福德不及它的一分。因為聲聞的善根不管有多麼巨大，

也是所緣行相狹隘、分別念垢不淨、沒有以善巧方便的迴向攝

持，以致於果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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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二、宣說隨喜與迴向共同之基：

先佛俱胝那由他，住千俱胝無邊剎，

離憂世間諸怙主，為滅痛苦示寶法。

初發殊勝菩提心，至諸導師妙法盡，

期間如來諸福德，具波羅蜜佛陀法，

佛子聲聞學無學，有漏無漏之善法，

菩薩集已作隨喜，利生迴向大菩提。

過去時，先前的佛陀俱胝那由他數，安住於無量眾多千俱

胝的剎土中，以此為例，過去的無數佛陀，超離輪迴的憂苦（即

涅槃）而堪為世間的一切怙主，現今住世，為了滅盡痛苦，而開

示珍寶正法。對於所有佛陀都是最初發殊勝菩提心，自相續中生

起以來，直至諸位導師的妙法隱沒、窮盡，這期間的那些如來所

有意樂發心的福德，行為上具足六波羅蜜多，獲得十力等佛陀之

法的果，此外一切佛子菩薩以及聲聞緣覺一切有學無學、有漏無

漏的善法，某位菩薩，用自己的心觀想合集為一，隨後發自內心

作隨喜，並發無上菩提心，也就是為了成辦利益無邊眾生之因、

獲證無上大菩提，而把自他的這一切善根歸集一處作迴向。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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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緣於真實迴向的對境，懷著希求心，如同射箭般能夠轉變善

根，就是迴向的本體。

癸二（不損福之因——迴向）分二：一、真實迴

向；二、如是迴向之功德。

子一（真實迴向）分二：一、以勝義無緣方式迴

向；二、世俗中隨學佛陀之迴向。

丑一（以勝義無緣方式迴向）分二：一、分說所

遮、所行之迴向；二、宣說彼二之攝義及比喻。

寅一（分說所遮、所行之迴向）分二：一、所遮有

緣之迴向；二、所行無緣之迴向。

卯一、所遮有緣之迴向：

迴向設若心起想，覺想迴向眾生想，

想故住見心著三，有緣非入普迴向。

對於迴向，假設能迴向的心中生起實執之想，對所迴向之處

的菩提，也有耽著之想，對迴向對境的眾生也有想，那麼由於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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耽著之想束縛的緣故，就是處於有緣的見解中，這種心因為具有

實執貪著迴向之三輪的有緣法，為此並非入於正確無倒自性的普

皆迴向，所以不能歸屬於清淨迴向之列。

卯二、所行無緣之迴向：

如是此法即滅盡，迴向之處彼亦盡，

知不以法迴向法，徹知此理乃迴向。

假設與有緣的那種迴向方式截然相反，如此所迴向的善法、

能迴向的心、誰迴向什麼的此法，在世俗中是剎那性而泯滅，自

然窮盡。迴向之處的菩提，它也不是與前（迴向）同時產生而會

窮盡或者不復存在。勝義中，所迴向、能迴向與迴向這三法既不

成立是剎那、也不成立是微塵法，因此自本體無生或者本來滅

盡，因為不曾存在的緣故。倘若通達了勝義中永遠不能以法迴向

於法或者無所迴向的道理，那麼就不會貪執迴向的三輪，而以完

全了知此理的智慧攝持，才稱得上是正確的普皆迴向。

寅二、宣說彼二之攝義及比喻：

執相彼非真迴向，無相菩提真迴向，

如吃雜毒上等食，佛說緣白法亦爾。



89
攝功德寶經釋

——正入般若密意之善說‧第二品

總而言之，儘管以迴向於什麼等三法作為對境，懷著希求心

而迴向，但必須要了知它是世俗如幻的道理。設若對於三法執著

相而作迴向，那麼它就不是真正的迴向，倘若了知那三法無相的

自性而迴向，那才是為菩提而真實迴向。如同吃了雜毒的上等食

品，那麼美食也被毒所侵害。佛陀說：以實執之想緣於白法也與

雜毒之食一樣。

丑二、世俗中隨學佛陀之迴向：

故當如是學迴向，依佛洞悉善行相，

如此出生如此相，隨喜如此普迴向。

由於迴向有真迴向與不是真迴向的情況，所以認識到如是功

德和過失以後應當修學迴向。依照佛陀所通達或洞悉隨喜、迴向

的無誤善法是“如此這般”的行相，也就是說在世俗中迴向的本

體是這樣：於名言中從中如此無欺產生果，這些在勝義中是如此

無緣的法相。總之，心裡想按照完全領悟二諦無別之自性的佛陀

怎麼隨喜和迴向，我也與之相同這般欣然隨喜，如此普皆迴向，

即是依照諸佛如何迴向而迴向。所以，儘管自己不知到底該怎麼

迴向，但隨從其他智者而迴向，也就成了相應的真實迴向。按照

《普賢行願品》中所說的兩個偈頌：“文殊師利勇猛智，普賢慧

行亦復然，我今迴向諸善根，隨彼一切常修學。三世諸佛所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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歎，如是最勝諸大願，我今迴向諸善根，為得普賢殊勝行。”

子二（如是迴向之功德）分二：一、真實功德；

二、以比喻廣說。

丑一、真實功德：

福德迴向大菩提，無毒成佛依佛說，

如是迴向之勇士，勝世有緣諸菩薩。

如上所說，倘若將一切福德迴向大菩提，那麼作為因的迴向

是無毒的，不會捨棄或必將獲得它的果——成佛，這是依照佛陀

所說的大乘法不顛倒而宣講的。以如是無緣的方式普皆迴向的勇

士菩薩，勝過世間中有緣（即有執著）的所有菩薩。

丑二（以比喻廣說）分二：一、得遍智果之理；

二、得清淨道般若之理。

寅一（得遍智果之理）分二：一、以導盲者之比

喻，說明將其餘度引至遍智之理；二、以未點睛之喻，

說明雖具足其餘度然不得遍智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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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一、以導盲者之比喻，說明將其餘度引至遍

智之理：

無導天盲千萬億，不曉道豈入城市？

無慧無目此五度，無導不能證菩提。

比如，沒有引路嚮導、雙目失明的天盲，縱然是俱胝那由他

（即千萬千億）數聚集一起，也看不見、不知曉自己前方所在的道

路，又怎麼可能上路而進入其餘城市呢？絕不可能。同樣，如果不

具備明目般的這個智慧波羅蜜多，那麼從本身而言，如同無目般的

布施等此五度，就會因為沒有以引路嚮導般的智慧助伴所攝持，而

不知曉聖道，為此不能夠抵達﹝證得﹞圓滿菩提的城市。

卯二、以未點睛之喻，說明雖具足其餘度然不

得遍智之理：

何時以慧盡攝持，爾時得目獲此名，

如畫竣工無眼目，未點睛前不得資。

什麼時候布施等其餘善法以三輪無分別智慧完全攝持，那麼

在當時，它們就已經得到了明目，獲得此波羅蜜多的名稱，而能

得以順利到達遍知的城市。比如說，人物肖像畫中即使其餘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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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都已圓滿畫完，但如果那幅畫唯獨沒有畫完眼睛，那麼在沒有

點睛之前，畫面尚未完工，為此不會得到它的報酬。這說明，即

便其餘善法樣樣齊全，可是如果不具備智慧就不能得果的道理。

如此依靠了達萬法真如的智慧，而使一切正道轉變到現空無別的

境界上，其果現空無別的智慧必定成熟，這種智慧不被他奪，具

足不緣趨入果般若的一切種智之心迴向，要知道這是大乘道的精

華所在。

寅二（得清淨道般若之理）分二：一、以虛空之

喻，說明無緣而入於般若之列；二、若離無緣則道不清

淨之理。

卯一、以虛空之喻，說明無緣而入於般若之

列：

有為無為黑白法，慧破塵許不得時，

世間入於般若列，猶如虛空毫不住。

什麼時候，對於凡屬於有為法、無為法、黑法、白法的一

切，以分析究竟實相的智慧加以探究，破除相執以後，真實中成

立或有相之行境的法極微塵許也得不到，現見一無所住的意義

時，在世間中就入於“般若波羅蜜多”的行列中，猶如虛空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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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有本體的緣故，絲毫也不住於其餘任何法一樣。

卯二、若離無緣則道不清淨之理：

設思我行如來智，解眾那由他多苦，

計眾生想之菩薩，此非行持勝般若。

假設以悲心攝持而沒有消除所緣，徘徊於“我要行持佛陀

的這一智慧波羅蜜多”的執著相之處，並且有著“解除有情所受

那由他眾多痛苦”的耽著心，如此妄執自他相續所攝之眾生想的

有緣（即有執著）菩薩，這樣並不是在行持最殊勝的般若波羅蜜

多。

癸三（日益增上之因——勝解）分三：一、信仰之

功德；二、不信之過患；三、教誡以清淨心勤行般若。

子一、信仰之功德：

菩薩先前行持時，行此般若無疑知，

聞即彼起本師想，依此速證寂菩提。

某位菩薩在先前生生世世行持的時候，通過聽聞並受持、思

維等途徑，行持此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含義。他們誕生於此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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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由以往的因緣所感，而對般若的意義無有懷疑了知通曉，

剛剛聽聞到此教義，那人即刻想到“我已經見到本師”而對般若

生起本師想，依此原因將迅速證悟寂滅大菩提。

子二、不信之過患：

昔行時事無量佛，然若未信佛般若，

聞已慧淺彼棄此，捨無救護墮無間。

儘管在往昔修行之際曾經恭敬承事、供養過無量﹝數多那

由他﹞的佛陀而積累福德，但如果對大乘的密意——如來的般若

波羅蜜多沒有生起信心，也從未發願獲得；那麼現在聽到甚深般

若以後，由於智慧淺薄三門的倒行逆施捨棄這一最為深奧的法，

不予以恭敬。實際上，捨棄了她，也就捨棄了三世一切佛陀遍知

的一切法，自此由於無有聖者之法的救護，這種人將墮落無間地

獄，於世間成壞的累劫之中輾轉感受痛苦等過患無窮。

子三、教誡以清淨心勤行般若：

故欲證佛最勝智，於此佛母當起信，

猶如商人至寶洲，蕩財返回非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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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對般若起信，功德頗巨；倘若不信，過患嚴重。為此，

假設想要證得佛陀最殊勝的智慧，那麼對於此佛母（即般若）理

當生起信心。因為，信心是無則不生的不共因，如今遇到寶洲般

的如來教，此時此刻，務必要使人生有實義；否則，如果猶如商

主到了寶洲之後蕩盡了以前的商品，新的珍寶利潤一無所得而空

手返回那樣，則不合情理。

儘管手中擁有甚深般若的寶珠，可是對她沒有信解而斷然放

棄，如此一來，以捨法之因將滅盡先前的福德，我們萬萬不可如此。

壬二（入定修法）分四：一、清淨智之本體；二、

彼之作用；三、入定智之行境；四、宣說入定智之行

相。

癸一、清淨智之本體：

當知色淨果清淨，果色清淨遍知淨，

遍知果淨色清淨，如虛空界不分割。

以諸法原本清淨、自性涅槃、正等正覺、自性光明、本來無

生無滅平等性本體，而於一切唯一明點法界大光明離障平等一味

中修行，即是入定智的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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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道理是怎樣的呢？以所謂的“色淨”為例，所知對境從

色法到一切種智之間的一切萬法本來就不成立所取能取、染污清

淨、自法他法、有實無實等二法的任何自性，法界唯一明點原本

已經安住於無生無滅的等性自性清淨大離障中。然而，由於沒有

證悟到這一點，導致突然產生迷惑之時，在增益我與法的有垢心

識前，對境也似乎不清淨，心也這樣執取，以致於就有了染污法

的垢染和障礙，這就叫做不清淨的有情。

為了去除客塵，趨入佛教的三乘道，從而越來越明顯見到法

性實相自性清淨，由此生起聲聞四果、緣覺果、菩薩見道修道九

地的證悟，從斷除所斷一切垢染的角度，稱為下品清淨、中品清

淨、上品清淨，他們被叫做相應清淨垢染的有情。雖然對境色等

的自性本無不淨，可是顛倒執取的所有客塵彷彿是次第清淨，所

以就像隨著眼病消失越來越清晰看見對境一樣。有境見到對境的

清淨，由於見它，有境也稱為清淨，而並不存在各自他體的其餘

清淨相。我們應當了知，雖然在現相中，似乎有境越來越清淨，

對境似乎是重新顯得清淨；但在實相中，對境色等的自性本來清

淨，能見的有境脫離客塵，是果本來清淨。這兩者原本不存在對

境有境二者，而安住於大清淨中的要點都是一致清淨，要知道這

兩者（對境、有境）是互不相異的本體。

同樣，果清淨、色等清淨，離客塵清淨達到究竟，也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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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斷二障的最極清淨——遍知智慧的清淨。這所有清淨，歸根到

底就是自性清淨意義這一要點，正如剛剛所說一樣。

究竟的清淨就是遍知的清淨，暫時各個道位的得果清淨，

基色等蘊界處的一切法的清淨，這三種清淨儘管在現相中安立為

他體，但在實相中，如同虛空界互不相異一般，法界自性清淨唯

一的本體中不可分割，心也無有分割開來的他體。如實現量照見

法性清淨自性的佛陀智慧前，照見一切法是真實正等覺或者本來

涅槃的自性，所見無不清淨，如此證悟的智慧，也是永久性斷除

客塵及習氣的所有障的究竟清淨。依其如何照見，了達萬法無有

境、有境等二法的自性，於無二大平等本來清淨佛陀性中不可分

割、一味一體，這就是般若波羅蜜多最究竟的意趣。以本性之真

義護持自然直定的方法，按照“此中無所遣，亦無少可立，於正

性正觀，正見而解脫”來理解。

第二品終

―――――――――― ――――――――――

【注釋】
4  玄奘大師所譯《大般若經》中云：“善現答言。諸天子。我不但說我等

色等乃至無上正等菩提如幻如化如夢所見。亦說涅槃如幻如化如夢所

見。諸天子。設更有法勝涅槃者，我亦說為如幻如化如夢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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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品

癸二（彼之作用）分二：一、不住寂滅邊之作用；

二、不住三有邊之作用。

子一、不住寂滅邊之作用：

勇士所行依般若，真超三界非解脫，

雖除煩惱示投生，無老病死示死歿。

諸位勇士菩薩，暫時所作所為，也是安住於有寂無二本來大

清淨的般若波羅蜜多中，儘管依此真實超離三界的一切煩惱，然

而也並非像聲聞一樣安住於解脫三有的涅槃一邊；雖然已經遣除

了不由自主轉生三有的煩惱，但依靠善巧方便而示現投生輪迴；

儘管不存在衰老、患病、死亡，可是以大悲心為利他眾而示現死

歿等。如果自己已經證悟了不住有寂的法界，那麼對於耽著有寂

之邊的眾生，就會生起證悟深法之自果的大悲心，並在無勤當中

獲得無量善巧方便，這是一種自然規律。

子二、不住三有邊之作用：

眾生身陷名色泥，漂似風輪生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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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迷眾如獸入網，智者如禽遊虛空。

不具備證悟無自性之智慧的這些眾生，身陷在名、色五蘊

難以逾越的淤泥之中，漂泊在好似能推動日月運行的圓形風輪數

數旋轉般的生死輪迴中，如此有了業、煩惱和生這三者，十二緣

起周而復始、緊密相連，猶如旋火輪般流轉。了知這些迷惑的眾

生，進入到自心愚昧之網當中，如同野獸鑽入無處可逃的網罟中

一樣痛苦不堪、難以解脫之後，諸位具有證悟般若智慧的智者，

不被迷亂之網所束縛，宛如飛禽遨遊虛空中一般周遊於此眾生

界。

癸三（入定智之行境）分二：一、宣說不行之行

境；二、以比喻說明如此而行之功德。

子一、宣說不行之行境：

行清淨者不行色，不行識想受及行，

如是而行斷諸貪，行解脫貪諸佛智。

行為清淨的某位菩薩，不以執著而行持色為色本體及其差別

法的無常等，同樣，也不行持識、想、受以及行。如此一無所行

而行持，能斷除實執的一切粗細貪執，並且是在行持解脫所有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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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的諸佛智慧。

子二、以比喻說明如此而行之功德：

明智菩薩如是行，斷貪趨向無貪執，

如離羅 日昭住，失火焚燒草木林。

如此而行的明智菩薩，斷絕一切執著的貪愛，越來越向上

趨往無貪執的等性。關於“趨向”，在印度的有些版本中也說是

“解脫”﹝，這樣一來，頌詞就成了“斷貪無貪得解脫”5﹞。

猶如脫離羅睺曜的太陽昭然而住、失火焚燒所有草木森林一樣，

依靠光芒、烈火般的大智慧能摧毀一切煩惱的黑暗和薪柴。

癸四、宣說入定智之行相為無緣：

諸法自性淨普淨，菩薩慧觀般若時，

不緣行者一切法，此即行持勝般若。

如此染污和清淨所攝的一切法，以自本體煩惱自性清淨，所

知所緣普皆清淨，諸位菩薩慧觀、安住於證悟萬法如此自性的殊

勝般若波羅蜜多之義中時，既不緣於見者——般若的能修行者，

也不緣所觀的一切法，也就是安住於止息戲論的法界中，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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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持最殊勝的般若波羅蜜多。

第三品終

―――――――――― ――――――――――

【注釋】
5  大藏經中《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這一句的譯文為：“得離諸

相脫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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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品

庚三（廣說）分五：一、修學加行之次第；二、真

實成就彼加行果之理；三、宣說加行者補特伽羅；四、

如是趨入行者之超勝功德；五、彼所修學法之超勝功

德。

辛一（修學加行之次第）分五：一、所修加行之本

體；二、修行加行所生之功德；三、對加行製造違緣之

過患；四、加行之作用；五、宣說加行之緣善知識。

壬一、所修加行之本體：

天王帝釋問佛尊，菩薩如何勤行智？

蘊界塵許不勤行，不勤於蘊菩薩勤。

天王帝釋請問人中獅子佛尊：“在以往的如來前承事過、從

中產生善根並被善知識攝受的諸位菩薩，應當如何精進行持智慧

波羅蜜多呢？”佛告帝釋：“對於蘊界所包含的法，微塵許也不

以緣取或安住的方式精進行持，不緣、不住、不精進於蘊等，那

就是菩薩的真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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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二（修行加行所生之功德）分三：一、加行

因——恭敬之功德；二、加行所生果之功德；三、暫時

加行本體功德。

癸一、加行因——恭敬之功德：

誰聞此法如幻化，無疑學復行加行，

知彼久遠入大乘，事佛俱胝那由他。

任何行者，聽聞到此《般若經》中解說所有這些法雖然無有

本體，但行相不滅猶如幻術、幻化的道理，對它的意義誠信不疑

進而修學，繼續策勵修行加行。由此可知那位有情，先前長遠以

來就步入大乘，並且可以推知，他在以往通過供養、禮讚等方式

精心承事過俱胝那由他數的佛陀。原因是，不依靠這樣的因作為

前提，不會聽聞到甚深般若的意義並產生勝解。

癸二（加行所生果之功德）分二：一、不被違緣所

害之功德；二、獲得三身之功德。

子一、不被違緣所害之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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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多由旬荒道人，見牧牛人交界林，

思乃臨近村城兆，得安慰無盜匪懼。

如是尋覓菩提時，得聞諸佛此般若，

彼得慰藉無畏懼，非羅漢果緣覺地。

步入於荒無人煙的路途已達數由旬的人，當徘徊在道路中

時，一旦看見城區牧牛人荒郊和村落交界的森林，異常舒心愜

意。已經走過遙遙路程的他們心裡思量：這些該是臨近村落和城

邑的相兆，從猛虎等荒郊野外所具有的畏懼中得以安慰（義為不

再有這種畏懼），從此以後心中再沒有盜賊、土匪威脅的恐懼

感。

同樣，要想獲得微妙的菩提，在尋覓菩提的方便之時，得以

聽聞諸佛之母堪為正道之最的這一般若波羅蜜多，這位有緣者，

從輪迴的痛苦中獲得慰藉（義為脫離輪迴的痛苦），而且無有墮

入三有、寂滅之邊的畏懼，因為並非墮入聲聞阿羅漢的果位，也

不是墮入緣覺地。

子二（獲得三身之功德）分三：一、獲得法身之功

德；二、獲得報身之功德；三、獲得化身之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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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一、獲得法身之功德：

如人為觀海水往，見樹林山仍遙遠，

不見彼等遙遠相，思近大海無懷疑。

當知已入妙菩提，聽聞如來此般若，

縱未得佛親授記，不久自證佛菩提。

比如，一個人為了觀海水而前往，假設他看見前方有樹木森

林高山，就會知道離大海仍然還遙遠；當不再見到山巒等那些遙

遠的相徵，所有地帶漸漸下傾、趨向平坦，一眼望不到邊，就會

想到：現在我已經靠近大海。對此無有懷疑，而且從遠處就知道

這一點，因為大海一望無際、廣闊平坦的緣故，它的範圍內不可

能有高山等，由此而知﹝離海﹞尚遠。

我們應當知曉：如同此喻一樣，已經趨入勝妙菩提者，通過

擁有聽聞如來此般若波羅蜜多的緣分，已經靠近離一切邊的法身

智慧大海。由此，如同山林般的所有分別念相逐漸斷除，一切妄

念運行接近寂滅，進而無欺獲得無緣智慧。所以，不離此般若的

行者，縱然沒有得到導師佛陀親口授記說“你將成佛”，但是可

以知道自己不久將證得佛陀的菩提，因為從無欺的因果道理中足

能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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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二、獲得報身之功德：

春季好時樹葉落，枝不久生葉花果，

誰手中得此般若，不久獲證佛菩提。

在春季的大好時節，當某種樹木凋萎的陳葉更換而落到地

上時，﹝人們就會知道﹞樹枝不久將新生出綠葉、花果。同樣，

作為行者，誰的手中得到了此般若波羅蜜多，他過不了多久就會

獲證諸佛的菩提，因為：自從得到真實的教授時起為勝乘發心的

果，也就是具有大悲茂密綠葉之涼蔭、競相綻放的相好之花、饒

益他眾之碩果好似如意樹般的色身——受用圓滿身終將獲得。

丑三、獲得化身之功德：

猶如孕婦受苦逼，彼謂已至分娩時，

菩薩聽聞如來智，生喜求疾證菩提。

比如，懷胎的某位孕婦，當胎月圓滿以後感受臨產的病苦所

逼迫，那種症狀就意味著已經到了分娩的時候。同樣的道理，某

位菩薩得以聽聞如來的這一智慧波羅蜜多，並生起清淨的歡喜之

情和渴望的希求之心，將迅速證得大菩提。因為，由經這一正道

使佛性的種子復甦，到資糧已經圓滿，就像孕婦生子一樣，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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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必直接顯現於世間。

癸三（暫時加行本體功德）分二：一、雖不分別增

減等卻不證一邊涅槃；二、雖無分別亦能利生。

子一、雖不分別增減等卻不證一邊涅槃：

行勝般若瑜伽者，不見色之增與減，

不見非法法法界，不證涅槃彼住智。

在如理行持最殊勝般若波羅蜜多意義之時，勝乘的瑜伽行

者，不見色等染污清淨的一切法產生及相續累積勝進的增相和滅

亡及較前下降的減相，安住於一切法在真實義遠離增減盈虧的平

等性中。同樣，也不以耽著的方式而見善的法和不善的非法、諸

法的法性或法界，儘管滅盡一切所緣並安住於無戲論中，然而也

不以唯一寂滅的法界方式而證得一邊的涅槃，那位菩薩安住於不

住有寂之邊的等性智慧中。

子二、雖無分別亦能利生：

行此不計佛諸法，五力神足寂菩提，

遠離分別依加持，行此即行勝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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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理行持此般若波羅蜜多者，不以執著而妄加分別佛陀的

﹝十﹞力等一切法；同樣，對於道的五力和四神足等以及果位真

如寂靜菩提也不予分別，對色等一切蘊界也不加分別。實際上，

這說明遠離四種分別相的道理，按照《佛說入無分別陀羅尼經》

中所說，依次說明遠離對蘊等輪迴的一切法分別為有自性、把道

般若分別是對治法、將真如分別成法性、將佛陀的諸法分別成所

得的一切分別。雖然遠離了以上所有的分別，但憑藉無分別任運

自成之等持的威力、願力或加持，降伏魔眾，無勤之中行持一切

他利之事，安住在這一無分別的等持中，依靠法爾獲得諸佛也以

無二之方式加持的威德力，因此他的事業絲毫不虛。這種方式，

就是在行持最殊勝的般若無分別智。

壬三（對加行製造違緣之過患）分二：一、略說；

二、廣說。

癸一、略說：

須菩提問說月佛，何為喜功德者障？

佛言成為障礙多，從中稍略普宣說。

相好圓滿的尊容中放射出妙語的光芒，從而遣除所化眾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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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明黑暗和煩惱酷熱，為此共稱為“說月”。出有壞釋迦牟尼佛

前，須菩提請問道：“喜愛大乘功德的諸位菩薩之加行的障礙是

什麼？”佛告須菩提言：“成為障礙的多之又多，其中在這裡稍

稍普及宣說。”

癸二（廣說）分三：一、真實違緣之過患；二、出

現魔業之原因；三、宣說違緣損害與否之因。

子一（真實違緣之過患）分四：一、退失因——加

行；二、退失大乘道；三、不具足講聞因緣；四、宣說

以此為例之其餘過患。

丑一（退失因——加行）分二：一、由智慧不堪能

而退失；二、由對般若生疑而退失。

寅一、由智慧不堪能而退失： 

繕寫佛此般若時，不同辯才紛湧現，

未利眾生似閃電，疾速退失是魔業。

當繕寫、受持、讀誦、諷誦、傳講、聽聞佛陀的這一般若波

羅蜜多等時，分別三時的對境色等的不同辯才以及掉舉、昏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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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後悔、貪嗔、懷疑等紛紛湧現，依靠這種加行並沒有利益

自他眾生，好似閃電一般迅速中斷精進，從加行中完全退失，要

知道這純屬是魔業。

寅二、由對般若生疑而退失：

講此之際有生疑，導師於此未言及，

我名種族地姓氏，不聞棄此是魔業。

在宣講此法之際，有些人對此生起懷疑，心想：導師佛陀

於此既沒有提及我的名字，對於種族、所住地方、姓氏也全然未

說，因為沒有對我作明確授記，所以並未發現依此我必定成就菩

提的因緣。將諸如此類的問題當作是背離般若的理由，於是依靠

這種懷疑，不再聽聞而斷然捨棄此深法，這實是魔業。

丑二（退失大乘道）分三：一、以比喻說明捨棄遍

智之因——大乘；二、以比喻說明尋求劣道；三、以比

喻說明從下乘中尋覓大菩提。

寅一、以比喻說明捨棄遍智之因——大乘：

不明此理捨根本，愚昧不解尋枝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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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不明白般若波羅蜜多是一切法之唯一基礎的道理，由這

些愚癡導致，捨棄了真實佛陀諸法根本般的這一般若，因愚昧不

解而去尋求枝葉般的其餘法，這也屬於魔業。

寅二、以比喻說明尋求劣道：

如得象復尋象跡，聽聞般若尋經同。

就如同尋求大象者，已經得到了真正的大象而把它放置一旁

又再度尋覓大象的足跡一樣，明明聽聞了直接宣說最殊勝深法的

般若波羅蜜多，而不踏踏實實策勵追求，反而去尋覓除此之外間

接趨入般若的其餘經義。要知道這與比喻所說的一樣，也屬於魔

業。

寅三、以比喻說明從下乘中尋覓大菩提：

如人獲具百味食，得妙食尋菲薄食，

菩薩得此波羅蜜，羅漢果尋菩提同。

例如，有人獲得了具有百味的食品，不品嘗它的味道，反而

在得到最上等的食品以後又再度尋找菲薄之食。同樣，某位初學

菩薩明明獲得了這一最殊勝的波羅蜜多法門，而不如理行持它的

意義，反而依靠指示阿羅漢果之道的經論去尋覓究竟菩提，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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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比喻一樣，這也屬於魔業。

丑三（不具足講聞因緣）分二：一、依於自己之因

緣；二、依於他者之因緣。

寅一、依於自己之因緣：

貪求恭敬圖利養，以有見心熟俗家，

捨法而行非法事，棄道入歧是魔業。

貪求自己美名傳揚，受到別人恭敬，再者力圖品嘗到財食等

利養的味道，帶著愛見外境的心態，交往熟識城區的在家人，以

諸如此類的各種散亂瑣事捨棄繕寫、聽聞、思維此深法，而行持

任意一種投生惡趣之根源的非法事，拋棄正道誤入歧途，這純粹

是魔業。

寅二、依於他者之因緣：

爾時希求起信已，去聽聞此微妙法，

知說法師依瑣事，不喜不悅而離去。

任何聞法者，在講法者散亂於利養恭敬的當時對般若有希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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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並生起信心之後去往其前聽聞了這一微妙法，當那些聽法者知

曉說法師喜愛利養恭敬，沈迷於此等惡劣瑣事的情況以後，不再

喜愛在這位法師前聞法，心裡想現在不該求法了，心情不悅、揚

長而去，這也是障礙聽聞般若的魔業。

丑四、宣說以此為例之其餘過患：

是時出現此魔業，彼時擾亂眾比丘，

不令受持此般若，餘多違緣亦屢現。

在聽聞此深法等的當時，會出現令不具足講聞因緣等對

真實的加行製造障礙的這種魔業，那是什麼呢？在聽受深法等

（“等”字還包括繕寫、諷誦、供養等）的那個時候，心裡憎恨

正法的魔王波旬如箭入心，擾亂受持經藏的眾多比丘的相續，千

方百計百般阻撓，不讓如理受持、思維此般若波羅蜜多等障礙方

法多之又多，在此沒有提到的其他違緣也屢屢出現。總之，我們

要清楚地認識到：受持此深法等（“等”字還包括繕寫、聽聞、

諷誦等）的過程中，凡是有害於它的方面，不管是什麼，通通屬

於魔業，因為原本就是把對﹝行善﹞製造障礙取名為魔業的。

《虛空藏請問經》中云：“善男子，令行不善法，捨棄善法，皆

是魔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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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二、出現魔業之原因：

有人已得無價寶，稀有恆時害亦多，

如是如來勝般若，法寶難得害亦多。

比如，有人已經得到了無價之寶，因為並不是隨時可以獲

得，所以稀有罕見，在得到持有的時時刻刻裡，遭受有貪婪之心

的怨敵等危害的情況也是許許多多。同樣，如來的這些最殊勝的

般若波羅蜜多法寶，也極度難得難遇，福德不圓滿者難以享有的

緣故，恆常遭受的損害也頗多。

子三（宣說違緣損害與否之因）分二：一、宣說出

現違緣之對境；二、由違緣中受到佛陀護佑。

丑一、宣說出現違緣之對境：

新入乘之淺慧者，未得稀有此珍寶，

為造違緣惡魔喜。

新入乘的智慧淺薄眾生，以往從未得到過極其稀有、甚深、

能超越魔境的這種法寶，不曾心領神會，為了給他製造違緣，惡

魔也是興高采烈，伺機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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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二（由違緣中受到佛陀護佑）分二：一、真實宣

說；二、以比喻說明。

寅一、真實宣說：

十方佛陀行攝持。

如果有人認為：那麼，所有一開始行持般若的行人都屬於初

學者，倘若遭遇魔的違緣，那菩薩修行般若就難以圓滿了。

就像有些獲得珍寶的軟弱者會受到當地國王的保護一樣，安

住十方世界智慧所見無有遮障的所有佛陀出有壞精進或進行攝受

起初行持此法、還沒有獲得超越魔境之覺受境界的那些人，使其

脫離違緣的險地。然而，我們要知道，觀待修行者往昔的福德之

因和現在的信心等之緣，導致沒有成為佛陀加持對境和成為佛陀

加持對境，也會出現不被違緣所害、被違緣所害等各種情況。

寅二、以比喻說明：

如患病母有多子，悉皆傷心服侍彼，

如是十方世界佛，亦念佛母微妙智。

佛陀保護的原因是：例如，一位患病母親有的許多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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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心情不悅傷心難過服侍母親。同樣的道理，十方世界的一切佛

陀，也護念生育自己的這位佛母——微妙智慧。

壬四（加行之作用）分二：一、生自子之作用；

二、令自子行功德之作用。

癸一、生自子之作用：

過去十方及未來，世間怙主由此生。

如果有人問：正如剛剛所講的一樣，如果把般若稱為“佛

母”，那到底是怎樣成為佛母的呢？

如同世間中，母親是從生子、生育之後令他行事兩個角度而

安立為“母”的；在此也是同樣，過去、現在十方一切剎土中安

住以及未來時將要出世的所有世間怙主佛陀出有壞，他們都是由

這一般若波羅蜜多中出生的，因此她堪為三世諸佛之母。

癸二（令自子行功德之作用）分三：一、令知輪涅

基之理；二、令行遍智果之事業；三、令行滅二邊道之

理。

子一（令知輪涅基之理）分二：一、依靠般若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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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二諦；二、由證悟真如而得名。

丑一、依靠般若而知世間二諦：

示世諸佛能生母，示餘有情之心行。

世間羅漢之真如，緣覺佛子之真如，

離實非他一真如，如來徹知智慧度。

般若波羅蜜多為自子諸佛指示，世間也就是共稱的蘊界處的

所有法，它們名言的因、果、體的自性是怎樣，因為佛陀依靠一

切如來的能生之母此般若，才如同手中放濕庵摩羅果一樣照見那

些法。此外，般若還為自子指示：儘管界性無量的所有其餘有情

的心行，內攝、外散、有貪、離貪等有無量無邊的情況，但通過

修習般若的威力也能利益所有眾生，這以上是講世俗。

世間五蘊的真如、阿羅漢的真如、緣覺的真如、佛子菩薩的

真如，並不成立他體的緣故，是獨一無二的，這一切也遠離有實

的緣故，並不是另行存在，為此稱為真如。如此染污、清淨的一

切法的實相真如智慧度，就是如來所徹知並如實領悟的。

這一個半偈頌，說明了依靠般若波羅蜜多，佛陀照見略攝二

諦的一切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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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二、由證悟真如而得名：

遍知住世或涅槃，無過法性法空住，

菩薩隨證此真如，故於佛賜如來名。

洞曉真如的智者——諸佛，不論安住於此世間界，還是趨入

涅槃，宣說無過法性諸法空性這一點永無改變，誰也無法擾亂，

如同虛空般存在著。諸位菩薩以智慧隨行證悟原本始終安住的這

一真如無誤實相，一旦證悟達到究竟之時，如實而來或如實證悟

真如的緣故，才對佛陀賜予“如來”的名稱。

子二（令行遍智果之事業）分二：一、依於般若成

辦二利；二、尤其為利他說法之理。

丑一、依於般若成辦二利：

依於般若歡喜園，十力導師此行境，

盡除眾苦三惡趣，彼等永無眾生想。

依於般若能帶來無邊無際無漏歡喜的緣故，猶如天人樂園

一樣而安住、具足十力的諸位導師佛陀的行境即是如此，是什麼

呢？儘管能完全拔除無量眾生的種種痛苦和三惡趣，但那些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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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也無有眾生想，因為他們是以無緣大悲憑藉恆常、周遍、任

運的事業進行講經說法等。

丑二（尤其為利他說法之理）分二：一、折服非道

之理；二、指示正道之理。

寅一、折服非道之理：

如獅棲山無畏懼，震懾群獸發吼聲，

人中獅子依般若，懾眾外道發吼聲。

如同獸中之王的獅子棲身於雪山間，對誰也無所畏懼而安

住，能震懾群獸並發出獅吼聲一樣；人中獅子——佛陀也是依靠

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空性之義，而震懾持有我見的眾多外道，在世

間中也發出妙法的巨吼聲。

寅二、指示正道之理：

譬如空中之陽光，曬乾大地顯色相，

如是法王依般若，有海乾涸說諸法。

比如，虛空中的太陽光芒能曬乾這個大地所有的潮氣，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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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完全展現一切色相。同樣，正法的日輪——法王佛陀出有壞依

於般若波羅蜜多的虛空界，能使三有的愛河無餘乾涸，並且真實

宣說一切所知萬法。

子三（令行滅二邊道之理）分二：一、道之本體；

二、道之作用。

丑一（道之本體）分二：一、意義；二、比喻。

寅一、意義：

諸色及受不可見，想無所見行不見，

識心及意無所見，此名見法如來言。

因為一切色法自本體不存在的緣故，無所得或者不可見，

同樣，受也不可見，想也無所見，行也不可見，入定於真如的行

境中，識、心、意之基一無所見。對此，其他注釋中解說：取過

去的對境為心、取未來的對境是識、取現在是意的角度而如此宣

說，或以不同的名稱表達。智慧論師說：按照共稱，心是阿賴耶

識；意是染污意；識是六轉識。如此以五蘊為例一切法一無所

得，任何本體也一無所見，這就名為現見諸法的本來自性，是如

來所宣說的，如同無損害之眼根未見飄浮的毛髮，就是見到毛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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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性。

寅二、比喻：

有情聲稱見虛空，虛空豈見觀此義，

佛說見法亦復然，見以他喻不能詮。

如果有人問：無見之見的比喻是怎樣的呢？

比如，所有世間有情心裡這樣想、口裡也這般說“我見到

了虛空”，可是，虛空怎麼能見呢？所看到虛空成為眼根對境的

形色、顯色全然無有，所以，我們值得觀察：心想並言說此話的

意義到底是什麼？結果會領悟到，僅僅是把有色的法一無所見這

一點，當作是見虛空的名言。與此比喻相同，佛陀宣說過：所謂

“見諸法之真如”也是同樣，依靠慧眼而認識到諸法皆不成立，

任何本體也不可得或不曾見，就稱為見法者。世間中，用某某有

境見到某某對境，就稱為“見”，那麼不得任何邊、不見任何戲

論相的這一見到，只是片面性用見虛空的比喻來說明而已。實際

上，在真實性中超離一切有無是非等諸邊的法界，是以各別自證

現見，以其他比喻並不能全面詮表，因為不可思議，真實超越了

比喻和推理等衡量、推算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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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二（道之作用）分二：一、攝集道果一切功德；

二、遠離歧途之理。

寅一（攝集道果一切功德）分二：一、以大臣比喻

說明行諸事業；二、以國王比喻說明攝諸功德。

卯一、以大臣比喻說明行諸事業：

誰如是見見諸法，如王捨住臣普行，

佛行聲聞所有法，悉皆依於般若行。

任何菩薩，不見任何所緣相，如是依靠慧眼而見，就是現見

一切萬法，從中獲得廣大所為，猶如國王無有勤作捨置而住，最

得力最出色的大臣普遍行持國王的一切事。同樣，佛陀的所行事

業以及諸位聲聞的所有功德法，都是依於無分別的般若波羅蜜多

而行持的，原因是：如果具備證悟無我的智慧，那麼就能順利成

就一切解脫之道，否則無法成就。

卯二、以國王比喻說明攝諸功德：

如王不往城國邑，居自宮攝諸財物，

菩薩法性無所去，攝集佛地諸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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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大國王不去城市，也不去往國家的其餘諸大城邑，深

居於自己的皇宮，向內收攝一切賦稅等財物。同樣，菩薩於相續

證悟的甚深法性中如如不動安住，不去往其餘任何處，證悟的心

相續依靠法爾的威力而攝集佛地的一切功德，這實在是稀有的所

為。

寅二（遠離歧途之理）分二：一、略說；二、廣

說。

卯一、略說：

於佛菩薩有堅信，意樂行持勝般若，

盡越聲聞獨覺地，速得無遮佛菩提。

任何行人，對諸位善逝及佛子菩薩，有清淨信和不退轉的堅

定信心，以意樂追求，以加行勤奮行持成為菩薩和佛陀的道——

殊勝般若波羅蜜多，方便智慧兼而有之，完全超越聲聞、獨覺二

地的歧途，進而將迅速獲得不被有寂障礙所遮蔽的微妙佛菩提。

對勝乘有信心，是最初的入門，以智慧信奉的同時，不退失獲得

果位，因此主要講了方便、智慧這兩者。作為初學者，雖然具備

信心，但如果不具有智慧波羅蜜多，那麼就有可能退失正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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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深刻領會了般若波羅蜜多的甚深密意，就獲得了不可奪取的

信心，不可能由正道中退失。

卯二（廣說）分四：一、以沈水之比喻說明；二、

以新罐之比喻說明；三、以造船之比喻說明；四、以老

者之比喻說明。

辰一（以沈水之比喻說明）分二：一、比喻；二、

意義。

巳一、比喻：

猶入海者船破毀，何人未持屍草木，

葬身水中不抵岸，若人握物至海岸。

比如，入於大海的人船隻破損毀壞，其中任何人沒有抓住屍

體或草堆或者木頭，那麼就會葬身於水中，而不會抵達海岸。何

人握住木頭等物體，依靠它，就能達到大海彼岸。

巳二、意義：

如是具信得淨心，不隨般若非證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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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死憂波濤洶，輪迴海中恆流轉。

若以殊勝慧攝持，通法自性說勝義，

方便功德以慧攝，速證最妙佛菩提。

與上述比喻相同，具備追求圓滿菩提的信心並得到希求的歡

喜清淨心的某位行者，不依信心而隨行成為正等菩提之道的佛母

般若波羅蜜多，就不會證得善逝的菩提果。如此一來，將在生老

死亡和種種憂惱的波濤洶湧的輪迴大海中恆常流轉。如果任何行

者以證悟無自性的殊勝智慧波羅蜜多攝持，那麼就將毫不顛倒通

達萬法的自性並且能夠宣說勝義。倘若他們追求圓滿菩提的信心

等方便的那些功德，以無緣的智慧攝持，將迅速證得最殊勝絕妙

的善逝菩提，如同某人抓住木頭等物而得以達到海岸一樣。

辰二、以新罐之比喻說明：

如人新罐盛裝水，知不牢固故速毀，

窯燒瓶中盛裝水，途無壞懼安返家。

如是菩薩信雖足，然失智慧疾退墮，

若信心以慧攝持，越二地獲大菩提。



慧光集【47】
——般若攝頌釋（下）126

比如，有人如果在沒有入窯焙燒的新瓦罐裡裝水，那麼可

想而知，那個瓦瓶由於不夠堅硬的緣故很快就會毀壞，如果往入

窯焙燒過的瓶子裡裝水，那麼在行途當中不會有瓶子毀壞的顧慮

恐懼，安然返回自己的家園。同樣，任何菩薩，如果不具備希求

圓滿菩提的信心，或者，雖然信心十足，但如果退失了能修的

道——智慧波羅蜜多，顯然很快就會從大乘道中退失，墮入劣道

等中。如果信心加上智慧，也就是說，以有信心的智慧度攝持那

位行者的相續，那麼就會完全超越聲聞緣覺二地，而獲得大菩

提。

辰三、以造船之比喻說明：

如未精造船入海，財寶商人俱毀壞，

彼船精心而細造，無損載寶達岸邊。

如是菩薩縱熏信，若無智速退菩提，

若具殊勝智慧度，不染失證佛菩提。

例如，材料、結構、標準、補漏等方面沒有精工細造的船隻

入於海中，連財寶帶商人，一起都會毀掉；如果那艘船隻，經過

精心審察而精工細作，那麼它就會完好無損地載著財寶抵達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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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邊。同樣，任何菩薩縱然具備薰染信心之因，可是如果沒有依

於智慧度，很快就會退失最上菩提的正法；倘若既具足信心，又

擁有殊勝的智慧波羅蜜多，那麼就不會染上劣道的過患，不會從

勝乘道中退失，而證得佛菩提。

辰四、以老者之比喻說明：

一百廿歲老苦人，雖立獨自不能行，

若左右人作依附，無跌倒怖順利行。

如是菩薩智力微，彼已趨入復退失，

以勝方便慧攝持，不退證得佛菩提。

比如，壽量已達一百二十歲高齡，衰老、痛苦的人，雖然

能從座墊上站立起來，可是憑著自己的能力，無法行走到其餘地

方，因為他已老態龍鍾。假設左右兩側有身強力壯的人作為依

附，那麼就不會有途中跌倒的恐怖，而能順利去往想去的地方。

同樣，任何證悟真如的智慧力量薄弱的菩薩，儘管他已經趨入了

殊勝菩提道，然而在沒有獲得果位之前還會再度退失，那位行者

相續如果以殊勝的信心等方便和證悟無我的智慧攝持，就不會從

正道中退失，將證得如來的菩提。



慧光集【47】
——般若攝頌釋（下）128

壬五（宣說加行之緣善知識）分二：一、宣說所依

上師；二、宣說依者（聽聞甚深智慧之）弟子。

癸一（宣說所依上師）分二：一、需依具相善知識

之理；二、善知識宣講教授之理。

子一（需依具相善知識之理）分二：一、真實宣

說；二、需要如此依止之理由。

丑一、真實宣說：

住初學位之菩薩，勝意樂入大菩提，

賢善弟子敬上師，恆依諸位智者師。

處於初學位的菩薩也就是初學者，懷著特別緣於利他和正等

菩提的殊勝意樂，追求而趨入佛陀大菩提道果的賢善弟子，帶著

對上師的恭敬，恆常依止具有善妙見行並能宣說大乘密意的諸位

智者上師。

丑二、需要如此依止之理由：

因智功德源於彼，隨說般若波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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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諸法依善知識，具勝功德如來語。

如果有人問：為什麼要教誡步入大乘的初學者認真依止殊妙

的善知識呢？

因為通曉大乘道果的一切智慧功德，都是來源於善知識，他

們隨從宣說大乘道的這一般若波羅蜜多。為此，要獲得佛陀的一

切法者當依善知識，這是擁有一切最殊勝功德的如來圓滿佛陀所

說。原因是，對於如此善巧方便之道修行、思維、聽聞，前前依

於後後（即修行依於思維、思維依於聽聞），而且，聽聞也依賴

於善知識。

子二（善知識宣講教授之理）分二：一、如何宣說

教授；二、如是宣說之讚歎。

丑一、如何宣說教授：

布施持戒忍精進，定慧迴向大菩提，

菩提莫執蘊見取，初學者前示此理。

如果要對這種新入乘者傳授教言，那麼就要應機而宣說方便

智慧不相脫離的正道，教誡他們說：“你對於成為如來之道的六

度——布施、持戒、安忍、精進、禪定、智慧，要具全加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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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結行而行持，並將一切善根以希求一切種智的作意而迴向究

竟大菩提。”這是對方便方面教授。欲求究竟所得的菩提，也切

切不可依耽著而把色等蘊的有實法執為最勝或殊勝——見取見。

為什麼呢？菩提為例的一切法均無有自性，因此教授通達這一

點，是對智慧方面的教誡。要在希求菩提的初學者面前開示這種

道理。

丑二、如是宣說之讚歎：

此行善海說法月，眾生皈處友軍所，

依慧洲導欲利者，日燈說勝法不亂。

如此行持、善妙宣講教授的大乘善知識，您堪為善妙功德難

以測度的大海，您作為具足真實妙法光芒的說法皎月，通過宣講

利樂之因的正法而成為遣除眾生痛苦的皈依處，作為帶來涅槃安

樂的友軍，作為消除苦因的處所，同樣成為趨往菩提的所依，成

為具有了知利害的智慧者，成為沈溺三有愛河者的洲島。洲島，

位於水中央的所依處，所謂的“島嶼”，也是位居兩河之間依處

的名稱。

通過宣講無生法性，能從輪迴淤泥中引導出來隨心所欲利益

或者行持利益的商主等。宣講人無我而成為日輪，宣說法無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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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正法明燈，通過無礙解而講說最殊勝的空性法，一心不亂，

或者無所畏懼，自己對甚深之法堅信不移進而傳講它的道果，克

勝諸方的辯才圓滿。或者也可以解釋成：“導”，是指就像商主

等一樣引領眾生步入正道；“欲利”，是指以悲心任運自成行持

他利；“說勝法不亂”，講說真如之第一法，不被邪魔外道等敵

方的反駁所害或擾亂。

癸二（宣說依者（聽聞甚深智慧之）弟子）分二：

一、宣說於深法具勝解信之弟子；二、宣說甚深難證之

理。

子一（宣說於深法具勝解信之弟子）分二：一、智

慧甚深之理；二、宣說甚深之功德。

丑一、智慧甚深之理：

具大名披難行鎧，非蘊界處之盔甲，

離三乘想無執取，不退不動不亂法。

邁入最為深廣之大乘道的某位行者，在無邊佛剎中擁有菩

薩大名者，披上難行鎧甲，如此在名言中發心：“我為了將等同

虛空的無邊一切有情，解救到不住之涅槃的法界，我要證得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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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那也是遠離染污、清淨的所緣，不是披上緣於蘊界處有實

法的盔甲，遠離耽著三乘之想，安住於不緣或不執取任何法的

般若中，為此誠信甚深義而具備三大所為，在獲得圓滿菩提果中

不退轉，在大乘道之理中不動搖於他處，惡緣、邪魔和敵方的任

何辯難也無法使他的相續染污，因此是一心不亂的有法。如《廣

般若經》中云：“‘世尊，菩薩為使一切有情證得涅槃而披上盔

甲，然有情不可得，彼等實難行持。’世尊言：‘須菩提，彼盔

甲非與色相繫⋯⋯’”

丑二、宣說甚深之功德：

彼具此法無戲論，遠離疑慮具實義，

聽聞般若不退卻，不依他轉不退還。

那些菩薩由於具足深不可測的如此之法，因此無有一切所緣

的戲論，對於甚深義遠離懷疑、猶豫和顧慮，具有誠信的實義。

這裡“慮”只是懷疑的別名，也就是說明現行等粗細的懷疑全然

無有。或者，對於道果，現在無有懷疑、過去沒有猶豫、未來沒

有顧慮，應該把它們看成是反體的差別。以無有懷疑的誠信來聽

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對它的意義，心不退卻而憑藉自己的智慧

領悟深法，結果不仰仗別人，也就是絕對不會有被他牽引而盲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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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類的情況。由此可知，就不會從勝乘道果中退轉。

子二（宣說甚深難證之理）分二：一、宣說所行之

深法；二、如此甚深之理由。

丑一、宣說所行之深法：

諸佛此法深難見，誰亦無悟無獲得，

行利慈者證菩提，思眾誰知不欲言。

一切導師圓滿佛陀的這一大般若法，最為深奧，基位的一切

法無生，僅僅真如也不可得，本來超越所取能取心的行境，而難

以現見。為此，在道位，誰也無所證悟，果位時獲得也是不存在

的。如果證悟、獲得的本體存在，那麼就不能充當是真如的真悟

和真得。其他經中也說：“菩提，佛陀也不曾獲得，更何況說他

眾？因為菩提的本體本來就是空性之故。”再三宣說了此理。正

因為無有現見、證悟、獲得的這一甚深法性，深不可測，所以具

有利益一切有情的大慈大悲的圓滿佛陀，證得無上大菩提以後，

不禁思量：我心領神會的這樣的深法，眾生群體中有誰能了知？

於是不想言講正法。《方廣莊嚴經》中云：“深寂離戲光明無為

法，猶如甘露此法我已得，縱為誰說亦不能了知，是故默然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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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林間。”又如《中觀根本慧論》中也說：“世尊知是法，甚深

微妙相，非鈍根所及，是故不欲說。”

丑二、如此甚深之理由：

眾生喜處求諸境，住執不通愚如暗，

所得之法無住執，故與世間起爭議。

如果有人問：為什麼普通人難以證悟這種甚深法呢？

一切眾生從無始以來由內心久經串習實執所牽引，喜愛把三

有之處執為我等情形，並且欲求一切所取境，住於執著它的心態

中，就這樣墮入所取能取戲論行境當中。為此，對於無有所取能

取分別的真如義一竅不通，對其理愚昧不知，猶如處於黑暗之中

一般。

所說和所得的般若法義，既不存在以緣所住的對境，對任何

法也無有執著，出世間的這些法與一切世間不同，更為超勝，由

此與世間發生爭議，因為世間人執著實有，另一者說它不存在。

比如，所有世人，不曾見到宣說無實的法理才爭執不息。而如來

如實照見萬法的本體，雖然無有本體，但在世人面前顯現如幻的

這些法，按照在世間怎麼顯現，就隨順世間而進行言說，所以佛

在其他經中也說：“世人與我爭，我不與世爭，世間承許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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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承許有⋯⋯”

辛二（真實成就彼加行果之理）分二：一、認清所

得之果；二、若無此道則不得果之理。

壬一（認清所得之果）分二：一、比喻；二、意義。

癸一、比喻：

虛空界於東南方，西方北方無邊際，

上下十方盡其有，不成別體無差異。

虛空界，在東方、南方、西方、北方無有邊際，也就是說四

方全無邊際，如是上下，再加上四隅也不例外。總之，它於十方

範圍無有邊際盡其所有之處都存在著，虛空無所不遍，本身無有

成為有實的自性。因此，不同方向的虛空也不成他體，而且自本

體也沒有形狀等不同的差異。

癸二、意義：

過去未來之真如，現在羅漢之真如，

諸法真如佛真如，法之真如皆無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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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虛空無有差別一樣，過去時的萬法真如、未來的真如、

現在的真如以及阿羅漢等補特伽羅的真如，基——所知諸法的真

如，果——佛陀的真如，證悟空性等道位諸法的真如，如此所有

真如，均無有各自成立的分別，而於法界的本性中一味一體。如

此三有和寂滅、過去和未來等以二法分析的一切，僅僅在名言現

相中顯為不同他體，並如此假立，但在真正的實相義中，一切法

無生無滅的體性於法界自性中成為平等性，因此無有三時、自

他、賢劣等差別，這一切都以法界唯一明點的自性存在著，依靠

具一剎那的智慧領悟，從而在自然本智具一切相之最的法身本體

中圓滿一切法而證得菩提。遠離盈虧，不遷不變的大菩提就是究

竟的果。

壬二（若無此道則不得果之理）分二：一、略說；

二、廣說。

癸一、略說：

善逝菩提離異法，任何菩薩欲得此，

具方便行智慧度，無導師慧不可得。

所得的究竟果——善逝的菩提，具有虛空的特徵，遠離所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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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證等異體的法，無二的自然本智身或者法性身的這一自性，任

何菩薩想要獲得，必須具足追求正等菩提的信心等方便，行持或

精進於證悟萬法真如的智慧度。如果沒有導師佛母這一智慧波羅

蜜多，那麼永遠也不可獲得所得的大菩提。因為究竟果的因，決

定是擁有般若波羅蜜多名稱、一切道之微妙的無分別智慧。

癸二（廣說）分二：一、若離此道最終不成就果之

理；二、如是了知而入此道之理。

子一（若離此道最終不成就果之理）分二：一、比

喻；二、意義。

丑一、比喻：

鳥身一百五由旬，羽翼折斷無本領，

彼由忉利天自墜，至此贍洲必遭損。

打個假設的比喻，有一隻鳥，身體龐大量達一百五十由旬，

牠的翅膀折斷而不具備騰飛的技能，如果那隻鳥從三十三天自行

跳到此贍部洲，那麼當時牠一定是遭受損傷，也就是說，身體不

能不受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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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二、意義：

俱胝那由他劫行，諸佛此五波羅蜜，

無邊大願世恆依，無方便慧墮聲聞。

縱然在許多俱胝那由他劫中兢兢業業行持成為諸佛之道的

布施等這五種波羅蜜多，並且在此世間恆常依於屢屢趨入廣大道

果的無邊大願，可是僅此一點並非具全獲得大菩提的因，因為大

菩提的無誤之因，是將一切善根迴向遍知佛果等大乘的無量善巧

方便以及證悟諸法為等性的智慧，如同鳥行空中的雙翅一般的方

便智慧不相脫離。換句話說，不具備這樣的方便，或者離開了證

悟真如的智慧，就會墮入聲聞的果位中，如同飛禽即使身軀龐大

但如果沒有翅膀而跳躍，就會一落到底。倘若具備究竟實相的般

若，那麼這種智慧的本體就是方便智慧無合無離，二諦無二無別

的有境。

子二、如是了知而入此道之理：

樂此佛乘定生者，眾生平等父母想，

利心慈意勇精進，無嗔正直說柔語。

樂求依於究竟的大菩提之因、唯一經行之道——這一無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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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般若波羅蜜多，而決定獲得趨至大菩提果位者，要具足什麼條

件而趨入呢？

大乘的根本就是緣他利的悲心，它的俱有緣是方便，果位就

是乃至虛空際利益有情。因此實際行持大乘的方式、趨入大乘的

行者，就是要對於無邊無際的一切眾生有平等心，無有偏袒，一

視同仁，懷有父母想、兄弟姐妹想等，希望他們永久有利之心和

暫時快樂的慈意，勇猛精進行持眾生利益，無有忿恨、損惱的嗔

心，無諂無誑，秉性正直。口裡講經說法及隨同講說等，說柔和

之語，身體也要行持仁慈之事，對一切眾生真心實意萌生饒益之

心，不懷有與之相違的諂誑和害心等。

辛三（宣說加行者補特伽羅）分二：一、以請問略

說；二、以答覆廣說。

壬一、以請問略說：

須菩提問世尊言：功德海無煩惱相，

大力如何不退轉？功德少分請佛宣。

須菩提尊者請問三世間的怙主佛陀世尊說：“具足無量功德

海、無有煩惱的相兆和徵相是怎樣的？成辦二利的大威力菩薩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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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如何？以什麼相表示於大菩提道中不復退轉，知是不退轉的菩

薩？如此大菩薩，他們的無量功德中片面或部分，請佛陀為我明

確宣說。”

壬二（以答覆廣說）分三：一、認清表示不退轉之

相；二、不退轉之行為特點；三、宣說退轉與不退轉之

差別。

癸一、認清表示不退轉之相：

離異體想具理語，沙門梵志餘不依，

依智恆時斷三途，十善業道極精進。

對於須菩提這般請問不退轉的一部分相，善逝告言：證悟甚

深法性的菩薩，現見一切法於真如中無二無別，從而對染污、清

淨的一切法遠離他體之想；在相應實相善巧宣說深法時，以具備

衡量之理的詞語來讚歎，他人不能夠轉變；自己對此道的本師獲

得不退轉信心，不以示道者想而依止其他外道沙門及婆羅門，對

他所說的種種道，發自內心不信賴；因為依靠通達因果無欺等法

理的智慧和堅信斷除明顯的不善業，由此獲得時時刻刻恆常遠離

三惡趣及其為主的一切無暇的方法。那些智者本身自然安住於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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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業道中，而且極為精進令別人也如此行持。

無染為眾隨說法，專喜正法常雅言，

行住坐臥具正知，視軛木許無心亂。

無有著眼於利養恭敬等染污的心思，遵照一切佛菩薩為眾生

如何宣講而隨從宣說波羅蜜多等法；對甚深法義誠信不疑，專心

致志歡喜妙法，不特別刻意行持其餘事，主要奉行唯一的正法；

利他心達到純熟，為此常常說文雅語言等，具備仁慈的身語意

業；由於不放逸串習善法，平時行住坐臥四種威儀，所作所為都

杜絕放逸，極具正念、正知。到底是怎樣的呢？如此在行路時，

眼睛視一軛木許之處行走，恆常無有放逸所生的迷路、身體受傷

之類心迷亂的現象。

淨行潔衣三遠離6，非圖利尊恆求法，

超越魔境不隨他，四禪靜慮不住禪。

隨著聰明才智、不放逸之心而安住於無所詆毀之法，為了

避免別人不起信心，外內的所有威儀清淨而行，身著清潔衣裝

等；相合所化眾生心意的舉止純淨，身語意三門遠離罪業，如同

無垢的水晶般純潔；現見有為法的﹝無常等﹞本性，不貪執它而

行持；並非是以取受功德等方式貪圖利養，勝伏慳吝等波羅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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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違品，以殊勝功德莊嚴自相續，廣行他利，因此自然成為眾人

之尊；恆時希求甚深正法，自相續與法相融，一切時分都具足法

性（即相應法性）而行，由於體悟到甚深法性，內心自然與之不

相分離，一切所言所行都與法性相符，不超離法性，就像具貪者

一切舉止都表現出具有貪欲一樣；已經具足甚深法忍，即便魔王

波旬的幻現來宣說他道，幻變出地獄等，令對輪迴產生恐懼，以

諸如此類的種種伎倆使其退出大乘道，開示形象的道，然而了知

他是魔，不被各種魔業所害，因此超越魔境，不隨他轉，也就是

說，不依賴於他而具備自己的智力；雖然入定於四禪，或者修行

靜慮，可是並不以品嘗禪味（著禪味）等而安住禪定中。

非求名譽無嗔恚，在家亦恆不貪物，

不為維生慘尋財，不行誅業不雙運。

由於認識到萬法如幻，以致不追求自我名譽；依靠正法使

自相續調柔，無有嗔恨亂心或擾心的情況；不貪執自我私欲，以

善巧方便利他，即使成為在家人，也恆常不貪執一切事物而慷慨

布施；處於證悟無我與利他的悲心中，斷除過分執著自我利益所

引起的一切邪命和行業。無論如何，絕不為了自己維生而通過殺

生、諂曲奉承等有可怕異熟果報的途徑來尋覓財產；絕不為了自

己以暴行的誅業殘害他人，也不以貪欲驅使行持制服或懷柔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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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運的密行。

不記欲界轉男女，極靜精進勝般若，

離爭慈心亦堅固，求遍知心恆向法。

語言上，從不為了自我宣揚而授記說“我於欲界的有緣分

人中住胎或者本來即將投生，轉成男或女”，具足清淨這些為例

的邪命和邪業的相；三門所為，完全避開喜愛瑣事、言說戲論的

各種散亂，極其寂靜；精進行持殊勝般若波羅蜜多；由於相續寂

靜調柔，住於何處，相互之間都遠離衝突、爭執等；慈心不被外

緣所動，非常穩固；始終以歡喜的心供養遍知佛陀並渴求、希求

“我獲得佛果”，恆常懷著希求、嚮往之心以十法行的方式行持

佛教正法。

離野人境諸邊地，自地無疑如須彌，

為法捨命勤瑜伽，當知此是不退相。

憑藉願力或智慧獲得投生自在，遠離邊鄙野蠻人的境域，佛

法不興盛的邊地，依靠法爾力轉生於正法富興的境內；對於自地

的功德等確定無疑，不被其他道所動，恆常穩如須彌山王；為了

妙法，縱然是自己的性命，也不難捨棄；極度精勤於受持正法、

思維意義的瑜伽。應當知道，以上這些就是領受深法的決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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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安住於加行道及見諦行者的不退轉相。如果具足方便智慧瑜

伽之道，擁有決定並串習的這種相，那麼依靠這些相就能決定不

退轉，如同由煙知火一樣。

癸二（不退轉之行為特點）分三：一、勝義之有境

甚深行為；二、世俗之有境廣大行為7；三、善巧方便

雙運之行為。

子一（勝義之有境甚深行為）分二：一、認清所行

甚深義；二、如何行持深義之理。

丑一（認清所行甚深義）分二：一、宣說甚深性；

二、行持彼而集福德。

寅一、宣說甚深性：

色受想行識甚深，自性無相極寂滅，

如以箭測大海深，以慧觀察不得蘊。

色、受、想、行、識一切法悉皆甚深，如何甚深呢？無有自

性的緣故，是空性，無有變礙的相狀，耽著它的希冀完全寂滅，

為此心無所緣，猶如用箭測量大海的深度根本不會得到“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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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一樣，以分析真如的智慧進行觀察探究，根本得不到蘊。

寅二（行持彼而集福德）分二：一、真實宣說；

二、斷除過失。

卯一（真實宣說）分二：一、略說；二、廣說。

辰一、略說：

菩薩於此甚深法，乘之勝義無貪執，

證蘊界處無此法，何有較真成福勝？

菩薩對於所證悟法的自性或實相如是以本體成為甚深，殊勝

乘——勝義的有境皆不分別而無有貪執安住於一切，哪還有比這

樣證悟蘊界處的本性並不成立的甚深此法真實形成的福德更為殊

勝的他法呢？那是真實成就的最殊勝福德。

辰二（廣說）分四：一、思維此深法之功德；二、

傳講此深法之功德；三、入定後得修行之功德；四、視

如是福德亦如幻之功德。

巳一、思維此深法之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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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行愛染之人士，與女約會未遇彼，

一日盡其行思念，菩薩能得彼數劫。

如《廣般若經》中說：“具足般若波羅蜜多之甚深處，審

諦、思維、衡量、觀察，如般若波羅蜜多所說而住，甚至僅在

一日行持瑜伽，其於一日內行多少事？”其中，從“譬如耽欲

人⋯⋯所超生死流轉數，與耽欲人經一晝夜所起欲念數量等同”

到“能遠離退轉正等菩提所有過失”8之間加以說明。按照經中

所說，在這裡也不例外，比如，行持染愛心之法的一個男士和女

人約會，假設沒有遇到她，那個男子的一天，思念的分別心會接

連不斷湧現，由貪愛所牽，反反覆覆思念那唯一的對象。盡其所

行這樣的思念心剎那，在這麼多劫中積累的善法，一日之中修行

此法瑜伽的菩薩即能獲得，因為心的每一剎那也能聚集無量的善

資。

巳二、傳講此深法之功德：

菩薩千俱胝劫施，羅漢獨覺守護戒，

誰說具勝般若法，善妙施戒不可比。

某某菩薩在千俱胝數多劫中，對阿羅漢、獨覺等作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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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為了聲聞緣覺的果位而進行布施，守護清淨戒律，另外某人

僅在一日講說殊勝般若波羅蜜多法的善妙，布施持戒比不上它一

分。

巳三、入定後得修行之功德：

菩薩修行勝般若，起定宣說無染法，

利生迴向菩提因，三世間無等彼善。

某某菩薩入定中修行殊勝般若波羅蜜多，從中起定而在後得

時，宣講相應自己所修行的無染之法，也就是無有相分別等過失

的法，或者也可解釋為：不被追求聞名利養等的妄念所染而講經

說法，如果說法也為了利益眾生迴向成為大菩提之因，那麼在地

下、地上、天上三世間中沒有等同於它的善法。

巳四、視如是福德亦如幻之功德：

了知此福不實空，虛無不真無實質，

如是行持佛智行，行時引攝無量福。

如此思維、傳講般若波羅蜜多等，雖然在名言中有不可限

量、不可勝數、不可估量的福德，但在勝義中福德也無有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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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了知這般傳講等所生的福德自法相也不成立的緣故，為“不

實”。同樣，由於無有苦等行相，因此是“空性”；無相的緣故

為“虛無”；因為自本體不成立，依緣而起，所以“不真實”；

遠離緣取，為此無有實質。如是行持一切善逝的般若波羅蜜多，

那麼在行持這樣的行為時，能引攝無量福德。對此，也有解釋

成：由於無有自相的緣故為不實；空性等三者是指空性：空空、

大空、勝義空三種，是不實；有為空、無為空、無際空、畢竟

空、無散空五種，是虛無；自性空等是無實質。實際上，萬法無

有自性的道理，從反體的角度，似乎是眾多積聚、虛而不實，無

有堅固性可言，為此是“不實”；諸如獅子等假造的形象，是

“虛無”的；不能獨立自主而觀待他法，虛偽不可靠，因此說

“不真”。諸如此類，以虛妄的不同名詞來說明。

卯二（斷除過失）分二：一、除勝義中福德果無增

無斷無得故成佛不合理之過；二、除世俗中亦不該獲得

佛果之過。

辰一（除勝義中福德果無增無斷無得故成佛不合理

之過）分二：一、勝義中無滅無增；二、勝義中雖無但

世俗中成佛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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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一、勝義中無滅無增：

知佛略廣詳盡說，此一切法唯說已，

俱胝那由他多劫，縱說法界無增滅。

諸佛出有壞簡略宣說、廣泛結合其義而說明、連同能立證成

理而詳盡宣講的所有法，了解到這一切儘管在真實性中能詮所詮

皆不可得，也就是無可言說，但在名言中唯是講說的名稱而已。

在俱胝那由他多劫之中，縱然宣說無量法門，以遮破或建立的方

式來進行詮解，能詮的詞句倒是無有止境，然而法界自本體中，

過失無有滅盡，功德毫無增長，恆常處於不可言表、無盈無虧的

平等性中。所以，在真實義中，一切法無增無滅平等性，原本就

是涅槃，而絲毫也不存在再度證得菩提的情況。

巳二、勝義中雖無但世俗中成佛合理：

所謂諸佛波羅蜜，諸法唯名普宣稱，

菩薩迴向心無執，無失證佛勝菩提。

所謂的一切佛陀之道——波羅蜜多的所有法，自本體都不成

立，唯是以名稱表達，普遍宣稱，然而單單在世俗中，一切善根

迴向無上正等菩提，了知道果無有自性的菩薩，沒有執著彼彼之



慧光集【47】
——般若攝頌釋（下）150

心，方便、智慧圓融雙運，由無欺緣起之理的正道中不會退失，

將證得佛陀的殊勝菩提，這在名言中是存在的。原因是：由現證

諸法本來涅槃自性清淨的實相真如，獲得離客塵清淨作為差別的

菩提，從現相的側面而言真實不虛存在。

辰二（除世俗中亦不該獲得佛果之過）分二：一、

斷除所斷合理；二、獲得功德合理。

巳一（斷除所斷合理）分二：一、比喻；二、意

義。

午一、比喻：

如油酥火相遇時，非初焚油無不焚，

非觸火焰末焚油，無末火焰不焚油。

如果有人說：從世俗名言出發，能獲得菩提的心是剎那性，

它無法積聚，為此依靠這顆心怎麼獲得離障的菩提呢？因為，單

單依靠前面的心也不能斷除障礙，不依靠前心而僅僅憑藉後心也

不能斷除障礙，這兩者也不存在積聚一起的情況。

首先運用世間共稱的比喻來說，﹝油菜籽﹞糧食等的油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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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熔酥，和油燈、火焰這兩者相遇時，並不是僅以第一剎那

火焰就完全焚盡燈油的，當然沒有第一剎那也不能焚盡它，也不

是僅僅油汁和火焰接觸到最後才燒盡燈油的，當然沒有最後的火

焰也不能燒盡它，從火焰的第一剎那到最末剎那之間的剎那相續

完結時，就燒盡了所有清油的熔酥，燈油全部用盡，以這種存在

的現象作為比喻可以了知。

午二、意義：

非初心證勝菩提，無其不能證得彼，

非末心得寂菩提，無其不能獲得彼。

正如剛剛所說的比喻一樣，並不是僅僅以剛剛發心的初始心

證得遠離一切所斷的殊勝菩提的，當然沒有它也不能證得菩提；

也不是由臨獲得菩提相續末際那唯一的心獲得使一切垢染寂滅的

大菩提，當然沒有它也無法獲得菩提；然而，由超勝前前的後後

心相續證得斷除一切所斷的大菩提，這是緣起的規律，不可否

認。

巳二（獲得功德合理）分二：一、獲得功德合理；

二、圓滿功德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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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一（獲得功德合理）分二：一、無不合理之理；

二、從緣起而言決定合理。

未一、無不合理之理：

如由種生芽花果，彼滅樹木非不存，

初心亦是菩提因，彼滅菩提非不存。

有人辯駁說：如果能獲得菩提的初心到得果之間一直住留，

那就成了常有；倘若它不停住而滅亡，則每一剎那的心，都不生

菩提，結果數劫之中修行的菩提功德出生，這在名言中並不合

理。

答覆：一切有為法雖然都是剎那性的，但是作為因的所有

剎那先前流逝過去，它的果會無有耽擱而產生，這是緣起規律。

比如世間中，由種子生出芽、從苗芽中依次長出莖、花、果，在

果實之際，各自的因儘管已滅，可是種子滅盡，它的果——樹木

並非不復存在，雖然種子已經滅亡，但是苗芽等果會逐漸顯現出

來。同樣，在分析道之果的此時，也與此比喻相同，初發起的心

或者一開始的心也是菩提的因，彼心泯滅，它的相續之果——菩

提並非不復存在，由於因果無欺的原因，由道位時前後心的因中

無欺獲得菩提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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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二、從緣起而言決定合理：

有種生出穀稻等，彼果非有亦非無，

諸佛之此菩提生，離有實性虛幻生。

如此緣起（即依緣而生）的道理：擁有能產生自果的因緣

聚合的種子以後就將生出五穀雜糧及稻果等。那個種子的果，在

那一種子上本來並不存在，由於能生的原因，也並非不存在。原

因是，如果先前存在，就不需要因；假設能生而不存在，那麼就

沒有所謂“因”的含義了。這般分析它的自性，雖然是遠離有無

等萬法的自性，但以虛幻等的方式會出生無欺顯現的行相，這就

是緣起的法則。依此道理也可了知，一切佛陀的此菩提也是以緣

起而生的，如果分析它，則遠離成實的有實法自性，如虛幻般出

生。

午二、圓滿功德合理：

水滴滿瓶始末間，涓涓必漸盈彼器，

初心亦勝菩提因，漸圓白法終成佛。

如果有人問：由於一切有實法是剎那性的，不可積聚，縱然

在無數劫中修習，也不可能聚集一起而增長，為此又怎麼能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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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一切功德的菩提呢？

儘管一切有實法的確是剎那性的，但是依靠前前心，而使

後後功德更為超勝，所以最終就會圓滿功德。比如，就拿一滴滴

水積聚眾多會盛滿瓶器來說，第一滴到最後一滴之間逐漸涓涓細

流，積少成多，到最終就會盈滿那個瓶器。同樣，觀待五道十地

依次發心的數目圓滿能得以成佛，也與此比喻相同。勝解行階段

最初的發心也是殊勝菩提的因，雖然並不是依靠獨一的它圓滿功

德的，可是逐步向上，通過圓滿白法功德終將得以成佛，就像一

滴水不能盈滿瓶器，但眾多水滴能盈滿一樣。

一滴水不能盈滿而眾多可能盈滿，來作為具足發心的許多剎

那獲得佛果的比喻，儘管水是剎那性的，但所有水滴相續齊備就

能盛滿瓶器。同樣，剎那心的相續，後後超勝前前也可憑藉這種

方式來理解。

丑二（如何行持深義之理）分二：一、真實宣說；

二、宣說其功德。

寅一、真實宣說：

行空無相無願法，不證涅槃不持相，

猶如舟子善往來，不住兩岸不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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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諸法自本體是空性，因此是完全寂滅一切有緣見解的意

義；所緣之基或因的相不存在，是完全斷除一切分別念的意義；

為此對它無有耽著或者對果無有願求，是遠離一切三界之願的意

義。行持所證悟以上三解脫門的甚深法——有寂平等性的意義，

依靠它的威力，不證寂滅一邊的涅槃，不行持耽著三有之相，如

同聰明的舟子，善於往來大海的兩岸，可是他既不住於彼此兩

岸，也不住於海中。在講般若的此處，用三解脫、無生、真性、

真如等盡其所有的別名來說明，也都是同一個意義，空性即是無

相，也是無願等，所以我們要知道，各種異名雖然反體不同，但

就像蜂蜜同一味道一樣，所證的法界是一味一體的。

寅二、宣說其功德：

如是行持之菩薩，無佛記證菩提想，

此無菩提無畏懼，此行即行善逝智。

如是行持有寂平等性之義的菩薩們，心裡並沒有“我將蒙受

具十力者——佛陀授記，證得所得菩提”的執著想，因為他們完

全通達了這一實相意義無有任何所遣所立、所得所斷，所以對菩

提虛空的法相全無不能接受的畏懼而胸有成竹地如此行持，這就

是在行持善逝的甚深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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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二、世俗之有境廣大行為——修行剎土：

世間荒途饑饉疾，見而不懼披鎧甲，

後際恆勤盡了知，塵許不生厭倦意。

在這個十方世間界，不清淨的顯現、無水無城貧乏荒寂的

野外路途，似乎到處充滿了淒涼的景象、粗糙的處所和兇殘的猛

獸等器世界的瑕疵。有情世界，缺乏正法與財富的饑饉，身心痛

苦之病以及內在種種煩惱之疾。﹝行者菩薩﹞目睹此情此景，了

知這一切是虛幻的心無所畏懼，於是披上修行剎土的大鎧甲而實

地行，並由衷感歎：悲哉！這些眾生福報淺薄，才這般被各種各

樣的煩惱和痛苦所折磨。因此，我為了利益這所有眾生，要修行

剎土，有朝一日，我成佛的佛土，全無這樣的弊端，富饒完美。

為此目的，乃至究竟後際（即盡未來際）之間恆常精進修行波羅

蜜多資糧，由於完全了知這也無有自性，而對此絲毫不生厭倦之

意。

子三（善巧方便雙運之行為）分三：一、略說；

二、廣說；三、攝義。

丑一、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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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行持如來智，知蘊本空且無生，

未入定悲入有情，期間佛法不退失。

所有菩薩隨時隨地行持並安住於如來之母——智慧波羅蜜多

中。那是怎樣的呢？

他們憑藉有境智慧力，知曉蘊等所有這些法原本空性、無

生，以無二的方式入定於法性義中，然而在沒有如此入定的階

段，以大悲心趨入千差萬別不可限量的有情界，而入定安住在唯

一法界中，也並非捨棄眾生利益，因為他們已經獲得了智悲雙運

的甚深、殊妙瑜伽。在行持眾生種種利益期間，也不退失佛陀之

法——不住之住般若波羅蜜多，因為獲得了智悲無二的善巧方便

智慧。這裡所謂的“未入定”，也可以解釋成：在以悲心趨入沒

有入定（即平等安住）於甚深法性義的迷惑眾生界；或者菩薩自

身沒有入定之時，以悲心趨入眾生界；或者安住於智悲雙運之間

或者中道之類的時候，從十力等佛陀之法中不退失。由於具足如

此善巧方便，而不現前唯一的寂滅。不管怎樣，都是說明智悲雙

運善巧方便的本體。

丑二（廣說——以八喻說明）分八：一、以幻喻說

明不捨眾生；二、以器世界喻說明圓滿願力；三、以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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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喻說明無依也不墮落；四、以射箭喻說明未圓滿而

住；五、以神變喻說明住留也不厭他利；六、以撐傘喻

說明不墮邊；七、以商主喻說明成辦自他利樂；八、以

商人喻說明精通道。

寅一、以幻喻說明不捨眾生：

如有善巧諸德人，具力知技勤難事，

投拋工巧臻究竟，知成幻術欲利生。

偕同父母及妻子，行至眾怨荒野路，

彼化勇敢眾多士，安穩行程還家園。

爾時善巧之菩薩，於眾生界生大悲，

盡越四魔及二地，住勝等持不證覺。

如果有人問：智慧大悲圓融雙運的善巧方便者到底是怎樣的

呢？

下面依次以比喻說明：

比如，具有善巧降伏怨敵方便一切功德的人，自己身強力

壯，心有魄力，精進做出他人無能為力的難事，是什麼事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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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身體跳躍等技能之事或者方法，射箭等投拋以及工巧明眾多學

問達到究竟。不僅如此，而且還知道成辦展示種種幻術的方式，

他是極其渴望利益道中的眾生或者精進於其他眾生之利的大悲

尊。這樣的人，自己偕同父母及妻子去往有眾多怨敵的荒郊野外

路途，如果成群的仇敵來到那裡，此人本身無有怯懦而幻化出英

勇、具有力敵對方氣魄的眾多人士，全然不受怨敵等所害，而安

穩到達想去的目的地，並順利返回自己的家園。菩薩在此修道階

段，也與比喻相同行持眾生的利益，當時，善巧方便的菩薩，對

於一切眾生界普遍萌生大悲心，完全越過成為大乘道違緣的天子

魔等四魔及聲聞緣覺二地以後，安住於具三解脫的殊勝等持中，

不以現前唯一真實際寂滅法界的方式而證得菩提。

如果有人認為：按一般來說，真實際單單是指遠離一切戲

論，以一味的方式融合其中的入定無分別智已達成熟的清淨地大

菩薩之類的聖者們，可能趨入唯一寂滅法界的涅槃嗎？

那是不可能的。原因是，他們以善巧方便攝持，在圓滿佛陀

的一切法之前不會現前真實際；其餘經中宣說了經佛陀勸請等把

他們從寂滅中喚醒的情形等，遮止寂滅的道理，真實際法界的本

體中並非存在一個墮入寂滅邊的基，如果存在，那麼就成了不是

以體性不住於有寂的基般若。所以，證悟它趨近果般若的基智，

也就不合理了等等。這樣一來，就失去了大乘的要點，而般若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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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蜜多就成了三乘共同的道，而不該是大乘不共的道了。那到底

是怎樣的呢？法界真實際，是自本體二諦無別平等性究竟實相的

意義，不住於有寂，如果原原本本現前它，那就是佛陀。為此，

在學道中不可能現前它，因為現前的因尚未齊全之故。

如果有人認為：那麼，對此就無需顧慮，既然中間不可能現

前它，為什麼還宣說善巧方便等呢？

在學道位，方便智慧的部分有多有少，而從真實際無緣的反

體來講，如果萬一唯獨耽著它，那就成了一邊的寂滅，從宣說善

巧遣除邊執之方便的角度，為了認識到真實法界究竟的現空無別

是那些住地菩薩也要再度趨入的深法。八地菩薩，安住於自己內

在的善巧方便力，加之外緣——諸佛也勸勉“善男子，你尚未得

到我的十力等法，因此當精進。當悲憫無量有情界”，這也是一

種法爾。八地菩薩儘管獲得了無勤安住於現空無別境界的瑜伽，

然而智慧方面安住於寂滅法界的等持佔大部分，仍然沒有獲得法

界現空無別、普皆清淨的本性、方便智慧無不平等而圓融一體等

同諸佛的究竟入定行境，所以還需要趨入逐步向上的道，而絕對

不是指萬一偶爾也可能有中間涅槃的清淨地者的意思，因為從一

地開始就現見了二諦無別的法性，為此決定是佛陀的種姓，然而

在不清淨七地尚未獲得與清淨地相同的無分別智慧，因此安住方

便分佔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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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問：經中不是說“萬一諸佛未勸請，他無疑將趨入

涅槃”嗎？

儘管如此，但那是為了讓我們認識到：八地菩薩的等持極

其寂滅、超群倫絕，才以假設句來說明的。事實上，諸佛不勸請

他的情況，在何時何地都不可能有。八地菩薩依靠內在善巧方便

的智慧自在，加上外緣如是勸請以後，修行真實門，也是一種必

然規律。而且，從轉生為大乘種姓、不退轉獲得一地開始便是這

樣，更何況說八地菩薩了？所以，在沒有獲證究竟果位不住之大

涅槃佛果前，中間涅槃也絕不是寂滅一邊的涅槃。善巧不入滅於

此的方便，也就是二諦無別的有境空性大悲無二的般若而並非其

他。可是，我們要理解，趨入這種善巧方便的不共方法是說在清

淨地修行的時刻，這是相當關鍵的重大要點。

以上對於至關重要的疑點稍加分析而闡釋了。

寅二、以器世界喻說明圓滿願力：

風依虛空水依彼，大地依彼生依地，

有情造業因即此，虛空何住思此義。

如是菩薩住空性，知有情願作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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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眾多種種事，不證涅槃不住空。

世界形成、安住時，最初風輪依靠虛空而形成，水依賴於

風，這個大地依賴於水，而住於地面的四洲等眾生依附於大地，

一切有情積累、造作共業的因或基礎，就是如此。所有大種這般

互相依存，但最終虛空依於其他何法而住呢？思索這一意義時，

必將認識到虛空任何法也不依賴的道理。同理，菩薩安住於虛空

般的空性中，以了知有情之名言和勝義自性的無緣大悲，而為了

一切眾生發下無量宏願作為依處，依靠願力所生，在一切有情界

中展現多種多樣的利樂之事，不證一邊的涅槃果位，也不住於單

空之道。

寅三、以飛禽喻說明無依也不墮落：

何時菩薩明而知，行此空寂妙等持，

其間全然不修相，住無相寂最寂行。

如飛虛空鳥無處，非住於彼不墮地，

菩薩行持解脫門，不證涅槃不持相。

在修學大乘道的過程中，如此菩薩自己精通勝義並能驅散他

眾的愚癡黑暗而帶來光明，在空性的有境——這一寂滅的微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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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中行持，於學道期間，絲毫也不修行所緣相，安住於無相之義

中，寂滅輪迴分別念、完全寂滅涅槃的分別念而行持。然而，就

像飛翔在虛空中的鳥並沒有所依的其餘處，既不是安住於虛空任

何地方，也不是墮落地上。同樣，菩薩行持三解脫門，以方便不

證得涅槃之邊，依智慧不行持三有之相，因此不住於任何法，也

不墮於任何邊。

寅四、以射箭喻說明未圓滿而住：

如學箭法空射箭，餘箭隨後不間斷，

前箭不得落地機，彼人想時箭墜地。

如是行持勝般若，智方便力神變行，

彼等善根未圓滿，期間不得妙空性。

比如，認真學習箭法的人，向空中射出帶有木板的箭，緊

接著所射的其餘箭，隨著前前箭的後面，連續不斷，一個接一

個（指後箭不斷射前箭的箭舌）9，使前面的箭得不到落地的機

會，而向上飛躍，當那些人想停止這種功力而沒有射的時候，

那些箭就會墜落於地。與此比喻相同，行持殊勝般若者，在道位

時，依靠無緣的智慧以及大悲迴向等方便、信心等之力、身體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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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欲顯示神變等而行持的那些圓滿、成熟、修行該達到究竟的

一切善根在沒有圓滿期間，就不會獲得微妙空性無漏的法界，也

就是實現願力之事沒有完成前要積累資糧的意思。

寅五、以神變喻說明住留也不厭他利：

如比丘具神變力，住空頓時顯神奇，

行住坐臥四威儀，彼無厭煩無疲倦。

聰睿菩薩住空性，智神變竟無有住，

為眾生現無邊事，俱胝劫間無疲厭。

例如，一位具備高超神變力的比丘，安住於虛空中頓時大顯

神奇，變幻行住坐臥四種威儀種種舉止，可是他沒有以各種行為

心生厭煩，他的身體也無有疲倦。與此比喻相同，聰睿的菩薩，

安住於虛空般的空性之義中，善巧方便的智慧和神變達到究竟，

儘管以對任何法也無有緣執的方式安住，然而為所有眾生，能展

現相應各自的無邊種種利樂事，縱然在俱胝無量劫之間，也不厭

其煩，身體沒有任何疲勞。

寅六、以撐傘喻說明不墮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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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人處於大懸崖，雙手撐傘空中躍，

身體下落不墜入，大深淵底直行進。

具有智悲之菩薩，手握方便智慧傘，

悟法空性無相願，不證涅槃法亦見。

比如，有人處於大懸崖邊，雙手撐兩個傘，向空中跳躍，身

體下落時，手拿的傘借助風抬起的力量，使他不會立即墜入大深

淵底，在那期間，一直緩緩行進。同樣，具足通曉真如之智、心

懷大悲的菩薩，撐著方便智慧兩把傘而住，如此持著智慧的傘而

證悟諸法空性、無相、無願；持著方便的傘，不證得寂滅一邊的

涅槃，一切盡所有法也得以現見。

寅七、以商主喻說明成辦自他利樂：

如欲珍寶赴寶洲，已得珍寶返家中，

商主非獨以安生，令親友眾不悅意。

菩薩詣至空寶洲，獲得禪定根及力，

不喜獨自證涅槃，而令眾生心憂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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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例如，高貴種姓的人，為了使親友等人幸福安

樂而想求得珍寶，於是赴往寶洲，已經獲得眾多珍寶以後返回自

己的家中，商主並不是以本身獨自所得來安然維生而一絲一毫也

不給其他親友眾人，使他們心不悅意。與此比喻相同，菩薩到達

空性之等持的寶洲，獲得了禪定之樂、五根及五力等無量功德法

時，並不歡喜獨自一人證得涅槃不饒益其餘所有眾生而令他們內

心憂苦，因為正是為了眾生的利益才修行那些法的緣故。

寅八、以商人喻說明精通道：

如求利商熟知故，中經都市城邑村，

不住彼處及寶洲，知不住家通路途。

明瞭菩薩則通曉，聲聞獨覺智解脫，

不住於彼及佛智，不住無為解道理。

比如，謀求珍寶利的商人們由於熟知道路的緣故，從自己

家到寶洲之間雖然經過所有都市（即大城市，舊譯王都）、城邑

（中等城市）和村落（小城鎮或鄉村，舊譯聚落），可是他知道

自己留在那沒有意義，也就不住在中間的城市等處；他也明白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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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留在寶洲也對自己的家起不到利益作用，也不住在寶洲；在

行途當中，熟悉、了解道路，他們也不住在自己的家裡，而善巧

行程並精勤行路。同樣，我們要知道：追求利樂有情的菩薩正當

修學方便智慧之道時，對此道理明明了了，這樣一來，精通中間

之城等般的聲聞、緣覺的道——智慧及果——解脫的所有道理之

後，自己不安住於下劣之道、果中，也不以耽著的方式安住於如

寶洲般的佛智中，又不以享受（即著味）的方式安住於如自家般

的無為涅槃法界中。充分理解暫時行道般的聲聞、緣覺、菩薩三

道之理後，而利益各自種姓的無量有情。

丑三（攝義）分二：一、意義；二、比喻。

寅一、意義：

何時慈心結緣眾，行空無相願等持，

彼者既不獲涅槃，亦不可立有為處。

什麼時候，以大慈心攝持而結緣眾生之後行持空性、無相、

無願的微妙等持自性的菩薩，他既不可能獲得唯一無為法界涅

槃，也不可能安立是流轉有為法輪迴之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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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二、比喻：

如化人身非不現，彼以名稱亦能立，

行解脫門之菩薩，彼以名稱亦能立。

我們要知道：儘管不能這樣來安立輪迴、涅槃任意一種，但

菩薩並非隨時隨地誰也不知、誰也不見，比如幻化人的身體並非

在誰的面前都不顯現，他以名稱也能夠安立，世間中也有表達他

的方式。雖然依靠名稱假立，但幻化終究不成為人或非人的其他

補特伽羅。同樣，行持三解脫門的菩薩，雖然不住三有和寂滅，

但在世間中能夠顯現並且以名稱也能安立。

癸三（宣說退轉與不退轉之差別）分二：一、略

說；二、廣說。

子一、略說：

若問行為以及根，菩薩不說空無相，

不講不退轉地法，知彼尚未得授記。

某位行者請問某某菩薩：佛子所安住的行為到底是怎樣的？

行者對甚深之理如實信解、如實思維的信根及慧根等根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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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位菩薩並不宣說所證空性無相的深法，對於根性成熟的那

位﹝詢問的﹞行者不能夠傳講能使之誠信的不退轉地之法的驗相

和行相等，由此可知他還沒有獲得不退轉的授記。比如說，有人

問：“如若菩薩欲證無上正等菩提，當如何熟練空性、如何是不

現行？”以此為例，詢問不退轉的行為、根、相是怎樣的？對

此，由於自己沒有領會體悟而無法講述這一點。如經中說：“行

菩提者多，能答覆者少。”0自己已經現前了不退轉之道法者，

對於別人如何提問，都能以極其肯定的方式予以回答，由此就能

確定這是領會體悟如此深法的不退轉者；否則，無法確定是不退

轉者。

第四品終

―――――――――― ――――――――――

【注釋】
6

 三遠離：也叫三寂靜，顯密共同的三遠離，即身遠離繁雜、心遠離邪惡

妄想和三門遠離凡庸執著。

7  世俗之有境廣大行為：下文中的科判是加了一個同謂語修行剎土，原文

即是如此，下文中有類似情況也同樣理解。

8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三百二十九中云：“復次善現。諸菩薩摩訶

薩應於如是諸甚深處。依深般若波羅蜜多相應理趣。審察思維稱量觀察

應作是念。我今應如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說而住。我今應如甚深般若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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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蜜多所說而學。善現。若菩薩摩訶薩能於如是諸甚深處。依深般若波

羅蜜多相應理趣。審察思維稱量觀察應作是念。如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說

而住。如深般若波羅蜜多所說而學。是菩薩摩訶薩由能如是精勤修學。

依深般若波羅蜜多起一念心。尚能攝取無數無量無邊功德。超無量劫生

死流轉。疾證無上正等菩提。況能無間常修般若波羅蜜多。恆住無上正

等菩提相應作意。善現。如耽欲人與端正女更相愛染共為期契。彼女限

礙不獲赴期。此人欲心熾盛流注。善現。於意云何。其人欲念於何處

轉。世尊。是人欲念於女處轉。謂作是念。彼何當來共會於此歡娛戲

樂。善現。於意云何。其人晝夜幾欲念生。世尊。是人晝夜欲念甚多。

佛言。善現。若菩薩摩訶薩。依深般若波羅蜜多起一念心。如深般若波

羅蜜多所說而學。所超生死流轉劫數。與耽欲人經一晝夜所起欲念。其

數量等。善現。是菩薩摩訶薩隨依般若波羅蜜多所說理趣。思維修學隨

能解脫障礙無上正等菩提所有過失。”

9  《大般若經》中云：“欲顯己伎仰射虛空。為令空中箭不墮地。復以後

箭射前箭舌。如是輾轉經於多時。箭箭相承不令墮落。若欲令墮便止後

箭。爾時諸箭方頓墮落。”

0  《大般若經》中云：“多有菩薩摩訶薩。修行無上正等菩提。少有能如

實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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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品

子二（廣說）分二：一、不退轉之清淨地；二、被

魔欺惑之差別。

丑一、不退轉之清淨地：

羅漢地及緣覺智，三界夢中亦不希，

見佛亦為眾說法，知彼得不退轉記。

夢見有情三惡趣，剎那發願斷惡趣，

諦實加持熄烈火，知彼得不退轉記。

人間鬼魅疾病多，利悲諦實加持息，

而無執心不生慢，知彼得不退轉記。

對方便智慧圓融的大乘道生起定解之人，對於聲聞阿羅漢地

和緣覺的智慧——寂滅邊以及三界輪迴，不用說是真正，即便是

在夢中也不希求，在夢境等中見到諸佛由如海眷屬圍繞，並且目

睹佛也為眾生說法，由此可知，他是被授記由無上菩提中不退轉

於下劣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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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具有慈悲心的菩薩，在夢中見到有情三惡趣，那一剎

那，就能發願斬斷所有惡趣相續，目睹他消除所有痛苦。再者，

無論是在睡眠或醒覺時，看見火燒城區村落以後，這位菩薩以

“如果我是獲得不退轉授記者，那麼願依此真諦和諦實語而熄滅

此火”之類諦實力的加持而熄滅烈火的威力得以成功，由此可知

他是獲得不退轉授記者。

在人世間，有各種各樣的鬼魅和繁多的疾病，作為菩薩，懷

著想利益他眾和希望救離痛苦的慈悲心口說諦實語等，從而依靠

諦實的加持止息了這些。然而，他並沒有“我能做到這一點，因

此我具備威神力”的執著心，不生起認為自己超勝的我慢，由此

可知他是獲得不退轉授記者。

如此能夠體現對道有穩固定解、內在的暖相、在夢境等中見

到外緣佛陀、現前內在的功德力者，全然無有執著，那就是不退

轉相。

丑二（被魔欺惑之差別）分二：一、魔業；二、宣

說精進斷魔業之方法。

寅一（魔業）分三：一、以功德自詡之魔；二、由

名而來之魔；三、以寂靜自詡之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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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一、以功德自詡之魔：

自在種種諦加持，我得授記起慢心，

執餘菩薩予授記，當知住慢智淺薄。

如若某位行者，由於依靠自己或魔力等他緣成就或自在了種

種真諦的加持而認為“我具有如此功德的緣故成了得授記者”，

生起慢心，或者萌生“其餘菩薩會授記我、宣揚我名聲”的妄

執，就會處於以自我美名傳揚而功德驕傲自滿的心態中。由此可

知，他具有妄執的緣故，智慧淺薄、尚未成熟，很可能被魔所欺

騙，那是由加持的因所導致的著魔。

卯二、由名而來之魔：

名因生魔至近前，說此即汝及父母，

汝祖七代之間名，汝成佛號乃是此。

頭陀戒行如何得，汝昔功德亦如是，

聞此驕慢之菩薩，當知著魔智淺薄。

由名字的因中也會出現執著魔，那是什麼呢？魔王波旬身著

佛陀等任何一種裝束來到某位修行者的近前之後，如此說道：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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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和你的父母、你的祖宗七代之間的名稱。一一說出他們的名

字，並且迎合自己心裡以前的意願等，說某時你成佛的名號就是

某某。現今你這位行者，具有次第乞食、但一座食等頭陀功德，

具足清淨戒律，思維、修行等瑜伽，將來如何獲得。同樣，明確

地提到：你以往行頭陀功德等的情形也如同現在這樣。聽到魔所

說的這番話，依靠宣講自己功德等有名無實的因緣，而生起驕慢

心的菩薩，可以知道，已完全著魔蒙蔽而生起執著心的他們，是

智慧淺薄者。

卯三（以寂靜自詡之魔）分二：一、略說；二、廣

說。

辰一、略說：

依於極靜村落城，深山靜林阿蘭若，

自讚毀他之菩薩，當知著魔智淺薄。

當自己依於、安住在不與他人接觸極其幽靜的村落、大城

市、深山、遠離城區的阿蘭若以及無人的靜地、林間之類的任何

一處時，心裡這樣想：身居寂靜處，受到如來高度讚歎，我住在

靜處。以寂靜的因而產生驕傲自滿心，自我讚揚、詆毀不住在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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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之他人的這種菩薩，要知道，已經中魔誘惑或動搖相續的他

們，是智慧淺薄者。

辰二（廣說）分二：一、宣說內寂靜；二、講解不

知內寂靜之過患。

巳一、宣說內寂靜：

常居村落都城邑，成熟有情勤菩提，

不求羅漢獨覺地，此謂佛子之寂靜。

常時始終如一居住在裡帕等之類的村落，鹿野苑、瞻巴嘎等

一類的城邑，巴札勒布札等之類的都市，在那裡成熟一切有情，

精進於菩提道的菩薩，永遠不會生起希求阿羅漢和獨覺的果位，

這才稱為善逝之子菩薩的真正寂靜。僅僅做到身體遠離繁雜（即

身寂靜），不能達到心遠離垢染。內心安住於遠離自私自利和劣

道的心態，也就是安住於最殊勝的寂靜之中，比如《聖寶篋經》

q中記載：往昔聖者文殊菩薩立誓夏安居，沒有住在祇陀園僧團

之中，而在波斯匿王的王妃中，成熟眾生。

巳二（講解不知內寂靜之過患）分二：一、宣說無

內寂靜之過患；二、宣說輕視內寂靜之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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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一、宣說無內寂靜之過患：

五百由旬之深山，佈滿蛇處住多年，

不知寂靜之菩薩，得增上慢雜而居。

在大約五百由旬以內無有人來人往的幽靜深山——空無一

人、佈滿毒蛇、難以待住的地方，住了俱胝多年，然而不知內在

真實寂靜的菩薩，自己有了增上慢，混雜下劣作意而居住。其原

因是，寂靜就是不相混雜的意思。如果問：與什麼不能混雜呢？

菩薩的相續不能與過分貪執自我、作意劣道相混雜，不知曉這樣

的寂靜而單單是以身體寂靜而傲慢，懈怠利益眾生，那就成了內

心與違品的煩惱同流合污，所以並不是安住於寂靜之中。

午二（宣說輕視內寂靜之過患）分二：一、真實宣

說；二、宣說是故難以揣度他眾。

未一、真實宣說：

菩薩勤利眾生得，禪力解脫根等持。

輕思此非行寂靜，佛說彼住魔行境。

某位菩薩精勤利益眾生，獲得四禪、五力、五根、三解脫



177
攝功德寶經釋

——正入般若密意之善說‧第五品

門等持以後，周遊村落、城市，為了成熟一切有情而示現種種事

業。另有不了知他的甚深密行之人，輕蔑地認為這並非在行持寂

靜，佛說這種造作者是住於魔的行境——魔有機可乘的處境中。

如《佛說諸法無生經》等中記載，往昔說法比丘淨行與行慧的公

案一樣。

未二、宣說是故難以揣度他眾：

於住村落或靜處，離二乘心定大覺，

利生寂靜之菩薩，妄念揣度壞自己。

任何菩薩無論是住在村落或者寂靜處，內在遠離聲聞緣覺二

乘的心而對大菩提之道有定解，這種方式就是實際利益眾生的真

正寂靜，其他菩薩不知此理而對具備如此寂靜的菩薩以妄念揣度

他的境界，覺得這不是安住於寂靜⋯⋯。如此一來，他將毀壞自

己已得與未得的功德。因此，佛在諸經中說：“除非我與如我者

以外補特伽羅不能確定補特伽羅。”“菩薩當觀察自相續而莫尋

他之過失。”

寅二（宣說精進斷魔業之方法）分二：一、略說；

二、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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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一、略說：

故勇意尋妙菩提，善巧必定摧我慢，

如患為癒依良醫，無懈怠依善知識。

對於尋覓正道者來說屢屢出現魔業，所以為了避免這一點，

應當依止外攝持和內攝持。它是指什麼呢？依止者，是具有勇猛

尋求微妙菩提之意樂並且善巧修行其方便的行者。如何依止呢？

決定摧毀自相續的我慢，以最大的恭敬心依止其餘善知識，如同

患者為了治癒自己的病而依靠其餘高明良醫一樣。在聽聞期間，

也具備自己是病人、說法師是醫生、正法是良藥、精進修行是治

病這四想，毫不懈怠地依止。依止誰呢？依止善知識。其中的

“善”在這裡是指大乘法。善妙宣說大乘法者就是善知識，因為

善知識通過給我們開示正道、讓我們認清道障魔業、宣講超離其

方便的途徑攝受而令我們不退失正道。因此，我們務必要依止善

知識。

卯二（廣說）分二：一、宣說外內兩種攝持；二、

分說內攝持。

辰一、宣說外內兩種攝持：



179
攝功德寶經釋

——正入般若密意之善說‧第五品

菩薩入佛大菩提，具波羅蜜依善師，

隨彼等說修行地，二因速證佛菩提。

趨入諸佛出有壞大菩提的菩薩，具足波羅蜜多之道，依止善

知識，也就是說，隨從佛菩薩，而為他眾宣說此大乘道，為此稱

為外攝持。他們所宣講的這一波羅蜜多道，是所實修或修行之地

或者處，所以稱為內攝持。依靠外攝持內攝持而不墮入勝乘道以

外的他道，為此憑藉兩種攝持的這兩種因將迅速證悟佛陀菩提，

因為完整無缺的因已圓滿的緣故。

辰二（分說內攝持）分二：一、般若是善知識之

理；二、如何依止善知識之理。

巳一、般若是善知識之理：

過去未來十方佛，道皆般若非餘者，

此度是入大菩提，光燈日輪勝導師。

如果有人想：眾所周知，諸佛菩薩是善知識，但是般若波羅

蜜多成為善知識的道理，究竟是怎樣的呢？

過去已經出世的圓滿佛陀、現在沒有出世的未來佛以及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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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佛安住於十方，也就是說三時的一切如來之道均是此般若波

羅蜜多，而並非除此之外的餘者。原因是：沒有依靠般若波羅蜜

多而成佛的其他道，在何時何地都不可能有，因為依靠不具備證

悟有寂等性的智慧而憑藉他道決定不能成佛。一切如來均說：

“這一智慧度是所有步入大菩提者的光明、明燈、太陽和殊勝導

師。”因為﹝般若﹞按以上比喻次第宣說了人無我、法無我、世

間出世間的一切法和究竟遍知菩提的道。

巳二（如何依止善知識之理）分二：一、所依般若

之本體；二、教誡必須依般若。

午一（所依般若之本體）分二：一、真實宣說；

二、斷除成為染、淨不合理之爭議。

未一、真實宣說：

猶如般若法相空，知諸法相與彼同，

盡曉萬法空無相，此行即行善逝智。

《聖般若八千頌》中對於請問般若法相的回答說“般若是

空性之法相”，沒有指出名言的法相，宣說了勝義的法相。有變

礙是色的法相等這種名言的實相，在勝義中並不成立，僅是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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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假立的，經不起觀察。諸法的本來實相就是空性，是無過的本

相，所以才如此宣說。這裡也是同樣，不但般若的法相是空性、

真如的法相是空性，而且了知色等一切法的法相都與般若相同是

空性。如果完全通曉盡其所有的一切假立法，本體空性，無所緣

相，如此行持就是行持善逝的智慧波羅蜜多。

未二（斷除成為染、淨不合理之爭議）分三：一、

真實意義；二、其比喻；三、如是宣說之結尾。

申一、真實意義：

眾生妄執欲求食，貪輪迴意恆流轉，

我我所法非真空，凡愚虛空打疙瘩。

如果有人問：假設一切萬法是寂滅、空性，那麼一切有情如

何能成為染污者與清淨者呢？

與經中對此回答的意義相符來宣說染污、清淨合情合理：

一切眾生由於非理作意的妄執所牽，對於能增長妄念的欲妙食生

起欲求之心，由這種欲望驅使懷著貪戀輪迴之心的眾生，如同豬

出沒於不淨淤泥中一般恆常流轉在世間中，因此在現相中就會存

在染污法。雖然在現相中由迷惑導致而存在，但實相中從來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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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存在，以分別妄念而執取的我與我所的二法，並不成立真實

性，而是空性，因為原本無生的緣故。儘管對境本不存在，但不

知此理的凡愚本性就是執無為有，就如同想將虛空打疙瘩一樣，

雖然在諸法的空性法相中不存在染污，但對於不明其法相的迷亂

者前是存在染污法的。

申二、其比喻：

如顧慮想引發毒，毒未入內而昏迷，

凡愚執我許我所，我想非真念生死。

如果有人認為：有實法的外境不存在，那麼執取它的分別心

如何產生？

比如，當自己以顧慮之想而引發毒性，認為毒已入體內而明

顯生起中毒的分別念，儘管外境中實際毒並沒有入於他的腹內，

然而以那種妄念所致，覺得毒似乎已發病，也會恐慌而昏迷；如

同在膽小的人面前，用厲鬼的形象嚇唬或者僅僅說：“敵人要殺

死你⋯⋯”他就會瑟瑟發抖一樣。雖然沒有服毒，但是以自己的

妄念而執著，以致於出現昏迷不醒等情況。同樣，所有愚昧無知

的凡夫異生，明明不存在而執著我存在，把屬於自相續的法許為

我所，一直串習，從中對所謂我的對境產生非真實的我想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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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所牽，出現在三有中連續感受生死的迷亂相。

申三、如是宣說之結尾：

如是執著說染污，無我我所說清淨，

此無成為染與淨，菩薩證悟智慧度。

如是儘管在實相中不存在，但執著我與我所存在，如此以自

己的妄念而言染污法；如果按照萬法的實相，不緣我與我所，那

麼就說為清淨。即使這般在世俗中成為染污、清淨法，但在真正

的這一實相中，全然不存在補特伽羅成為染污與染污法得以清淨

的情況，﹝了達了這一點的﹞菩薩就是證悟了本來平等性的智慧

度。

午二（教誡必須依般若）分三：一、以必要教誡精

進般若法；二、以比喻說明如何精進；三、宣說如是精

進行持之功德。

未一（以必要教誡精進般若法）分三：一、稍微行

持即成大福德；二、成為一切眾生之應供處；三、成為

為所化眾生示道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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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一、稍微行持即成大福德：

贍洲盡其有眾生，無餘發勝菩提心，

俱胝千年作布施，利生迴向菩提因。

何人精進於般若，甚至一日隨同行，

布施福蘊不及彼，故當不懈恆入智。

作一個假設的比喻，贍部洲盡其所有的眾生無餘獲得人身，

他們都發起無上殊勝菩提心，而在數俱胝千年中廣作上供佛陀、

下施眾生的布施，並將那所有善根為利益眾生普皆迴向成為大菩

提之因，儘管也有無量的功德利益；然而，另有某人，精進於殊

勝的般若波羅蜜多，暫且不說長時間，甚至僅僅在一日隨同般若

奉行，自己思維並為他眾講說等，那麼上文中所說的布施的福蘊

遠遠比不上它的福德。為此，我們應當堅持不懈、持之以恆趨入

這一智慧度。

申二、成為一切眾生之應供處：

行勝般若瑜伽者，起大悲無眾生想，

時智者成眾應供，恆行乞食具實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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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持殊勝般若波羅蜜多的瑜伽行者，雖然對於所有眾生界生

起大悲，卻無有眾生之想，具備如此無緣悲心的當時，那些智者

就成了一切眾生殊妙的應供處，恆時於諸國境化緣等具有實義而

行，因為對他供養具有廣大的意義。

申三、成為為所化眾生示道之師：

菩薩為度長結緣，人天三途之眾生，

大道彼岸欲示眾，晝夜精進行般若。

某某菩薩在此輪迴中，為了救度以前長久結緣成父母子孫

的天、人、三惡趣，即五道的一切眾生脫離束縛和痛苦，想把能

從中獲得三菩提、能為無量眾生提供機會、依靠它能達到輪迴彼

岸——涅槃的寬廣大道，指示給一切有情。因此日日夜夜精進行

持般若波羅蜜多，如若精進於此，將成為能講說佛陀之無量法的

大師。

未二、以比喻說明如何精進：

人昔未得之至寶，別時已獲心歡喜，

得即不慎已遺失，失而求寶恆憂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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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趨入大菩提，如寶般若行莫棄，

如獲寶取勤纏裹，疾速而行消憂苦。

比如，一個人，前所未得也就是從來不曾得到過的至寶，

在另一個時候已經獲得，心裡無比歡喜，剛剛得到就由於不謹慎

而遺失了那個珍寶，由於丟失了難得的珍寶，所以一心迫切渴求

這個珍寶，恆常憂愁苦惱。如此比喻一樣，趨入了大菩提道者，

對於如妙寶般難得難逢的這一般若波羅蜜多要修行，切切不要捨

棄。就像那人失去以後又再度得到那個珍寶時會滿懷喜悅取受，

十分勤懇精心地纏裹在衣服等裡面，為不失壞而隱藏起來，唯恐

丟失、被別人奪去，疾速而行返回自己的家裡，從而消除遠離珍

寶的憂傷和一切貧困的痛苦。

未三（宣說如是精進行持之功德）分五：一、勝他

修行之功德；二、成為人天指望處之功德；三、能擊敗

惡魔之功德；四、攝集一切波羅蜜多之功德；五、他者

隨喜彼善之功德。

申一、勝他修行之功德：

如離雲日光燦燦，驅散所有重重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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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蔽一切螢火蟲，含生群星明月光。

行勝般若之菩薩，善行空性及無相，

摧見濃暗勝眾生，羅漢獨覺多菩薩。

比如，離雲的太陽光燦燦，驅散重重黑暗及其餘所有黑暗而

升起，映蔽所有自身一部分具有微光的螢火蟲、憑自身的光芒及

拿燈盞等的力量能照亮附近的所有含生、稍稍發光的群星以及照

亮部分的明月光——這四種光芒。同樣，行持殊勝般若波羅蜜多

的菩薩宛若離開遮障雲霧的太陽，他善巧行持空性及無相，盡情

放射出正法的璀璨光芒，無餘摧破我見、法見的濃重黑暗而勝過

螢火蟲般的一切眾生、其餘含生般的阿羅漢、星辰般的緣覺及明

月般無有此般若之善巧方便的其餘眾多菩薩，從智慧的角度超勝

其餘所有不具備此的修行。

申二、成為人天指望處之功德：

王子施財欲實義，成眾尊主樂親近，

此今尚令群生悅，得勢在位何須說？

如是巧行智菩薩，施甘露令人天喜，

此今尚勤利群生，住法王位何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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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國王的一位太子為了救濟百姓而布施財物，精通君

規論典而渴求維護國境的實義，也就是說他知曉有利之事、行持

有利之事，而並非無有實義，由此他成為國王所有太子中的尊

主，所有百姓都尊敬、愛戴他，眾百姓會懷著希望樂於到他面前

親近。這位王子現今沒有得成為君王之時，尚且能夠使芸芸有情

心懷喜悅，那得到王位灌頂、頭戴皇冠等執掌國政的權勢，換句

話說成為擁有國政的君主以後能饒益、利樂所有民眾就更不需說

了？與此比喻相同，善巧行持般若波羅蜜多的具義智者菩薩，施

予一切有情正法甘露，使眾人天皆大歡喜，天等眾生來到他的面

前，將其作為指望處而恭敬，這種菩薩在學道的現階段，尚且能

精勤利益群生，那麼成為法王，住於佛智以後饒益有情就更不言

而喻了。

申三（能擊敗惡魔之功德）分二：一、能令諸魔畏

懼；二、魔不能害彼之理。

酉一、能令諸魔畏懼：

爾時惡魔懷刺痛，憂淒苦惱氣焰消，

何能退此菩薩意？威逼諸方燒隕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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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具足要點如此行持般若的當時，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惡

魔，心裡這樣暗想：這個菩薩必定超越我的境界，他成佛以後將

使我的境地化為空無。由此原因而心懷刺痛（如箭入心），想到

依靠自己的力量也難以鎮服他，而憂傷淒慘，因此身體痛苦、內

心憂惱。由菩薩的功德威懾，使自身的威力傲氣蕩然無存，氣焰

消弱。如此一來，那些邪魔實在忍無可忍，一直琢磨如何才能使

這位菩薩的心從遍知之道中退失、退轉？思量：能尋得攪擾遍知

的一念之心的機會嗎？為了對那類菩薩進行威逼，從四面八方用

火焚燒、拋落紛亂隕石，顯示諸如此類魔的種種幻化。

酉二（魔不能害彼之理）分二：一、宣說無機可乘

之理；二、附帶說明違品有機可乘之因。

戍一、宣說無機可乘之理：

智者具有勇猛心，晝夜觀勝般若義，

如鳥飛空身心淨，魔眾豈能有機乘？

當魔顯示神變之時，那些智者菩薩，具備不退轉大乘道的勇

猛意樂，行為上日夜常觀殊勝般若波羅蜜多的意義，如此而行的

當時，菩薩的身心清淨，猶如飛翔空中的鳥一般，無有有寂險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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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懼而行，這來自於安住於不住之般若的威力。所以，對於他來

說，兇惡魔眾又怎麼能有機可乘呢？就如同飛在空中的鳥不會受

到狗等所害一樣。

戍二（附帶說明違品有機可乘之因）分二：一、宣

說主要是爭論；二、宣說脫離彼惡業之方法。

亥一（宣說主要是爭論）分二：一、總說爭論；

二、別說未得授記故於得授記菩薩爭論之過患。

（一）總說爭論：

何時菩薩起鬥爭，相互不和具嗔心，

時魔最悅心舒暢，思彼二者遠佛智。

彼二將遠如羅剎，二者失毀自誓言，

嗔恨離忍豈證覺？彼時諸魔皆歡喜。

如上所述，雖然對於具足善巧方便和智慧盔甲的菩薩來說

魔無機可乘，但是對於不具備此德相智慧淺薄者而言，魔有機可

乘。《般若八千頌》中講了魔乘機的七種過失，《般若二萬頌》

中在宣講十二種過失之末尾這樣說道：什麼時候，菩薩相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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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發生身體打鬥、語言爭論，彼此之間不和睦，懷有嗔心，那

時魔王波旬歡喜若狂，爭論越增長，他心情越舒暢。其原因是：

想到這兩位菩薩違背方便智慧之道，由爭論的罪業所致將遠離如

來智慧，我就有機可乘。如此一來，這兩者將距佛智遙遠，相續

不調，猶如羅剎、餓鬼等食肉眾生一樣，以嗔還嗔的雙方依此爭

論也將失毀自己所立下的“以利他悲心想證得正等菩提並實修其

道般若”的誓言。因為懷著嗔恨爭論，與慈悲菩提心和現見無我

智慧等完全相違的緣故。心懷憎恨、遠離其對治法安忍，豈能獲

證菩提？就如同種子焚毀的苗芽一般。如此爭論的當時，所有惡

魔及眷屬將皆大歡喜，因為他們已經如願以償。所以，對菩薩來

講，在一劫之間生起貪欲的罪過，比不上一剎那生起嗔恨的罪業

嚴重，因為它與慈悲心完全相違的緣故。有關這方面的道理，在

諸經典中有廣說。尤其是對於菩薩對境心生嗔恨，罪業更大。正

如《大寶積法‧彌勒獅號聲品》中說：“當逃離有嗔恨之爭論處

百由旬，切莫生嗔心，對於其他菩薩生起嗔恨之心，比責罵、毆

打、刀砍三千大千世界的一切有情罪過更重。他將嗔恨、失毀了

菩薩，就像鐵能斷鐵而土塊等不能斷鐵一樣，菩薩的善根也能以

嗔恨另一位菩薩滅盡，而其他法不能滅盡。因此，彼此要懷著尊

重、恭敬，對於初發心的菩薩也當生起本師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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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別說未得授記故於得授記菩薩爭論之過

患：

未得授記之菩薩，嗔得授記起爭論，

盡嗔具過心剎那，需彼數劫重披甲。

尤其是，沒有獲得不退轉授記的某位菩薩，嗔恨已得授記

的菩薩，發起身體的爭鬥和語言的爭論，乃至沒有依靠後悔的方

式捨棄嗔心而作懺悔，沒有放棄爭論期間，使相續不堪能、不會

增長善法之種子，諸如嗔恨之類具有過患的心生起了多少剎那，

就需要在同等數的劫中重新披上入道的盔甲。萌生有過失的爭論

心，盡其數目的劫中轉生地獄，以嗔恨能滅盡其數劫中所積累的

善根，罪業同樣增長的緣故，盡其劫數中，在沒有重新披上鎧甲

修學布施等一切道之前，一切道不能恢復。為此，證得無上菩提

的時間將延遲這麼久。

亥二（宣說脫離彼惡業之方法）分二：一、世俗中

具足四力而懺悔；二、觀勝義無緣而懺悔。

（一）世俗中具足四力而懺悔：

佛依忍度證菩提，思嗔非妙起正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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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露懺悔亦戒後，不喜彼學此佛法。

諸佛是依靠安忍度而證得菩提的，認為與之相反我的這個

嗔心實在不好，它能焚毀多劫的善根，與菩提道極度相違，生起

知過為過的正念，對所造的罪業追悔莫及，這是厭患力；對罪業

一一發露懺悔的外所依力十方諸佛菩薩了了明知，即是所依對治

力；諷誦甚深經藏，念陀羅尼咒，入定於甚深義等任意法行次

第，這是現行對治力；返回力，也就是戒後，即從今以後再不造

這樣的罪業。心想：這種惡行不是作為菩薩我所應作的，心生厭

惡而不再喜愛邪念爭論等品行，那就是修學佛陀的此法，而不是

修學魔法。

（二）（觀勝義無緣而懺悔）分二：一、真實

宣說；二、如是了知之功德。

一、真實宣說：

何者學時不許學，不緣學者所學法，

是學非學不分別，彼學即學此佛法。

任何行者在學道之時，不以耽著的方式承許所謂修學的任何

所為，也不緣修學者我與其所修學的法——所有波羅蜜多，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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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學對治法與不修學其違品也不加分別而了知一切法無所得的自

性，這般來修學，即是正確無倒修學這一遍智之因、佛陀之法的

般若波羅蜜多。

二、如是了知之功德：

菩薩了知如此學，永不失學不破戒，

為得佛法修學此，善學勝學無緣執。

智者學修發光慧，不善一念亦不生，

如日行空光輝映，前方虛空暗不存。

某位菩薩了知如此不學之修學，永遠不退失慧學與定學，

不會破戒，因為斷除了罪過之因——有緣之見的緣故，如同沒有

毒種就不會生長毒葉毒果一樣。這樣的菩薩，為了證得或成就佛

陀的﹝十﹞力等法，才修學如此甚深智慧之道；另外，也見到有

解釋為：安住於令佛歡喜之法的意義。這類菩薩，善巧增上殊勝

定學、戒學和慧學，其原因是，安住於無緣執之道。言外之意是

說，如果帶著執著（有緣），就會由於被我見等所蒙蔽愚昧的緣

故也就不成為殊勝之學了。精通二諦的智者菩薩，應當如此修學

放射正法光芒的智慧。倘若這般修學，則與遍知之道相違的染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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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不善之心一念也不會生起，因為自相續中遍佈甚深智慧的

光明，惡分別念的黑暗無有容身之地，就如同太陽行於空中的光

輝映照的前方虛空，黑暗絕不會有存留之處。

申四（攝集一切波羅蜜多之功德）分二：一、成為

修學一切波羅蜜多之理；二、成為修學一切乘之理。

酉一（成為修學一切波羅蜜多之理）分二：一、成

為根本之比喻；二、成為核心之比喻。

戍一、成為根本之比喻：

修學般若波羅蜜，諸波羅蜜皆歸此，

壞聚見攝六十二，如是攝集此等度。

修學智慧波羅蜜多，布施等一切波羅蜜多各自的學處都歸

集於此智慧波羅蜜多當中，無不歸屬於此範疇。為什麼呢？因

為：﹝通達了﹞道般若，就是真實精通了二諦之理，依靠這種智

慧能剷除波羅蜜多的違品——慳吝等，憑藉善巧方便而不捨大菩

提果，對此，也是以三輪無分別而使一切道成為現空無別之一波

羅蜜多的本體，這一切在現空無別之本智——一切種智中一味一

體。為此，如果具備了這個智慧波羅蜜多，那麼所有波羅蜜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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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處將圓整無缺而具足，依靠這一根本而出生一切度。例如，四

種常派等依靠前際的十八種見以及說有無派、斷派等依於後際的

四十四種見解，也就是《梵網經》中所說的六十二種見，這所有

見都是認定差別基“我”存在，進而分析它的種種差別法。所

以，我執或者壞聚見包括那六十二種見解，因為它們是依靠此因

而生並且辨別其差別，如果沒有它，那麼其餘一切也不復存在。

如此了知與比喻相同，這一智慧波羅蜜多中也攝集了所有這些波

羅蜜多。

戍二、成為核心之比喻：

譬如命根若滅盡，所有餘根皆滅盡，

如是行慧大智者，諸波羅蜜皆集此。

例如，雖然眼等若干根已經具足，但住在這個世界的命根如

果已經滅亡，那麼屬於今生的所有其餘根都將滅亡。同樣，行持

智慧波羅蜜多的大智者菩薩們的其餘一切波羅蜜多學處，均攝集

在這一般若中，如果不具備她，那一切通通不復出生，有了此般

若，那一切都將成為出世間的波羅蜜多。與從中獲得成佛的證悟

無我不相關的布施等，行持多少，也都不能從輪迴中解脫，又怎

麼能成為大菩提之道——波羅蜜多呢？絕無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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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二、成為修學一切乘之理：

善巧菩薩能修學，聲聞獨覺諸功德，

不住於彼不希求，思此我所學故學。

善巧般若的菩薩，通曉三乘，如同一藏斗包括一藏升（一

藏斗等於二十藏升）的比喻一樣。如果了解到堪為圓滿方便智慧

道之最的這一般若，那麼自然了知相似方便智慧的聲聞緣覺之

道。因此，﹝經中云：﹞般若中詳細宣說了三乘之道，欲求修學

聲聞地者也要修學此般若w。如同大國王的寶庫裡有各種各樣的

財寶，所以下層人物所需要的財物在那裡一定會取到。同樣，入

於自利相似之道者的道果，在此般若中自然會更透徹更完全地了

解。這樣的菩薩，也能夠不愚昧地修學聲聞所修學的一切功德，

諸位緣覺修學的所有功德，並且通過相應他們各自種姓而攝受他

們，那些菩薩自己不住於低劣之道，對它也不生起希求之心，然

而他們會思量：這種法理是我所要修學的，為什麼呢？證悟人無

我等的法理，也要同樣嚮往，作為下劣之道的相似的方便智慧部

分，自己應該理解以後超越，為了攝受其他種姓者，理當宣講。

為此而修學一切乘。

申五（他者隨喜彼善之功德）分二：一、真實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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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二、彼之原因。

酉一、真實宣說：

於不退趨大菩提，發心誠意作隨喜，

三千須彌秤可量，隨喜彼善非如是。

暫且不論精進於般若者的無量功德，也就是精進者的現行福

德，就算是隨喜精進般若也獲得大福德。為什麼呢？對於通過強

烈的意樂和加行實修般若的方式，不退轉而趨入大菩提的行者菩

薩的如此發心，如果他人誠心誠意作隨喜，那麼位於這個三千大

千世界之內的須彌山用秤可以稱量，而隨喜的那一善根並非能如

此定量。

酉二、彼之原因：

求善欲利諸眾生，一切福蘊皆隨喜，

故獲如來功德已，為盡苦於世法施。

如果有人問：為什麼有如此巨大的功德呢？

直接隨喜那位菩薩行持唯一善法，間接也已經隨喜了世間中

追求自己善妙以及想利益他眾的所有眾生的福蘊。為什麼呢？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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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菩薩的善根就是成為一切有情的利益，所以不退轉的那些菩薩

依靠此道而獲得導師如來的功德之後，為了永久滅盡重重痛苦，

在一切世間中進行法布施，能滿足諸位追求善法並渴求利他者的

意願。例如，精心保護藥樹，直接是使藥樹成長，間接則維護許

多眾生的利益，以上的意義與此道理相同。

辛四（如是趨入行者之超勝功德）分三：一、獲得

無分別之行；二、雖無分別然行事不相違之比喻；三、

獲得如是證悟之功德。

壬一（獲得無分別之行）分二：一、意義；二、比

喻。

癸一、意義：

菩薩無念而徹知，法空無相無戲論，

不以二慧尋菩提，瑜伽者勤勝般若。

某位菩薩，安住於無分別當中，徹底了知染、淨所攝的一

切法是空性、無相、無戲或無願，他不以分別染污清淨、所取能

取、近和遠等之相執著二邊的智慧尋覓菩提。遠離了執著二法分

別念的瑜伽行者，就是在精勤於殊勝的般若波羅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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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二、比喻：

虛空界與彼違一，非有何亦不得彼，

善行智慧之菩薩，亦如虛空寂滅行。

如是遠離執著近、遠菩提等一切分別心的道理，如同虛空界

既不能與它自本體相違，也不能與虛空共存，這兩種情況都不存

在，因為虛空自本性原本無有，以什麼法也得不到它。一無所得

的虛空本性，與任何法既不相近也不相違——不遠。同樣，一切

萬法於菩提的自性中圓滿正覺，就是虛空的方式，在勝義中誰也

不會重新獲得，善巧行持與何者也不遠、本來安住於等性的甚深

智慧的菩薩，也如同虛空一般，具有止息（即寂滅）一切分別而

行持的殊勝特點。

壬二（雖無分別然行事不相違之比喻）分三：一、

以幻師之喻說明不分別對境有情；二、以幻化之喻說明

不分別作者；三、以木匠工巧之喻說明不分別果。

癸一、以幻師之喻說明不分別對境有情：

人中幻人無此想：取悅此人彼亦行，

見顯種種之神變，彼無身心亦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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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問：獲得這般無分別行境者，是怎樣利益眾生等的

呢？

下面以比喻來說明：例如，在會集的大庭廣眾之中，虛幻的

人，也就是依靠虛幻的咒語等威力顯現的那個人，並沒有“我顯

現天尊等色相，依此取悅這眾多人群”這種想法，但事實上他也

做了讓所有觀眾歡悅的事。儘管眾人看見他這般顯示搖擺等各式

各樣的神變，但實際上虛幻的人身體無所成立，心也不存在，如

此以設施處為空性，名稱也無所成立。

如是行慧永不思，證悟菩提度有情，

種種生具眾多事，如幻示現無念行。

同樣，行持智慧波羅蜜多無所得之義、無有分別的菩薩，永

遠也不會這樣思維：“我證悟大菩提以後度化所有眾生。”但事

實上，他在世間界中示現種種投生，並具有調伏所化有情的眾多

所為。儘管如無而顯現幻術般來示現，但那是以無分別的方式行

持的。

癸二、以幻化之喻說明不分別作者：

如佛化現行佛業，於行驕傲毫不生，

如是行慧巧菩薩，亦如幻化顯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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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寂慧如來的傳記一樣，一切佛陀化現為佛陀，行持講經

說法等佛陀的一切事業，然而幻化者，對於自己行持佛陀的事業

絲毫也不會產生“我在行持佛陀的事業”這種驕傲，因為他僅僅

是幻化的顯現。同樣，修行、串習證悟諸法如幻現而無自性的智

慧，並且已獲得無分別善巧行境胸有成竹的菩薩，也是如幻化、

幻術般顯示講經說法等一切事，但全然不生分別。

癸三、以木匠工巧之喻說明不分別果：

巧木匠造男女像，彼亦能做一切事，

如是行慧巧菩薩，無分別智行諸事。

擅長工巧之事的木匠，製造出男女像，所造的男女也能做

行走等一切事情，而不分別“我做了此事”的果，因為它沒有思

維的緣故。同樣，善巧行持智慧的菩薩也無所分別，但在安住於

無分別智慧中的同時卻能行持圓滿、成熟、修行的一切事。如此

萬法本來就是如幻般現而無自性，這般修習的明瞭智慧達到究竟

時，將唯一顯現諸法的實相。為此，我們要知道，如同虛幻的人

一樣無分別而生，憑藉無分別智慧的威力示現任運自成的各種事

業，恰似如意寶珠一般。也就是說，我們要了解到，無分別智

慧，從有學道階段相似具足直至佛地完全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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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三（獲得如是證悟之功德）分二：一、受到眾天

頂禮之功德；二、能擊敗惡魔之功德。

癸一、受到眾天頂禮之功德：

如是行持諸智者，眾天合掌亦頂禮，

十方世界諸佛陀，亦作讚歎眾功德。

如是善巧行持無分別行為的諸位智者，梵天、帝釋等世間眾

天尊雙手合掌，以最大的恭敬躬身頂禮，堪為尊中尊的十方世界

所有住世的佛陀，也不斷盡情宣說讚歎獲得無分別行境之菩薩的

眾功德，如同諸佛讚說文殊和普賢菩薩那樣。

癸二（能擊敗惡魔之功德）分二：一、真實宣說；

二、彼之原因。

子一、真實宣說：

等恆河剎諸有情，假設普皆成惡魔，

一毛亦化相同數，彼等無法障智者。

等同大恆河微塵數的剎土中盡其所有的有情，假設通通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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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惡魔，每一個魔的每一汗毛也幻化出相同數目的魔，儘管這所

有魔都對獲得無分別智慧的菩薩尋機挑釁，可是他們對那種智者

連動搖其毛孔的障礙也無法做到。

子二、彼之原因：

四因菩薩具智力，四魔難勝不能動，

  安住空性不捨眾e，如說而行佛加持。

如果有人問：為什麼無法製造違緣呢？

依靠四種因，菩薩具足善巧方便和證悟法性的力量，使天子

魔等四魔難以勝過，不能令其從正道中動搖。何為四因呢？安住

於空性意義的智慧；不捨一切眾生的大悲；按照以往自己曾承諾

過的“我要為利益一切有情修行無上菩提”所說而如實不退轉修

行的堅定誓言；積累二資而令諸佛歡喜，依靠法爾在他們相續中

融入了諸位善逝的加持。菩薩憑藉以上這四種因能擊敗一切魔。

辛五（彼所修學法之超勝功德）分三：一、入果由

經之一道；二、堪為一切住道者之最；三、是一切修學

所知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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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一、入果由經之一道：

講此佛母般若時，若有菩薩起信解，

誠心精進而修行，知靜者入一切智。

在傳講一切如來之母這一般若波羅蜜多時，如果某位菩薩對

此法理由衷生起信解，誠心誠意精進實修或者修行她，那麼應該

知道三門寂靜調柔的菩薩，趨入一切種智的道理，因為她是趨入

遍知智慧果獨一無二的道。

壬二（堪為一切住道者之最）分二：一、認清菩提

心之處般若；二、宣說為一切餘處之最。

癸一、認清菩提心之處般若：

法界真如不可住，如空中雲無住住，

  咒師無住行於空，欲住依咒加持花r。

如果問：菩薩的住所到底是什麼呢？菩薩安住於般若中。

為什麼這樣說呢？

法界以外的法絲毫也得不到，因此一切法就成了法界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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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了知此理而心住法界的名言，任何法也不住的意義是說，遠

離一切所緣的真如就取名為法界，而它並沒有所緣的基礎，為此

法界真如或真實性，也不可以執著的方式安住。它是不住一切，

由此稱為不住之住。證悟如此遠離一切所緣行境平等性的智慧就

如同空中的雲不依賴於一切一樣，對任何法一無所住而安住。雖

然不住一切，但依靠甚深不住之住的威力能自在擁有如海的圓

滿、成熟和修行，這就好比某位持明咒者，並沒有為自己安住營

造的房屋等而是行於空中，如果他想安住，就依靠明咒的威力，

隨心所欲地加持，剎那間在虛空界就能夠呈現並不是時間成熟從

地裡生長等，具足悅意的鮮花和果樹等莊嚴的美妙樂園等。

此行明智之菩薩，不緣能證佛諸法，

不緣視為講求法，是求寂喜德者住。

如是借助堪為無上甚深明咒的不住而住之般若的加持，可以

隨心所欲行持圓滿、成熟、修行之理的善巧菩薩，明瞭他相續，

能使別人趨入不可思議的圓滿、成熟、修行，卻不緣於為自利能

證悟的道法和所得的佛陀一切法。不緣也就是不視為利他講法和

求法者即講經說法的對境，因為已經證悟了一切無所得的自性。

這種方式，僅在名言中，就是希望消除其餘一切眾生的痛苦、自

己歡喜大乘之道果功德的諸位菩薩的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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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二、宣說為一切餘處之最：

羅漢解脫如來外，此住堪為諸聲聞，

緣覺息具寂樂定，眾住之最是無上。

不包括摧毀二障之敵的阿羅漢卓越的解脫等持和如來的安住

之內，即除此之外，菩薩的此安住，堪為其餘所有聲聞及緣覺止

息所有煩惱、具足寂滅、無漏之安樂等持所有安住之最。在它之

上別無其他，因此這是無上的安住。

飛禽住空不墜地，魚住水中無閉死，

如是菩薩依定力，到岸住空不涅槃。

儘管安住於無餘滅盡戲論的等持之處，然而不成為一邊寂

滅。比如，眾飛禽，雖然住於無所依處的虛空中，但是不會墜到

地上；魚兒雖住水中，並沒有耳鼻等閉氣而亡的情況。同樣，菩

薩依靠不住而安住的禪定力抵達輪迴彼岸的寂滅涅槃法界，雖然

已經證悟、安住於空性中，但是無有所依，如飛禽一般不墮於有

寂之邊；由於也不耽著空性，因此如同魚兒不被自己的住所水所

閉氣一樣，不成為寂滅一邊的涅槃。

欲成眾生功德最，證最稀有佛勝智，

發放上勝妙法施，當依利者此勝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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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凡是希求成為一切有情界盡其所有的功德之最、渴望

證得諸法之最——稀有佛陀的殊勝智慧並渴求對一切有情發放上

等、最勝、微妙的法布施者，當依止利益一切眾生諸佛菩薩的這

一最殊勝之處（般若）。

堪為一切有情功德之最對應去往超越一切世間的法身處，具

足稀有佛智對應報身，於世間發放法布施對應化身，上等法布施

對應隨福德分道，最勝法布施對應隨解脫分道，微妙法布施對應

勝乘之法，儘管有此等對應來解釋的，然而沒有分別對應，只是

作為功德超勝的異名也可以。

壬三（是一切修學所知之最）分二：從本體角度說

為最；二、從生無盡之果角度說為最。

癸一、從本體角度說為最：

此學處乃導師說，諸學之最是無上，

智者欲學到彼岸，當學佛學此般若。

這一般若的學處，堪為導師圓滿佛陀所宣說的種種法門無量

學處的所有學處之最，較此更勝的學處絲毫也不存在的緣故，是

至高無上的。希望達到一切諸學彼岸的某位智者，應當修學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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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處——這一般若波羅蜜多學處。

癸二（從生無盡之果角度說為最）分三：一、略

說；二、廣說；三、攝義。

子一、略說：

此勝法藏妙法藏，佛種眾生安樂藏，

過去未來十方佛，此生法界不窮盡。

這一般若是三世諸佛所說的一切無盡正法的源泉，堪為正

法第一大寶藏，能產生十力等果功德珍寶，也能產生波羅蜜多、

陀羅尼、菩提分法等道功德的種種財物，因此是微妙、稀有、廣

大的法藏；也是出生諸佛的種姓，因為諸佛由此誕生的緣故；她

還是眾生的身心安寧、快樂的寶藏；由證悟這一甚深般若波羅

蜜多，能獲得甚深廣大的一切法，能出生世間正見之間的所有

妙道。我們要知道，以緣於基般若、實修道般若、獲得果般若中

出生世間出世間的所有善妙。因為：如果沒有她，那麼一切不復

存在，有了她，一切應有盡有，是隨存隨滅的關係。過去、未來

和現今住世的十方世界的所有怙主佛陀，都是由實修此般若誕生

的，然而作為此般若之本體的法界，永遠不會窮盡，無盈無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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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住。如果沒有基般若，就不存在如理如實證悟而實修的情況；

倘若沒有道般若，也就不存在果。但是，我們應當了知，如實證

悟並宣說安住基法界無二的義理或者法性的智慧，也就是因的道

理。

子二（廣說）分二：一、以外緣起而闡釋；二、以

內緣起而闡釋。

丑一（以外緣起而闡釋）分二：一、外緣起之比

喻；二、宣說般若意義。

寅一、外緣起之比喻：

所有樹果花林園，皆從地生並呈現，

大地無盡亦無增，不失無念無厭倦。

如此法界的本體雖然一成不變，可是有法緣起的遊舞不滅，

即外界的一切法都是緣起而生，所有樹木、果實、花朵、林園，

均是從大地上真實生出並呈現在大地上。儘管屢次三番生長盡其

所有的樹木等，可是大地並不存在以前相續泯滅、窮盡的現象，

也無有增長，而結出一切果，並不存在從開始的階段變遷、退失

的情況，也沒有分別“我生出這些果”的心念，雖然反反覆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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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所有果實，卻從無厭倦。我們要知道，由一切眾生的業因所

感，乃至世間安住期間，從大地上生出草木等，並沒有其餘作

者，就是緣起的規律。以此為例，外界的一切法都是由各自因中

產生，並且無有分別而造作。

寅二、宣說般若意義：

佛子聲聞獨覺天，一切眾生安樂法，

悉由殊勝般若生，智慧無盡亦無增。

諸位佛子菩薩、聲聞、緣覺、天人以及除此之外的人類等所

有眾生的一切安樂幸福的法，都是由殊勝般若波羅蜜多中產生，

佛陀由般若所生，佛陀說法而出生增上生、決定勝的一切功德，

而他者不會宣說，甚至他們通達善惡因果的世間正見也決定不會

獲得，因為依靠自力無法了解的緣故。如果不具備世間正見，那

麼也就不會成辦、產生世間的一切安樂，更何況說真正出世間的

道果了？般若波羅蜜多始終是無上智慧的含義，她是無有顛倒、

一五一十趨入二諦自性的智慧。為此，無誤通達二諦之理的一切

智慧都包括在她當中，因為屬於她的一部分，行持增上生、決定

勝的一切智慧也直接或間接依賴於她。儘管般若波羅蜜多如此產

生輪涅的一切安樂，可是這種智慧永遠無盡無增而如是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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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二（以內緣起而闡釋）分二：一、以比喻宣說順

次輪迴緣起之理；二、以意義宣說逆次清淨緣起之理。

寅一、以比喻宣說順次輪迴緣起之理：

所有下中上有情，佛說皆由無明生，

眾緣聚合極生苦，無明無盡亦無增。

在這個世間，觀待身體、受用而言，下等的三惡趣眾生，

中等的人類，上等的天人，盡其所有的眾生趣，都是由根本無

明所產生，這是如來宣說的。如云：“諸法由因生，彼因如來

說。”t對於執著我與我所的分別心，未見真實義並且顛倒執著

的心所，就稱為無明。由無明中產生行⋯⋯出生緣起十二支。為

此，有漏的業和愛等煩惱的一切外緣聚合以後，就完全產生眾多

的痛苦，形成輾轉流轉的自性。有情界的無明迷惑輪，沒有產生

果而滅盡的情況，也沒有增長，就是如是存在著。所以，在自性

不成立的同時，顯現猶如幻術之景象般的三有無增無減，這是就

法界無邊的世間界總體而言的，也就是從名言的側面來說的。

寅二、以意義宣說逆次清淨緣起之理：

智慧理門方便本，皆由殊勝般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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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緣聚合極生智，般若無盡亦無增。

修學無學位佛陀的智慧及相應之理的修道，加上成為其門

的見道、生起它的方便——加行道、彼之根本的資糧道，所有這

一切，都是由殊勝般若波羅蜜多所產生，因為由證悟無我中產生

這一切。三種智慧、善知識、積累資糧等等的一切緣聚合之後，

斷除自道的所斷，增長證悟的功德，完全產生出世間的業輪或

者智慧輪，而作為其根本的般若波羅蜜多，永遠無有相續中斷的

窮盡，也不存在較前階段更為增勝的情況，而如是安住。對此，

《虛空藏請問經》中也說：“如若盡了知，依因生諸法，彼藏無

窮盡，法藏不可思。四法不窮盡，世間怙主說，有情及虛空，菩

提心佛法。彼等若是實，彼等將窮盡，彼無故不盡，是故說不

盡。”

子三、攝義：

菩薩知曉此緣起，無生無滅此般若，

如日無雲放光芒，除無明暗獲自然。

了知輪涅的一切法僅是緣起的顯現，就是通達了佛陀最珍

貴甚深的法，證悟此理者就是獲得正法光明，現見佛陀法身。因

此，我們要領悟二諦所分的世俗諦緣起無欺的道理。任何菩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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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以理證認真分析此緣起法，那麼充分理解到緣起經不起分析，在

勝義中自本體無生無滅、本來於法界體性中平等二諦無別的般若波

羅蜜多的甚深意義，而進一步加以修行，它的作用就如同太陽在萬

里無雲的情況下放射光芒，無餘驅散黑暗一樣，將無餘遣除客障無

明的黑暗以後獲得與法界無二的自然本智，即得以成佛。

己二（解說其餘五度）分五：一、宣說禪定度；

二、宣說精進度；三、宣說安忍度；四、宣說戒律度；

五、宣說布施度。

庚一（宣說禪定度）分四：一、修學成為妙果所依

之禪定；二、修學亦不貪自利；三、以無貪方式實行他

利；四、以意樂差別成為勝劣而結尾。

辛一（修學成為妙果所依之禪定）分二：一、修學

四禪；二、修學四無色定。

壬一、修學四禪：

具大力者依四禪，能住非依亦無住，

然依此四禪定支，成得大菩提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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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大威力的菩薩依靠四禪能安住並串習熟練。當時，並不是

以相執作為所依，也無有以著味而安住的情況，然而依靠這四個

禪定正行尋、伺等各個分支，成為獲得大菩提斷證的所依，因為

見道等依賴於禪定心的緣故。

壬二、修學四無色定：

獲勝智慧住禪定，受四無色妙等持，

此定利勝妙菩提，菩薩非為漏盡學。

獲得了殊勝智慧的菩薩安住於禪定中，也領受四無色殊妙等

持，然而對其也不耽著，這些無色定，無有罪苦，成為神通等的

順緣，因此作為有利於獲證勝妙菩提的助緣，故而修學。但是，

菩薩並不是像聲聞那樣，為了使相續中的有漏法滅盡進而現前一

邊的寂滅果才修學它的。

辛二（修學亦不貪自利）分二：一、略說；二、廣說。

壬一、略說：

此是積德之奇跡，住定等持而無相，

安住彼中若身亡，隨意受生欲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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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這種方式是能積累所有功德的菩薩們的奇跡，是指什

麼呢？安住於禪定等持中而依靠智慧證悟其無相。安住於禪定中

的菩薩們假設命絕身亡，那麼為了成熟眾生等，而隨自己的意願

受生到欲界當中。

壬二（廣說）分二：一、比喻；二、意義。

癸一、比喻：

如贍洲人昔未至，天境天城後前往，

見彼擁有一切境，復還此處不貪執。

如果有人問：如此已經獲得因等持禪定的同時，不轉生到果

禪天而投生到下面欲界中的原因何在呢？

因為菩薩不貪執禪定，而是為了自己的功德法得以圓滿。比

如，贍部洲的一個人以往沒有去過位於天境的善見城等堪為之最

的天界城市，後來某個時候到了天界，看見那裡眾天人所擁有的

宮殿、樂園等一切悅意境以後，不留戀它而返回到此贍部洲。那

人雖然見到了天境的莊嚴，卻不貪執、不留住那裡，自然不會貪

執這個贍部洲的外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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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二、意義：

菩薩持有勝功德，精勤瑜伽住禪定，

後住欲界無貪著，不住凡法如水蓮。

與上述比喻相同，菩薩持有智悲等殊勝功德，精勤等持瑜

伽，安住於四禪等三摩地而不耽著於它，後來住於欲界中，對先

前的禪定和欲界的法也無有貪著，雖轉生欲界，卻不被欲貪等所

染，宛若蓮花不被水染（即“猶如蓮花不著水”）一般，不住於

凡愚的法中。

辛三（以無貪方式實行他利）分二：一、略說；

二、廣解。

壬一、略說：

至尊唯為成熟眾，修行剎土圓滿度，

失菩提德波羅蜜，不求轉生無色界。

菩薩雖然獲得了四禪、四無色定，卻不轉生到色界和無色

界，而要再度投生到欲界的必要：這些至尊唯一就是為了通過宣

講正法而成熟有情，修行佛陀剎土，圓滿波羅蜜多，並不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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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原因。

如果有人認為：那麼，這三種在無色界等處也可能行持啊！

由於在無色界並沒有講經說法和布施的對境等，因此在那

裡，將從成就能生起菩提功德的因——布施等廣大波羅蜜多中退

失。為此，菩薩不希求轉生到無色界。

壬二（廣解）分二：一、比喻；二、意義。

癸一、比喻：

如人獲得珍寶藏，於其未起愛樂心，

彼於他時取彼等，取而還家不貪執。

比如，一個人獲得了珍寶藏以後，對於那個寶藏，他自己未

生起貪戀或愛樂之心，而沒有取受；那人在其他某時，為了利他

而取了那些大寶藏，取受之後返回自己的家，對它也不貪執而奉

送給親友們。運用比喻來了知意義。

癸二、意義：

善巧菩薩喜樂施，獲四禪定寂等持，

具禪樂棄所得定，悲憫眾生入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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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比喻相同，善巧的菩薩將暫時的歡喜和究竟的安樂布施給

一切眾生，獲得四種滅除違品過失的四種寂靜禪定等持，具備了

禪樂而不貪著，毅然放棄所得的生果禪定三摩地，滿懷悲憫眾生

之情又再入欲界，因為：這個欲界中有重重痛苦所提醒，而想到

修行剎土；由於這裡有修行波羅蜜多的對境，因此能快速圓滿資

糧；依靠講經說法能夠成熟一切眾生。所以，想要迅速成佛的菩

薩投生到這個欲界能速疾圓滿資糧。

辛四（以意樂差別成為勝劣而結尾）分二：一、應

捨低劣之理；二、應取殊勝之理。

壬一、應捨低劣之理：

若菩薩住禪等持，欲求羅漢獨覺乘，

非定掉散失佛德，猶如舟子壞船隻。

假設菩薩安住於解脫等持和四禪中，然而生起欲求聲聞阿羅

漢和獨覺乘的心態，觀待大乘道，這並不是入定，是掉舉，是心

思散亂，為什麼呢？由作意劣道已經動搖了心進而從大乘義中渙

散，為此，完全失毀大義佛果的功德，就如同舵手壞了船隻而不

能到達寶洲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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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二、應取殊勝之理：

此外雖勤享色聲，香與味觸五欲妙，

離小乘喜菩提心，當知勇士恆入定。

與上述情形相異，即此外，雖然以喜愛和貪戀而精勤享受色

聲香味觸五種欲妙，但如果離開了希求羅漢獨覺乘的心態而發起

無上菩提心或者歡喜無上菩薩道，那麼要知道，這種勇士恆常都

是入定者。因為即使依靠五種欲妙而散亂，可是由於沒有生起障

礙遍知之心，而一緣專注大利，為此稱作是入定。可見，菩薩的

所有禪定均成為獲得正等菩提果的支分、他利大悲攝持的方便、

證悟無自性的智慧攝持以無貪的方式趨入的這三種特點，說明了

大乘禪定的這一道理，下面所有波羅蜜多也是如此。

庚二（宣說精進度）分三：一、教誡精進他利；

二、不怯懦而精進；三、以三輪清淨方式精進。

辛一（教誡精進他利）分二：一、略說；二、廣

解。

壬一、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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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餘有情心清淨，勤行精進波羅蜜，

如取水僕受主制，勇士隨從眾生行。

為了有補特伽羅名稱的所有其餘有情，披上成辦利樂之盔甲

的菩薩勇士，自私之心垢得以清淨，以恭敬精進加行和恆常加行

而行持精進波羅蜜多，比如取水的僕人們身不由己受主人控制。

同樣，菩薩勇士們受一切眾生主宰而行或者隨眾生而行。

壬二（廣解）分二：一、雖作損害亦不捨精勤他

利；二、恆常精進他利之理。

癸一（雖作損害亦不捨精勤他利）分二：一、比

喻；二、意義。

子一、比喻：

責罵抑或常毆打，女僕於主不頂撞，

思量彼將殺害我，懷極恐懼受其壓。

即便主人口出惡語進行責罵或者常常毆打，那個女僕由於從

屬於主人而不頂撞，即便主人再怎樣大發雷霆，女僕對他不僅不

心懷嗔恨，而且想到如果得罪了他，他會殺死我的，因為我畢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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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此人的控制。於是，懷著極其恐懼的心理，對主人言聽計從，

受他的壓迫。

子二、意義：

為菩提入大菩提，當如眾生之奴僕，

依此成佛圓功德，草木失火焚燒彼。

正如剛剛講的比喻一樣，為了無上菩提而步入大菩提之道的

諸位菩薩，應當像一切眾生的奴僕一樣，其原因是：依靠以大悲

心攝受這一切眾生，我將獲得菩提並圓滿所有功德，為此要顧及

其面、隨順其心而實行，就像女僕一樣行事。否則，如果對眾生

嗔恨，那麼就如同草木失火會把草木本身焚燒一樣，自己的嗔心

之火會自我焚毀而葬送、滅絕菩提道的性命。

癸二、恆常精進他利之理：

捨棄自樂無求心，晝夜精進眾生利，

當如生母侍獨子，誠心無厭而行持。

由於愛重自己而引生出輪迴的一切痛苦，珍愛他眾能獲得佛

陀的一切功德，認識到這一點以後，捨棄渴求自我安樂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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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懷著不求異熟回報的心，日日夜夜精進成辦其他眾生所需的利

益。應當如同親生母親何時何地都不厭其煩地侍候獨生子那樣，

誠心誠意無有厭倦地而行持眾生之利。

辛二（不怯懦而精進）分二：一、略說；二、廣解。

壬一、略說：

菩薩欲長住輪迴，勤利眾生修剎土，

纖塵不生厭倦心，彼具精進無懈怠。

某某菩薩以大悲心驅使，想要在漫漫長期裡不捨住於這個輪

迴。住在輪迴精勤利益眾生、修行剎土的瑜伽者，對於這種行持

纖塵不生厭倦之心，那麼他具備精進波羅蜜多，對於成辦眾生之

事，無有懈怠。

壬二（廣解）分二：一、所斷；二、對治。

癸一、所斷：

不巧菩薩俱胝劫，久想苦想修菩提，

修行正法成長苦，失精進度懶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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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巧方便的菩薩思維：如果在俱胝等數劫這麼長時間裡精

進，才能獲得無上菩提。假設他對這樣的時間作長久想，對於施捨頭

顱肢體等難行懷著痛苦想，來修行菩提，那麼在修行無上菩提正法

的當時，以這種想所牽，就變成了長久和痛苦，由此會退失精進波羅

蜜多而成為懶惰者。因為：精進的本體是喜樂善法，如果具備這種喜

樂，那就能夠無有怯懦地行事；相反，依靠久長想等退失了這種喜樂

就會變得懈怠。比如，世間中，對某件事有著強烈興趣的時候，縱然

是百由旬的路途，也欣然前往；當興趣索然的時候，就算是走一聞距

也覺厭倦、苦惱。所以，通過證悟無自性的智慧和大悲圓滿雙運的善

巧方便而想在等同無量有情界究竟際中，圓滿、成熟、修行達到無量

無邊。發起這種無邊無際的心，就是菩薩的披甲精進，憑藉這樣的披

甲，越修道精進越增上，最終達到不可限量的程度，就像文殊菩薩等

的傳記那樣。我們理解以後就要這般實行。

癸二（對治）分二：一、從時間角度說明；二、從

根基角度說明。

子一、從時間角度說明：

初發殊勝菩提心，至獲無上菩提間，

作意僅一晝夜時，當知明智行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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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除如是認為時間漫長、事情難行的想法而精進的方式：對

於從最初發起殊勝菩提心時起直到最終獲得無上菩提之間，心裡

要作意成好像僅僅是容易流逝的一晝夜時間，而滿懷喜悅，那麼

應當了知擁有智慧光明的智者行持精進的方式就是如此。儘管我

們前劫沒完沒了地在這個輪迴中輾轉感受難忍的痛苦，可是利益

一無所成，尚且對此仍無厭煩，那麼我如今修行成就大義究竟果

位的此道，理當修成，如果越來越好，對此生什麼厭煩呢？而會

歡喜行持，依此壓制漫長和困難的想法，從而對長久時間也作短

暫想，對困難作無苦快樂想，以這種方式增上精進，就如同發現

珍寶利潤以後不會認為路途遙遙、難之又難，而會懷有快樂之想

等。為此，我們要知道，不觀待所行的事，只是在心態的驅使下

使事情成為難與不難。如同諸位菩薩捨身利他，縱然步入無間地

獄也作歡喜快樂想。

子二、從根基角度說明：

若有說毀須彌山，隨繼將得大菩提，

生厭倦心思其量，爾時菩薩成懈怠。

僅此限度有何難？發剎那粉山王心，

智者菩薩行精進，不久獲佛勝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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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有人說：摧毀這個須彌山王，毀了它之後你將獲得大

菩提。行者不禁會想：這個須彌山如此巨大，這般堅固，難以摧

毀。從而生起厭倦之心，並且想到這要用多少年或多少劫才能摧

毀，也思維它的限量，帶著這樣的怯懦之心，當時菩薩就變得懈

怠了，因為已經失去歡喜心。另有菩薩如此思量：無上菩提如果

僅僅以這麼一點精進的限度就能獲得，那麼須彌山王是逐漸就能

摧毀的，為此有何困難？並不困難。想到這一點以後，不衡量時

間而發起似乎一剎那間就能將須彌山粉為灰跡的強烈歡喜心，當

時，精通義、非義之處的智者菩薩就是在行持精進。通過這種方

式喜樂遍智，具備不怯難行的精進，過不了多久，就將獲證導師

佛陀的殊勝菩提，因為具有能獲得菩提之因——精進。

辛三（以三輪清淨方式精進）分二：一、應止；

二、應行。

壬一、應止：

成熟眾生行利益，若身語意精勤行，

存有我想成懈怠，遠一切智如天地。

即便是如此行持精進，但如果被有緣所牽，那就成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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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的懈怠。這是指什麼呢？假設有著“我成熟一切眾生以後行持

他利”的相執之想，身語意進行精進，存有“我想”觀待無緣的

精進就成了懈怠。其原因是，依靠有緣的見解不能成為真正清淨

的精進，由於墮落其違品中而遠離一切智佛果，如同天地之遙一

般。

壬二、應行：

時無身心眾生想，滅想行持不二法，

佛說是求寂不失，大菩提者精進度。

在行持精進的某時，行持者無有自己的身體、內心和其餘

眾生之想，滅除精勤的三輪之想而行持無有二邊或自他二者的法

理，利他者一切佛陀說：這就是希求消除垢染、永不退失大菩提

果位的諸位菩薩的精進波羅蜜多。

庚三（宣說安忍度）分三：一、諦察法忍；二、耐

怨害忍；三、安受苦忍。

辛一（諦察法忍）分二：一、真實宣說；二、彼之

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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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一、真實宣說：

若聞他說粗惡語，我樂善巧菩薩喜，

孰說孰聞以何說，具勝忍度是智者。

假設聽到別人出口不遜說詆毀我等粗惡語時，心裡想：如此

得到了安忍的對境才能安忍，這是我安樂之因，進而善巧方便的

菩薩滿懷歡喜。再者，勝義中，誰說、誰聽此惡語，以嗔恨等什

麼因而說，依靠某某惡語刺傷別人心等為什麼目的而說，如果對

這些加以觀察，那麼通達了本體不成立如幻般的緣起顯現，具足

殊勝安忍波羅蜜多的人就是智者，因為領悟了對於依緣所生的法

無所嗔恨的意義。而不知此理的愚者則以嗔還嗔，失毀自他。

壬二、彼之功德：

菩薩若具忍善法，三千世界滿寶供，

羅漢緣覺世間解，施蘊不及彼福德。

任何菩薩如果具足安忍的善行之法，那麼另有某人將這個

三千大千世界遍滿奇珍異寶，供養一切世間解佛陀、羅漢和緣

覺，所作的布施福蘊比不上具足安忍的一分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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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安忍者身潔淨，三十二相力無窮，

於諸有情宣空法，眾喜具忍成智者。

住於安忍的異熟果，身體變得如純金般潔淨，具足三十二妙

相，威力無窮；諦察法忍的士用果，能對一切有情宣講最極的空

性法；增上果，在這個世間中，一切眾生都喜歡具有安忍者並將

其作為依處；離繫果，成為不愚昧的智者。

辛二（耐怨害忍）分二：一、如何安忍；二、如是

安忍之果。

壬一、如何安忍：

有眾生取檀香包，恭敬塗敷菩薩身，

或有火燼撒其頭，於二者起平等心。

假設有些眾生拿出檀香包，以極其恭敬的心﹝用檀香粉﹞塗

敷菩薩的身體；或者另有某人以損害心把火燼撒在他的頭上，對

於這兩者，菩薩應當無有貪嗔而生起平等之心。

壬二、如是安忍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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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菩薩安忍已，發心迴向大菩提，

勇士為世安忍勝，羅漢獨覺眾有情。

如果精通義理的智者菩薩如此進行安忍之後，將具有安忍

的發心，普皆迴向大菩提，那麼菩薩勇士為了利益一切世間而安

忍，能勝過聲聞阿羅漢、緣覺和其餘眾多有情界。其餘經中說：

“舍利子，聲聞之安忍唯斷自之煩惱，故是相似安忍，菩薩之安

忍是為一切有情，故不可估量。”之後又以贍部純金和紅銅、須

彌山和芥子、大海與髮梢、水滴的差別比喻作了說明。

辛三、安受苦忍：

能忍者當生此心：獄畜閻羅界多苦，

欲因受害不自主，我為菩提何不忍？

鞭棍兵刃打殺縛，砍頭斷耳鼻手足，

世間諸苦我能忍，菩薩安住忍辱度。

能安忍者，也應當生起這樣的心思維：地獄、旁生、閻羅

世界——餓鬼有著寒熱、饑渴等難以忍受的眾多痛苦，那些眾生

由貪戀欲妙的因所致，不由自主遭受那些損害，並且依靠它，自

他利益一無所作，尚且毫無意義地感受痛苦，那麼我為了成辦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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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之利的無上菩提，為什麼不能現在就安忍呢？心想：鞭子抽、

棍子擊、兵刃刺、用石頭錘子毆打、滅絕生命殺戮、用鐵鐐等束

縛、砍斷頭顱耳鼻及手足，諸如此類世間中所有的痛苦，我都能

忍受。這樣的菩薩就是安住於忍辱波羅蜜多中。

庚四（宣說戒律度）分二：一、具足殊勝戒律之功

德；二、宣說戒律勝劣之分類。

辛一、具足殊勝戒律之功德：

戒令求寂者超勝，十力行境戒無失，

戒行隨行於一切，迴向菩提為利生。

依靠戒律，能使希求寂滅涅槃者變得超勝，因為戒律如同

趨往解脫的雙足一般。本體的差別：菩薩的戒律住於十力者的行

境，十力者是指佛陀，菩薩的戒律就是隨學佛陀的戒律，與作意

劣道等不相關聯，並且不被大乘道的一切所斷之垢所染，因此戒

律無有缺失，這已說明了嚴禁惡行戒。戒律的所為隨行於所有一

切善法，防護違品，實行對治，以此作為戒律的本體，這稱為攝

集善法戒。為了利益一切眾生，將如此護持戒律迴向大菩提，即

是饒益有情戒。以上略說了戒律的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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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二（宣說戒律勝劣之分類）分三：一、以迴向而

分；二、以發心而分；三、以有無慢心而分。

壬一、以迴向而分：

欲得獨覺羅漢果，破戒無知失行為，

迴向寂滅勝菩提，勤欲妙亦住戒度。

假設以想要證得獨覺菩提、聲聞阿羅漢果的心守護戒律，

觀待大乘而言，那位行者就已經破戒了，意樂愚昧無知，也失毀

行為，因為從大義中墮落的緣故，失壞意樂和加行。如果守護戒

律，迴向於成就消除二障的寂滅殊勝無上菩提，那麼即便那位行

者以勤於享受五種欲妙的方式安住，也稱為安住於戒律波羅蜜多

者，因為為了殊勝道果趨入而無有退失的緣故。

壬二（以發心而分）分二：一、略說；二、廣說。

癸一、略說：

法解菩提功德生，具功德法戒律義，

法失利者之菩提，此謂破戒導師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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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發心而對學處的法生起定解，能產生菩薩們所得的殊勝

菩提功德，這就是具功德法菩薩們戒律的意義所在。以下劣等起

（即發心或動機）攝持的法，能退失能利益者——菩薩們的所得

大菩提果，這就稱謂破大乘戒，此為導師佛所宣說。

癸二（廣說）分二：一、所行殊勝；二、所止下

劣。

子一、所行殊勝：

菩薩縱享五欲妙，然皈依佛法聖僧，

思維成佛念遍知，當知智者住戒度。

某某初學菩薩縱然以沈迷的方式享受五種欲妙，但如果誠心

皈依佛、法、聖僧，心想我要成就佛果而不離開作意遍知，那麼

應當知道：通達意義的智者他就安住於戒律波羅蜜多中。

子二、所止下劣：

俱胝劫行十善業，然求獨覺羅漢果，

時戒有過是失戒，彼發心罪重他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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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有人在俱胝劫中行持十善業道，然而如果對聲聞阿羅漢

及獨覺地生起希求之心，當時，大乘戒就出現了過患，實是失毀

了真正的戒律。大乘行者為聲聞緣覺果位發心，作為菩薩，罪業

比比丘犯四他勝更為嚴重，因為即便是犯他勝罪，但如果沒有捨

棄發殊勝菩提心，僅以此就不會斷絕大菩提道的緣分，而發小乘

心者在沒有放棄它之間，沒有緣分趨入大乘的道果。

壬三（以有無慢心而分）分二：一、應取；二、應

捨。

癸一、應取：

守戒迴向大菩提，無驕慢心不讚自，

盡除我想眾生想，菩薩住戒波羅蜜。

如果守護戒律並將此迴向大菩提，而對戒律無有相執的驕慢

心，不以戒律等讚歎自己，全然斷除我想、眾生想，那麼這樣的

菩薩，就稱為安住於戒律波羅蜜多者。

癸二（應捨）分二：一、真實應捨；二、宣說彼之

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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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真實應捨：

若行佛道菩薩思，此等具戒此破戒，

起種種想是破戒，失戒不具清淨戒。

假設行持大乘佛道的某某菩薩思維：這些眾生是具戒者，這

些是破戒者，起種種想而耽著，唯有這種想法就稱為破戒，因為

依靠具有耽著而輕蔑別人等的垢染已經失壞了大乘戒，那位行者

不具備清淨的戒律，因為他的戒律以有緣之想已經失毀了。

子二、宣說彼之對治：

誰無我想眾生想，離想貪豈有惡戒？

誰無執戒非戒心，導師說此是戒律。

任何行者，具備無有我想、眾生想——人無我的證悟，如此遠

離了耽著我之想和由它所生的貪執，那怎麼會有惡戒——破戒的現

象呢？因為所有不善業就是由貪執我之想的根本所致，如果沒有了

我執，自然就不會有罪業產生，因為因不存在的緣故。任何行者，

通過了知諸法無自性而無有執著戒非戒、具戒破戒二法的心，導師

佛說這就是菩薩的戒律。如果具足這種戒規，則遠離所有惡行，具

足聖者歡喜的戒律，也是無有緣執，因此完全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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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五（宣說布施度）分二：一、了知發放布施之功

德與未發放布施之過患後當歡喜布施；二、如何發放布

施之理。

辛一（了知發放布施之功德與未發放布施之過患後

當歡喜布施）分三：一、菩薩發放布施之方式；二、平

凡者沒有如此發放之過患；三、如是了知後當樂於布施

之理。

壬一、菩薩發放布施之方式：

清淨有情具戒律，不見可愛不可愛，

施頭手足無怯心，布施所有恆無執。

知法無性我不實，縱捨自體無怯心，

爾時況施身外物？無有慳吝之是處。

相續清淨的某某有情，如剛剛所講遠離想和貪執而具足清淨

戒律，他對於可愛不可愛一切不視為某某相，布施頭顱、手足給

他眾，當時，沒有無能為力的怯懦心，以這種方式捨施自己所擁

有的一切，恆時也不會對所擁有的一切有耽著，如此了知諸法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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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無我、依緣而起、空而不實之後，縱然施捨自己的軀體尚

且不生怯懦之心，當時更何況說布施身外之物了？何時何地都無

有慳吝的情況，因為無有貪執之故。

壬二、平凡者沒有如此發放之過患：

我想執物為我所，貪愚焉有施捨心？

吝嗇轉生餓鬼處，投生為人亦貧窮。

原本無有而執為我想，將眼睛等事物執為我所具有貪執的愚

者們怎麼能有如此施捨之心，他們沒有。具有吝嗇者將轉生到餓

鬼趣，萬一有機會投生為人，當時也成為貧窮者。

壬三、如是了知後當樂於布施之理：

菩薩知眾貧乏已，渴求捨施恆博施，

四洲莊嚴如唾沫，施喜得洲非如是。

當時，諸位菩薩知曉一切眾生由於吝嗇所感而貧乏之後，

自己斷絕慳吝之心，意樂上渴求捨施，行為上恆常無遮而慷慨博

施。實際上，這個莊嚴的四大部洲如果沒有布施而置之，那麼就

成了有為法無常的自性，沒有可靠的實質性可言，如同唾沫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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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唾液吐出的細屑一般。如果認識到這一點，那就從無有實質中

取受實質，將四大部洲布施給他眾之後菩薩滿懷歡喜，而獲得那

些大洲並非如是歡喜，其原因，正是剛剛所述的那一點。

辛二（如何發放布施之理）分二：一、真實宣說；

二、彼之功德。

壬一（真實宣說）分三：一、以悲心為利他而施

捨；二、以善巧方便而迴向；三、不圖異熟和事物而布

施。

癸一、以悲心為利他而施捨：

明智菩薩如此思，但願依此而布施，

三有眾生發放施。

明智的菩薩，哪怕只是布施一口食物，也以悲心作為前提，

想到：但願依靠這樣的布施，施予屬於三有的所有眾生，使他們

擁有無罪的財富以及成就入於三乘之果，悉皆獲得無上佛果。進

而發放布施。。

癸二、以善巧方便而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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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生迴向大菩提。

發放布施的福德，也為了利益一切眾生界，為了我與一切有

情現前大菩提成佛而普皆迴向。

癸三、不圖異熟和事物而布施：

施已於事無能住，彼永不求異熟果。

如此菩薩發放布施以後，內心對於布施物和回報之事無有以

貪執或執相能安住的心（即心裡沒有貪執和相執）。不僅如此，

而且這種菩薩何時也不希求“布施的異熟果報將成為我所有”，

不貪執事物連同異熟，為一切眾生的利益而施捨。

壬二（彼之功德）分二：一、總功德；二、別功

德。

癸一、總功德：

如是知捨施一切，施少成多無有量。

如剛剛所述，這樣布施的菩薩具足善巧方便的作意而精通布

施，不貪著而捨施財物與其異熟果報這一切，如此一來，即便是

施捨少少的財物，也成了發放眾多不可估量的布施，而且它的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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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果也將變成如此多的數目，不可限量。

癸二（別功德）分二：一、具足悲心等善巧方便之

布施功德；二、無貪而施捨之功德。

子一、具足悲心等善巧方便之布施功德：

三有無餘諸眾生，假設彼等無量劫，

供世間解佛羅漢，獨覺而求聲聞果。

善巧方便智菩薩，隨喜彼等做福事，

利生迴向大菩提，迴向勝過諸群生。

如碔砆寶縱成堆，一琉璃寶能勝彼，

眾生廣大諸布施，隨喜菩薩勝過彼。

三有之中所有的眾生無一餘留，假設他們在無量劫期間，

廣興供養世間解佛陀出有壞、聲聞阿羅漢及緣覺，而為了求得它

的果聲聞菩提。如果某某精通大乘、善巧方便的智者菩薩，在心

的一個成事剎那中隨喜剛剛所講的那些眾生所做的福德事，並且

為了利益一切眾生普皆迴向最極殊勝的菩提佛果，那麼僅僅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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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迴向的一念心，就勝過一切群生的善根。比如說，碔砆寶縱

然積成大堆，可是一個琉璃寶王，就能勝過那所有的碔砆寶。同

樣，其餘眾生的所有布施雖然極其廣大，可是以絕妙意樂作一次

隨喜的菩薩已經勝過它。

子二、無貪而施捨之功德：

若菩薩於眾生施，不執我所不惜事，

彼生善根增大力，猶如無雲上弦月。

假設菩薩對一切眾生發放布施之後，對於布施的福德不執

為我所，對於所布施的事物也無有吝惜，如果以這樣全無貪執的

方式慷慨博施，那麼發放這種布施的善根，就具足圓滿資糧、斷

除障礙的大威力而與日俱增。布施的違品就是貪執所牽而懷有吝

嗇，對此根本不讓貪執有機可乘，就像萬里無雲、具足白光的上

弦月一樣。

第五品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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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q  《聖寶篋經》：又名《大方廣寶篋經》，二卷，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w  《大般若經》中云：“善現。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學聲聞地者當於如是

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應勤聽習讀誦受持。如理思維令至究竟。欲學獨

覺地者。亦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應勤聽習讀誦受持。如理思維令

至究竟。欲學菩薩地者。亦於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應勤聽習讀誦受

持。如理思維令至究竟。何以故。善現。如是般若波羅蜜多甚深經中廣

說開示三乘法故。若菩薩摩訶薩能學般若波羅蜜多。則為遍學三乘諸法

皆得善巧。”

e  不捨眾：原頌是不捨眾，堪布阿瓊仁波切在《前行備忘錄》中引用時，

說是“不捨悲”。

r  加持花：本來，原文是“加持非時花”，但限於字數，未能譯出。

t  另有譯：諸法由緣生，如來說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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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品

戊二（宣說道之果）分二：一、分別道之果；二、

道圓滿之果。

己一、分別道之果：

菩薩布施離餓鬼，中止貧窮諸煩惱，

行時廣得無量財，布施成熟苦有情。

菩薩的一切道無不包含在六波羅蜜多中，因此大乘和廣般若

的教義實際上也包括在六度中。

以上說明了這樣的六度實修法。

接著闡述六度的果：

菩薩依靠布施而斷絕轉生餓鬼趣的相續，而且也能中止受

用貧乏和一切煩惱。自己憑藉發放無緣的布施，斷除吝嗇、無明

等所有煩惱。依靠對他眾作法布施，也能斷除他們的一切煩惱。

菩薩在行持﹝菩薩﹞行之時，生生世世能得到無量無邊、有增無

盡、所需要的豐富圓滿、受用。財布施、法布施，歸納而言能成

熟處於苦因及苦果中的一切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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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戒能斷旁生體，離八無暇恆得閒，

忍得廣大微妙相，宛如金色眾樂見。

依靠戒律，能斷除旁生趣種姓、身相等各不相同形形色色的

本體，不僅如此，而且還能遠離八無暇處，依靠持戒恆常獲得閒

暇的殊妙所依身分。通過安忍，一直到能獲得相好莊嚴、廣大微

妙的色相——佛身，宛若金色般可人、眾生樂見。

精進白法不減失，得無邊智佛寶庫，

禪定捨棄呵欲妙，成就明通及等持。

依靠精進使一切白法的功德不會減退而與日俱增的威力，將

獲得無邊智慧佛陀的功德寶庫。依靠禪定，能捨棄由過患嚴重、

安樂甚微、受到呵責的欲界欲妙，並且以現前成就三明y——宿命

通、漏盡通、他心通，天耳通、天眼通、神境通三通u，總共六

通，以及獅子奮迅等等持。

依慧遍知法自性，真超無餘諸三界，

人中之尊轉寶輪，為盡苦於眾說法。

依靠智慧，能完全了知萬法自性空性，進而斷除實執，真正

超離一切三界，成為具足二身、人中之尊法王佛陀，連續不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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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駕馭所有世間界的事業寶輪，為了永久滅盡一切痛苦，也為

眾生展示殊勝的妙法光明。

第六品終

―――――――――― ――――――――――

【注釋】
y  三明：此處說是宿命通、漏盡通與他心通，另有說是宿命通、漏盡通與

天眼通。

u  三通：這裡說是天耳通、天眼通與神境通，另有說是天耳通、他心通、

神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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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品、第八品

己二、道圓滿之果：

   此法圓滿彼菩薩i，受持淨土攝淨情，

受持佛種及法種，聖僧之種一切法。

住於大乘種姓的某位行者，從最初發菩提心起，在三大阿僧

祇劫等期間，以善巧方便的方式實行所說的無餘﹝包含﹞六度大

乘道的此法。其中善巧方便是指什麼呢？所有波羅蜜多不相脫離

而歸為一義，如此以相輔相成或一者具足一切進行實修，這一切

也都是以成為現空無別智慧波羅蜜多之本體的方式實地修持的。

通過這樣實修，所有波羅蜜多的實修達到究竟圓滿以後，菩薩依

靠一剎那的智慧就能現前無不齊全一切無漏法現空無別的法界，

獲得十地相續末際的大智慧，依靠它而於無學大菩提地現前圓滿

佛果。之後，憑藉證得的究竟轉依力，而受持天邊無際、不墮偏

方、普皆清淨的剎土——自現密嚴剎土，攝受內清淨有情十地大

菩薩為眷屬。由於獲得了與諸佛平等的智慧身，而受持十方世界

遍虛空際本師三身自性佛陀的種姓——無有時空邊際的本性，也

受持教法、證法的無邊法脈，還受持奉行佛陀之法十方世界中無

邊無際的聖僧之種，以及依靠廣大事業受持屬於有寂利樂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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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法界所及的智慧身斷證究竟、恆常穩固、無有遷變，以如虛

空、如摩尼寶珠般任運自成的大事業乃至輪迴際行持利樂，這就

是獲得究竟的果。

丁三、以如是宣說之必要結尾：

療眾生疾大明醫，示慧說此菩提道，

攝功德寶菩提道，為眾生得說此道。

能通過徹底根除的方式療愈眾生身心的一切疾病、堪為之最

的大明醫，就是佛陀；而作為疾患的一切痛苦的根本就是實執，

從中產生的所有煩惱，以及煩惱障和所知障所產生的有寂一切衰

敗，依靠所有如來的般若波羅蜜多正法甘露能夠恢復。這樣的醫

王出有壞釋迦佛親口宣說所詮般若波羅蜜多，到底有什麼殊勝性

呢？佛宣說了具足大乘的甚深、廣大所有法的這一殊勝菩提之

道。此經的名稱，以世間、出世間之道果功德寶無餘歸集於此，

故而稱為攝功德寶的大菩提道。

如此宣說的必要，就是為了讓無量無邊的一切眾生獲得才

解說了這樣的道，這是從往昔無數劫以來“為了救度眾生我要現

前成佛”的誓言已經圓滿的結果。以無緣大悲，將自己所領悟的

甚深究竟之法為所化眾生宣講，當時近的所化眾生，直接聽受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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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口宣說，一切遠的所化眾生也間接聽到。通過這般聞法打開思

路，依靠思維理解意義，憑藉觀修實地修行，逐步得以成佛。無

邊無際智慧身平等性的一切佛陀，就是通過這種方式、以這種詞

句和意義，將一切眾生安置於無上菩提道中。

第七品、第八品終

―――――――――― ――――――――――

【注釋】
i  此法圓滿彼菩薩：這一句是第七品的內容，其餘三句是第八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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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四（末義）分二：一、無餘宣說剩餘經義之句而

總結；二、為表明來源可靠而說譯師之譯跋。

丙一、無餘宣說剩餘經義之句而總結：

聖般若攝頌圓滿！

丙二、為表明來源可靠而說譯師之譯跋：

印度堪布布雅嘎熱桑哈與主校譯師萬得拜則（即著名
三大譯師之一的噶瓦拜則）由梵譯藏並校勘抉擇。

這以上《聖般若攝頌功德寶經》直接宣說的意義已經解釋完畢。

甲二、依照間接宣說道現觀而解釋：

對應道現觀次第的內容，當從他論（指米滂仁波切著的《經

論對照》）中了知。

此言：

善說經教之大海，堪為精華之般若，

無價珍寶之精髓，是攝功德寶神珠。

妙相滿月之色身，深寂意界中安住，

吉祥喉中引生出，如此法理世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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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憶真實語佛陀，臨近入滅留遺囑：

所有法理寧失毀，般若隻言莫損失。

十地菩薩恆河沙，不表其智之一分，

善逝親口所說經，講聞著論興趣增。

且觀此法善男子，廣大甚深之寶藏，

圓滿二資佛智因，即此妙法當愛重。

實修現觀之次第，意義明瞭而直敘，

注疏無垢之妙論，憑依教理竅訣著。

願以此善生生世，悟深空性緣起義，

於如來喜之妙道，永時不復退轉也。

願我自此至成佛，世世得以增智慧，

依離自私之悲心，善巧方便行眾利。

願以思報佛恩心，受持如來諸法藏，

佛子普賢文殊同，弘揚佛業至有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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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見聞思此論等，於我結善惡緣者，

速除見解之稠林，安住不復退轉地。

願依法爾善說此，真諦諸佛及佛子，

令受持此慧辯才，得以發揮勝諸方。

願此經函安放處，害佛教鬼野人等，

惡人非人眾眷屬，永息作害之心行。

願諸偽法之謬論，依此加持無遺摧，

正法璀璨光明力，利樂有情與日增。

願今時濁盛暗際，散發利他之涼光，

多種莊嚴得彰顯，勝心上弦月升起。

願持教尊久住世，佛法施主財富增，

佛教精華眾信奉，佛教珍寶至殊勝。

願普天下有情海，唯獨由我善安置，

般若波羅蜜妙道，一切皆成圓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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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此論興之方所，消除疾病貧困爭，

意願如法成吉祥，喜宴日日得增上。

無倒趨入佛母密意的此注釋，我從小就對此法有著

殊勝信解，為了使自相續中保存深法的善習等，有想撰著

之心，以此作為近取因，應前譯大圓滿瑜伽持明那湊揚珠

以最大的誠心再三勸請，前譯自宗殊勝上師龍多也策勵勸

請，多聞的多昂等諸多法師勸請，以此作為俱有緣，對此

法理具有堅固誠信的米滂文殊歡喜金剛，依靠印藏注釋善

說，於自壽四十七歲水龍年，於蓮花生大師加持的聖地嘎

姆達倉（白色虎穴）吉祥給倉古瑪札士白班瑪得丹洲，自

六月十四開始，每天持續，一有空閒就相應寫書，到本月

二十八日吉時，緣起圓滿，撰著完畢。依此願遍及十方三

時，無偏不斷殊妙弘法利生。願增吉祥！

                     2008年8月26日

（藏曆土鼠年六月二十五）                                                       

                      譯畢於色達喇榮靜處



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明教大師臣法賢奉　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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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上

行品第一

爾時世尊。為令四眾各得歡喜。說是般若波羅蜜經使獲利

樂。即說伽陀曰　

所有菩薩為世間　　滅除蓋障煩惱垢

發淨信心住寂靜　　當行智度彼岸行

諸江河流閻浮提　　華果藥草皆得潤

龍王主住無熱池　　彼龍威力流江河

亦如佛子聲聞等　　說法教他方便說

樂最聖行求果報　　此諸如來勝威德

云何佛說此法眼　　令諸弟子如佛學

自證教他及方便　　此亦佛力非自力

最上般若不可知　　非心可知非菩提

如是聞已不驚怖　　彼菩薩行知佛智

色受想行識皆無　　不著纖塵無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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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若不住一切法　　行無受想得菩提

菩薩若求出家智　　照見五蘊無實相

知此不求於寂靜　　彼是菩薩之行智

復次云何智所得　　照見一切法皆空

不著不驚照見時　　自覺覺他諸菩薩

色受想行及識蘊　　是蘊見行而不知

菩薩照見蘊皆空　　行無相化不著句

無色受想行識等　　不行是名無相行

若行不得最上智　　無相寂靜三摩地

若菩薩行自寂靜　　過去諸佛咸授記

身苦樂等皆不及　　由知因果法本性

若行於法不可得　　行如是行乃佛智

行無所行了知已　　是行最上般若行

彼無所有不可得　　愚癡著相謂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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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二法皆非實　　出此了知乃菩薩

菩薩若知諸幻化　　色受想行識亦然

寂靜行離種種相　　此名最上般若行

善友方便令知覺　　使聞佛母不驚怖

惡友同行及化他　　壞器盛水非堅牢

云何得名為菩薩　　一切樂行皆無著

求佛菩提無所著　　是故得名為菩薩

云何得名摩訶薩　　得第一義眾生中

斷眾生界諸邪見　　是故得名摩訶薩

大施大慧大威德　　佛乘最上而得乘

發菩提心度眾生　　是故得名摩訶薩

幻化四足俱胝數　　多人眾前悉截首

一切世界皆幻化　　菩薩知已得無怖

色受想行識纏縛　　知不實已不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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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菩提心無所著　　此名最上諸菩薩

云何得名為菩薩　　乘大乘行度眾生

大乘體相如虛空　　菩薩由得安隱樂

大乘之乘不可得　　乘涅槃往諸方所

行已不見如火滅　　是故名為入涅槃

菩薩所行不可得　　初後現在三清淨

清淨無畏無戲論　　是行最上般若行

大智菩薩行行時　　發大慈悲為眾生

為已不起眾生相　　是行最上般若行

菩薩起念為眾生　　修諸苦行有苦相

是有我相眾生相　　此非最上般若行

知自及諸眾生等　　乃至諸法亦復然

生滅無二無分別　　是行最上般若行

乃至所說世界等　　名離一切生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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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上無比甘露智　　是故得名為般若

菩薩如是所行行　　了知方便無所求

知此法本性非實　　是行最上般若行

若不住色亦無受　　亦不住想亦無行

復不住識住正法　　是名最上般若行

帝釋品第二

歡喜地攝布施波羅蜜伽陀

常與無常苦樂等　　我及無我悉皆空

不住有為及無為　　住無相行佛亦然

若求聲聞緣覺等　　乃至佛果亦復然

不住此忍不可得　　如渡大河不見岸

若聞此法彼定得　　成等正覺證涅槃

見於一切如自身　　是大智者如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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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子當住四補特伽羅。是行大智行。一真實善法。二不退

心。三應供離垢無煩惱無求。四善友同等

大智菩薩如是行　　不學聲聞及緣覺

樂學如來一切智　　是學非學名為學

學不受色不增減　　亦復不學種種法

攝受樂學一切智　　若此功德出離者

色非有智非無智　　受想行識亦復爾

色性自性如虛空　　平等無二無分別

妄想本性無彼岸　　眾生之界亦復然

虛空自性亦同然　　智慧世間解亦爾

智慧無色佛所說　　離一切想到彼岸

若人得離諸想已　　是人語意住真如

彼人住世恆沙劫　　不聞佛說眾生聲

眾生不生本清淨　　是行最上般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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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種種之語言　　皆具最上般若義

過去佛為我授記　　於未來世證菩提

持無量功德建塔品第三

無垢地攝持戒波羅蜜伽陀

若人常受持般若　　所作上應諸佛行

刀劍毒藥水火等　　乃至諸魔不能為

若人於佛滅度後　　建七寶塔以供養

如是圓滿千俱胝　　佛剎恆沙等佛塔

眾生無邊千俱胝　　以妙香華塗香等

供養三世無邊劫　　所有功德之數量

不及書寫於佛母　　諸佛由此而得生

若受持讀誦供養　　功德倍勝於佛塔

大明般若諸佛母　　能除苦惱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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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262

所有三世十方佛　　學此明得無上師

行般若行利有情　　使學大智證菩提

有為無為諸快樂　　一切樂從般若生

譬如大地植諸種　　得和合生種種色

五波羅蜜及菩提　　皆從般若所生出

又如輪王出行時　　七寶四兵為導從

若依佛母最上行　　一切功德法集聚

功德品第四

發光地攝忍辱波羅蜜伽陀

帝釋有疑問佛曰　　恆河沙數等佛剎

佛界圓滿如芥子　　能受佛剎般若力

如是了知般若已　　此界云何不供養

譬如人王人所重　　住般若者合亦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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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

——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

佛界般若摩尼寶　　具一切德價無比

經函安處經有無　　供養悉獲寶功德

佛滅供養於舍利　　不及供養於般若

若樂受持供養者　　是人速得證解脫

首行布施波羅蜜　　次戒忍進及禪定

受持善法不可壞　　彼一一生一切法

如閻浮提種種樹　　百千俱胝無數色

雖一一樹影皆別　　無量影同一名攝

五波羅蜜五名異　　般若波羅復一名

一切迴施為菩提　　一味同歸菩提名

福量品第五

焰慧地攝精進波羅蜜伽陀

彼色受想行識等　　菩薩觀照悉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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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264

各各現行而不知　　非法非生智者見

無色無受想行識　　是法無得復無生

了知一切法皆空　　是名最上般若行

如化恆沙等佛剎　　諸眾生證羅漢果

若能書寫此般若　　令他受持功德勝

如佛修行云何學　　信重般若諸法空

速證聲聞及緣覺　　乃至無上正覺尊

世間無種不生樹　　枝葉華果悉無有

無佛誰指菩提心　　亦無釋梵聲聞果

如日舒光照諸天　　普使成就種種業

佛智菩提心亦然　　從智生諸功德法

如無熱池無龍主　　即無河流閻浮提

無河華果悉不生　　亦無大海種種寶

世間無佛無大智　　無智功德不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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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

——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

亦無佛法諸莊嚴　　無菩提海等等寶

譬如世間螢有光　　一切螢光集一處

比日一光照世間　　微塵數分不及一

隨喜功德品第六

難勝地攝定波羅蜜伽陀

所有聲聞眾功德　　布施持戒觀照行

不及菩薩發一心　　隨喜福蘊之少分

所有俱胝那由他　　無邊佛剎千俱胝

過去現在佛說此　　法寶為斷一切苦

先發最上菩提心　　至成正覺及入滅

彼量所有佛功德　　咸成方便波羅蜜

及彼聲聞學無學　　有漏無漏諸善法

菩薩等一普迴施　　當為世間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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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施已不住心　　住心即名眾生相

有見有念名著相　　非是菩薩之迴施

如是施非無相施　　是法當知有滅盡

若作非法非施心　　乃可得名為迴施

作有相施非真施　　無相迴施證菩提

如上妙食雜毒藥　　自法著相亦如是

是故迴施應當學　　如佛眾善悉當知

若生若相若威力　　悉皆隨喜而迴施

以功德施佛菩提　　菩薩之施皆無相

此施佛許而印可　　如是得名勇猛施

地獄品第七

現前地攝智慧波羅蜜伽陀

無量盲人不見道　　無一得入於城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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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

——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

修六度行闕般若　　無力不能成菩提

譬如畫像不畫眼　　因無眼界無功德

若有受行於智慧　　得名有眼及有力

有為無為黑白法　　如微塵等不可得

智慧觀照如虛空　　故名般若出世間

菩薩諦信行佛行　　度那由他苦眾生

如是若著眾生相　　此非般若最上行

菩薩若行最上行　　過去未曾求大智

今聞般若如佛想　　速證寂靜佛菩提

過去信佛那由他　　不信般若波羅蜜

或生嗔恨或誹謗　　是人少智墮阿鼻

若人樂證諸佛智　　不能信重諸佛母

如商入海欲求寶　　返失於本而復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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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268

清淨品第八(此品攝第九歎品)

遠行地攝方便波羅蜜伽陀

色清淨故果清淨　　果色二同一切智

若一切智清淨時　　如虛空界不斷壞

菩薩出過於三界　　斷盡煩惱而現生

無老病死現滅度　　斯即是行般若行

世間欲色之淤泥　　愚人處中如風旋

亦如鹿在屋中轉　　智者如禽飛虛空

若不著色無受想　　亦無行識乃清淨

如是離諸煩惱垢　　解脫名佛大智行

菩薩如是行大智　　得離諸相脫輪迴

如日解脫羅 障　　光明普遍照世間

火燒草木及樹林　　如一切法性清淨

作如是觀亦非觀　　如是最上般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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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

——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

稱讚功德品第十

不動地攝願波羅蜜。善慧地攝力波羅蜜伽陀

帝釋天主問佛言　　云何菩薩行智慧

佛答微塵數蘊界　　無此蘊界之菩薩

菩薩久行應可知　　於俱胝佛作勝緣

新學聞此生邪疑　　或不樂求而不學

又如人行深惡道　　忽見邊界牧牛人

心得安隱無賊怖　　知去城郭而非遙

若聞最上般若已　　復得樂求佛菩提

如獲安隱得無怖　　心超羅漢緣覺地

譬如人住觀大海　　先見大山大樹林

見此所愛祥瑞境　　必達大海知非遠

菩薩若發最上心　　聞此般若波羅蜜

雖未授記於佛前　　此證菩提亦非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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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270

如見春生諸草木　　知有華實而非遙

若人手得此般若　　得證菩提亦非遠

亦如女人懷其妊　　十月滿足必誕生

菩薩若聞寶德藏　　速成正覺之祥瑞

若行般若波羅蜜　　見色非增亦非減

見法非法如法界　　不求寂靜即般若

行者若不思佛法　　不思力足及寂靜

離思非思無相行　　是行最上般若行

魔品第十一

法雲地攝智慧彼岸伽陀

佛告善現汝諦聽　　凡夫聲聞緣覺地

斯即名為如來地　　一切如一彼無疑

所有稱讚離言說　　從彼遍照如來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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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

——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

乃至成所之作智　　住持大金剛佛地

觀察無相住虛空　　應知不斷佛種故

善現白佛言世尊　　云何菩薩之魔事

佛言菩薩魔事多　　我今為汝略宣說

有無數魔種種變　　當書最上般若時

速離天宮如電滅　　來於世間作魔事

或有示現樂欲說　　或不聽受反嗔恨

不說名姓及氏族　　如是魔事咸應知

愚癡無智無方便　　無根寧有枝葉等

聞般若已別求經　　如棄全象反求足

如人先得百味食　　或得稻飯為上味

菩薩先得般若已　　棄捨樂求羅漢果

或為樂求於利養　　心著族姓留種跡

捨彼正法行非法　　是魔引入於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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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272

若人聞此最上法　　當於法師深信重

法師知魔不應著　　身適悅及不適悅

復有無數種種魔　　嬈亂無數苾芻眾

欲求持誦此般若　　不能獲得無價寶

佛母般若實難得　　初心菩薩欲樂求

若十方佛而攝受　　一切惡魔不能為

卷　中

現世品第十二

如母愛子子疾病　　當令父母心憂惱

十方諸佛般若生　　般若攝受亦復爾

過現未來三世佛　　遍十方界亦復然

皆從佛母般若生　　眾生心行無不攝

如是世間諸如來　　乃至緣覺及羅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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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

——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

迨及般若波羅蜜　　皆一味法離分別

過現大智諸菩薩　　各各住此法空行

彼諸菩薩如實已　　是故如來名作佛

般若園林華果盛　　佛依止故甚適悅

十力諸根等淨眾　　乃至聲聞眾圍繞

般若波羅蜜高山　　十力諸佛而依止

三塗眾生悉救度　　度已不起眾生相

獅子依山而大吼　　諸獸聞已皆恐懼

人獅子依般若吼　　外道邪魔悉驚怖

如日千光住虛空　　普照大地諸相現

法王住般若亦然　　說渡愛河之妙法

色無相以受無相　　乃至想行亦復然

識亦如是五法同　　是法無相佛佛說

起虛空見眾生相　　虛空無相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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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274

佛說法法非相應　　不說非有非無相

不思議品第十三

若如是見一切法　　一切我見悉皆捨

佛行法及聲聞等　　皆從般若而成就

如王不行於國邑　　所有王務而自辦

菩薩離相依般若　　自然獲佛功德法

譬喻品第十四

若菩薩發堅固心　　修行最上般若行

超過聲聞緣覺地　　速能證得佛菩提

如人欲渡於大海　　所乘船舫忽破壞

不依草木命不全　　若得依附達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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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

——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

若人不發堅信心　　依於般若求解脫

溺輪迴海無出期　　處生老死常苦惱

若有信心持般若　　解有無性見真如

是人獲福智有財　　速證最上佛菩提

如人擔水用壞器　　知不堅牢速破壞

若用堅牢器盛水　　而無破壞無憂怖

不見具信諸菩薩　　遠般若行求退墮

能發信心持般若　　證大菩提超二地

未有商人欲入海　　不造堅固大船舫

依堅固船無怖畏　　獲多珍寶到彼岸

信心菩薩亦如是　　離般若行遠菩提

若修最上大智行　　當得無上菩提果

如百歲人復病患　　是人不能自行立

若得左右扶侍者　　隨意行往無所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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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276

菩薩般若力微劣　　往菩提岸不能到

兼行最上方便行　　得佛菩提無掛礙

天品第十五

所有菩薩住初地　　發信心行般若行

為求無上菩提故　　親近善友及智者

大智功德云何獲　　當從般若波羅蜜

如是一切諸佛法　　功德皆從善友得

修行六度般若行　　一一迴施於菩提

佛蘊非有不可求　　勿為初地如是說

菩薩修行功德海　　救度世間無度者

求菩提意離顛倒　　說最上法如電光

發於最上菩提心　　不求名稱不嗔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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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

——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

離蘊識界及三乘　　不退不動不可取

於如是法得無礙　　達甚深理離妄想

聞般若信及化他　　知此菩薩住不退

彼甚深法佛難知　　無有人得不可得

為利益故證菩提　　此非初心眾生知

眾生愚癡復盲冥　　樂住世間求境界

法無所住無取得　　從無所住生世間

如實品第十六

東方虛空界無邊　　南西北方亦如是

乃至上下及四維　　無種種相無分別

過去未來及現在　　一切佛法及聲聞

一切如實不可得　　不可得故無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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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278

菩薩樂求如是法　　應行方便般若行

離種種相即菩提　　菩薩離此無由證

如鳥能飛百由旬　　折翅翼故飛無半

忉利天及閻浮人　　忘失般若故自墜

難修前五波羅蜜　　經多俱胝那由劫

復以廣大願資持　　離方便墜聲聞位

樂行佛智心平等　　猶如父母觀一切

當行利益及慈悲　　常宣善軟妙言教

不退地祥瑞品第十七(此品攝普遍光明佛地)

時須菩提瞻仰問　　不退菩薩何殊勝

離言聲相云何說　　願佛說彼功德藏

不住沙門婆羅門　　及行十善離三塗

大智離於種種相　　如山谷響聲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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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

——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

若欲法無礙行化　　一向善說諸言教

行住坐臥四威儀　　一念觀心悉通達

三業清淨如白衣　　不為利養故樂法

降魔境界及化他　　觀四禪定而不住

不求名譽無嗔恚　　乃至在家塵不染

或為富貴及脫命　　不染纖毫之欲塵

本來寂靜無所有　　更互相相業所緣

若求清淨不退時　　當行最上般若行

求正遍知心柔順　　不求二地離邊地

為法捨命如須彌　　是名不退之菩薩

空品第十八

色受想行識甚深　　本來寂靜而無相

如海之深杖莫測　　得般若蘊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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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280

菩薩知此甚深法　　住真如乘不可染

六塵十二界體空　　無蘊寧有所得福

如人思彼染欲境　　心著女色如目見

乃至日日心所行　　菩薩思覺亦如是

若多俱胝劫布施　　羅漢緣覺持戒者

不如說行般若法　　百千萬分不及一

若菩薩觀般若理　　安住說法而無相

迴施一切證菩提　　彼三界師無有等

所說成就而無相　　非空非實不可得

若如是行名覺智　　得受成就義無邊

於一念知一切法　　信佛所說及他說

演說俱胝那由劫　　法界不增亦不減

此得名佛波羅蜜　　菩薩於中而說法

如名施已心不著　　亦不言證無上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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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

——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

昂言我天姊品第十九

譬如燈光從眾緣　　假以膏油芯火等

光非芯火及膏油　　非火非芯光不有

或有菩薩初發心　　不求無上菩提果

豈唯不得證菩提　　亦復不得寂靜故

從種生樹及華果　　無種華果悉皆無

發心不為佛菩提　　修行終遠菩提果

從種子生麥穀等　　彼果非有亦非無

佛菩提果亦如幻　　離彼有性及無性

譬如涓滴水細微　　漸次必能盈大器

初心為求無上果　　久修白法終能證

行空無相無願行　　不求寂靜無行相

亦如船師善濟渡　　不著兩岸非中流

菩薩修行無所著　　乃得受佛菩提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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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了菩提非所有　　此即是行佛般若

譬如疾疫饑饉道　　菩薩中行無怖畏

小人知已悉往來　　得無苦惱如微塵

善解方便品第二十

菩薩奉行佛般若　　了知本來蘊不生

佛法眾生界悉空　　以空三昧起悲智

如人有德力最勝　　善解一切幻化法

乃至器仗及工巧　　而能一向為世間

彼人父母妻及子　　遊行遠路多冤中

是人勇猛眾所知　　安樂還家無怖畏

大智菩薩為眾生　　安住第一三摩地

降伏四魔離二乘　　亦復不求佛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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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

——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

譬如虛空無所有　　風水火地皆依住

世間眾生得快樂　　虛空無意住非住

菩薩住空亦如是　　現於世間種種相

以眾生智及願力　　非彼寂靜非空故

若菩薩行大智時　　住空寂靜三摩地

此中不見一切相　　亦復不見彼非相

菩薩行此解脫門　　非求寂靜非行相

如鳥飛空而往來　　非住虛空非住地

亦如有人習射法　　習之不住經多歲

射法久習得盡妙　　一一箭發無不中

最上般若行亦爾　　修習智慧及方便

直至眾善悉圓滿　　方獲最上神通力

若苾芻證神通力　　現神變化住虛空

行住坐臥四威儀　　經俱胝劫不退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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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空菩薩亦如是　　修無相行到彼岸

行種種行現世間　　經俱胝劫不退倦

如人經險遇大風　　二手持蓋心專注

是人怖險不能行　　直至無風乃前進

大智菩薩住大悲　　智慧方便為二手

執空無相願法蓋　　見法不住於寂靜

如人求寶往寶洲　　獲寶安隱而還家

是人心足而快樂　　豈有眷屬心苦惱

詣空寶洲亦如是　　獲得根力禪定寶

菩薩不住歡喜心　　令諸眾生離苦惱

商人為利悉所經　　聚落國城諸里巷

雖達寶所亦非住　　大智善道而復還

大智菩薩悉了知　　聲聞緣覺解脫智

乃至佛智亦非住　　何況行彼有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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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

——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

大智菩薩為世間　　住空無相願三昧

若得寂靜無所著　　乃可得知於無為

譬如人生人未識　　稱其名故眾乃知

菩薩若行解脫門　　於解脫門眾知識

菩薩聞彼甚深法　　而於諸根悉照明

住空無相無願法　　無退無思無授記

觀於三界如夢幻　　不求聲聞緣覺地

如佛說法為世間　　名不退地應授記

知諸眾生墮三塗　　發願剎那滅惡道

以真實力滅火蘊　　名不退地應授記

諸惡宿曜及鬼神　　作種種疫惱世間

真實願力悉滅除　　無我能作應授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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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業品第二十一

我得授記非能所　　是實願力得增長

若見授記及能所　　是名執著及少智

菩薩有執魔即知　　現親友相來嬈惱

或作父母七代人　　言汝名此佛可證

魔所現作無數相　　皆云憫汝作利樂

菩薩聞已有所忻　　是名少智魔所著

或住城隍及聚落　　山林曠野寂靜處

自稱己德毀他人　　應知少智為魔作

雖住城隍聚落中　　不求聲聞緣覺證

此心為度眾生故　　我說是名為菩薩

五百由旬山險深　　共諸惡獸多年住

若見逼迫著我慢　　若無分別知菩薩

菩薩住彼為世間　　得力解脫三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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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

——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

彼著山野寂靜行　　此亦知彼魔所作

雖住城隍及山野　　樂佛菩提離二乘

修如是行利世間　　一念如秤名菩薩

善友品第二十二

有大智者依師學　　速疾得證無上覺

亦如良醫除眾患　　學從善友心無疑

菩薩行佛菩提行　　依彼善友波羅蜜

此最上地能調伏　　為二種事證菩提

過去未來十方佛　　行此正道無異路

行佛菩提最上行　　說波羅蜜如電光

如彼般若空無相　　知諸法相亦如是

了知一切法皆空　　此即名行佛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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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著色欲及飲食　　常在輪迴不休息

此愚迷人所見倒　　於不實法生實想

譬如得食疑有毒　　以虛妄見而不食

愚人妄心生我想　　以我想故有生死

亦如恆說諸煩惱　　於諸煩惱不著相

煩惱清淨俱無有　　如是菩薩知般若

如閻浮提諸眾生　　皆發無上菩提心

多千俱胝劫布施　　迴施一切證菩提

若復有人於一日　　奉行最上般若行

千俱胝施不及一　　行般若功無為故

菩薩大悲行般若　　度眾生故不起想

恆行乞食於國城　　是得一切名大智

菩薩欲度於人天　　乃至三塗極苦眾

皆令速到於彼岸　　晝夜勤行於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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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

——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

如人欲求無價寶　　必過大海諸險難

無心忽爾而獲得　　憂惱皆除喜無量

求菩提寶亦如是　　勤行般若諸功德

得無取捨無上寶　　菩薩速證於菩提

卷  下

法王品第二十三

日出光明照世間　　雲幻焰散黑闇滅

所有螢光及眾星　　乃至滿月皆映蔽

菩薩住空無相願　　行於最上大智行

羅漢緣覺證皆超　　一切邪見俱能破

譬如王子施財寶　　自在能利諸眾生

眾生歡喜悉隨順　　無疑當得嗣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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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勤行大智行　　施甘露法利群生

一切人天悉愛樂　　決定當證法王位

我品第二十四

魔恐菩薩證法王　　雖處天宮常憂惱

放火掣電現諸相　　欲令菩薩生退懼

大智菩薩心不動　　晝夜常觀般若義

如鳥飛空心泰然　　一切魔事無能為

菩薩若起嗔怒心　　於晝夜分或鬥爭

時魔歡喜而精勤　　菩薩是遠於佛智

菩薩或諍或嗔怒　　毗舍左鬼得其便

入彼菩薩身心中　　令退菩提魔所作

菩薩授記未授記　　或起嗔怒或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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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

——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

乃至心念皆過失　　知已倍更勤修行

菩薩思念於諸佛　　皆從忍辱證菩提

懺悔如說持正行　　是如佛法而修學

戒品第二十五

若學戒法有作相　　而於戒法不善學

知戒非戒無二相　　如是乃名學佛法

若有菩薩住無相　　受持不離名持戒

於佛法學樂承事　　是名善學而無著

是大智者如是學　　心永不生不善法

如日虛空而往來　　放百千光破黑闇

若學般若住無為　　能攝一切波羅蜜

六十二見身見攝　　般若攝受亦復爾



慧光集【47】
——般若攝頌釋（下）292

譬如有人具諸根　　命根滅故諸根滅

若諸菩薩行大智　　亦行一切波羅蜜

聲聞緣覺諸功德　　大智菩薩悉皆學

雖學非住亦非求　　所學之學此為義

幻化品第二十六

若發志心而隨喜　　最上菩提不退行

三千須彌重無量　　隨喜善法重過彼

眾生為求解脫法　　一切隨喜作福蘊

作佛功德法迴施　　當為世間盡諸苦

菩薩不著諸法空　　了知無相無掛礙

內心亦不求覺智　　是行最上波羅蜜

如虛空界無障礙　　無所得故亦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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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

——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

大智菩薩亦復然　　住寂靜行如虛空

如有幻師作幻人　　眾人見幻而皆喜

幻人雖現種種相　　名字身心俱不實

行般若行亦復然　　為世間說證菩提

乃至種種所作事　　如幻師現悉無著

佛佛化現諸佛事　　所作皆無彼我相

菩薩大智行亦然　　一切現行如幻化

如木匠人心善巧　　一木造作種種相

菩薩大智亦復然　　無著智行一切行

妙義品第二十七

大智菩薩行如是　　天人合掌恭敬禮

乃至十方佛剎中　　亦得功德鬘供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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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恆河沙佛剎　　所有眾生皆作魔

一一毛變無邊相　　不能嬈動於菩薩

大智菩薩有四力　　而彼四魔不能動

空行亦不捨眾生　　菩薩慈悲處利樂

佛母般若波羅蜜　　菩薩了知深信重

內心真實而奉行　　應知是行一切智

法界如實不可得　　由如虛空無處所

如天宮殿應念生　　亦如飛禽思果樹

大智菩薩如是行　　住彼寂靜之功德

法不可見亦無說　　菩提非得非不得

所有聲聞及緣覺　　修行寂靜三摩地

愛樂寂靜得解脫　　唯佛超出於一切

菩薩依禪到彼岸　　不住寂靜行如空

如禽飛翔不墮地　　如魚水中行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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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

——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

菩薩若為諸眾生　　當求未曾有佛智

施與最上第一法　　此名最上行行者

散華品第二十八

如來說戒波羅蜜　　一切戒中為第一

智者欲奉一切戒　　當學佛戒波羅蜜

今此法藏諸佛母　　為最第一快樂所

過現未來十方佛　　生此法界而無盡

一切樹林華果等　　皆從大地而生長

大地不厭亦不著　　不減不增復不倦

佛及聲聞緣覺等　　天及世間安隱法

皆從般若之所生　　般若無增亦無減

世間上中下眾生　　一切皆從無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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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緣和合轉苦身　　無明無增亦無減

乃至方便諸法門　　皆從般若所生出

彼方便法隨緣轉　　般若無增亦無減

菩薩了知十二緣　　乃至般若無增減

如日雲中放光明　　破無明障證菩提

聚集品第二十九

大菩薩修四禪定　　如所愛樂而無住

或復不住於四禪　　當得最上之菩提

得最般若住禪定　　四無色等三摩地

為得最上大禪定　　而復不學諸漏盡

此功德藏未曾有　　行三摩地而無相

住彼不破於我見　　有心所思生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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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

——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

譬如南閻浮提人　　未生諸天生北洲

見彼境界而求生　　作彼住已而復還

菩薩所修之功德　　三摩地行而相應

雖同凡夫住欲界　　由如蓮華不著水

菩薩度脫於眾生　　圓滿淨土波羅蜜

不求生於無色界　　而求菩提波羅蜜

譬如天人獲寶藏　　雖得不生愛樂心

或言天人而起心　　欲收彼寶不可得

大智菩薩不樂住　　四禪寂靜三摩地

出彼寂靜三摩地　　而入欲界為世間

若菩薩行三摩地　　不樂羅漢及緣覺

乃至散亂兇惡心　　無知迷亂無功德

色聲香味觸五欲　　及彼緣覺聲聞等

如是之法悉遠離　　等引不離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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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一向為眾生　　修行精進波羅蜜

由如奴僕事其主　　利於眾生亦如是

如僕事主心專注　　雖被嗔辱而無對

凡所動止常在心　　唯恐彼主責其過

菩薩為求佛菩提　　如奴事主利眾生

證得無上菩提已　　利生如火燒草木

晝夜勤行利他行　　利已內心無我相

如母愛子常衛護　　寒暑雖苦心無倦

常歡喜品第三十

菩薩愛樂為眾生　　修治佛剎清淨行

恆行精進波羅蜜　　無如微塵心退倦

大智菩薩俱胝劫　　久修苦行為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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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

——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

不離精進波羅蜜　　無懈怠心終得證

從初發心為菩提　　乃至得獲寂靜證

恆於晝夜行精進　　大智菩薩應如是

有言能破於須彌　　方證無上菩提果

聞已懈怠而退心　　是彼菩薩之過失

大智菩薩聞是言　　謂須彌盧甚微小

於一念間可破壞　　亦不住證佛菩提

於身心語行精進　　度脫世間作大利

或著我相起懈怠　　而不能證佛菩提

無身心相無眾生　　離諸相住不二法

為求無上佛菩提　　是行精進波羅蜜

大智菩薩行利樂　　令人聞言悉歡喜

說法無說無聽人　　名最上忍波羅蜜

譬如寶滿三千界　　施佛緣覺及羅漢



慧光集【47】
——般若攝頌釋（下）300

不如知法忍功德　　百千萬分不及一

持忍菩薩得清淨　　三十二相到彼岸

一切眾生悉愛樂　　聞法信受而調伏

或有眾生以栴檀　　塗菩薩身為供養

或有持火遍燒然　　行平等心無嗔喜

大智菩薩持是忍　　或為緣覺及聲聞

乃至世間諸眾生　　悉皆迴向佛菩提

譬如世間貪五欲　　甘忍三塗無邊苦

菩薩為求佛菩提　　今何不勤持忍辱

割截首足劓耳鼻　　禁縛捶拷諸楚毒

如是苦惱悉能忍　　是住忍辱波羅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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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

——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

出法品第三十一

持戒為利諸眾生　　後當證於佛菩提

心重緣覺及聲聞　　及見破戒說他過

雖實持戒為菩提　　是名持戒行五欲

欲證菩提功德法　　持戒具足行利樂

若行毀破於屍羅　　是則滅壞於菩提

菩薩雖樂受五欲　　歸命佛法及聖眾

念我當證一切智　　是住尸羅波羅蜜

菩薩經歷俱胝劫　　奉行十善無間斷

心樂緣覺及羅漢　　是犯波羅夷重罪

持戒迴向佛菩提　　而不作念求自益

但念利他諸眾生　　是則持戒波羅蜜

菩薩若行諸佛道　　於眾生離種種相

不見破戒諸過患　　此為最上善持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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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要離於諸相　　無我無人及壽者

不著戒相及行相　　是則持戒之殊勝

如是具足而持戒　　一切無礙無分別

頭目手足施無吝　　一切所愛皆無著

了知法本空無我　　乃於此身無戀著

況外財物而不捨　　及彼非處而嫉妒

於內外施生我慢　　是菩薩病非為施

或起嫉妒生鬼趣　　或得為人處貧賤

知彼眾生貧賤因　　菩薩發心恆布施

施如四洲草木數　　如是廣大亦無相

大智菩薩行施已　　復念三有諸眾生

菩薩亦為彼眾生　　悉皆迴向於菩提

如是行施無所著　　亦復不求於果報

名大智者為一切　　施因雖少果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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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攝頌釋（下）

——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

乃至三有諸眾生　　一切皆以尊重施

如供養佛及菩薩　　緣覺聲聞之功德

大智菩薩以方便　　用彼施福行迴向

當令一切眾生類　　皆悉證得無上覺

如假琉璃寶大聚　　不及一真琉璃寶

回施世間一切眾　　不及迴施無上覺

菩薩行施於世間　　不作我慢無所愛

修行而得大增長　　如月離障出雲中

善護品第三十二

果報永滅餓鬼趣　　及得斷除諸煩惱

持戒遠離畜生趣　　捨八非念得正念

忍辱當得最上色　　如金世間悉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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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善法獲無邊　　所有功德不可盡

修行禪定離五欲　　從等持得神通明

智獲無邊佛法藏　　慧了諸法本來因

佛知三界諸過咎　　為轉法輪滅諸苦

菩薩此法得圓滿　　佛剎清淨眾生淨

受持佛種並法種　　聖眾種及一切法

醫世間病最上師　　以智慧說菩提方

寶德藏有種種藥　　令眾生服悉證道

貪欲蓋：五蓋之一。蓋即蓋覆之義，五蓋即貪欲蓋、嗔恚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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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光集（48）《聖行集萃》

多傑德欽朗巴、多羅拉他、第一世敦珠法王  著

堪布索達吉仁波切  譯

　　《聖行集萃》乃結集了伏藏大師多芒寺的

多傑德欽朗巴所著的《蓮師剎土雲遊記》，以

及藏地偉大的佛學家、大成就者多羅拉他撰著

的《密宗大成就者奇傳》，還有大伏藏師第一

世敦珠法王所著的《自傳》。

單從書名即可推知內容的殊妙、精彩。本書預計2011
年九月下旬出版六千冊，費用初估三十五萬元。懇請十方

大德踴躍贊助，俾令正法得以廣弘，功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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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密宗大成就者奇傳》是由藏地偉大的佛學家、大成就者多

羅拉他（1575-1634）撰著的。多羅拉他是覺囊派眾所周知的最

偉大的一位教主。西元1614 年，以藏巴漢為施主，多羅拉他建造

了達丹彭措林寺，第四世達賴喇嘛稱其為 “脈達理”，意為：彌

勒。後來，多羅拉他前往蒙古弘法，蒙古汗王尊他為“哲布尊丹

巴”，他便因此而創建了蒙古最重要的活佛轉世傳統。他的一生

功績卓著，尤其是在建立著名的中觀他空派觀點方面，更是為佛

教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曾在自己的密傳中，透露他是全知

無垢光尊者的轉世。

《印度佛教史》是藏漢兩地學者研究佛教最重要的典籍，

但這部《密宗大成就者奇傳》至今尚未被譯成漢文。為了讓更多

的人能瞭解和研究密宗的殊勝成就和印度一些高僧大德的奇妙事

蹟，故將《密宗大成就者奇傳》一書譯成漢文。因本書涉及到一

般人無法理解的密宗禁行，如享用酒肉、雙運等超凡入聖的行為

和境界。故在翻譯之前，本人也對這個問題考慮再三，擔心引起

世人的曲解。但不管怎樣，密宗成就者的真相就是這樣的，事實

沒有必要隱藏。如《入菩薩行論》中所說：“勝義非意境，許意

是世俗”。只要是公正的、對密法的見解有一定認識的、具有智

慧的佛教徒都能夠通過這些行為的表面，一窺它不可思議的，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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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根本智慧的行境，而以自己的分別念來伺察、對密宗有嚴重偏

見、境界較低的少數人可能無法理解和接受，就像漢地濟公和尚

的某些行為不能為世間一般人接受一樣。

密法的一些甚深的見解和行為要被世人理解和接受需要一個

過程，歷史上有很多這樣的事例。印度的大乘佛教剛興盛時，他

們的行為不能被小乘聲聞乘接受，他們甚至誹謗大乘非佛所說；

漢地禪宗初興世時，也被斥為“癡人妄談”；密宗也是同樣。因

為語言、歷史和地理環境的差別和隔閡，漢地對密法不瞭解是必

然現象。但一般具有前世福德因緣的人，或者對佛教有較全面瞭

解、經過長期聞思修行的人都知道密宗是佛教的一個非常殊勝的

宗派，對它即生成就的法自然會作出客觀的判斷和評價。

在此，我真誠地希望，不管是什麼身分的人，都不要以低劣

的眼光看待密法甚深的境界，輕易毀謗密宗，欺騙自己，造下謗法

和捨法的罪業；更不希望那些沒有任何境界的人，以密宗禁行為

名，欺惑他眾。如今，不管是西方還是東方，即使對密宗有狂熱信

心，如果不知道其歷史來源和殊勝成就，則畢竟是一件非常遺憾的

事。學密的人一定要瞭解密宗高僧大德的成就和歷史。那些因為對

密宗的歷史一無所知，憑自己的想像一概否認的行為，是極端錯誤

的。密法是從古至今無數大成就者的智慧結晶，這是個別孤陋寡

聞，對其深奧法義無有絲毫認識的人所根本無法抹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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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不管是顯宗、密宗，還是藏傳、北傳和南傳佛

教，它們的宗旨都是圓融一體，互不相違的；從發心、積資淨障

直至成就佛果，都異曲同工，沒有什麼差別；它們均是佛親口所

說的妙法甘露，有確切的歷史考據。因此，佛教徒要團結和合，

互相瞭解和溝通，這是極為重要的。

願此書所傳達的真理之聲，能夠開啟你朝氣蓬勃，生動而開

放的廣闊心胸，成為你深入佛法的無限契機。它取之不竭的智慧

加持力，抵達解脫之島的旅程中，能夠給予你巨大的啟示，使你

瞥見最終的精神本質。

願增吉祥！

索達吉

西元二零零四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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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  功德主名單 
 $150,000 中華印經協會
 $25,000 藍國豪
 $21,800 三寶弟子
 $20,000 許小倩、無著健康之道
 $12,000 莊智年
 $9,240 陳國耀 
 $5,000 （吳達旗、吳駿凱、吳文君）
 $3,700 譚麗瑛
 $3,250 黃俊儀
 $3,200 新竹縣大圓滿吉祥獅子持明佛學會

 $3,000 （詹毅然、韓慧蓉、詹翔傑、詹翔超、詹翔越）、<林汝銓>、台北市行願讀
書會、吳奇恆、陳美嬌 

 $2,500 劉瑾樺與父母子女
 $2,400 華嚴精舍全體及法界一切眾生
 $2,100 黃靖峰

 $2,000 

（王瑋、劉世慶）、（李碧齡、陳鍾沛、陳鍾岳、陳王湶）、（李麗珍、雷
政霖、雷政翰、李阿究）、（莊瑞櫻、文天鉅）、（釋果明、徐黃運妹、吳
松溪、黃赤、吳勵君）、中華藏密寧瑪巴佛學會、王冠嵐、李瑞嫃、林文
彬、張美津、莊繡霞、彭淑珠。劉蓉蓉、蔡寬在

 $1,900 好果子智業公司
 $1,850 Chui & Hui Pathology Services
 $1,730 （卓瑪措、貢秋江措）、白瑪加、白瑪措、多吉、原田麗麗
 $1,700 （佛學院、釋蓮耕）
 $1,600 （董怡均、董張素、董國隆、<黃己>、<董清誥>、<黃魏專>）、王堃桐

 $1,500 （蔡雅婷、蔡康芃、蔡康杰、盧靜儀、蔡寶隆）、卜美齡合家、徐安琨與父
母女兒、張國軒合家、梁齡宇、藏傳文殊顯密佛學會、顏世良

 $1,300 屏東縣佛教青年會
 $1,200 官煌哲、林信樺眼科、邱莓筐合家
 $1,100 吳名氏

 $1,000 

（吉祥增善林、紀光成）、（徐安湘、姜映彤、劉玉華）、（張昱勛、沈玉
芬）、（張漢銳、賈如梅、黃玉鳳、張耀元）、（許明姝合家、<許再居>、
<許陳月嬌>）、（黃日昌、吳宜蓁）、江長華、吳瑞芳、呂明輝合家、呂樂
生、宋志偉、宋怡玲、李佳珊、李孟慈、李英豪、尚自強合家、林柏廷、林
雪華、林聖旦、段幼龍合家、胡峻玉、徐筱明、翁昭源合家、馬淑倩、高為
清、張元奇、郭士英、陳仕昇、陳春娥、陳貴鳳、曾安滋合家、黃俊儀、鄔
金協會、劉文正合家、劉紀昌合家、劉菁菁、鄭金弘、鄭雪華、鄧禮敦、賴
洸銘、駱彥嘉、謝明政、謝恭允、釋大慧、釋妙在

功德主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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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楊晟侑等16名

 $800 （王建智、陳鳳賢、王亭儀、王宣瑋）、（李雪卿、伍學德、伍學南、伍于
雄）、吳靜枝

 $700 古月娥

 $600 （王明忠、高麗娟合家）、李俊杰、邱君亮、陳祐禎、陶虹廷、黃夏朱、董
品萱、鄭全成合家

 $540 （邵俊仁、劉惠敏、邵亦柏、劉亦晏）

 $500 

（王燕萍、王文雄、黃菊、王五盛、王燕羚、王燕滋）、（吳忠欽、陳如
潔）、（呂凱華、林亞偉合家）、（高祺、高陳翠珠合家）、（陳美、李東
川）、（劉冠麟、劉嫚芸）、（戴秀瓶、黃威誠合家）、尤正旺合家、王金
林合家、王春歡、王得利合家、台北市直貢噶舉竹節佛學會、伍茗澺、朱
書跡、何若華、李坤川、李峻輝、林田岸、林佳蓉、林宜諄、林徐幼、林
泰安、林培枝、林雅惠、林權益、洪維仁合家、徐福基、張碧英、曹聖發、
（許雅鈞、許揚逸）、郭芬茹、陳志成、陳汶汶、陳建興、陳祈廷、陳哲
群、陳躬耕合家、陳麗雲合家、董小萍、廖行文合家、劉釋環、蔡孟桂、鄭
春桂、鄧涵方、盧福立

 $400 周靖開、鄭國陽合家

 $300 

（施陳娟娟、施伯勳）、（張之尉、呂明瞭、吳榮書）、（楊蒲、楊元箴、
張姮）、（董美辰、董美辰之胎兒、蔣昀峰、蔣國雄）、（董美辰、蔣昀
峰、蔣國雄、<無名氏>）、江雅萍、李冠緯、金正箴、施尊仁、孫佩詩、馬
芳傑合家、區善齊、許林杻、郭育紋、陳文傑、陳清海合家、陳淑英、無名
氏、楊志謙

 $250 張效薰、葉婉如、趙秋陽、隨喜、謝佳良

 $200 

（伍晴陽、伍詮瞻）、（莊博鈞、莊聰輝、全惠美）、（陳建逢、陳淑慧、
陳映亘）、（馮明雄、陳月英合家）、（馮建華、辛穎琪合家、馮文慧、馮
寶子）、（馮柏元、林靜華合家）、（盧妍安、<盧達己>）、（賴聖鴻、呂
昕芸、賴光廷）、<黃雲錦>、一切有緣眾生、王明忠合家、王律鴻、江絹、
呂宣瑢、呂胡碧雲合家、呂雅婷合家女、林素女、品恩國際有限公司、殷福
英全家、高祺、張建勝合家、莫萍合家、莊雅萍、許廷州、郭麗昇、陳奐
彣、曾慶元、馮明常、劉其華、謝京恩、蘇揚翔

 $185 Cheung Ping Man
 $150 曾健雄

 $100 
<許敏郎>、全明勇、全明康、余素美、林雪娥、施采伶合家、涂亞庭、涂祐
庭、張之尉、陳書豪、黃志傑、黃寶嫻、楊惠棋、楊景文、蔡天來合家、蔡
宜哲、釋丘央、釋聞喜

 $80 孔繁玉
 $50 <黃茱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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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結餘   1,509,251元
◎ 本期收入      450,045元
     利息收入            679元
     收入小計                                                        1,959,296元
◎ 本期支出：
     1.慧光（47）上、下印製費        450,000元
     2.慧光（47）上、下編輯排版費         30,870元              
     3.運費、郵資：           16,134元
     4.提撥基金：           22,503元
     5.劃撥手續費：             2,009元

         本期支出小計                                                                               521,516元
◎ 本期結餘                                                                            1,437,780元
 
 ※ 因學會人力有限，編製功德主芳名錄時，若有疏失之處，以收據為準，敬請見諒。 

（自99 / 3/ 21∼99 / 6 / 17止）



流通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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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處 地址 電話

1 寧瑪巴喇榮三乘法林佛學會 台北市汀州路二段115號5樓 02–2367–6728

2 佛化人生              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325號6樓之4 02–2363–2489

3 金剛顯密佛教文物公司    台北市重慶北路三段145號 02–2591–1168

4 波達拉藝品公司       台北市大安路一段51巷2號2樓 02–2741–6906

5 藏喜 台北市永康街41巷23號 02–2322–5437

6 佛哲書舍–台北店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6樓612室 02–2370–4971

7 普巴顯密佛教文物企業社   樹林市中山路一段220號 02-2687–3771

8 原動力文化有限公司                            台北市北投區明德路150巷18號 02-2822-2909

9 佛陀教育中心–台北生命道場  台北市民生西路300號2樓 02–2550–9900

10 佛陀教育中心–新店講堂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54巷28號3樓 02–2917–8855

11 佛陀教育中心–板橋悲願講堂               台北縣板橋市中山路二段581號 02–2963–7336

12 佛陀教育中心–菩提講堂          台北縣樹林市忠愛街7號 0935–224266

13 佛陀教育中心–新屋講堂         桃園縣新屋鄉中山路257號B1 03–4970605

14 佛陀教育中心–南崁中心       桃園縣蘆竹鄉南崁路59號 03–3216570

15 佛陀教育中心–中壢中心         桃園縣中壢市環北路400號15樓之1 03–4228806

16 佛陀教育中心–新竹中心               新竹市西門街52號2樓 03–5240338

17 佛陀教育中心–冬山中心    宜蘭縣冬山鄉冬山路二段478號 03–9580286

18 三星波羅蜜書坊 宜蘭縣三星鄉三星路二段20號(地下室) 03–9898686

◎台灣北部

◎台灣中部

流通處 地址 電話

19 圓覺佛教文物         台中市西區五權路1–1號 04-2378–6888

20 藏傳金剛佛教文物公司         台中市五權路2–65號 04–2371–2997

21 雅陶堂藝品店       台中市西屯區河南路二段192號 04-2295–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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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處 地址 電話

22 無著健康之道                                   台中市朝馬路81號 04-22511115

23 普巴顯密佛教文物企業社  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三段107–17號 04-2315–0905

24 噶陀仁珍千寶佛學會   台中縣神岡鄉圳堵村神清路322號  04-2563–0771

25 林欣輝大德          豐原市中正路362號 04-2528–8968

26 金佛文物中心    斗六市幸福街30號 05-533–0032   

27 佛陀教育中心–台中中心               台中市北區漢口路三段189號6樓 04–2299–1377

28 佛陀教育中心–台中講堂                     台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631號3樓之1 04–22389987

29 佛陀教育中心–草湖中心     台中縣大里市東湖里公園街421巷26號 04–24965556

30 佛陀教育中心–大里中心 台中縣大里市永興路300號 04–24870698

31 佛陀教育中心–彰化講堂                彰化市金馬路一段175號 047–200280

32 佛陀教育中心–雲林長春中心 雲林縣斗六市南京路373號1樓 05–5372429

◎台灣中部

流通處 地址 電話

33 台南市藏密佛學會   台南市長榮路二段304號10樓之1   06-274–5691

34 金剛顯密佛教文物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二路277號 07-322–3883

35 佛陀教育中心–嘉義講堂      嘉義市興業東路555之15號 05–2166700

36 佛陀教育中心–台南中心                  台南市東門路一段336號2樓 06–236–4722

37 佛陀教育中心–永康中心 台南縣永康市忠孝路396號1樓 06–2334127

38 佛陀教育中心–高雄講堂           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二路472號7樓 07–221–2323

39 佛陀教育中心–般若講堂 高雄市前金區中華三路77之1號12樓之1 07–281–3913

40 佛陀教育中心–屏東東港中心 屏東縣東港鎮延平路24號 08–832–3727

41 屏東縣佛教青年會圖書室 屏東市復興南路一段676號 0918-166-119

◎台灣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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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處 地址 電話

41 香港佛教慈慧服務中心 九龍旺角洗衣街241A地下 852-2391-8143

42 香港佛教慈慧服務中心 香港銅鑼灣摩頓台灣景商場21號鋪 852-2895-2890

43 香港佛教慈慧服務中心 香港中環干諾道中63號地下 852-3421-2231

44 香港佛教慈慧服務中心 新界元朗安樂路49號地下 852-2479-5883

45 香港佛教慈慧服務中心 九龍馬頭圍道284號地下 852-2994-6619

46 香港佛教慈慧服務中心 澳門筷子基和樂大馬路221號第四座L鋪地
下

853-2822-7044

47 馬來西亞菩提書局
Lot. 3.05 3rd Floor,75, Jalan Petaling,
Bangunan Pak Peng,Kuala Lumpur 603-207807185

48 佛陀教育中心–新加坡中心 271Bukit Timah Road＃01-06 Balmoral 
Plaza Singpore 259708 65–6836–0966

49 佛陀教育中心–馬來西亞 No.81 2nd.Floor Puteri Park Plaza, Taman
Putra,68000 Ampang Selangor,Malaysia 6016–672–1535

50 佛陀教育中心–古晉中心 Lot 7372 Jaian Sherip Masahor ,
93250 Kuching Sarawak,Malaysia 60–82–257634

◎國外

※ 為方便各地道友，我們特別在全省安排了四十個流通點，海外地區也安排了十個點，尤其美西
地區增加一個點，歡迎就近請閱。另外，本學會出版之《慧光集》乃免費結緣，本學會亦未委

託任何單位或個人代收助印款，如欲助印請與本學會聯絡。   
※電話：（02）2367－6728       ※傳真：（02）2364－0934  
※劃撥帳號：18839701               ※戶名：中華民國寧瑪巴喇榮三乘法林佛學會  



迴　向　文
此等三世積累之善根　成熟遍空眾生身心續

暫時惡業之因所生者　病障違緣兵災饑饉苦

無餘遣除幸福安樂時　世界和平吉祥願共享

究竟圓滿福慧二資糧　願獲聖者二身之果位

圖登諾布 12.7.1998

－歡迎助印　功德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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