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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汝鈞按：
這是對《般若波羅蜜多金剛經》或簡稱為《金剛經》的研究，主
要是對經文內容的分析與評論。我們基本上是以文獻學與哲學雙軌並
進的研究法來進行，一方面探尋經文中重要名相在文獻學上的依據與
淵源，一方面分析與闡發它們的哲學涵義。對於經中表示的重要的思
考方式，例如即非詭辭與四句偈，有特別詳盡的闡釋。我們的解釋，
在義理的闡發方面，要比現代學術界流行的同類著作，詳細得多。對
於那些難解的說法，也反覆研究，提供解釋。是否有當，便要請教高
明了。
《金剛經》有梵文原典留存下來，也有很多個漢譯本子。在這裏
我們是根據鳩摩羅什的譯本。這個譯本文字流暢，也很吻合原典的意
思，是最流行的翻譯本子。我們研究的方式，是把經文分開為若干小
節，依次疏釋其文意與揭示其義理。有些小節涉及較重要的思考的與
哲學的問題，故有較詳盡的處理。
文中分析與評論，基本上是我的意思。不過，這研究的完成，卻
有賴很多青年朋友的助力。他們包括香港浸會學院宗哲系高年級同學
方啟杰、黃夢籬、李健生、葉麗萍、龔美茵、駱惠玲、丁穎彥和研究
生梁萬如。先是由我對著經文，講述大要，他們記錄下來。然後把經
文分成七個部分，由這七個高年級同學各自依據自己的記錄，加以解
釋，每人負責一個部份。最後把解釋集合起來，由梁萬如整理，也加
上一些他自己體會所得的意見，完成了初稿。我又把初稿仔細看了兩
遍，每次都有不少修改與補充，主要是依據原始佛教的緣起性空的立
場和般若文獻表示空義的一貫方式，把難懂的語句疏導下來，使它們
在現代思想的脈絡下，成為可理解的和有意義的。由此便成了這定稿
。
以下便是這定稿所顯示我們對《金剛經》的研究。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
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缽入舍衛大城乞食
，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缽，洗足已
，敷座而坐。（8.74
8
C,8表《大正藏》第八冊，為省篇幅，
此下8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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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本經的引言。佛教經典的開首都會有敘述者介紹，說聽到佛陀（
Bu
dd
ha）的教法，然後他就照著記下來。那個敘述者通常是阿難（

Aa
na
nd
a）。可是，《金剛經》（Va
jr
ac
ch
ed
ik
aa-p
ra
j~
na
ap
ar
am
it
aasu
ut
ra
）在阿難死後七、八世紀才結集完畢，所以阿難記錄本經的說法只是
虛說（註1
）。歷史的記錄雖有假託的成份，但是影響不了佛陀教法
的真正價值的。
這節經文敘述佛陀在舍衛國（註2），祇樹給孤園裡（註3），與
一千二百五十名大比丘一起（註4）；當時，佛陀見飯食的時候到了
，便穿上大衣（僧伽黎），持著石缽進入舍衛城乞食去，乞到的食物
，都放進石缽中。然後，返回祇園精舍用飯。飯後整理衣履食具，敷
設蒲團盤膝而坐。這節經文的生活意味很濃，扼要描畫佛陀日常生活
的一個側面。這主要是乞食。這是古印度宗教修行者解決食的問題的
一種方法。人們對這些修行者相當尊敬，以能布施食物給他們為榮。
若要進一步探尋這個故事的側面，我們可以說：要實現至高無上
的價值必由最低的價值做為基礎，由最低的價值通向及承托著最高的
價值，使至高無上的價值得到彰顯。為了實現這至高無上的價值，飯
食是必需的。另一方面，雖則飯食是必需的，但在這至高無上的價值
面前，飯食變得微不足道，只要足夠便可以了，這就是為何佛陀生活
得極清苦、極簡樸的原因。
安頓了物質生活後，便要開展精神生活的層面，講說佛教的義理
了。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
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
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菩提心，應云
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汝如所說，如來
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為汝說。善男子
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
。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7
48
-7
49
a）
這節經文主要說須菩提（ S
ub
hu
ut
i）向佛陀問道。須菩提為小乘的
聲聞（ 'Sr
aa
va
ka）行者，有慈悲心， 是最有資格講論圓滿智慧及
空義的佛弟子。他德高望重，以長者身份坐在會眾中，由於他要向佛
陀求道，故先對佛陀躬行敬禮，所以即自座中起來，袒露右肩並以右
膝著地，再恭敬地合掌向世尊問道。 "偏袒右肩 "是古代印度的禮
法，現仍流行於南亞洲佛教僧侶之間。
他讚歎如來（註5）對菩薩（註6）護念，諸菩薩信從如來的教訓
，追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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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的善行， 信解佛法外，並持大悲心來轉化其他仍在生死苦海中未
得解脫（ m
ok
sa）的眾生。接著他便向世尊（註 7）發問：那些有
志於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註 8）的品性善良的男子及女人（
ku
la-pu
tr
a善男子，ku
la
-d
uhi
t.
r善女人）， 應怎樣安住他們的
心，並以甚麼原則來克服妄念心呢？
其實，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目的是要證得無自性空真理的
智慧。佛陀從苦痛煩惱中解脫出來後，把這種智慧平等地開示給一切
眾生，引領他們到涅槃（ n
ir
va
a.na）境界。 這種智慧稱為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它是無上的，真正的平等圓滿的智慧。而眾生企盼超
拔於生死苦海中，最初就是要發自己心成就這無上的智慧，所以須菩
提問佛陀應怎樣安住、克服妄念之心，事實上就是進一步向佛陀問：
當眾生矢志要求解脫時，他們如何能安住及克服妄念之心呢？這裡實

在是要強調眾生的自我作主，因為覺悟是自家的事，人家只能外在地
幫一點忙，不能替你覺悟，所以自己躬行實踐的工夫是很重要的。
再者，須菩提提出住心與伏心的問題，當中包含兩種層次：住心
是使心靈平和地安住下來，是終極關懷或終極付託的層次；而伏心則
是在達到終極真理的過程中的修習及實踐的層次。前者指向目的，後
者指向方法。這裡可能有一種想法：要達到某種目的，則要實行某種
方法，所以要住心的話，則要伏心；反過來看，實行某種方法，就是
要趣向某種目的，所以伏心是導向住心的必要過程。這種想法把方法
與目的二分，以為有一種方法，便有一種目的置定在那裡，可讓人隨
時把握；於是，若人希望達到這個目的時，便要不斷握著那個方法，
朝著那個目的邁進，這無形中把作為主體的人，及作為客體的方法或
目的二分，也就是說，把發心者或修行者與住心及伏心三者一起割裂
，無有融攝。實際上，要實踐伏心工夫的、要把心安住下來的和這伏
心、住心的主體，是三位一體的，都屬於同一生命，在究極的層面是
不能分開的。倘若是分開了，使主體從伏心、住心分隔開來，人便不
斷向外追尋要伏心、住心，但人如何能得到結果呢？就是由於要追尋
，人把生命分裂為二，在這主客的格局中打滾，而浪盪於永無止境的
追尋上，實在談不上什麼解脫。佛陀如何解開這個困境呢。他怎樣理
解發心、住心及伏心等等的問題呢？
往後的經文，佛陀即從不同的角度來回應這個問題。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眾生
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
；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
而滅度之，如是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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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
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生相，即非菩薩。（74
9
a）
佛陀首先就菩薩的立場來討論降伏妄心的問題。菩薩特別是大菩薩（
註9）救度眾生於生死苦海之中，究竟應持怎樣的態度呢？這節說明
了四個方面：第一，菩薩要領引一切眾生（註10）進入涅槃而非只為
一己利益，而更要利他。小乘佛教認為要灰身滅智（註11
）才能達到
真正涅槃，所以，他們達到涅槃後便不再返回世間去救度眾生。但是
，菩薩有大悲心，不忍見眾生在生死苦痛中浮沉，誓要幫助所有眾生
得解脫。菩薩這個宏願是很廣大的，因為它涉及一切眾生；而且它是
至高無上的，因為他要帶領眾生到達圓滿的涅槃，這是究極的解脫。
對於菩薩來說，真正的解脫是要自家得解脫，同時也要眾生得解脫。
第二，要度化眾生並帶領他們進入無餘涅槃，佛教把涅槃分為兩
種：
有餘涅槃（
up
ad
hi'
s
e.s
a
-n
ir
va
a.
na
）及無餘涅槃（
an
up
ad
hi'
s
e.sa
-n
ir
va
a
.na）。有餘涅槃是一切眾生的貪瞋痴（註
12）全被去掉時即能證得， 但證得後仍保留色身（註 13），故從
身體而來的痛苦，還未能得到解脫。證得無餘涅槃後，眾生獲得佛的
常身（註 1
4）、不再保有色身，不再有物我的二元對立，也沒有自
他身心或物質與精神的拘礙，完全解脫生死的苦逼。佛陀說要引領眾
生入無餘涅槃，是針對小乘而說的，小乘強調要灰身滅智才能真正達
到涅槃，這與佛陀所說的無餘涅槃實相背離。
第三，佛陀認為雖然無量眾生被菩薩引領至涅槃境界，但實際上
沒有一個眾生被引領至涅槃境界。 這看似乎矛盾， 但事實上並不這
樣。理由是：菩薩已是得覺悟的有情眾生，即已從緣起觀中了達一切

法皆是緣起無自性的真理，由於眾生也是在緣起法的範疇中，因此，
眾生亦無有自性，是空的；沒有自性即是空。所以，菩薩雖然普度無
數眾生，但並沒有一個實在的、有自性的眾生得到滅度（註 15）。
再就緣起性空的脈絡說，度引眾生入涅槃是從緣起，即從有或幻有的
一面來肯認這工作；而實無眾生得滅度則是從性空一面來肯認這工作
，所以二者並不矛盾。無論站在那一個層面，佛陀的用意是要菩薩持
有同時度引生而又不執著眾生為實有這樣的態度。
第四，菩薩既已覺悟一切法皆無自性，是空的，應不執取人我的
分別。因不管是人是我，都是相同的性格：空無自性。佛陀提到的我
相、人相、眾生相及壽者相四者（註16），以此窮盡在主（我）客（
人），（內我）外（人）、時（壽者的歷時）我（眾生的廣延）上對
人我的分別，而這分別意識的最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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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就是人執取自己為實有，有其自體。一切痛苦的生起都是由於眾
生以為有一個不變的 "我 "在，執取此我，由此 "我 "生起種種
欲望及對現世和未來世有無窮的憧憬。由執取自我成我執，至執取一
切客觀存在為法執。實際上，我也好，法也好，都無自性、無實在可
得，人總是要執取之以求實，這不啻從虛影中求取實物那樣，永無結
果。在這種無結果的追逐中，只會招來無窮的苦痛煩惱而已。倘若菩
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及壽者相，執著人我的分別，他不但拯救不
了在苦海中的眾生，就是自身也被這些分別相所束縛，不得自在。佛
陀於此處要指出的是，菩薩既然是覺悟緣起性空這義理的有情眾生，
實不應對人我執著，否則便不能稱為菩薩了。
佛陀認為只有悟得緣起性空的義理，超越人我的分別，從苦痛中
解脫出來，並本著慈悲心度化他人，使別人也能從苦痛煩惱中解脫出
來，並降伏妄念之心，安住於菩提心，那就功德無量。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
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
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
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
，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
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菩薩
9
a）
但應如所教住。（74
這節經文是要說明菩薩行六度圓滿修行的態度（註 17）。理論與實
踐配合才叫圓滿，因此，發菩提心不單是心念的事，還要身體力行。
對於菩薩來說，實踐方法便是布施（註 18）。不過，佛陀認為菩薩
行布施時應不住於任何法（ dh
ar
ma）或任何相（ la
k
.sa.
na），
不應執取任何布施之物，無論是色、聲、香、味、觸、法（註 19）
的對象也不可以住著或執取，亦即不能執取物我的區分，否則便會住
著於能施與所施的二元對立（ di
ch
ot
om
y）中， 從而冀望受施者的
報答或得到什麼福德，違悖菩薩本著大悲心行布施之原意。因此，菩
薩布施時不應有任何執取或分別相狀的意識。要知道一切法皆無自性
皆是空的，在布施時不持分別的意識，不執取任何東西，以無私之心
布施，則其所得的福德，廣大得不能計算，正如不可思量東方的虛空
。這福德也是精神性、宗教性的、不是物質性的。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
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佛告
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
74
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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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進一步強調一切相（la
ks
an
a）皆是虛妄，包括佛的身相在內。
身相是指佛陀殊勝的三十二個色身的相狀（註20），每一個身相皆是
由於實踐了上百種福德凝聚而成，它們也是緣聚的，故並無自性言。
可惜這些身相或色身容易被眾生執取，以為佛實在地存在著。色身固
然是福德的果實，它表現佛陀的成就，但真正為佛所有的只是他的法
身（註 21）。法身是精神性的，不來也不住，它沒有運動相，也不
能被執著。
進而從佛眼所見，一切法皆是自性空的，都是緣生的，故所有從
分別而來的相狀皆是虛妄。不但佛所顯現出來的身相是緣起的，甚至
一切法都是這樣；它們都是幻有，人能把握這真理便可克服種種分別
相，不執取任何相狀，這樣就能了解無相之相即法相；故佛對須菩提
說："
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這句話說話有即非弔詭的意味（註
22），它的含意是：否定一切從分別而得的相狀（包括身相），然後
指出肯定由超越一切分別相而得的無相之相才是真正的相（法相），
這樣才能了解如來，因為法相是如來的絕對性格，是平等的、普遍的
，不像一般分別相的個別的，參差的性格。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
不？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
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為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
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
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眾
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何以故？是諸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
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何以故？是諸眾生，
若心取相，則為著我、人、眾生、壽者。若取法相，即著我
、人、眾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眾
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
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74
9a
-b）
這節提到將來的眾生也會對如來的教化生實信，及他應取的態度
。
須菩提提出了一個疑問：現在他得到佛陀親自教誨，得聞《金剛
經》的深奧義理：但在未來的眾生，他們聽到《金剛經》，也能產生
一種真實的信念嗎？
佛陀對此問題的回應是：在如來滅度後的一千年（註23），正處
於"像法"的階段，即只能模仿佛法，並無證悟，只有教與行，或教義
與修行。雖然如此，眾生也能持戒守行，利己利他，誦讀《金剛經》
，以為真理之所在，確信此為般若解脫法門。菩薩在過去世中，實踐
佛的囑咐，又遵守戒律，深種善根，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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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今生一聽到《金剛經》的佛法，便能產生清淨純一的信仰。如來早
已知道這些眾生不會執取我、人、眾生、壽者相，亦無法相或否定法
相（非法相）的觀念，所以能得到無量的福德。這是因為他們已克服
相對性（如法相與非法相）的限制而證得無相之相，如《雜阿含經》
所言：

如來離於二邊，處中說法（註24
）。
也就是說，如來克服了一切二邊或二元相對相（du
al
is
mofr
el
at
ivi
ty），不執取於任何一方，來凸顯空的真義。"中"即是中道（ma
dh
y
-a
ma
apr
at
ip
ad），即超越相對性的正反二邊之意。 空便有中道（
中）的意思，超越一切相對的二元性格，處於絕對的層面。佛陀指出
菩薩亦要像如來一樣，不執取一切相，並提出不可執取相、法相及非
法相，用以闡釋這道理。
若菩薩執著相，就是執取事物的常住不變的性格，執有物我的分
別，執取我、人、眾生、壽者等分別相。若菩薩執取法相，則它是空
的，所以實無法相可執。可是，如果菩薩執取非法相，即法相的否定
，則法相既不能被執取，非法相當然也不能被執取，否則，亦只有陷
於執取事物的正反的相對性上。因此，佛指出相、法相、非法相皆不
能執取為實有，要從二元性的相對格局中超越出來，解脫一己的苦痛
煩惱。
佛陀更引用《筏喻經》的故事來比喻他的說法（註25
）。《筏喻
經》說筏只是一種交通工具，送人到達彼岸，故在渡河後應將之拋掉
。正如佛陀的教法一樣，佛不忍見眾生生活於生死苦痛煩惱中，決意
度化眾生，助他們得解脫，因而說種種法。不過，人若獲得解脫，必
須放棄一切執持，包括佛陀的教法在內，因為佛陀的教法只是助達至
解脫的工具而已；最終目的達到後，一切工具義的東西都要捨去。在
《金剛經》中的佛法，也不能執取。
這裡有一點很有趣。在這本《金剛經》中，佛陀又說及《金剛經
》之事，這是經中說經，明顯地是不符合語言層次的，能說與所說不
能是同一東西。但很多佛經都對這點不加分別，《法華經》也是這樣
。這大抵是從信仰或宗教立場立說之故。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
所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
，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
無為法而有差別。（ 74
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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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節佛陀進一步否定法的自性。佛問須菩提：如來是否能把握到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及如來是否有說過什麼法時，須菩提的答案是
否定的，因為如說如來把握到這種無上正等覺的智慧、或指出如來說
過什麼法時，便有把這種智慧與法放在具有自性的對象的位置的傾向
，好像能讓人把握到似的，但緣起性空既是一切法的真相，那麼如來
所證的智慧及所說的教法當然也是自性空的，都不能被執取；故此，

一切對象的自性皆要被否定；如執實之，那個必然不會是已覺悟得緣
起性空的如來了；換句話說，如來既是已覺悟緣起性空者，執有對象
的便一定不會是如來了。 此中的 "定法 "，即指具有自性的確定法
而言，或以自性來規定的法而言。如來的智慧與教法，都不能以自性
看，都不是 "定法 "。 以定法或決定法來說有自性的法，在般若文
獻中非常流行。
因此，如來亦要超越非法、非非法的二元對立，而一切聖人亦因
體現到無為真如（註2
6）而得到精神上的提昇。意即由於一切聖人體
現到緣起性空的義理而超越二元對立，顯現絕對空的真理。故此，鳩
摩羅什譯的這句 "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 "並不能將原意正
確地表現出來，若採取真諦 "一切聖人皆以無為真如所顯現故 "（
註 27）更能表現出一切聖人皆體現到無為真如之意。這點在抗塞的
英譯本中也提到， 他的譯文與真諦所譯相同，似更能表達原意（註
28）。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
人所得福德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
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若復有人於此經中，
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提
，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須
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74
9
b）
這節談到福德（g
un
a）與法的問題。本節比較物質性的與精神性的福
德，而以後者為高，目的在說明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帶來的福
德是屬精神性，因而它無可計量，從而凸顯受持誦讀《金剛經》的價
值。
布施物質性寶物得來的福德是緣起的，即由因緣和合而成，緣聚
而生，並在某一時、空出現。故此，福德可以有積聚之意，這是從緣
生的一面，或 "有 "一面來說的。若有人以能充滿體積大至難以計
量的三千大千世界（註 2
9）這樣多的七寶（註 30）來布施，利益
眾生，其福德固然很廣大，但是這裡說福德的多寡只是就量而說；事
實上，從性空的本質來說，福德只是幻有，並無永恒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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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德可以被積聚起來，或可以歸屬於任何人，由於諸法是緣起，因
而法沒有獨立的自性，不能決定自己的存在，而要由諸緣決定，故其
本性為空，即性空，這樣依緣起而來的福德也無自性，也無所謂計量
。所以，福德（有）與福德的本性（空）實各有所指，故此，能說其
多寡之福德並非指向空無自性，無所謂計量與否的福德本性。
接著，佛陀說只要有人能領受及持守《金剛經》的道理，就算是
其中極少的四句偈文（註31），他所得的福德比受持七寶布施的功德
更殊勝。這四句偈即是上面所說 "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
者相，即非菩薩"的說話。這裡也涉及教化的意思。受持《金剛經》
並以經教化眾生，不但自利也利他；再而基於眾生無量，能夠掌握這
自利、利他的法門來教導無量的眾生，其功德也無量。但是為何要受
持此經及以之教化眾生呢？因為一切諸佛即一切得覺悟的人，及諸佛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佛得覺悟的無上正等正覺的能力，都是從般
若性空法門出來的，而《金剛經》的經文緊扣般若性空的真理，是一
切眾生覺悟的根源。所以，受持《金剛經》，體證性空之理，並將之

教化無量的眾生，其功德較可計量的七寶福德更為殊勝。
但剛才說般若性空的真理是佛陀所證之法，並非表示有一個外在
的真理名曰佛法可以執取以為實有。因為所謂佛法正是無自性空的真
理，若以為佛法能作對象來分析來取證，無疑是將佛法推出外面，把
它看成客觀實有，有獨立的相狀可供掌握，這是把佛法視作有其獨立
不變的自性的錯誤看法。在佛教來說，佛法是有關宇宙特別是人生的
真理，它是人生的，因而是內在的。它不能被當作客觀的知識來思考
，不是外在的對象，因而不能被推向外面而外在化。用康德哲學的詞
rer
ea
so
n
）的對象，卻是歸於實踐
彙來說，佛法不是純粹理性（pu
理性（pr
ac
ti
ca
lre
as
on
）的。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其意是：佛
法不是那種可以對象化、實體化、自性化的外在的 "佛法"。
此外，雖說一切諸佛是能證般若性空真理的覺悟者，但並非說 "
法"是佛所擁有的。若作如是想，一方面也犯了將佛法外在化、對象
化的錯誤，如上所說；另一方面也忽略了眾生得覺悟體證般若的能力
。因此，佛法不屬於任何人，正因為它不屬於任何人，這才凸顯人人
皆可有此佛法的平等意思，這也是肯定了眾生都內在地具有覺悟般若
性空的能力。於是，人人皆可以受持誦讀《金剛經》，體證性空之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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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須
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
，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須菩提，於
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
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
陀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
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為不來，而
實無來，是故名阿那含。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
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
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
為著我、人、眾生、壽者。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
最為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
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說須菩提
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而名須菩提是樂阿蘭
9
bc）
那行。（ 74
小乘佛教依修行者的四種不同修行的方法及所達到的層次，將其證得
的四種果位稱為 "四向四果"，而證得果位者則稱為聖人。有四種果
位，故有四種聖人。本節討論小乘佛教的四種聖人，重點在於說明任
何一種聖人不能得到所謂 "果 "， 因為這四種聖人不可以他們證得
的修行圓滿境界為有自性，而加以執取。 若聖人自以為證得 "果 "
，便是將 "果 "實體化、對象化；聖人如作這種念頭，則非聖人。
此外，後文 "無住 "的思想在這裡更有跡可尋。
佛陀在下文重複問及須菩提這四種聖人能否有得 "果"的念碩，
而須菩提因為已證得這四個境界，因此，他憑著個人的經驗，肯定這
四種聖人絕不應有得 "果"之念。現分述四種聖人如下：
一、須陀洹，梵文為 s
ro
ta-aa
pa
nn
a
，入流、預流之意，即預入
聖者之流，屬於第一階段的聖者，證得第一向第一果，稱為入流果或
預流果。雖然傳統小乘佛教認為須陀洹有預入聖人之流的意思，但須
菩提卻認為須陀泹實際上 "無所入 "， 因為預入聖者之流基本上是

假借世俗的字眼， 若執取其為 "入 "，執取他為實有一進入動作和
可入的對象，因而這 "入 "便與生命分離，是生命以外的另一種境
界，即是將本來內在於我的境界推到外面去。事實上，根本沒有入的
動作，也沒有可入的對象。故此，須菩提以一個已得覺悟的智者身份
，指出能不入一切境界相，即色、聲、香、味、觸、法六塵，才可稱
為須陀洹。
二、斯陀含，梵文為 s
ak.
rd
aa
ga
am
in，譯作 "一來果 "。能達
到這種果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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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為四向四果中的第二位。 "一往來 "是指覺悟後要來世間輪
迴多一次，最後才達到究竟涅槃。故此，就常情俗世眼光來看，"一
往來果 "是指得覺悟後，本可出世， 但仍以入世的姿態再到世間來
一次，才得真正的涅槃意思。須菩提認為斯陀含這種 "一往來 "的
方式仍非究竟，因為此中的 "來 "預設一種動相，及這動相的發動
者。但是，依 "空 "的性格來說，實沒有動相可言，更沒有表現這
動相的實在的主體。此外，斯陀含由出世至入世，再出世的過程中，
一來一去，實預設了時、空的觀念，這些觀念無疑是將世間及出世間
分割為二。事實上，所謂 "一往來 "在修道的歷程中，只是修道者
智慧的不斷提昇，不斷臻於成熟而已，實際上沒有一個我的主體在世
間一來一去。因此，須菩提所理解的斯陀含的境界和傳統小乘佛教不
同， 須菩提認為能夠明白 "一往來 "實際上是 "無往來 "，只有
泯滅往來的動相、往來的實在的主體及世間與出世間的分離，才能體
證 "斯陀含名一往來 "的真正意義。 "無往來 "包含很深微的意
思。 "往 "是往向出世間，"來 "是來此世間。如是，"往來 "
即預設出世間與世間的分隔，使二者成一 "二元 "的相對關係。這
顯然不是真正覺悟的境界。在真正的覺悟者眼中，世間與出世間的分
界根本不存在，故亦無所謂 "往來 "。
三、阿那含，梵文為 a
na
ag
aa
mi
n， 有 "不來 "的意思，漢譯
為 "不來果 "，屬四向四果的第三位。 阿那含 "不來 "之意即是
斷盡欲界的煩惱（註 3
2），不再還生於欲界。須菩提認為小乘佛教
對此境界的理解仍非究竟，因為若阿那含說不再受生（靜相）時，仍
相對於受生（動相）來說。這樣，他還是著於靜相或動相，若著於相
便有所執，由此觀之，小乘佛教的阿那含仍有所執。故此，須菩提認
為阿那含說 "不來 "不應相對於 "來 "而言，因為 "來 "是動
相，"不來 "是靜相， 兩者都具有相對的性格，無論是動相或靜相
，始終不能遠離對 "相對相 "的執著， 所以，阿那含所證 "不來
"，實在是超越 "來 "與 "不來 "的相對性格。於是，須菩提以
親身的經歷說出理想的阿那含只是名為 "不來 "，其實是 "無來 "
，即是不預設 "來 "的動相，能達到絕對 "無來 "的境界，才是
真正的阿那含。 要注意的是，"無來 "不是對 "來 "的單純的否
定，同時也是對 "不來 "的否定。 它是要超越 "來 "與 "不來
"這相對相所造成的相對境域，要顯示那絕對的意境。
四、阿羅漢，梵文為ar
ha
t，ar
ah
at，漢譯為 "
應供"，意思是
值得尊敬供養的人。修行達到小乘中最高的果位，不再受生死及欲界
的煩惱，達到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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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眾生、壽者區分的寂靜境界。因此，阿羅漢之所以得名阿羅漢，

是由於斷盡所有的煩惱，解脫生滅老死，自證空性，所以並不是另外
有個實在的自性法，可以名為阿羅漢的，所以說： "實無有法，名阿
羅漢。"接著，須菩提就以親身的經驗說明為何不能有得阿羅漢果的
念頭。佛陀雖稱須菩提得 "無諍三昧"，是 "
離欲"的阿羅漢，但須
菩提卻不起 "得 "之念。 "無諍 "（ a-r
a
.na
a）即不與人諍之
意； 三昧（ sa
ma
dh
i）是禪定修行達到無執的精神境界；離欲是離
開爭勝的慾望。 無論是 "無諍三昧 "或 "離欲 "，須菩提都堪稱
"第一 "，因為和前三階段的聖人比較，、阿羅漢所達到的寂靜境界
更為徹底，所證的 "果 "更為殊勝。故此，在小乘的聖人中可稱 "
第一 "。但為何世尊以 "無諍 "、"離欲 "來稱須菩提呢？這裡要
把握的是阿羅漢所證的 "無我 "境界（註 33）。因為人起諍心時
， 必有一個諍的主體，即是有 "我 "，一旦有 "我 "便產生從我
而來的四相（人、我、眾生、壽者）執著。是故要離欲，離開一切爭
勝的慾望，是無諍的基礎；而無諍是體證 "無我 "的重要法門。既
然，阿羅漢能 "離欲 "、"無諍 "
，則能 "無我 "。既然阿羅漢所
證的是 "無我 "境界，便不會執於 "我得阿羅漢 "這個念頭；甚
至不會和眾生相比，起人我的分別，以為自己比他優越，從而產生我
慢。（註 3
4）
同理，須菩提之所以是 "樂阿蘭那行者"（ar
an
a-vi
ha
ri
n
），因
為他 "實無所行"。因為行是依心而起的，若心執著於外物，被外物
所束縛，心即住於其中。若心行而不住著，不執於外物時，才能樂住
於無諍的境界中，才能成為 "樂阿蘭那行者"。 "阿蘭那"是梵文
ar
a.na
a的音譯，即無諍之意。能住於無諍，則能處於 "無我 "之
境，這是回應剛才阿羅漢能證無我境界的說法。因而小乘佛教的四種
聖人，猶以阿羅漢所達到之境界為最究竟。
這裡有一點要說明一下。須菩提本是小乘的聖者，但他對四聖的
看法，有大乘思想的傾向。特別是他說斯陀含無往來，阿那含無來，
顯然有打破世間與出世間的隔閡的意思，而近於大乘的出世間觀念，
後者表示世間與出世間結成一體之意。《金剛經》的作者可能有意把
須菩提大乘化，透過他所表示的大乘思想去影響小乘的人。實際上，
《金剛經》屬般若文獻，而這批文獻在大乘文獻來說是出現較早的。
文獻的作者可能有意把小乘信徒引入大乘的教化中。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
？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須菩提，於意云
何？菩薩莊嚴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
則非莊嚴，是名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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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
，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74
9C
）

心靈是有生命的，故心必有其活動，但心在活動之餘，不應著於任何
對象之中，並執取之以為實有。本節即進一步緊扣般若性空之理，發
揮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重要思想。
從性空來說，既然諸法本無自性，即沒有一個永恒不變的諸法實

體，故心便不應住於這無自性的諸法中，並以之為實有；但也並不需
逃離世間諸法，因為始終諸法都是因緣和合而成的，緣聚而生，在某
一時、空出現，它雖無自性，但也並非一無所有，所以，人對於諸法
也應有覺知的活動，也要生心，但心卻不可住於任何一法，免得受到
束縛，不得自在，所以說無住。就是說，心無所住著，而不是說遠離
諸法，捨棄世界。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須菩提認為當日佛在然燈佛（註3
5）處修菩薩行時， "於法實無
所得"， "法"是指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原因是所謂 "法"
純粹是個人心上覺悟時所證得的道理，所覺悟的是無自性空的真理。
若說法可 "得 "時，便是將法推到外面去，以為法是外在對象，是
實有可得的。人向外尋找法時，便如同向外覓取本來是內在的東西，
如騎驢覓驢，不會有結果。故此，無所得才是真正之得，因為無所得
的 "得 "是指不以法為有自性可得的外在對象，於是法與追尋者二
者不再分別為二，二者都是內在的，都結成一體，主客的對立因而解
消，當體就是得，就是悟，這才是真正的得，而所得正是無自性空之
理。
同理，菩薩實在不能莊嚴佛土。莊嚴有兩個層面：一為相莊嚴，
指外在的華麗裝飾；一為心莊嚴，即是心靈中的莊嚴，是精神意義的
。須菩提認為真正的莊嚴是心莊嚴，只有否定相莊嚴才能顯出真正的
莊嚴。進一步說，依緣起性空的道理來看，這裡有辯證的意味，就是
必須否定把心看作為有自性的 "莊嚴"，才能臻至空的 "莊嚴"。換
言之，即是要否定認為菩薩莊嚴佛土是實有存在的看法，因為 "莊嚴
佛土"本無自性，根本沒有一個永恒不變的 "
莊嚴佛土"（k
.se
tr
avy
uu
ha）可被執取以為實有。事實上，莊嚴佛土是心靈的自我淨化活
動，是故佛說諸 "菩薩摩訶薩"應該無所住而生清淨心，所謂清淨心
是人人都具足的本來清淨自然能有清淨無染心靈；這是一普遍的心靈
，是平等、無差別的。因此，若心清淨自然能有清淨無染的佛土，所
謂 "心淨則土淨"。故此，佛土並不靠外在的裝飾，而要靠我們的內
心努力才行。但如何能生清淨心呢？就是不要住著於色、聲、香、味
、觸、法這些感官與意識對象，因為它們在般若的觀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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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如幻如化，無實性可得，故不應住著於其中，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就是不執著於外物以為有自性可得時，人才能生起一平等、無有
差別的清淨心去領會佛土的莊嚴。
同樣，現代人面對複雜、多變的社會，感到煩惱不安，往往趨向
尋找一種簡單自由的環境，希望能夠過樸素的、非文明的、非現代化
的生活。現代人這種否定文明，務求返璞歸真的作法，表面似乎解決
了現代人面對複雜的文明生活的不安感。但事實上，這種改變外在環
境，令其趨向簡單的作法，只是表面的解決方法而已，始終人的不安
感仍會存在。因為人最根本要改變、轉化的是他們感受事物的心靈，
而非事物本身。所以，在向外尋找一個安身之所前，就必須先向內心
做一些涵養的工夫。
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
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
（74
9c
）
本節通過色身喻法身的廣大。須彌山（ Su
me
ru）是指地球的喜瑪拉
亞山，是古代印度宇宙觀的中心。據佛教的理解，人在現實上是物質

性的色身（ ru
up
ak
ay
a）即是五蘊組成之身； 人可藉修習而獲致精
神上的法身（ dh
ar
ma
-ka
ay
a），這是指佛性的顯現，是佛所證得的
超越的真如理，它遍滿整個世界。雖然，色身大若須彌山，但始終不
及法身之大。是故佛說非身，即是否定物質性的色身，顯現那遍滿恒
常的法身，才可說是 "大身 "（ ma
ha
a-ka
ay
a）。 而色身雖大如
須彌山，也不是真的廣大，是因為色身有壞滅的一天，而且人也很容
易執取之而生煩惱。就算色身再大，它對人要達到解脫的理想實無補
於事。相反，法身是佛性的顯現，是佛的本質，他以此普度眾生。這
是真正的"
大"。
須菩提，如洹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意云何？是
諸恒河沙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恒河尚多
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
人，以七寶滿爾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
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
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
福德（7
49c
-7
50
a）
本節採用層層遞進的方式來譬況功德的多寡，用以彰顯精神性福德的
殊勝之處。前文用了三千大千世界七寶布施來比較，現在就用恒河沙
數的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布施作對比，目的只為再次凸顯受持誦讀《
金剛經》之功德是無可計量，遠勝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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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
天、人、阿修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
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
在之處，則為有佛，若尊重弟子。（75
0a）
這節從信仰角度來說明受持讀誦《金剛經》的價值。經文說四句偈，
其福德已非七寶財施所可比較，故知《金剛經》的價值實無可媲美，
可見它是應該得到世間的天、人以及阿修羅（ a
su
ra，好勇鬥狼的眾
生）等不同眾生的尊崇的。原因是單單受持誦讀般若經典，已成就了
"最上第一希有之法 "，即了悟空之真理。所以，這部般若經典所在
的地方，就等於有佛的精神存在，因為佛所覺悟的正是這部經典所宣
示的無自性空的真理。故此，現在的佛弟子能尊重這部經典，就等於
尊重佛及往昔的佛弟子了。
而本節末句 "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則為有佛，若尊重弟子"，正
好透露了三寶中心的轉移，更有助說明經典、佛及佛弟子三者的等同
關係。所謂三寶，是佛、法、僧。起初，佛陀那時以佛為主，佛陀宣
講教法而後有法，據法修行者就成為僧伽（ sa
.mg
ha）；後來佛滅
度，到小乘佛教時代僧伽（剛才所說往昔的弟子）成為主導，雖然法
身是遍在、常在的，但要僧伽宣揚教義然後才有法；及至大乘佛教時
正法成為重心，經典是保存正法的重要依據，所以經典的地位變得很
重要（註 3
6）。
由此觀之，般若之法已載於本經中。故此，說誦讀這部《般若經
》的價值等於重遇佛及往昔受尊重的弟子，實非跨張之辭。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

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
持。（75
0a
）
此段經文提出本經的名字為《金剛般若波羅蜜》，而在抗塞的梵文英
譯本中（ 3
7）， 則將此經名為《超越的智慧》（ W
is
do
m W
hi
ch
Ha
sGo
neB
ey
on
d）。雖然梵文英譯本與鳩摩羅什的中譯本在字眼上
有分歧，這是採直譯及意譯的不同而已，兩者的意思其實是一致的。
譯為 "超越的智慧 "表示這智慧超越其他一切智慧，因為它是至高
無上的；而羅什譯的《金剛般若波羅蜜》，亦有同樣的意思，因為 "
金剛 "（ va
jr
ac
ch
ed
ik
a）是鑽石的意思，它無堅不摧，有碎破萬
物的功能，以此來喻般若智慧，正指出般若智慧能如金剛般銳利，能
破除一切錯誤的見解，超越一切妄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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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雖然兩者對此經的名字的翻譯在字眼上不一致，但其意義
皆是指出此經所講的，是一種完滿無上的智慧。

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則非般若波羅蜜。須
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白佛言：世尊，
如來無所說。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
是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
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須
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
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
相，是名三十二相。（75
0
a）
這節經文充分表現了真理的弔詭性格。若用現代術語表述佛陀描畫真
理的方法，就是這種 "即非的詭辭"。表面上看來，這些語句顯然是
矛盾的，是違背形式邏輯的規律的，事實上，即非的思考在表面是詭
辭，內裡卻含有一種智慧，一種空的智慧。
其實 "即非的詭辭"涉及語言或概念層次的問題，而這層次則分
三部份進行。首先，提出某概念如 P，這概念只是現象的提舉而已，
跟著便否定此概念，如非 P，這否定是對 P的自性否定， 即否定以
自性立場來看 p
，而得 p的否定；但這非 p也不可執著，繼而再否
定這非 p，隨即顯示一超越於 p的及非 p的更高境界，即超越的 p
（註 38）。
前後三步中的p，其涵義皆不同，三者都屬於不同的語言或概念
層次，因此，即非邏輯並不表示其在邏輯上有矛盾，無寧即非有辯證
的意味，因為必須通過反的歷程，否定自性p，才能臻於空的p，最後
對 p才有正確的理解，這實在是一種認識層面的升進歷程， 由現象
的認識以達於本質的認識。
即非的詭辭不單有認識的涵義，且有實踐的涵義，這主要是就對
世界的態度來說。P表示對世界的肯定，但這肯定有執著在內，執著
世界的自性也。 非 P表示對世界的否定，否定其自性也。第三步的
P， 表示最後還是肯定世界，不能捨離，但這肯定是無執著的肯定，
真正的肯定。這也是修行者對世界的正確的態度。
其實整部《金剛經》的經文就充滿著這種即非的思考，故必須在
這裡交待一下。
這段經文，分別討論了三個問題：第一、如來有否說法呢？無疑

如來正向須菩提說法，但是若執著如來所說的般若波羅蜜是外在的對
象，是實法，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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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的話，則必須要作否定，故謂 "如來無所說 "
。 能夠了解到無
自性的法這事實，了解到這是內在的自證的教法，才算是真正了解般
若波羅蜜。
第二、如何才能見微塵的真相呢？若執著微塵（ra
ja
s）是有自
性的，則必須先否定微塵的自性，才能見微塵的真相，或空的微塵。
所以，或者說，微塵的真相，或許必須在無自性的脈絡下才得見。說
非微塵只是對諸微塵的提舉的自性否定，否定它後，才顯出無自性的
微塵。（註3
9）
第三、能否以三十二相見如來呢？經中說若執著了佛的三十二相
（ dv
aa
tr
i
.m'sa
n
-m
ah
aa
pu
ru.
sa-la
k
.sa
.na
an
i）為佛時， 則必須
要 "非相 "，即否定三十二相的自性， 才能真正了解佛的三十二相
。我們的了解是佛的三十二相總是佛的外在的表徵，是他的慈悲與智
慧在實踐上的結果，無自性可說。 要真能了解佛 "見如來 "，必須
從他的慈悲與智慧的本質著手，亦即要從他表現慈悲與智慧的行為著
手。但這仍不表示對於三十二相的輕視。實際上，三十二相這些外在
的表徵，正所以印證佛的內在慈悲與智慧。
可見在佛陀說即非的詭辭時，他不是要否定現象世界，也不是故
弄玄虛掩人耳目，他的用意在使人獲得一種觀照真理的智慧，使眾生
能層層超昇於俗情世間的一切名利、貨財，以至佛法本身，了解它們
無自性的性格，對它們不起任何執著，由相對的層面進至絕對的境界
，再下落凡塵救度眾生，那就功德殊勝了。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
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
75
0a）
這段經文的主旨，是指出受持四句偈而為他人述說，所積的福是無可
比擬的。這段經文以布施與受持四句偈而為人述說作比較，指出無疑
布施亦可積福德，但相比受持四句並向他人述說而言，則相距甚遠了
，因為自己受持四句而向他人述說所積的福德，是多得不能量度、不
能計算的。這種福德是精神性，宗教性的。
這其實亦不難理解，因為布施只可救人燃眉之急，解決一時的痛
苦與困難而已，但眾生所面對的真正問題，是沈溺於苦海，墮於六道
（註40
）中輪迴（s
am
sa
ra
）的事實。要真正救度眾生，非要向他述
說解脫之道不可，而受持四句偈並向他述說，便可收到這效果，因而
他所積集的福德，自然是比布施更勝千千萬萬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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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
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
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
。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則是非相
，是故如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
，不足為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

受持，是人則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眾
生相、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
壽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則名諸佛。（75
0
a
~b）
此段經文，主旨是要表達此經非一般眾生或二乘能自行了解而得悟這
樣簡單。然而若能真正了解此經的涵義，則可成佛。這種表達方式，
流行於多數大乘經典中，用以揚大（大乘）抑小（小乘）也。
此段開首，指出須菩提聞此經，而且深深了悟此經的義趣時，不
禁涕泣。須菩提可能因為有感過去苦苦探求，但終不能了悟真理，如
今佛陀的教法促他猛醒，扣動他的心弦，所以使他愴然淚下。這亦充
分展示出大乘教法的影響力。
須菩提指出，他所證得慧眼（註4
1）是不足夠了解般若的真義的
。慧眼相應於一切智，只是三智（註4
2）或者圓滿智慧的第一階段的
表現，是聲聞、緣覺（註4
3）等二乘所具，所照見的只是空這個普遍
的道理。這是普遍的智慧（un
iv
er
sa
lwi
sd
om
）。
而比慧眼高一個層次的就是法眼。法眼相應於道種智，道種智是
菩薩所具的智慧，指處理世間種種事相，俾有助於自度、度他以成佛
的智慧。這種智慧的對象，是世間的特殊面，是世間事物的特殊相，
或具體性格。 這是具體的智慧（ pa
rt
ic
ul
arw
is
do
m）。
最高層次的便是一切種智，亦即是佛眼。這種智慧是佛所具的，
是佛的智慧，能同時照見真實與邪妄的境界，是具體而普遍的，能同
時把握事物的具體和普遍的性格，是至圓而至真的智慧表現。這是普
遍而又具體的智慧（u
ni
ve
rs
al-pa
rt
iu
la
rwi
sd
om），也是究竟的智
慧。
所以，須菩提所能照見的境界，實還停留在第一階段，仍未臻究
極。
當然，若能藉著聽聞此經，生起清淨的信心，亦可以如佛陀般，
了解到實相（註 4
4），但為了使眾生不執著實有，在此佛陀又再引
用即非詭辭，說 "是實相則非實相 "， 用以否定實相的自性，期望
達到 "離相 "的境界，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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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所有相皆宛然存在，無有自性，因而不取住於相，不為外相所束
縛纏擾，不再生起對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的執著。這人了解
到所有相皆是無自性的 "非相 "時，他所得的智慧與佛所體現的智
慧是無分別的，故謂 "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 "。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
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
羅蜜，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75
0
b）
鳩摩羅什的譯本指出聽聞此經後，若不感到驚懼、恐怖及畏縮的話，
此人便十分難得了，原因在於 "如來說第一波羅蜜，非第一波羅蜜，
是名第一波羅蜜"（註45
）。這即非詭辭似乎與聽聞此經，不生恐懼
感無關。反觀抗塞的英譯本則不同，英譯本指出，聽聞此經不生恐懼
之因，是基於如來以此經為最高成就的教法，而如來所教授的最高成
就法，同時亦包含了他無量的祝福在其中，因而這教法實為最高的成
就，正因如此，聽聞此經，自不會感到恐懼了。由此觀之，英譯本補

足了中譯本未盡善的地方。至於為什麼讀經會生恐懼呢？因為若不深
解《般若經》的空義，則易於誤解空是虛無（ni
hi
li
sm）的意思，從
而不能接受，甚至產生抗拒、恐懼、畏怕的心理。要理解空義，固然
要了解佛陀說的第一波羅蜜，但佛法既無自性，也不可起執，只有在
"不住"中才可住於法，這才是理解空的實義的正確方式。

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何以故？須菩
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
、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
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
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
眾生相、無壽者相。（75
0
b）
此經文描述了兩個實際例子，闡述無相的效應。例如歌利王（ka
li
ra
aj
a）那個例子（註 46），若果佛陀不明白無相的道理，當他於
過去世那時，被歌利王割截身體，便一定會反抗及感受到痛苦，因為
一執著有 "我 "， 便有一個 "我 "去承受歌利王所施於 "我 "
的種種苦痛刑罰，這個 "我 "亦一定感受到這種痛苦，因而不能擔
當。可是，若了解到無相的道理，了解到根本無一個 "我 "去承受
種種刑罰， 亦無此種種刑罰。 故此 " 忍辱波羅蜜
" （
k.sa
an
tip
aa
ra
mi
ta
a）實際上卻是 "非忍辱波羅蜜 "
， 因為了解
到 "我 "無相時，亦無所謂忍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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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
住心。若心有住，則為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
。（75
0
b）
《金剛經》一直強調 "無相"的意想，對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又
應如何看待呢？此段經文便指出菩薩發心，亦離一切相而發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心，而一切相不離六塵（色、聲、香、味、觸、法），不
住著於六塵便可生無所住心。但有一點要切記，此心是不能有所住著
的， 因為心有所住的話，便立刻會取相、著相了，故謂 "若心有住
，則為非住 "，所謂 "非住 "即不能安住於菩提心中，亦即不能發
菩提心。若能把握此道理，在行六波羅蜜如布施波羅蜜時，也不會執
著有布施的主體、布施的對象及布施這行為了，這才是真真正正理解
"離相 "的道理。

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應如是布施。如來說一切諸
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則非眾生。須菩提，如來是
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 75
0
b
）
這段承接前段有關布施的態度。菩薩行布施，不應存有施者，受者及
布施自身的分別意識。若有這種分別意識，即是取相：取施者相、受
者相及布施相。為了否定這樣的取相作用，故要說 "諸相非相"、 "
眾生非眾生"的義理，這點前文已有發揮，在此亦不再作贅述了。不

過，此段有一特別的地方，便是加述了如來所說的是千真萬確的、無
一虛假的道理，因為如來不說謊，故其所說的道理亦是真實的。

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須菩提，若菩薩心住
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
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75
0
b-c）
此段首先指出佛在此經所講的法是 "無實無虛"的，所謂 "實"是指
預設自性的實在論（r
ea
li
sm）；而 "虛"是指否定一切虛無主義（
ni
hi
li
sm），所謂 "
無實無虛"是指佛講此經，並不偏於實在論立論
，亦不偏於虛無主義而立論，由此便顯示了緣起性空的中道的道理了
。 "無實無虛 "的另外一種解釋："實 "指真實，但是遠離世間
的超越的真理， 故 "無實 "即是不遠離世間而求取真實； "虛 "
是虛妄，指世間的種種虛妄不實的性格，故 "無虛 "即是不淪於虛
妄不實。
繼而佛陀提出個例子，闡明著相與不著相的分別。若菩薩著相而
行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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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即認定布施有一特定的對象，執著這對象便為這對象所束縛，
就好比人入了一間完全無光的房間中一無所見一樣。相反，若菩薩能
夠不著相而行布施的話，即好比人有眼晴，可透過光來清楚看見一切
事物，而不為外在對象所束縛，因為根本沒有執取的外在對象之故。
這實釐清了迷與悟兩種境況。"著相 "是迷，"不著相 "是悟。
經文中 "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 "很有深意，顯示菩薩的心靈
或覺悟的心靈的獨特性格。一方面，心靈不住著於法，不為現象世界
所束縛，因而才能保持自身的自由自在的姿態。另一方面，它也不捨
離世界，卻是很關心世界，行種種布施；布施即是利益世界的事也，
這便顯露出心靈的靈動機巧的性格，對世界持不取不捨的態度。不住
法是不取，行布施是不捨。不取不捨都是對世界說。這亦可說是中道
的表現。故菩薩心是中道心。

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
，則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
邊功德。（75
0c
）
此段重申若人能受持此經，則以佛的佛眼，當可預言其必定成就無量
功德。這便近似授記了。前面己經說過佛是 "
真語者、實語者、如語
者、不誑語者"，他所說的自然不會虛假了。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
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
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
，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75
0
c）
這段文字主要是說明修讀此經的功德。佛陀指出就算有人能身體力行
，日日無間地布施，所得的福德，亦不及其他人能夠聞《金剛經》而

生信心，不違逆所得的功德。
古印度將一天為六時：日三時及夜三時。白天的三時又可分為初
日分、中日分和後日分。佛陀將之連同恒河沙的數目及無量百千萬億
劫這麼久的時間，再以生命的軀體作譬喻，形容這樣布施的功德都不
及誦讀《金剛經》來得殊勝。 "無量百千萬億劫"原語是ba
hu
un
i
ka
lp
a-ko.
t
i-ni
yu
ta
-'sa
ta
-sa
ha
sr
aa
ni
ka
lp
a意譯為 "劫 "，指無
限長的時間。ko
.t
i譯作 "十萬 "或 "億 "。ni
yu
ta譯為那由他
。 'sa
ta是百，s
ah
as
ra是千。原文直譯為 "百千十萬兆之多的劫
"。這是超於想像的無限長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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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是對《金剛經》有信心已經有莫大功德，更何況能親自修持、
讀誦，但這些都可以理解為一種自利的行為，佛陀認為更重要的是利
及他人，在自身修習之餘，還要顧及度引他人，當中所產生的功德，
更是無量，所以要為人解說。

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
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
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
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則為荷擔如來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
、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
0c
）
說。（75
承接上面，此經是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及無邊的功德的。這樣的經
典，如來只會為發大乘心者及發最上乘心者說， "大"是廣大的意思
， "最上"是究竟無上沒人能及的意思。這些人若能受持誦讀，甚至
利及他人，為其他人解說，便會被如來知見，而成就不可算、不可思
議的功德。而這樣的人也就能得覺悟，能荷擔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擔 "是擔在肩上，"荷 "是負在背上。意思是能領受信解的人，
就能擔當無上正等正覺，也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這裡 "荷擔
"有一種承擔為他人說經的責任，這是由己向外推擴，發揮自利利他
的大乘精神。
然而為何如來只為大乘者說法，而不願為小乘者說呢？這是因為
小乘者（樂小法者 h
in
aa
dh
im
uk
ti
ka
i.hsa
tt
va
i.h）與大乘者最大
分別是小乘人為己心重，只顧求自身修習，缺乏利及他人的心態，而
且他們不理解般若的要義，不明白空之真諦。他們往往滯著於世間現
象，不能勘破人、我、眾生、壽者的空無自性的性格。聽受讀誦已經
不可以，更何況要為人解說呢！上面我們曾指出《金剛經》的作者有
引小乘入大乘的意向。如來顯然有意引領須菩提由小乘入大乘也。

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
應供養。當知此處則為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
而散其處。（75
0
c）
此段文字指出《金剛經》的特殊地位，由於它有不可思議的功德，無
論在世間任何一處出現，都應受到天、人、阿修羅（as
ur
a）等世間
眾生供養， 因為此經所在的地方， 即等於佛塔的所在。 佛塔（

st
uu
pa）主要是供養佛的舍利， 舍利（ s
ar
ir
a）是如來色身經火
化（荼毗）後遺留下來的珠子。印度佛教徒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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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偈安塔中供，名 "法身塔"。所以有經的地方，就等於有佛塔，
而為了尊敬佛法，所以應恭敬供養，而恭敬的方式是作禮圍繞，並要
焚香、獻花。但事實上，最為重要的還是要讀誦、思惟及理解經義，
並廣為人說，這才是根本的修行。

復次，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
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
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75
1
c）
凡善男子善女人能受持讀誦《金剛經》，當能修無量功德，理應也受
人尊敬。但反若因修持本經而受到別人的輕賤，這是什麼原因呢？這
裡牽涉及業力輪迴的概念。即我們今生所受到的苦難，是因在過去曾
作惡業，所以在今世受惡果。再者，今世若因修讀《金剛經》而遭人
輕視、賤視，這固然是因他在先世作下罪業而今世受苦，但這未嘗不
是好事，因為這即是前生惡業轉輕或漸消滅的象徵。因為讀誦般若文
獻的人，所有過去應墮惡道的罪業，會因受持此經而減輕。故修行者
在消弭過往罪業之餘，也種下般若種子，將來定可證得無上正等正覺
。

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衹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
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
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
，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75
0c
75
1a）
這段經文再次說明修持《金剛經》可得之功德。而佛陀是以自己經歷
的事實，去對比出受持此經之無量功德的。佛在過去不可計算的世代
，所謂阿僧祇（a
sa
mk
hy
a）劫，即見然燈佛以前曾對八百四千萬億個
那由他佛（註47
）尊敬供養，一個也沒有忽略過。所得的功德應該是
很多的了。但佛陀指出相對那些在末世，在戒律崩壞的時候也能受持
誦讀此經的眾生所得的功德，卻是遠遠不及的，因為供養仍是表面上
有限的工夫。但若能持《金剛經》，順著經中要旨證得空理，才是根
本。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
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信。須菩
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75
1
a）
佛認為由於受持讀誦此經的功德實在是無邊無量，是不可計算的，所
以若一一將之詳細描述出來，可能使一些人聽了後，心生狂亂，甚至
狐疑不信。因為這功德之鉅大實在是匪夷所思，超出常人所能理解的
。這是因為《金剛經》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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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可思議的力量，所以受持讀誦而來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議的。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須菩提：善男子
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
切眾生，滅度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何以故
？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則非菩
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
。（75
1
a）
這節經文重複了須菩提詢問釋迦如來有關安住於菩提心及降伏妄想心
的方法。而釋迦佛則說出關鍵在於不執著我相、人相、眾生相及壽者
相這四種相，即不以自性的眼光看這四相，以為有實在性。亦即，不
把這四相自性化、實體化，同時也不要起人我的相對之想。
此外，釋迦佛以為當修行者發心修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的時
候，應該持以下的態度：修行者應視救度眾生為己任。在救度或度化
後，不能以為有一眾生被自家所度化。這是因為修行者或發心的人，
若持有這種度化眾生的念頭，則無疑是將眾生（被度的人）與修行者
（能度化的人）劃分出來，即將二者賦予一種 "自性"來看待，且將
二者置於一種主客的二元對立的狀態下來理解。這實有違佛教緣起性
空的根本精神。被度的人與修行者不能截然劃分為二的理由：真正的
度化是自度與他度的結合；在度化的大理想下， "自"與 "他"連成
一體不能分開。
雖然這節經文與上面的經文在字義上有相同的地方，但其所含有
的意思卻並非完全一樣。這主要是因為二者有不同的側重點。這裡所
要強調及發揮的是菩薩心是空的義理，就連發心本身都要否定，也就
是說，菩薩度化眾生時，除了要泯滅所度化的眾生相外，也要離開度
化的心相，亦即菩薩不能生起能夠度化眾生的念頭，因為 "能相"與
"所相"是一種相依待的概念，在真正的度化活動中，依待性格的 "
能 ""所 "必須泯除。菩薩度化他人，實亦成就他的自度；此中不
能有 "能 ""所 "、自他的意識。 就究極的立場看，"能 ""所 "
應該是一的。 菩薩應在沒有 "能度 ""所度 "的對立格局下，安
住他的菩提心，亦應在這種格局下，降伏他的虛妄分別心。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不？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佛於然燈佛所，
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
，實無有法如來得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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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者，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
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
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何以故？如來者即
諸法如義。（ 75
1
a）

這段經文的開首，交待了釋迦佛與然燈佛在過去世時的一段夙緣。釋
迦佛於過去曾遇然燈佛，得然燈佛的授記，預言他將在未來世必得成
佛，名為釋迦牟尼佛（ '
Sa
ak
ya
mu
ni-bu
dd
ha）。釋迦佛乃借此事詢
問須菩提，究竟如來有否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深知如來的
用意， 故說如來並沒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因須菩提知道如來
若自以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必會墮於妄見，把菩提智慧外在化
、對象化，以為是可以如外物般 "獲得 "的東西，這便大謬了。倘
若是這樣，如來就非覺者。因為菩提智慧是自家內在的東西，本來自
有，不可視為外在對象來理解。正由於釋迦佛不起這種妄見，才為然
燈佛所授記。所謂 "授記 "是預言將來在某時，某處證菩提得覺悟
而成佛之意，通常是就一個現成的佛對一個修道者作預言而言。
此外，經文又交代了 "如來"的意思，並以此再證出釋迦沒有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理由。如來是指能悟入一切諸法理體的覺悟者
，即悟入諸法本無自性，能所一如，無有差別的性格。所以，如來雖
得三藐三菩提，而實無有三藐三菩提可得，因為一切法皆是平等一如
，無有能所之分的。如來若以為自己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提心，即視
此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為一外在對象，執取之為有自性，那麼，他
使非真正的覺者。經文所言的 "諸法如義 "是指如來已得一切諸法
的真如義，能知曉諸法本來沒有能所之分，無有自性，平等一如。這
就是說，如來能悟入諸法的實相，即平等一如的理體！

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
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
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75
1
a
-b）
佛陀宣說的道理，可概括為 "緣起性空"這四個字。其意思是，一切
法都是條件或緣組合而成，因而沒有獨立的自性，因而是性空的。由
這種緣起性空的思路出發，則可說諸法是 "無實無虛 "的。所謂 "
實 "是指實有義的 "自性 "，而 "無實 "即指 "無自性 "， 意
即諸法是沒有自性令得諸法可以獨立自存。 但另一方面， 又由於 "
無虛 "，故諸法是可以成立的。 這裡所言的 "虛 "指 "虛無 "
，
而 "無虛 "則指 "無有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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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之意。在字面上 "虛無 "即是 "實有 "的意思。 這好像與
前文所言的 "無實 "有矛盾的地方，但實際上，卻是沒有矛盾的。
這主要是因為 "無實 "與 "虛 "建立於緣起與性空的義理之中，
是真理的一體兩面，所以二者實無矛盾。簡單說，事物有其存在性，
但並無自性，即不能自存，故說 "無實 "（無自性），但因緣起故
，乃有生起的現象，故說 "無虛 "
。 而這種生起只是短暫而非恒久
的，故緣散則滅。由此可知，緣起的道理性空的道理是一事之兩面而
已，並無原則上的矛盾！
這節經文最後一句 "
須菩提，所言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是故名
一切法"這說明真正佛法意思：如來為了教化眾生，才以假名說出種
種法，但佛法本無自性，不是實有。人若能明白這道理，便能悟入真
正的佛法。所謂真正的佛法，乃是經過對諸法自性的否定後所得知的
法。這相當於最後一句中的："是故名一切法 "。事實上，"所言一

切法 "是一般義的一切法， 而 "即非一切法 "則否定一切法的自
性，至於 "是故名一切法 "即肯定已被定已被否定自性的一切法。
這裡又運用了即非的詭辭。

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
，則為非大身，是名大身。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
：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則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
有法名為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
者。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
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須菩提
，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75
1
b）
這經節文解釋 "
法身"及 "菩薩"的意思。經文之首是佛詢問須菩提
有關人身長大的事，佛陀問須菩提人身是否可以被稱得上長大呢？須
菩提深知佛的用意，回答說： "人身非大身，是名大身"。句中先從
緣起性空的義理立論，以為一切法皆無有自性，都是因緣合和而成，
故人身雖如須彌山般長大，也有滅的時候，是故佛說人身非大身（maha
a-ka
ay
a）。這是從緣起性空的立場來分析，也是世間一般的知解
。但菩薩因了悟緣起性空的道理，且修得六般若波羅法，所以能以清
淨的功德願力為因，成就莊嚴的法身，故名為 "大身 "
。 如來所言
的 "大身"實非生滅或肉體的長大，而是否認肉體自性後所得的精神
性主體，這才是真正的 "
大身"。
接著，經文從 "
法身"推衍至對 "菩薩"的自看法。佛告訴須菩
提真正的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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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只能在完全泯滅四相的情況下才能成就。若菩薩持有度化眾生的念
頭時，則不能稱得上為菩薩，因這是把度化眾生的神聖工作推到外面
去，視為一外在的、，要成就的對象。同時亦不能把菩薩推到外面去
，視為一外在對象。菩薩是得覺悟的主體性，整個過程與生命都是內
在的，根本沒有一作為外在對象看的法可稱得上為菩薩。
由此推下去，菩薩莊嚴佛土，也不能說上真正莊嚴佛土。須菩提
以為莊嚴有二意，即 "相莊嚴"及 "
心莊嚴"。真正的莊嚴是 "心莊
嚴"。因此，只有在否定相莊嚴時才能得真正的莊嚴。總之，菩薩或
其所化現的莊嚴佛土，只是一種假名而已，無自性可得，而且並沒有
一種真實的菩薩或莊嚴佛土相應於 "菩薩"及 "莊嚴佛土"這名稱而
存在於客觀的外在世界中。如來以為菩薩能明白此種道理，不把四相
、菩薩自己及莊嚴佛土等相看成為實有所得時，才可以稱得上為菩薩
。這點上文已有揮，不再贅言。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肉
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
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
來有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
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
尊。如來有佛眼。（75
1
b）
這節經文是談到佛的五種眼。佛陀對須菩提提出一連串的問題，詢問

佛陀有沒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及佛眼，須菩提並沒有如上文以
即非的詭辭來答，卻直下承認他擁有這五種眼，其中的深意是：這裡
以佛觀照事物的五個角度來表明，佛的視點非只見絕對的真理而已，
其實他也可照見世間法的，那五種眼實在是對機而發，當中廣含一切
法相。這表示對於世間法與出世間法，佛陀都可同時兼收並觀。

須菩提，於意云何？恒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如是，世
尊。如來說是沙。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
有如是等河，是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甚
多，世尊。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眾生若干種心，如
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所以
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
得。（ 7
51
b）
這節經文說透過佛的智慧，能見眾生的種種心念，帶出 "心"具有無
自性的性格。經文的大意是說：眾生是遍佈於不同的世界裡，而世界
的數目恰如恒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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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沙，可知眾生數量之多，實難以計度。而每一眾生的心都不時的在
變易中，所以眾生能起不可算數的心！但佛卻能徹底看見眾生的種種
心，這應該如何理解呢？若依前節的經文來說，佛因具備了五種眼，
加上佛的智慧無窮，故能知眾生的種種心念。但此節經文卻沒有直接
道出這原因，可見此節經文乃有另一種解說。依經文來分析，這是因
為 "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 "。 眾生的心念是念念不住
剎那不停的。雖然如此，歸根究柢它只是一種宛然乍現的活動而已。
亦即眾生的心不斷在變化，在這種變化過程中，宛然出現一個心的連
續體，所謂 "心之流 "（ c
it
tadh
aa
ra
a）。 但如來知道這心之
流不是一個常體，無自性可言，卻是剎那生滅滅生的，因此，已過去
了的心不能得，未來的心也不能得，現在的心，則正在生滅滅生，故
也不能得。
世人總是按著時間的流變觀念，把心劃分為過去心、現在心及未
來心三種，這樣便把心限定於這三種時相中，也就是把心說成有限定
相。我們用時間的概念來限定心的活動是不可能的，除非把心看作為
有過去的相狀、現在的相狀及來未的相狀。其實，心是沒有形相的。
因為若把心限定為有某一相狀，則是企圖把心實體化而可任人把握，
這不符合心的真正性格。心是無時無刻都在生滅滅生，都在變化，具
有 "自性 "的心是沒有的。而如來所解的心，正是要否定心的自性
，才能顯出真正的心，故經文說："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
心。"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
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
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
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75
1b
-c）
這段經文討論福德的看法。如前文所分析，我們知道佛教所說的福德
有兩種：一是物質性的，一是精神性的。物質性的福德不如精神性的

福德。因為物質性的福德是世俗方面的，精神性的福德則是宗教性的
、救贖性的（so
te
ri
ol
og
ic
al）。宗教性的救贖是佛教立教的目標。
所以精神性的福德，比物質性的福德更優越。而三千大千世界七寶的
布施，就是屬於物質範圍內的。若布施所得的福德是有實在性的話，
則三千大千世界七寶的布施亦不過是大千七寶的福德而已。將精神性
的福德施與眾生更為有益，它有助於眾生通向解脫的、救贖的宗教目
標。
進一步說，怎樣才能做到 "得福德多"呢？關鍵就在於能夠明白
福德畢竟沒有自性可言，人不應住著於任何布施的相狀，應體悟到一
切東西都是空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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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並與般若的智慧相應，這樣就能夠有更多福德了。實際上，福
德不是時空下的事物，故不能以數量來測量，說它多也只是 "權說"
而已。

須菩提，於云意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也，世尊。如
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
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
相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
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75
1
c）
佛向須菩提提問，究竟對於一個覺悟的人來說，可否從其具足三十二
相、八十種好的圓滿色身中去體悟其本質呢？色身是一物質的身體，
而具足即圓滿充實的意思，凡是自體成就不待他緣的，即是圓滿充實
。但須菩提回答不可。意思是：首先要明白佛說的色身，根本就是無
實在性的，因為它是緣生的，這樣說來，它哪裡有圓滿充實的色身可
得呢？所以說 "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 "
。 如果執著這身
相為如來，即不能見到一切東西的如實空相，不能見到如實空相，又
怎能深刻的見到如來的本質，或如來之所以為如來呢？
說色身具足，是方便的說法，它根本就是空無自性的。人要否定
"具足色身"的自性，才能滲透入 "
具足色身"的本質及內容中。此
外，不要以色身為具足、為有自性的東西，要以之為一種示現（
ap
pa
ri
ti
on），一種方便教化的示現，這才是真正的色身具足。佛與
菩薩有無窮的示現形式，因而也有無窮的色身具足。
接著，佛陀再問須菩提：如來可否具足諸相見？具足諸相，就是
圓滿成就諸相。諸相概括一切外在的相狀，包括感官所認識的事物，
與色身和修行的境界等。佛的意思就是：可否從這些外在的相狀去得
見如來的本質呢？
這問題其實是與上一問題一脈相承的，須菩提的答案仍是否定的
。因為不但如來的身相虛妄不實，就是世間所有相皆虛妄，因為一切
都是依緣起滅，所以根本就沒有諸相的實在性。諸相只是如來的方便
變現，實無自性可得，要否定諸相的自性，知其為方便變現而已，因
此才可談具足諸相，運用諸相。諸相既沒有實在性，則不能以此得見
如來的本質。
佛陀在這裡不是要否定 "色身"或 "
諸相"，而是要超越 "色身
"和 "諸相 "二者。 佛陀只是指出， 要以無自性的眼光來對待 "
色身 "和 "諸相 "
，這樣才能更深一層地了解其本質。否定了它們
的自性後你所看的仍是 "色身 "和 "諸相 "， 但他們已不再是實

在性的東西了，也不是被執取的對象了。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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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這樣理解身相才是正確的，所以文中說 "
是名具足色身"， "
是
名諸相具足 "等。 其實，這 "諸相 "或 "色相 "都是施設的性
ra
j~n
ap
ti）。
格，都是假名（ p

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
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
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75
1
c）
佛陀吩咐須菩提，不要以為佛陀有 "我當有所說法"的念頭。佛陀體
現菩提智慧，以這種智慧觀照事物的無自性空的性格。除了 "我"是
空之外，法本身亦空。不要以為真有一個實在的法可被作為對象，被
我們執取和了知。我們體會佛法時，不可執著所體會到的真理或法，
要把這法也空掉，所以說法亦是非法，即無自性的法的意思。法本身
是離言說相，超越言語的。但現在佛說法只是為了眾生得解脫的方便
權說而已，眾生了解後應立即捨棄，如渡河後捨棄木筏一樣。因為言
說不能直下指涉法，言說的目的只是引導眾生昇進，達到超越的層面
。法本身是無言的，佛陀說法只是藉言說使眾生明白，原來法最終都
是不可言說的。佛陀只能指點，最終還是要眾生自覺自悟的，這就是
"是名說法"。明白法是不能說的，究極地說，佛也沒有說法，只是
法藉佛陀的言說示現給眾生而已。眾生自家必須親證真理或法，在這
點來說，佛幫不上甚麼忙。覺悟畢竟是自家的事，即使佛說上千言萬
語，也是沒有用的。既然沒用，也就等於沒有說，"無法可說 "。
佛教的法其相應梵文為dh
ar
ma；有三面意思：真理、事物和責任
。這裡所說的法通常是真理之意，有時也可指事物，但仍傾向於事物
的真理之意。 "
無法可說"表示真理是不能透過言說來表達的，它是
絕對性格，言說則是相對的。故其意也可以是：沒有可以說得出來的
真理。

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
法，生信心不？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何以
故？須菩提， 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 （
75
1
c）
這節討論對眾生的看法。慧命須菩提是德高望重的稱謂，視智慧即其
命根的長老，都尊稱為慧命（aa
yu
sm
at
）（註4
8）。須菩提問佛陀，
以後有沒有眾生能明白《金剛經》的道理，而又能生起信心持守下來
的呢？佛陀沒有正面回答，無論佛陀答肯定或否定，都容易使人認為
眾生為實有，以為眾生有自性。但佛陀的意思絕不是這樣，所以佛陀
。關於 "彼非眾生，非不眾生 "
的回答是 "彼非眾生，非不眾生 "
的意思，可從兩方面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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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方面：佛說 "彼非眾生"，是因為有些人能明白如來所說的
如實空相，體悟無自性空的真理。這非一般眾生所能做到，實要經過

堅毅的鍛鍊，所以說 "彼非眾生"。佛說其 "
非不眾生"，意思是雖
然他們的修習較深，但始終他們都是從眾生的基礎做起的，亦以眾生
的立場來理解佛法，他們本來的身份就是眾生。而且，他們仍未成佛
， 所以也和其他眾生一樣，仍要經過世間的生死輪轉，所以說 "非
不眾生 "。
第二方面：佛指出當我們說有眾生能明白《金剛經》的真理時，
我們實不可以為有一個實在的 "眾生"可讓我們握著，其實眾生當下
就是空，因為眾生為五蘊和合，根本沒有自性可給執取，眾生的身體
是不可得的，所以說 "彼非眾生"。進一步說，眾生雖是因緣和合，
但佛家的觀點並不可得的，所以說 "彼非眾生"。進一步說，眾生雖
是因緣和合，但佛家的觀點並不是要否定眾生這一相狀，而是教人從
無自性的角度去看眾生。當我們否定其自性時，所呈現出的仍是眾生
，仍是在空的立場下看真正的眾生。所以說 "
非不眾生"。
第二方面：佛指出當我們說有眾生能明白《金剛經》的真理時，
我們實不可以為有一個實在的 "眾生"可讓我們握著，其實眾生當下
就是空，因為眾生為五蘊和合，根本沒有自性可給執取，眾生的身是
不可得的，所以說 "
彼非眾生"。進一步說，眾生雖是因緣和合，但
佛家的觀點並不是要否定眾生這一相狀，而是教人從無自性的角度去
看眾生。當我們否定其自性時，所呈現出的仍是眾生，仍是在空的立
場下看真正的眾生。所以說 "非不眾生 "。
這兩種解釋都可表達佛的意思。第二種解釋比較直接指出眾生的
無自性，而第一種解釋則比較寬鬆，當中已包含了對無自性的體會。
佛言 "彼非眾生 "，其實包含眾生已能看破一切皆空的道理， 了解
到自己也是無實體的眾生。這裡說他們非一般的眾生，其實亦是從無
自性來說的。而佛言 "非不眾生 "則是說雖然他們能洞透無自性空
的直理，但這並不是表示他們比人超越，他們本來便是一般的眾生，
了解無自性空之後，仍然要在世間生活，與其他眾生沒有分隔，所以
說 "非不眾生 "。 因此，這兩種解釋其實是相通的，第一種解釋其
實已包含了第二種解釋，而其貫穿點，就是對眾生無自性的理解，兩
種解釋都圍繞著這真理來闡釋。
這裡可能會有疑問，就是佛陀似乎沒有回答須菩提的問題。須菩
提問是否會生起淨信，但佛答 "彼非眾生"似乎毫不相干。要知道眾
生不能體悟《金剛經》的道理，是因為眾生有妄念，以為自己有實在
性，不知道事物是因緣和合的。若眾生能明白自己都是無實有可得的
，都是空的性格，這即是覺悟的開端，這也與《金剛經》的經義相符
，故對之生起淨信是不成問題的。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菩提，為無所得耶
？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
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75
1
c）
須菩提問佛陀，佛陀雖得到洞識一切平等空性的正覺，但實際上仍是
無所得的，所以佛陀說 "如是，如是 "。 對於無上等正覺，不可布
冀能得 "多 "抑或 "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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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說 "無有少法可得 "。 如果說能 "得 "無上等正覺，即無疑
把這一 "無上等正覺 "對象化了。無上等正覺是眾生明白如實空性
時當下呈現出來的一種覺悟，它本身不是一個實體性的對象，可任人

把握。若將其對象化和視之為實體，這根本就與無上等正覺的意思有
矛盾。 等正覺就是要否定一切相狀甚至真理的自性的，甚至 "等正
覺 "本身的自性亦要否定。我們說覺悟時，仍然不可執取這 "覺悟
"，否則又是走回原先執取自性的路子。 明白得無上等正覺本為無所
得時， 即超越 "得 "與 "不得 "的層面，再而了解 "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只是一假名而已，這才是正確的認識。
到此文章的脈絡應該很清楚了，佛陀一層層地否定眾生對自性的
執取，但並沒有完全否定一切相狀，因為他不是要破壞世間法，而只
是要引導眾生用正確的眼光去看世間的諸相，所以到最後他亦提出 "
是名具足色身"、 "
是名說法"、 "是名眾生"、 "是名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等肯定的說法，當然這些說法是經過對否定的超越肯定，
但人也不應執取。所以我們看事物時，不要執實某一相狀，但並不是
要摒棄這相狀，因為這相狀仍然存在，只是當我們面對它時，知道它
是無自性可得，因而不住於它，不為它所牽滯及困擾便成。一些禁慾
主義或出世的思想家，總是想要逃離物質世界，認為它有礙於心靈的
提昇。但其實這只是另一種執著，因為障蔽你的並非那物質世界，而
是你的封蔽之心，事實上你真能逃離物質世界而活嗎？ "不住"而 "
住"才是對物質世界應有的態度，這才是心靈的真正釋放。

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則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
1
c）
法，是名善法。（75
"是法平等，無有高下"， "高"是指最高的佛果， "下"是指凡夫
。以平常人的眼光會覺得能夠得佛果的人是較高尚的，而不能得覺悟
的人是較卑下的， 但佛陀清楚說明真理 "無有高下 "。 這 "法 "
倘若解作世間事物，則以佛教的一切平等空性的角度來看，世間事物
根本沒有高下可分。其分別只在於人的意識分別作用，包括能證悟空
性與不能證悟。但真理是普遍的、內在的，而證悟與否也發自內心，
因而沒有甚麼是外在的，可以作為對象來把持。在這兩點上眾生是平
等的，不能說菩薩證得一些什麼，凡夫缺少一些什麼。在佛眼中，他
們根本上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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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雖然一切法都是空的，是平等的，但它不礙一切分別，若
要證得無上等正覺，還得認識一切善法。首先，在認識上要不取著於
"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 "，另外，在實踐上要行一切善法，
如布施、持戒、忍辱等波羅蜜多。這些都是成佛的必要條件。但要知
道善法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在必要時也可捨棄它們，不應執取。所以
"如來說即非善法 "
，但 "善法 "雖是手段，不能執取，但也非全
無意義， 它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我們應善於運用，所以如來又說："
是名善法 "。

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
，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
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
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75
1
c-75
2
a）

佛告須菩提受持、讀誦四句偈的福德是何等的殊勝。即使以三千大千
世界的七寶來布施，所得的福德亦不及持經者百千分之一的功德。這
是佛教價值觀的問題。眾生之所以有煩惱苦痛，主要是心靈裡面有太
多的執著，執著一些不真實的東西，而生起邪見、妄見、顛倒見，以
為這些東西有實在性可得，因而對之追逐，這是沒有結果的，到頭來
只會招來無盡的苦惱。這種執著一天未消除，煩惱也一天不消去。物
質性的布施的確能滿足人物質上的需要，它卻不能令人得到心靈上的
真正安頓，解決不了人的根本問題。佛教最關心的莫過於救人脫離苦
惱，當人受持誦讀《金剛經》，明白其中的意義，洞透一切皆無自性
，因而一切不取，萬緣放下，人才能不起邪見、妄見與顛倒見，不對
外物起追逐之想，真的免除煩惱。可見受持誦讀《金剛經》的結果，
是心靈的釋放，如果將這些真理為他人說，也讓他人同樣得到心靈的
釋放，自利利他，就為殊勝了。相較之下，物質性的布施則只是短暫
的。 所以說 "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
說 "的功德是其他功德所不能及的。

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眾生。須
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若有眾生
如來度者，如來則有我、人、眾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
有我者，則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須菩提，凡夫者
，如來說則非凡夫。（ 75
2
a）
這段是要說明如來證得一切法性空的真理。大乘菩薩發悲心宏願自度
度他；何以世尊說勿作當度眾生之念呢？其實，佛陀是要指出，菩薩
雖有度眾生的宏願，但眾生亦是從緣生滅的，故不可把眾生視為有自
性的，為如來所度的，否則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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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如來執著眾生的自性，而生起人我等四相，這顯然不明白如來的
真義，另外一點是，眾生的覺悟與度化，基本上是自家的事，不能由
菩薩來取代。他只能幫些忙而已。就究極言，只有眾生才是自己度化
者，故不能說菩薩或如來度化眾生。
al
ap
rr
th
ag-j
an
aa
.h）執著他
進一步說， 佛陀恐怕凡夫（ ba
所說的 "我當度眾生 "這話，所以在否定眾生之有自性後，又否定
凡夫對 "我 "的起執， 故說有我為非有我，甚至他所說的 "凡夫
"這個語詞的自性也要去掉， 以防他人執之為實有。 此中第一個 "
我 "是從自性的立場說， 而 "非有我 "則是從無自性的真理的立
場說，故必須將自性去除。去除了自性，從緣起立場理解，才是正確
的，真正的 "有我 "才呈現。對於 "凡夫 "的理解也可如是觀之
。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
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
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則是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
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爾時，世尊而說偈
言：
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

這是說，認識如來應就其覺悟真理後的精神主體性（sp
ir
it
ua
l
su
bj
ec
ti
vi
ty），即法身著手，而非從色身著手。所謂 "三十二相"
（ dv
aa
tr
i
.m.sa
n
-m
ah
aa
pu
ru.
sa-la
k
.sa
.na
an
i）或 "三十二種相
"是指佛陀生來容貌的美好方面，與凡俗之人不同，如長指相、正立
手摩膝相、金色相、細薄皮相、四十齒相、大舌相、真青眼相等，皆
屬色身的特色。若從色身觀如來，則擁戴佛教的轉輪聖王亦可說是如
來了。這樣，如來與轉輪聖王（ c
ak
ra
va
ti-ra
ja）便沒有區別了。
實際上，如來是法王、是宗教義，與政治義的聖王實不相同。所以世
尊在偈文中亦說，以 "色 "、"音聲 "見如來乃屬 "邪道 "。 如
來不住於五蘊之內，其覺悟後的法身是不具物質性的，它以精神的姿
態恒常地存在（註 4
9）。要真正了解如來，當從他的精神性的法身
看。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者，說諸法斷滅相。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75
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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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說明如來雖不可從色身處求，但這不是說如來不能具足一切法或
否定世間法。般若智慧教導人如何從空去認識諸法實相，知道它們無
自性而不可執取。然而，這不是叫我們破壞一切緣起的世間法。世間
法雖沒有自性，但因其是緣起的，故亦有功用效果可言，能存在於時
空中，發揮一定的效果。如果緣起的世間法一起也否定，這則與我們
日常的生活相衝突，而流於破壞性的虛無主義或斷滅論。因此，我們
知道如來並非不能具足諸法，而是如來深明諸法實相而不作執取，方
便運用它們。

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布施，若復有人知一
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功德。須菩提，
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受
福德？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
。（75
2
a-7
52
b）
這是要說明菩薩不應住於布施或從布施而來的一切福德。從真理的角
度看，布施及由此而來的福德亦是無自性空的。菩薩明瞭一切法性空
（無自性，所謂無我）（ an
aa
tm
an），不為外在的變動所影響，故
能忍受一切虛無的說法的紛擾，即所謂忍辱波羅蜜（
k.sa
an
tip
aa
ra
mi
ta
a）。若菩薩能知一切法無我而發忍辱波羅蜜，
即明般若智的究極奧義，不著我等四相，不著於施者、受者及布施以
為有實自體，因而不生我慢等苦痛煩惱。這點比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
寶作布施更具福德。但是，菩薩亦不應貪著於福德，將之對象化，以
為有一福德之法可住，以為有福德的自性。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臥，是人不解
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
來。（75
2b
）
此段是要說明如來的本質，並指出如來本身也是不可執著的。《金剛
經》在上面說：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
。故若說能於如來之 "來"、"
去"、"坐"、"臥"的活動中，得見
如來之真實，此即如來有來、去、坐、臥的動相與時空相，具有一切
相對相，也即是他有限定相。但是，如來證得真理的法身，實不具物
質性，故無從說他有來去坐臥等動相與時空相，他是動而無動相的。
就是說，他的生命具有絕對的涵義，不能以相對性的來去等活動來限
定。既然不能從 "三十二相"見如來，更不能從來、去、坐、臥中見
如來。故經中云： "
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
然而，如來若以色身示現於世間，進行種種方便教化，自不能不
有來、去、坐、臥等動作，但這是權宜之用，不是究竟。如來能表現
來、去、坐、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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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隨時可以收回此來、去、坐、臥，而還歸於其法身的自身境地。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
云何？是微塵眾寧為多不？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
眾實有者，佛則不說是微塵眾。所以者何？佛說微塵眾，則
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則
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則是一合相，
如來說一合相，則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
者，則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75
2
b）
此段是透過微塵及世界的論述來說空義。從緣起的角度看，若將三千
大千世界碎為微塵，它的數目固然很多。但是，若以為微塵或世界為
實在的，則不對了，所以如來說 "非微塵"或 "非世界"；此即不是
它們的實相，故要否定之。如果說世界是具自性的 "實有"，則世界
是一不可分割的整體，所謂一合相（ pi.
n.na
-gr
aa
ha）。因自性的
意思，是指事物具有單一、獨立、自存自足、不可變及不可分別的本
質。說世界是一合相，就是指世界自身作為一整體不可分割，這樣就
無從說 "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 "，這是不應理的。 世界不能是
一合相的，它是緣生幻化，無實在性可言。但眾生總是執取世界為一
合相這實在的性格，實在迷而不返。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
，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世尊，是人不解如來所說
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非我
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壽
者見。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
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相者
，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75
2
b）
這段文字談論到見（ d.r
.s.t
i）或見解的問題。 在佛教， "見 "
通常表示不好的意思，表示對自性的執著，所謂自性見（ s
va
bh
aa
va

-d.r.
s.ti）。 如 "我見 "表示對自我的不正確的見解
，以為自我有自性。 "正見 "則表示好的意思，表示不執著自性，
以一切法為緣起、為性空。這裡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都
表示執取自性的見解。 這種對自性的執取，需要否定，故說 "非我
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 "，否定自性後，仍可對我、人、眾生、
壽者有正確的見解， 故最後還是說 "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
，當是否定自性後的意
"。如來說 "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 "
思，一般人以為他是否定前的執取自性的意思，
頁39
故 "不解如來所說義"。若人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則自能表
現正見，亦即如來勸人 "
如是知，如是見"的那種。對於一切法的相
狀，所謂 "法相 "（ d
ha
rm
a
-la
k
.sa.na），都應同樣看待，不要
以自性的立場來看， 而應否定其自性，所謂 "非法相 "，視之為如
幻如化的緣起性空的法相。經過這一歷程，才能真正了解法相。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衹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
男子善女人發菩薩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
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
動。何以故？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作如是觀（75
2
b）
這段指出發菩薩心的人說法時應取的態度，並說明一切從緣起的 "
有
為 "（ sa
.ms
k
.r
ta
-d
ha
rm
a）皆是如幻如化的。就宗教意義上說，
讀誦及演說此經的目的是在自利利他，使眾生得一正確的觀念以受持
一切法，這實在比以 "滿無量阿僧衹世界七寶持用布施 "更具福德
。然而，應如何為人說此經呢？說法者的態度是：應不住於任何法當
中，不住於法之相狀，而應以一澄明的智慧來理解諸法的真相。這樣
才能表現般若智，照見一切法性空，覺悟到諸法實相遠離一切法相及
施設的語言，不為法相所影響所動搖， 所謂 "如如不動 "（註 50
）。
在偈文中，世尊以夢、幻、泡、影、露和電來比喻一切緣起的有
為法的性格，都是幻有假設，變化無常的，當中無有自性實體。夢的
性格本身1
就是不真實的、是意識的虛妄假象罷了。 "幻"即幻覺，
幻象，是不真實的。 "影"指光明受事物遮蔽所生的黑暗部份，就如
真理被無知所遮蔽一樣。而露和電則是剎那生滅的性質，其中沒有常
住的自性可被執取。此中佛陀指出一切事物皆為緣起，都是流變無常
的有為法，它們剎那生滅，無由被我們執取，所以我們不應以自性的
眼光來理解這些世間的事物。這首偈頌表面看來，有消極的氣氛，易
誘人生虛無主義的心態。實際上它並未有這種用意。它只是用較消極
的譬喻，如夢、幻之屬，以凸顯世間的有為法的無常性格，教人不要
將之執持而已。我們若能適切理解這個意思，便不會產生虛無主義的
心態。

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
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
奉行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真言
那謨婆伽跋帝 （金＋本）喇壤 波羅弭多拽
伊室利 輸膚駁 毗舍耶 耶舍耶 莎婆訶

唵伊利底

此段是大乘經典的一個傳統完結方式，一切佛弟子及世間所有眾生均
以佛法為至善，歡喜奉行。比丘（bh
ik
su
）與比丘尼（bh
ik
su
ni
），
即出家弟子的男女二眾。他是二眾；優婆塞（up
as
ak
a）與優婆夷（
up
as
ik
a），即在家的男女二眾。他們是如來的四眾弟子，曾從佛歸
依的佛教徒。他們深感佛陀的偉大，聽經後雀躍不已。
《金剛經》不是用一直接的方法導出空的空理。它透過比喻來指
陳真理，然後讓讀者反省、思考、體驗那無自性的真理，使其滲透入
自家的生命中。讀者可能發覺文中並沒有 "空 "或 "無自性 "的
字眼。事實上這就是它的妙處，如果《金剛經》直接說出 "空 "或
"無自性 "，則讀者只會意識到這是一真理，但這真理卻不是透過自
己的體悟而得，而是外加上去的。既沒有親身經歷或體悟這真理，則
它的影響力是有限的。

註釋

wa
rdC
on
ze
，B
ud
dh
is
tWi
sd
omBo
ok，Lo
nd
on：Un
wi
n
註01 參見Ed
pa
pe
rb
ac
ks，1
98
8.P.21
。
註02 舍衛國（ 'S
ra
av
as
ti ）是憍薩羅國（ ko'
sa
la）的首都，
為佛的家鄉， 鄰近尼泊爾（ N
ep
al），其政治、文化及物產
等皆十分發達，釋迦講道四十五年，曾經到此地多達二十五次
。
註03 衹樹給孤獨園原名 J
et
av
a~nA
at
ha
pi
.n
.da
da
sy
aaa
ra
am
a。 "
衹樹 "是 J
et
a-v
an
a的譯文，即 "戰勝者的森林 "之意。
i.
n.da
da的譯文， 意思是 "給食物與
給孤獨是 A
na
at
ha-p
孤苦者的人 "
， 是須達多（ s
ud
at
ta）長者的異名，這長者
購入衹樹來建設精舍，即佛教徒修行之地，他又將之送給佛陀
，而成衹園精舍。
註04 大比丘眾即大阿羅漢，而菩薩是本經的說法對象。
註05 如來的梵語原文為 ta
th
aa
ga
ta。 通常可將它拆分為 ta
th
aa
uc
h；後者是來
與 a
ag
at
a，前者是如、如此，相當於英語的 s
，為過去分詞。兩者合起來，即成如來，指已經覺悟的人格，
由真理、 真如而來的人格， 這即是佛。 實在來說， 對於
ta
th
aa
ga
ta一詞， 可有不同的拆分方式，因而有不同的解釋
。 一般來說，這拆分方式有二種，由此可得五種意思。 （ 1
） t
at
ha
a-g
at
a，與過去諸佛一樣，踏上相同的道路，而登涅
槃到彼岸的人； （ 2） ta
th
aaaa
ga
ta，到達真理的人；（
3） ta
th
aaa
ga
ta，如過去的諸佛一樣到達真理的人； （ 4
） t
at
ha
a-a
ag
at
a
，踏上與過去諸佛相同的道路而現身於現世
的人； （ 5） t
at
haag
at
a，隨順真理而現身於現世的人。
其中，第一種意思最有出世味道，最接近充滿遁隱氣氛的小乘
的思想，第二、三種意思仍有小乘的出世意味。第四、五種意
思則完全是大乘的不捨世間的作風。
註06 "菩薩"是梵語b
od
hi
sa
tt
va、巴利語bo
dh
is
at
ta的音譯，又音
譯作菩提薩多、菩提薩埵，漢譯為覺有情、大心眾生、大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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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08

註09

註10

註11
註12

註13

高士、開士。完成了覺悟之事的有情之意。依大乘佛教的解釋
，菩薩的特點不是覺悟，而是在其利他行，所謂 "上求菩提，
下化眾生"，下化眾生即是濟度眾生的利他行。這利他行的基
礎，是大乘佛教的不捨世間的精神。 梵語 bo
dh
i是智慧之意
，又有覺悟之意；s
at
tv
a則是有情眾生。故 bo
dh
is
at
tv
a是
覺悟了的眾生之意。
ha
ga
va
n。
"世尊"是佛的尊稱，為世間所尊敬的人。梵文為b
此名漢譯為薄伽。梵比佛教早出的婆羅門（ Br
ah
ma
ni
sm），
其中一部重要聖典， 叫《薄伽梵歌》（ Bh
ag
av
ad
-gi
it
aa）
，也用薄伽梵的名字。但這不是指佛而言。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梵語是a
nu
tt
ar
as
am
ya
k-sa
mb
od
hi
，巴
利語 an
ut
ta
ras
am
ma
sa
mb
od
hi的音譯；有時略寫成阿耨三菩
提、阿耨菩提。漢譯為無上正等（或無上等正）覺、無上正真
道、無上正遍知等等。這是佛覺悟的智慧，是無以上之的、真
正的平等圓滿的智慧。an
ut
ta
ra是無上的意思，sa
my
ak是真
正的， 真正的平等圓滿的智慧。 a
nu
tt
ar
a 是無上的意思，
sa
my
ak是真正的，完全的意思，s
am
bo
dh
i則指覺悟。此種覺
悟，是佛的境地，其優越與真確，並世無匹。這個意思可這樣
理解：佛從一切邪見與迷執中脫卻出來，圓滿成就上上智慧，
周遍證知最本原最究極的真理，而平等地開示一切眾生，引領
他們到最高的清淨的涅槃的精神境界中去。這種覺悟是不受時
空限制的超越的覺悟，是言語所不能表達的，非世間諸法所能
比擬的，故名無上正等覺。此中所覺悟的真理，自是無自性空
之理。另外，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則是指求取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的心志。
菩薩中仍會退墮的為小菩薩，不再退墮的為大菩薩。臻於不退
的階位的菩薩，為大菩薩。在佛教，文殊、普賢、觀音、地藏
號稱四大菩薩。
經中指出的一切眾生分為三大類：
一、四種不同出生方法的生物體
（1
）卵生：經由卵孵化而生，例如禽鳥等：
（2
）胎生：經由母體孕育而生，例如人及野獸等；
（3
）濕生：經由母體生卵，然後吸取水份及溫度而生，例如昆
蟲等；
（4
）化生：無須經過胚胎階段，是突然而生的，例如神靈等。
二、物質性的或非物質性的
（1
）有色：物質性的，有形相的，如一般眾生；
（2
）無色：非物質性的，無形相的，如地位較高的神靈。
三、有感官或無感官的
（1
）有想，指有感官的生物體；
（2
）無想，無感官的，指神靈、天使等；
（3
）非有想非無想，最高境界的非物質性的神靈。
"灰身滅智"指身體與思想在進入涅槃時一起給滅去，意即人
在入滅後便一無所有。這是一種極度虛無主義的作法。
"貪瞋癡"又作 "貪恚癡"。合稱為 "三毒"，又稱 "
三衰"。
這三種基本的煩惱，能障害善根的發展，這即是貪（ra
ga
）、
瞋（dv
e.
s
a）、癡（m
oh
a）。貪是貪欲；瞋是瞋恚；癡是愚癡
。佛教以三毒喻火，謂能燃燒眾生的身心，使流轉於生死苦域
，無有出期。
"色身 "為物質的身體；肉身、肉體。 梵文為 r
uu
pa-k
aa
ya
。這身體由地、水、火、風、空等物質的要素合成。據佛教，

註14
註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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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7

註18

註19

色身是壞滅的，它沒有永恒性。
"常身"是常住的佛身。這是指那精神意義的法身（dh
ar
maka
ya）言。與無常的色身對說。
"滅度"指得解脫進入涅槃究極之地，梵文為n
ir
od
ha。
" 四相
" 是妄識邪見所生起的顛倒見相。 相是特徵（
la
k.sa.na）的意思。一、我相：生命由色、受、想、行、識
五蘊和合而成，本無實有的我在其中，但人執實之以為我有自
體，故成我相；二、人相：人執實有我，推而擴之，以為他人
也一樣有自己的
實體，故生人相；
三、眾生相：由執實人相，再推而廣之，以為一切眾生均有自
體，故生眾生相；
四、壽者相：由執實眾生相，更從眾生的壽夭的時間上著相，
以為凡有壽夭者都有其自體，故生壽者相。
"六度"即六波羅蜜，是大乘菩薩為了獲致涅槃的境地而修習
的六種德目。波羅蜜是梵語、巴利語pa
ra
mi
ta
的音譯，到達彼
岸之意，漢譯為 "
度"。其意味是完成、達成理想。又稱六波
羅蜜多。這六個德目是：（1
）布施（da
an
a）；分財施（施與
衣服等物）、法施（教與真理）、無畏施（令除恐懼，而得安
心）。（ 2）持戒（ '
s
ii
la）；遵行戒律。（ 3）忍辱（
k.sa
an
ti）；忍受苦痛屈辱。（ 4）精進（ v
ii
ry
a）；精
進不疲怠，向真實之道進發。（ 5）禪定（ dh
ya
an
a）；使
精神統一，安定下來。 （ 6）智慧（ p
ra
j^n
aa）；開啟觀
空之理的智慧。
梵文為.
sa.t- pa
ar
am
it
a，
.sa
.t
pa
ar
am
it
aa.h
。按在六波羅蜜中，前五波羅蜜可歸於慈悲；第
六智慧波羅蜜則是般若智慧，這是空之智慧，是觀諸法無自性
空之智慧。這六波羅蜜並不是並行的，而是以般若智慧統率前
五波羅蜜。
這在《小品般若經》（
A.
s.ta
sa
ah
as
ri
ka
a
-pr
aj
^na
ap
aa
ra
mi
ta
a）中說得很清楚："五波羅蜜住般若波
羅蜜中而得增長， 為般若波羅蜜所護故，得向薩婆若。 ..
..
般若波羅蜜為五波羅蜜作導。 "（《大正藏》，8.54
4
b） "
五波羅蜜離般若波羅蜜，亦如盲人無導，不能修道至薩婆若。
" （《大正藏》， 8.55
0
a ）這六波羅蜜與菩薩的關係極為
密切。因菩薩的極其重要的工作，是要破除自我意識，以臻於
人己同一的精神境界。菩薩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採取兩面的作
法：在行動方面自我犧牲和無私服務；在認識方面透徹無我、
自我非實在之理。這前一作法的基礎即是慈悲，後一作法的基
礎即是智慧。兩者合起來，即是六波羅蜜。
"布施"是把某些東西施與他人。這所施的東西可分三種：錢
財、知識、無畏的信心。這分別是物質、知識與宗教的性格。
參前註。
這六種認識對象稱為 "六塵"或 "
六境"（sa
dvi
sa
ya
h
）。
此中，色、聲、香、味、觸是具體的、物質性的，其相應的認
識機能分別是眼、耳、鼻、舌、身。 "法 "則可以是具體的
物質性的，亦可以是抽象的非物質性的，例如概念。這是意識
的認識對象。一般言，凡是可以感觸的以至思想的，都可是 "
法 "，而為意識所認識。故意識的對象最為廣泛。若再分析六
者所對之境，則色境包括眼所認識的青、黃、赤、白、等色彩
與長、短、方、圓、高、下、正、不正等形狀。聲境指言說與
各種音聲、香境指好、惡、等、不等四種香與臭。味境是苦、
酢、甘、辛、鹹五味。觸境包括堅、濕、煖、動、重、輕、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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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澀、饑、渴、冷等十一種感覺。法境廣義言包括一切東西，
狹義言則指除以上五境外的東西，特別指思想的對象。
如來的身體的三十二種殊勝的相狀；佛，轉輪王的身體所具的
三十二種相好。
又稱三十二大人相。
梵文為
dv
aa
tr
i.
m.s
an
-ma
ha
a-pu
ru
sa
-la
ks
an
an
i。
"法身"即自性身，又稱法佛、法身佛、法性身，寶佛，這是
成就佛法的身體，這身體不以物理言，而是精神意義的。一切
眾生皆有佛性，這佛性若在隱位，或潛存狀態，為如來藏；若
隱名如來藏，顯名法身
這如來藏顯現出來，則為法身。所謂 "
"。這法身的最明顯的特性，是有常住義的。它不隨人的色身
敗滅而消失，卻可長存於天地間。大乘佛法人士能證得法身，
其生命即有永恒意義，小必如小乘般灰身滅智。因法身不同於
色身，其生命即有永恒意義，不必如小乘般灰身滅智、因法身
不同於色身，常住不滅。梵文為dh
ar
ma
-ka
ay
a。
參見吳汝鈞<般若經的空義及其表現邏輯>，收於拙著《佛教的
概念與方法》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七年，這點往
後會有解釋。
佛滅後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正法：釋迦滅後五百年，其時教、行（實踐）及證法（證得
涅槃境界）三者具足。
二、像法：約釋迦滅後一千年後，當時只能模仿佛法，即只有
教行。
三、末法：只剩下教，而無行與證法。
這裡所指的釋迦滅後的一千年，即像法時期，時人持戒精嚴，
修習福德。
參見《大正藏》，2.24
5
b。
有很多經典記載筏喻的故事，如《中部經典》（Ma
ji
hi
ma
Ni
ka
ay
a）， I.P
.1
35.
Cf,Ut
ta
ra
ta
nt
ra-'
sa
as
tr
a， ed.
by
Jo
hn
st
on，v.
2
0，P.18f
.
大乘佛教以無為法為真如，唯識學派則以無為等同於空。無為
（ a
sa.ms
kr
.
t
a）又稱無為法（ as
a.
ms
kr.
ta-dh
ar
ma ），
指不是由因緣、條件而制作成的東西，超越乎生滅變化之上的
東西。涅槃的異名。小乘阿毗達磨（ Ab
hi
dh
ar
ma）佛教把無
為法列為三種：虛空無為、擇滅無為、非擇滅無為。要注意的
是，這裡說無為法排斥因緣、條件和生滅變化，似乎與佛教所
要亟亟否定的自性有密切關連，後者亦無條件性，亦無變化。
實則不同。無為法是真正的法，例如涅槃或真如，是可通過修
行而獲致的。
自性則完全是意識的營構（
me
nt
al
fa
br
ic
at
io
n），是虛妄的。我們無寧應說，無為法不是自性
，卻是沒有自性的狀態。其中的 "法 "只是虛說，不指客觀
的存在，而指心靈由於修行而達到的某種精神狀態（
sp
ir
it
ua
lst
at
e）。
參見《大正藏》8.
7
62c。
參見
Ed
wa
rd C
on
ze
， P.36。 按此句的梵文原文為：
as
a.ms
kr
.t
a-p
ra
bha
an
it
aah
yaa
ry
ap
ud
ga
la
a.
h，其意思是
："一切聖人都依絕對的東西而顯示其特徵 "，這較近真諦的
譯法。
"三千大千世界"又稱 "
三千世界"；這是古代印度人對全宇
宙的稱呼。按一般所謂的世界，以須彌山（ S
um
er
u）為中心
，其周圍有四大洲，其四周又有九山八海；這便是我人所居的
世界，是一小世界。其範圍是，上由色界初禪天開始，其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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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天地之下的風輪。即是說，這個世界包括日、月、須彌山、
四天下、四天王、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天、樂變化天、他
化自在天、梵世天。這個世界的一千倍，是小千世界；小千世
界的一千倍，是中千世界；中千世界的一千倍，則是大千世界
。這大千世界與第四禪天同其廣大，成、壞亦同時。這大千世
界對於我人所居的小世界的倍數，是一千的立方倍數，由小、
中、大三種千世界而成，故稱三千世界或三千大千世界。這不
是三千個小世界之意，而是一千的立方數的小世界，即十億個
小世界。這樣的一個三千世界，是一佛所教化的範圍，是一佛
國土。
佛典所說的整個宇宙，
即指此而言。
梵文為
tr
i-sa
ha
sr
a-m
ah
aa-sa
ah
as
ra
-lo
ka
-dh
at
u。
"七寶"是指世界上最名貴的飾物，包括金、銀、琉璃、車渠
、赤珠、瑪瑙。
"偈 "的梵語、巴利語為 ga
at
ha
a
， 音譯為伽陀、偈他、即
詩、頌。在經、論中，通常有以詩句的形式來表示佛教思想，
這即是偈，或偈頌。
"欲界"即為欲望所支配的世界。這欲望主要為食欲、婬欲、
睡眠欲。欲界為三界之一，是最低下的界域，具有婬欲與貪欲
的眾生居於此；這是六道眾生即地獄、餓鬼、畜牲、修羅、人
、天。其上層為色界，為離婬欲與貪欲的眾生的所居地；最上
層為無色界，是超越於物質之上的世界，其中只有精神的質素
；這是厭離物質而修四無色定的眾生所居之地。
"無我 "（ a
na
at
ma
n）即是對我這樣的觀念、 我的東西這
樣的觀念的排除。對作為實體的我、靈魂的否定。這是佛教的
基本觀念。 梵語 aa
tm
an是我、靈魂之意，前頭加 an
，即是
否定之意。按巴利原語 an
at
ta
n（其主格形式為 an
at
ta
a）
，有兩個意思："我並不成立 "與 "沒有我 "。初期的佛教
並不說作為實體的我不存在， 卻表示要 "離我執 "，這是針
對奧義書（ U
pa
ni
.s
ad）哲學視我為實體一點而來。 釋迦並
未有對於我的存在與否一類形上學的問題，加以討論。初期佛
教說 "無我 "， 基本上是要從 "我 "的觀念、"我的東西
"的觀念脫卻開來，主要是實踐的修證的用意。說一切有部（
Sa
rv
as
ti
va
di
n）則說人無我，否定實體的我，而說諸法實有
，不說法無我，這便轉到形而上學的旨趣上去。其後無我說漸
轉成 "作為實體的我不存在 "的意思。大乘佛教則把無我說
與緣起觀、空觀關連起來，以為無我是事物不具有永遠不滅的
本體（我）之意，這便是無自性（ a
sv
ab
ha
av
a）。同時亦提
出二無我的說法：人無我法無我。唯識說（ Vi
jn
ap
ti
ma
tr
at
a
-va
da）則更本於三性說，而立三無我說。此時所無的、所否
定的我，基本上是形而上學的實體、自性之意。故由無我這一
觀念，亦可看到印度佛學發展的傾向：由倫理的、修證的轉為
哲學的、形而上學的。
"我慢"是以自己的生命中有實我，以此實我為無比重要，而
生傲慢心，自以為了不起。《成唯識論》卷四： "我慢者，謂
倨傲，恃所執我，令心高舉，故名我慢。"（《大正藏》3
1
.
22b
）四根本煩惱（貪、瞋、癡、慢）之一。梵語為as
mi
-ma
na
。
"然燈佛 "梵文為 Di
ip
an
ka
raT
at
ha
ag
at
a。 又名錠光佛。
釋迦在二阿僧衹劫中，為禮敬然燈佛，把買回來的五朵金色蓮
花，及將自己的長髮鋪散在污水上讓佛走過，使他不致沾污。
後來佛為他授記，預言他將來必作佛號釋迦牟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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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ky
am
un
i）。
參見印順《般若經講記》，台北：正聞出版社，民國80
年4月
14版。頁7
6。
參見Ed
wa
rdC
on
ze
，P.5
1
。
參見吳汝鈞（1
98
8），頁30。
還有一點值得一提：鳩摩羅什的譯本中提到佛問須菩提 "三千
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時，須菩提回應佛陀為 "甚多
"，佛陀再向須菩提說 "諸微塵，如來說微塵，是名微塵"。
但在抗塞的譯本中，則指須菩提已經明白了佛的教法，故佛問
他世上是否有很微塵時，他即指出如佛所教導的是微塵，即非
微塵的答案。參見英譯本，頁5
2。
"六道"是生死流轉的六種境地：地獄、餓鬼、畜生、修羅、
人間、天。在這六境地生活的眾生，都會不停地在其中輪迴轉
生，直至能證覺悟得解脫為止。
"慧眼"為五眼之一。智慧能觀照對象，故名眼。慧眼所觀照
的，是諸法皆空的真理。《維摩經》卷中： "慧眼無見無不見
，是為入不二法門。"（《大正藏》1
4
，5
51
c）按無見是無所
不見，因所見是事物的本性空也。見現象有見相，有見，亦有
所不見；見本質、本性為空，則無見相，而無所不見。梵文
pr
aj
na-ca
ks
us
。
天台宗所說的一切智、道種智與一切種智。這分別表示二乘、
菩薩與佛的智慧。
av
ak
a
）與緣覺（p
ra
ty
ek
a-bu
dd
ha）屬小乘的自了法
聲聞（sr
門。因聞佛的教法而得悟佛道，為聲聞乘；依一切皆空之理而
得悟佛道，為緣覺乘。聲聞與緣覺都是小乘的聖者。這兩個階
位，在佛教的十界中，被列於佛、菩薩之下，而為四聖之末。
即是，二乘的聖者，已能了脫生死，不再於六道中流轉。由於
是自了，只強調個別度化、個別解脫，對別人缺乏關心，故在
大乘教法看來，仍與眾生隔離，而為出世。
"實相"是一切事物的真實的、常住不變的本性，平等的、最
高的真理。與本體、真相、本性等，都有本源的不變的理法之
意。 其梵文原語為 dh
ar
ma
ta
abh
uu
ta
ta
th
at
aa，是本然的真
實之意，這是佛所覺悟的內容。真如、一如、法性、實性、涅
槃、無為等，都是實相的異名。鳩摩羅什所翻譯的 "空 "（
su
ny
at
a），亦是此一層面之意。 所謂 "諸法實相 "、自龍
樹以來，成為大乘佛教的標幟，與小乘佛教的三法印（諸法無
我、諸行無常，涅槃寂靜）對稱，而為第四法印的實相。
至高無上的波羅蜜。波羅蜜即完成之意。梵文為pa
ra
ma
pa
ar
am
it
aa。 要注意的是，這裡說第一波羅蜜中的 "第一 "
，不是比較的、相對的意味，卻是絕對意味。即是說，第一波
羅蜜自身便是絕對的波羅蜜，是獨一無二的。不是在這波羅蜜
外，還有第二、第三..
..波羅蜜。
這是釋迦牟尼的本生（Ja
ta
ka
）故事。記載歌利王因惱恨宮女
聽這修忍辱苦行的人（即佛的前身）說法，為了平息怒火，便
使人割截佛的身體，看他是否真能忍辱，結果佛給割截時還如
平常那樣，沒有異狀。
"那由他"是梵語n
ay
ut
a
的音譯，又作那由他、那庾多，那術
、那述。印度極大的數量單位，作一億計，或作無量數。以之
來容佛，則可見佛的數量之多了。
"慧命"即智慧的生命，以此智慧比作生命。身體生命可以斷
絕，但佛法的慧命不能斷絕。這是有心於佛道者的看法。

註49 這裡補充一點，上文："
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
觀如來"一句與梵文原文有出入。依照Ed
wa
rdC
on
ze的英譯
，此句的意思應是否定的而不是肯定的，他將此句譯作 "No
in
de
ed，OL
ir
d"。參見Ed
wa
rdC
on
ze，P.
62。
註50 "如如 "即真如，即不變、如實不妄、平等不二之理體。 此
種理體本性空寂，超越一切法相與語言，不為後者的表現所擾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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