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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具「中諦」。一切法莫不如是，故一切法當下

「即空、即假、即中」。「即空」，則安住理體，清

淨不動，相應於「定」；「即假」，則不廢事相，能

起大用，相應於「慧」；「即中」，則「定慧等持，

意中清淨」。乃至「一空一切空」―設定某一法為「

空」時，當下一切法也隨之而呈現其相同的虛妄無

生，或唯一不可思議的真如理體。「一假一切假」―

設定某一法為「假」時，當下一切法也隨之而不可斷

滅其假有的存在，能於因果生滅中呈現其體、其相與

其用。「一中一切中」―設定某一法為「中」時，當

下一切法皆同時「雙遮雙照」，不可思議。

龍樹菩薩在他的《中論》中有這麼一首四句偈：

「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

義。」也說明了一切法當下「即空、即假、即中」，

三諦圓融，「當下即是」。又「空、假、中」皆屬相

待而立之假名，亦不可執著，故又「非空、非假、非

中」。故應真正的證入這個境界，這才是真功夫。

本經最後提到的「一合相」，指的就是「所謂…

即非…是名…」三者合而為一的「三諦圓融」不可思

議的真理。「不可思」，故不能以一切的分別心念契

入；「不可議」，故無法以語言文字來說明。只有捨

離妄心，顯發本具清淨心，以般若智慧直接相應，亦

即大乘起信論中所說的：「離念境界，唯証相應」，

此時則「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了。

義理甚深殊勝，說不能盡。末學亦所知有限，無

法廣論，希望大家都能顯發出本具的「三諦圓融」的

「般若」智慧，清淨寂滅又不斷滅，周遍含融又自在

無礙的，展現出不同凡響的生命品質。當初六祖慧能

大師也是在這一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之下才大開

圓解的，從此才有了正確的方向，在改造生命的歷程

中不再走冤枉路。願共勉之。

（三）「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

，亦可說「修菩薩道者，即非修菩薩道，是名修菩

薩道」，應知修菩薩道時，「以種種法門」來「自度

度人」，以及「菩薩」這三個現象，都是相互緣生的

「因緣所生法」，本來虛妄無生，故不可執著，圓覺

經說：「對離幻垢，說名菩薩。垢盡對除，即無對、

垢及說名者」，意即：若能修一切法門來對治一切毛

病，令自己能捨離一切的虛妄垢染，那麼這種人在名

相上叫做「菩薩」。當垢染斷盡時，一切對治的法門

也同時可以除去不用了，此時所謂的「對治法門」、

「一切垢染」以及「菩薩」這個名相也就自然消失，

不復存在了，就像「病」癒「藥」除，「病人」這個

名稱也同時沒有了。同理可知，將來成佛時的報土也

不可執為實有了。雖然一切都不可執著，但是還是要

提醒大家「不可斷滅」，因為「無修亦無得」，我們

的清淨自性還是要「待修方顯」。

乙、略釋經題 (法藏法師作)

所謂名以召德，一經之經題乃經文核心精神之

所繫，故辨明經題之意涵，則一經之大旨可約略瞭

然於胸矣。關於本經的經題，依譯本之不同，大體分

為新、舊兩譯：舊譯之經題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以鳩摩羅什大師所譯為代表，共有三譯；隋唐新譯

之經題為「（佛說）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以玄

奘大師所譯為代表，亦有三譯，兩者都是「法、喻立

題」。

若依舊譯的經題來理解，所謂「金剛」，梵語

Vajra，乃是古代的寶石名，《大藏法數》四十一謂：

「此寶出於金中，色如紫英。百煉不銷，至堅至利，

可以切玉，世所希有，故名為寶。」又《三藏法數》

五云：「金中最剛，故云金剛」。有時又指古代帝釋

天或密跡力士所持之武器，又稱為金剛杵。有堅固不

為任何物所破壞，銳利而能摧破一切的特性，在佛法

中，則引申有「其體堅固、其相明照、其用鋒利，稀

有難得、具足一切功德」的意思。所謂「般若」，梵

語Prajña，意譯為「出世的解脫智慧」。而「金剛般

若」，即是以金剛譬喻般若，意味著眾生本具的般若

智慧，就其「體」說，具有「堅固、不壞」及「具足

一切功德」的特性，乃是從本以來即具足一切真實堅

固、不為任何無明、權偏邪見所動搖或破壞的「實相

般若」；以果位說，此即是在聖不增、在凡不減，永

不毀壞的「法身德」。就般若的「相」說，具有「顯

示、明發」及「稀有難得」的相貌，乃是世尊依實相

之體而起言說之名句、文字，依之能顯實相、能起觀

照的「文字般若」；以果位說，此即是能依體起用，

使覺了三諦之法、令得受用的「般若德」。就般若的

「用」說，具有「照見、斷除」的功用，乃是依前文

字般若之啟發，時時能以一心三觀之智慧，淨除三

毒、業障、疑惑、災厄、我法二執等，照見一一境界

皆三諦圓融的「觀照般若」；以果位說，此即是覺了

諸法非集非散、非生非滅、生死即涅槃，於諸法無染

無住的「解脫德」。

綜合上述，以金剛而譬喻般若，約可藉此顯現般

若的多種意涵，今以下表總結之：

金剛寶
所引申
之譬喻

般若對應
之三大

般若對應
之三名

般若對應之
三能

般若對應
之三德

其體堅固
具足一切
功德

體　大 實相般若
堅固、不壞
具足一切
功德

法身德

其相明照
稀有難得

相　大 文字般若
顯示、明發
稀有難得

般若德

其用鋒利 用　大 觀照般若 照見、斷除 解脫德

所謂「波羅密」，梵語paramita，意譯為「到彼

岸」，或引申其意為「度到涅槃彼岸」。因此總括以

上所述，經題若翻成白話，大抵可直翻為：「像金剛

寶一樣堅固、明、利、具足一切功德，依之能度到涅

槃彼岸的智慧之經」。

至於新譯的經題：「（佛說）能斷金剛般若波

羅蜜經」，玄奘大師認為：「菩薩以分別為煩惱，而

分別之惑，堅類金剛，唯此經所詮無分別慧，乃能除

斷，故曰『能斷金剛般若』，故知舊經失上二字。」

（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七）因此主

張，經題應再加上「能斷」（cchedika）二字，方符

原梵文經題，「Vajracchedika Prajñaparamita Sutra」

的原意，而不應將原梵文中的「Vajracchedika」字簡

略成「Vajra」，從而只翻成「金剛般若」。大師所

持的理由是：此處的「金剛」，並不是用來譬喻般若

智慧的「正面」形容詞，相反的，卻是指界外菩薩微

細的「分別煩惱」而言（堅硬如金剛般難以撼動），

而也唯有本經所說的「無分別智慧」（般若）方能斷

除，所以此處的「金剛」，乃是一具有「負面意義

的」名詞！因此若依大師的理解，則新譯的經題直翻

成白話，大抵應改翻為：「能斷除菩薩微細金剛煩

惱，以度到涅槃彼岸的智慧之經」。若純依梵文經題

來看，玄奘大師的譯法確實是較符原意的，但若仔細

比對兩經題的意涵，我們將發現：那個「能斷除菩薩

微細金剛煩惱」的智慧，其本質上，不正是具有「像

金剛寶一樣堅固、明、利、具足一切功德」的智慧

嗎？若沒有「像金剛寶一樣堅固、明、利、具足一切

功德」的智慧，那又如何能真正的「斷除菩薩微細之

金剛煩惱」呢？（只有金剛才能斷金剛不是嗎？）因

此我們可以說，新舊兩譯的經題，在標顯「般若智

慧」意涵的表述上，其實並無太大的差異。舊譯只是

巧妙的借用了「金剛」二字，在中文翻譯上習慣性的

正面意涵（捨棄「能斷」不用），轉用正面的表述

法，直接用金剛二字來形容「般若」智慧的特質。一

方面將般若的正面內涵給予凸顯，另一方面也較能符

合漢文的習慣語法，從而收到較易閱讀、流通的效

果。雖然某種程度上與原文有出入，但在沒有對經文

造成嚴重曲解的情況下，應該也是可以接受的。這也

就是為什麼，歷代以來對於本經的註疏，仍大部分以

鳩摩羅什大師所譯為主的原因了。

陳博正先生所作之「《金剛經》的般若」一文，

前刊登於本刊2010年8月號第315期，因為篇幅所限，
未能盡說，茲陳先生提供續篇，並附上法藏法師為其

著作《陳博正23疑破解金剛經》所作序文之部份重要
文字，以盡其意。（編者按）

甲、釋經
一、經文

「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

莊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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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白話解讀

佛：「須菩提，你認為菩薩們可以起心執著『我

在修菩薩道莊嚴我未來的佛土』嗎？」

須：「不可以，世尊。為什麼呢？因為在修菩薩

道莊嚴佛土時，心中不可生起『我在修菩薩道，在莊

嚴佛土』的念頭，應『不住相而修一切善法』這才是

『莊嚴佛土』正確的態度。」

佛：「不錯，須菩提，因此一切明心見性的大菩

薩們，都是以這樣的『清淨心』來修行的。不貪著菩

提法與莊嚴佛土，不應住著於色、聲、香、味、觸、

法……等種種境界而生出虛妄的分別心。『應該捨離

一切妄心分別，憎愛取捨，不住著於一切境界而顯發

出本具的清淨心，並隨感而應，以本具般若智慧平等

照見一切而起自度度人的大用』，這才是正確的。」

三、注釋

（一）「莊嚴佛土」―無量壽經：「發斯弘誓，

建此願已。一向專志莊嚴妙土。所修佛國，開廓廣

大……」。

（二）「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

這是本經第一次正式出現「所謂…即非…是名…」這

樣的語言模式。其實前面已經暗中指出這個道理了，

譬如：「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

含」，正等於「斯陀含，即非斯陀含，是名斯陀含」

因為須菩提已了解這個道理，因此在此處直接以這個

語言模式來表達，從此這個模式在本經一再出現，用

來表達「不共般若」的境界，亦即直接與「三諦圓

融」的真理相應，乃真正的「中道實相第一義諦」，

最後連「中道實相第一義諦」這個念頭也捨離了，亦

即「離言說，入親証」，才是真的「破無明，証法

身」，明心見性，見性成佛。

「所謂」―指現前存在的一切萬法之相。

「即非」―知道了「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本來無

生，故不可執著一切的「假有」，以假為實。

「是名」―雖然一切法是虛妄相，徒具假名，但

是也不可斷滅。故說「是名」。

「即非」―就是以「空觀」來見「真諦」，因為

打破一切「假相」，故稱「真諦」。再進一步則「破

相顯性」，契會「真如」本體，故亦稱「真諦」。與

「止」、「定」相應。

「是名」―不被「真諦」束縛，能「從空出假」

，不斷滅一切現象的存在與作用，不否認因果的法

則，故以「假觀」來見「俗諦」。不廢棄一切現象的

假名，故曰：「是名」。與「觀」、「慧」相應。

「即非」，則「一空一切空」，兩邊都不承認，

就是「雙遮」；「是名」，則「一假一切假」，兩邊

都不否認，就是「雙照」。那麼「雙遮雙照」的「中

道」自然顯現，這就是以「中觀」來見「中諦」。亦

即「止觀不二」、「定慧等持」、「應無所住而生其

心」。

「諦」，就是「真理」的意思，既然「真、俗、

中」皆稱為「諦」，那麼都是真理了，而完整的真理

只有一個，亦即「空假中三諦圓融」才是完整的真

理，而一切法皆具此真理。譬如一個杯子，以「空

觀」觀之當體虛妄無生，又體即真如，故具「真諦」

；以「假觀」觀之，不可斷滅其體、其相、其用與因

果，故具「俗諦」；以「中觀」觀之，「雙遮雙照」

專題論述

閱讀經典 ■ 陳博正《金剛經》的般若（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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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陳博正先生，畢業於文化大學戲劇系影劇

組，為知名演員，藝名阿西；1985年，以電影「超

級市民」獲金馬獎最佳男配角獎，2009年，以公視

「你是我的唯一」，獲金鐘獎最佳戲劇男配角獎。

陳先生業餘之暇，長期投入佛教經典之研修，於

2009年11月完成《假戲真做的人生‧陳博正23疑破

解金剛經》一書，由大千出版社出版。

臨終關懷與生命態度 ■ 許禮安

四念處 
專欄

的事情呢？沒人會先告訴我們只剩下三個月可以活，

何況三個月未免太短，不是應該用盡所有的生命去做

最有意義的事情嗎？至少要如廣告詞：「生命就該浪

費在美好的事物上」！

我經常演講提到：「從現在往後看，我們都有

無限寬廣的未來。可是如果你願意從死亡的終點回頭

看，會發現自己能擁有的其實只有短暫的現在。」我

從事安寧療護服務工作十多年，早已習慣用死亡為起

點重新看待事物，所以有很多人都覺得我怎麼和一般

人的標準不一樣。

在死亡面前，名利、權勢和地位都排不上名次。

名聲是假相，錢財是「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權勢

和地位在死神面前毫無作用。佛教徒知道：「世間財

富是五家共有：盜賊、水、火、貪官汙吏和不肖子

孫。」盜賊防不了，「世間唯危、國土危脆」，水火

無情，無論是火山爆發、地震引起海嘯、天降豪雨成

災，人力無法回天，人一定勝不了天。貪官汙吏舉世

皆有，豪門和貧戶都一樣有機會被詐財或榨財，不

過一報還一報：「天理循環，報應不爽」，我常說：

「唯一可以慶幸的是：貪官汙吏家裡一定會出不肖子

孫。」

海德格在「存在與時間」中提到兩個重要的觀

念：「人是被拋擲於人世間」和「人是向死的存在」

，這真是生死雙重的無奈！如果可以選擇，多數人不

一定會選擇出生在現在的家庭或國家，有很多人希望

降生在郭台銘、王永慶、巴菲特、比爾‧蓋茲、馬英

九或歐巴馬的家裡，希望降生在法國、瑞士、美國、

加拿大或澳洲，最好不是在非洲。

人可以不朝向死亡而存在嗎？如果可以作主，多

數人應該都想向後轉吧！絕大多數人們一聽到死亡的

反應通常是轉身、背對和逃離，我把這個當作「基本

人性」。霹靂布袋戲有句名言：「一步一步踏入死亡

的界限」，所有人都一樣啊！既然死亡無預警隨時降

臨，要如何才能在死亡來臨時不覺得遺憾？「時時可

死，步步求生」。

我現在的生命態度是「傾全宇宙的力量，活在

當下這一瞬間」。我經常開玩笑說：「我最喜歡去佛

教團體演講，因為第一排會有師父，後面都是師兄師

姊，萬一我講到一半倒下來，馬上就有師父開示，有

助念團做臨終助念，而且還會成為安寧界的傳說，真

是求之不得啊！」

本文作者許禮安醫師，係高雄醫學院醫學系醫學士及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社會科學碩士，現任

職高雄市張啟華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台灣安寧照

顧協會理事及衛生署屏東醫院家醫科兼任主治醫師

生死學有句名言：「人們活著好像永遠不會死，

死時卻又好像不曾活過一樣。」死亡一直都存在，隨

時讓我們警醒自己的生命態度。俗話說：「死神常常

停在你的肩膀上」，不管它喜歡左肩或右肩，我們都

應該常常回頭看看自己的肩膀，時時記得死神常相左

右。

有位朋友說：「如果將來癌症末期，希望醫生不

要直接告訴我。」我問：「那醫生該怎麼說呢？不然

你都沒有準備。」她想了一下：「醫生只要告訴我：

你可以去環遊世界了。這樣我就知道了。」我笑她：

「你頭殼壞掉，現在身體健康不趕快去環遊世界，等

到癌症末期還能去得了嗎！」我們總是等待遙不可及

的未來，最常見的理由是現在沒錢去環遊世界，等到

將來有錢卻已經沒有了體力，永遠都不可能去得成。

我去醫院對護理人員演講，最喜歡問：「如果有

人告訴你：生命只剩下三個月，你還會繼續留下來當

護士的請舉手？」通常都是小貓兩三隻，接著我會開

玩笑：「那你還不趕快去護理部遞辭呈？」台下的護

理長官就會一直瞪我。

原來我們生命的多數時光一直都在做並不是最重

要的事情，請問等到何時才能去做自己生命中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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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民國100年4月-7月)

目次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報名時間及電話

001 朝山
2011.04.16（六）
上午09:00至下午
02 ;00

靈山禪林 朝禮本山
1. 即日起報名
2. 報名電話：
　02-23613016
3. 報名地點：
　台北市忠孝西
　路一段21號七
　樓

002 浴佛法會
2011.05.01（日）
上午09:00

靈山禪林
浴佛、供佛、師父
開示等

003
禪坐健身班
第276期

2011.05.05(四)晚上
07:00至晚上09:00
開課(每週一次，為
期二個月)

台北講堂
佛教禪坐與氣功健
身教學

004
大陸朝聖參
學團

2 0 1 1 . 0 5 . 0 7 -
2011.05.13（六至
五）

台 北 講 堂
及 台 中 講
堂聯合舉辦

參訪普陀山、洛迦
山、南海觀音、天
童寺、天台山、國
清寺、靈隱寺、西湖

005 優婆塞戒經

2011.05.14(六)開
課,上午09:00至上
午11:00每隔週六
上課一次

台北講堂 敦請本因法師講授

006
端午節社區
關懷

2011.05.28（六）
上午09:00至下午
02:00

靈山禪林 
訪視懷石碇鄉獨居
老人及貧困鄉民

007 八關齋戒
2011.06.18（六）
上午09:00至下午
05:00

靈山禪林

為種出世善根，如
能清淨受持，是人
則 得 無 量 善 業 果
報，及無上樂

008
禪坐健身班
第277期

2011.07.07(四)晚上
07:00至晚上09:00
開課(每週一次，為
期二個月)

台北講堂
佛教禪坐與氣功健
身教學

靈
山
講
堂
定
期
活
動
表

浴佛法會
緣　　起：為了紀念教主釋迦牟尼佛聖誕，緬懷釋迦佛出世救人
　　　 的精神，特舉行盛大浴佛法會，藉以宣揚佛德，祈使
　　　 大眾早日成就佛道，報答佛恩。

法會內容：浴佛、供佛、師父開示。

主壇法師：秋焱法師

法會日期：2011.05.01（日）
法會時間：上午9:30~上午11:40 (法會結束後午齋)
法會地點：靈山禪林寺  台北縣石碇鄉永定村藤寮坑二號

報名地點：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31號3、7樓
報名電話：（02）23613015～6　傳真：（02）23141049

※交　通：講堂備有專車，上午八點於天成飯店前集合，敬請預
　　先登記，以方便安排車輛接送，準時發車，逾時不候。

歡迎踴躍參加！

  「優婆塞戒經」講座
一、主  講  人：本因法師

二、地　　點：台北靈山講堂 三樓

三、上課時間：100年5月14日（週六）起隔週六上課，一個月2次

　　　　　　  （上午9：00 ～上午11：00）

四、報名地點：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7樓

五、報名電話：（02）2361-3015～6  

六、主講人介紹：本講座本因法師，對戒律有深入且精湛之研究，目前任教於台灣

　　福嚴佛學院及南普陀佛學院等，曾助理編輯著作《律藏會集》及編輯《毗尼答

　　問》。

七、教材介紹：優婆塞戒經，又稱善生經、優婆塞戒本，共七卷，收錄於大正藏第

　　二十四冊；本經係善生長者為大乘在家信者（優婆塞）說三歸五戒等，乃由長

　　阿含及中阿含中之善生經（六方禮經），敷演成為一部大乘經典。本經二十八

　　品，說明菩薩之發心、立願、修學、持戒、精進、禪定、智慧等。

講 座
小檔案

名　稱 主　講　人 時　間

慈悲三昧水懺及慈悲藥師寶懺 秋焱(行河)法師主持 週二 晚上07：30～09：00

梁皇寶懺法會 秋焱(行河)法師主持 週四 上午09：00～14：00

禪坐健身班 張文崧老師 主持 週四 晚上07：00～09：00

法華經法會 每月第二週日 週日 上午09：00～13：00

禪林出坡 每月第四週日 週日 上午09：00～

地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7樓（捷運 台北車站3號或7號出口）

電話：（02）2361-3015～6

名　稱 主　講　人 時　間

藥師寶懺共修 秋焱(行河)法師主持 每週 週四晚上07：30～09：30

法華經法會 秋焱(行河)法師主持
（每月第三週。週六、日）

早上8：30～下午6：00
周日下午　甘露施食

地址：台中市進化路575號15樓之2（國產大樓）
電話：（04）3702-06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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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此段佛陀的回應詳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CBETA, 
T08, no. 235, p. 749, a5-11.
1 0  na bodhisattvena vastupratishitena danam datavyam na 
kvacitpratishitena danam datavyam, 此處引用梵文請參見如實
佛學研究室編譯，《新譯梵文佛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第三冊，頁8。
1 1《金剛般若波羅蜜經》，CBETA, T08, no. 235, p. 749, c22-23.
1 2《金剛般若波羅蜜經》，CBETA, T08, no. 235, p.749, b4-7.
1 3《金剛般若波羅蜜經》，CBETA, T08, no. 235, p.749, a23-25.

如果能反覆閱讀經文，即可注意到菩薩修學之道的

「發心」與「無所住」是相互搭配的實踐範式。所謂的

實踐範式，大致可以分成兩個次第的典範。首先，強調

適切地調整自身內在的心靈狀態，以及外延到行為的動

機或意圖，初步儘可能將其控制在「非為己」（無我、

無我所的練習）的層次，再進一步以諸法平等的視角觀

察「自我」與「他者」之間的複雜網絡，最後能調整

自我的心靈狀態為：無論「為己」、「為他」，均是世

間緣起和合之脈絡中的一環，並非單由「自我」或「他

者」就能構築任何成就。這樣的觀點也開顯了經中佛陀

告誡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的方法，

具體內涵即是從「發心」上顯露「無我」的素養。9

在適切地調整心靈狀態之後，菩薩修學的另一個

實踐範式，乃是「無所住」。所謂「無所住」，或許

可從佛陀緊接告誡須菩提之「菩薩於法，應無所住，

行於布施……」10 來理解。這番話語初步可理解為菩

薩對事物以非固著的心態來實踐如布施等具體行為。

如果依照梵本語義，「菩薩」與「無所住」皆以工具

格(instrumental case)表現，而行布施以未來被動分詞表
現，就義理上有著依照什麼樣的方式來成就的意義，

即菩薩依「無所住」而作為「菩薩」義。此外，「無所

住」除了不固著於「事」，也不應固著於「一切處」。

在這裡，即意味著菩薩於一切事物均依照「無所定著」

、「非僵固」的反思與實踐型態來修學；也就是說，「

無所住」意謂著一種動態的心靈視角，從人們的內在心

靈著手，強調一種非固著的反思心靈，表現於內在的思

惟以及外在行為（如布施）。以布施為例，純粹、清淨

的動機以及對布施行為的整體結構（如布施行為本身、

行為結果、受惠者以及布施物……等）不產生任何形式

的冀求與執取，乃是菩薩以「無所住」而行布施的圓滿

體現。

因此，如果成功地搭配兩種菩薩修學的範式，落實

於具體生命的反思與實踐，即能相應經中最膾炙人口的

智慧觀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11 「無所住」之

所以能作為理解《金剛經》的門徑，在於其強調修學者

內在心靈的適切調整，有了這樣的基礎後外顯於個人實

踐活動時，才能堪稱「福德一致」！

三、「無相」：作為「無常」的反思與實踐

在理解「無所住」兼顧內在心靈與外在實踐的修為

後，或可藉之駕輕就熟地掌握《金剛經》的「無相」義

理。就羅什法師的譯本而言，「無相」可以從兩個進路

來理解：一是從內在心靈的，二是從外在表象的。

首先從著力於內在心靈的「無相」來談。此種「無

相」的意義，在經文中表現為「對於（某種）『對象』

不生起（某種）『概念』或『固著的想法』」。這樣的

意義，明顯的經證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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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此處

的我、人、眾生、壽者、法等「相」，在梵本中均作「

想」(samjña)。也就是說，此處的「相」，並非字面上
的「形貌」義，而是對我、人、眾生、壽者、法等生起

概念或想法的意義。經文中的「若心取相，則為著我、

人、眾生、壽者」，也就呼應了此處的「相」並非僅指

事物的外在形相，而是表露認知心靈與對象的對待而生

起不當概念或固著想法的效應，亦即產生「執取」、「

執著」(graha)的後果。
再者，若從外在表象來作為理解的思路，這樣的「

無相」義明顯的文例有：「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

諸相非相，則見如來。」13 其中的「相」，不同於前

面所說的「想」，而是形貌意義下的「相」(laksana)，
意義為特徵、表象。此處的意義在於，事物外顯的特徵

或象狀即是「相」。從這段經文的脈絡看來，乃是從佛

陀與須菩提的問答中，揭露佛陀身體的三十二種特徵是

否作為佛陀得以被見的依據。顯然，《金剛經》是否定

這樣的說法的。但問題是，「相」是人們於此生活世界

一、楔子

在漢語佛教文化圈，《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以

下簡稱《金剛經》）約略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外，

最廣為人知的般若思想經典。關於《金剛經》的學術研

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讀者可自行查詢參閱。本文作

為一篇經典導讀，不擬從嚴謹的文獻學進路來探究，1

僅選擇從義理層面的部分關鍵思想來著墨，或許是窺豹

一斑，但或可作為閱讀此經的著手之處。

目前為止，普及於坊間的《金剛經》，多為鳩摩

羅什法師的譯本。2 從羅什譯本的經題而言，乃以金

剛之無堅不摧之性來形容「般若波羅蜜多」（「般若

波羅蜜多」或可理解為：﹝究竟止息煩惱之﹞智慧的

圓滿成就）；3 亦即，「般若波羅蜜多」有如金剛般

能破除世間難以消弭的煩惱或疑惑。若就現存梵文經

題，Vajracchedika Prajñaparamita Sutra則近於玄奘法師

所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九會》〈能斷金剛分〉，

此可理解為將煩惱喻為金剛，比喻世間煩惱如金剛般堅

固難以摧伏，但「般若波羅蜜多」卻能斷除或摧毀堅固

無比的煩惱。事實上，以上兩種解釋的進路，均不違背

般若思想以「般若波羅蜜多」作為趨向煩惱止息（涅

槃）之道的理路。

初步了解經題的核心意旨之後，可稍微留意整部

經典的結構。首先，從經文一開始的「如是我聞」一直

到「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為本經的

前半部分；4 緊接著從「爾時，須菩提白佛言」直到末

了為後半部分。5 若仔細閱讀，即可發現兩者幾乎是相

同的內容。在前人的研究與解說中，或將前半部解為佛

為利根所說、後半部為對鈍根所說（例如：隋朝天台

智顗）；6 或謂前半部是般若道、後半部是方便道（例

如：印順法師）。7 然而，初入門者或許可以暫且擱置

這樣的區分，只要適切地掌握經典的核心義理即可。若

在開始閱讀時就帶著分別的視角進入經典，有時候反而

適得其反，以《金剛經》為例，強加分別反而會導致不

相容於經中「無所住」之義蘊的結果。

為了使一篇導讀有跡可循，又不希望文獻學式的

複雜梳理引發初學者聞道猶迷的效應，以下擬從「無所

住」、「無相」作為閱讀《金剛經》的理解進路，希望

藉此作為導讀的提綱，幫助讀者在閱讀的歷程中切要地

把握經中的義理。

二、「無所住」：作為「無我」的反思與實踐

在《金剛經》開始，須菩提以「應云何住？云

何降伏其心？」的提問揭開了序幕。8 「應云何住」

(sthatavya)以及「云何降伏其心」(cittam pragrahıtavyam)
的提問中的「住」與「降伏」，在現存梵本作為未來被

動分詞(gerundive)的形式，意義在於透過這樣的提問，

導出菩薩行者在未來應該透過怎樣的依據或方法來成就

「般若波羅蜜多」。就經文的脈絡而言，所謂「未來應

該完成」的依據或方法，即是透過「無所住」來完成「

般若波羅蜜多」。因此，從須菩提「應云何住」的發問

到佛陀「無所住」的回應，則是在菩薩修學之道中，從

發心初學、具體實踐，直到圓滿成就的歷程。

專題論述

閱讀經典 ■ 嚴瑋泓

得以辨別自我、他（它）者……等人、事與物之相待關

係的指標，為何要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呢？是否

這即意味《金剛經》否定世人所見之人、事、物等諸「

相」呢？

所謂的「虛妄」(mrsa)，並非說事物及其特徵均為
虛幻不存，而是指出：從事物的特徵來作為認知或辨別

的依據是徒勞無益的。《金剛經》並不否定世人所見之

「相」甚而落入某種虛無主義的見解，而是直指此所見

之「相」並非「定相」（即：恆常如是之「相」），從

事物的表象揭露事物的真實性乃「無常」。

於是，對於「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的解讀，提供

了閱讀佛教經典不停滯於文字表面意義的範例，如果能

夠從脈絡文義的理解，進一步掌握經典所透露的訊息，

則更能排除對於文字的障礙，增上閱讀經典的理解能

力。譬如後文之「諸相非相」(laksanalaksana)，即呼應
著這樣的思維法則。如果依照梵語文法的分析，「相

非相」可以從兩個方式來理解：一是「『相』就是『非

相』」（持業釋，karmadharaya）；二是「『相』以及

『非相』」（依主釋，tatpurusa）。前者的理解，可從

事物的表象來看，其是從否定事物外在表象之恆常性來

著手。後者的解讀，乃從事物表象之「相的暫存性」（

相）以及「相的非恆存性」（非相）來反思。

就實踐的層面，則搭配著內在心靈與外在表象的兩

種反思進路。首先，著重於內在心靈面對外在世界時，

練習不輕易生起對應於這些經驗表象之固著想法、或者

是從自我認定所產生的相關衍生概念。再者，直接反思

事物的表象，有兩種途徑可循：第一，從表象的否定著

手，但此處的否定並非否定此時的「相」，而是洞徹此

「相」的實在性為相續不斷的緣起、生滅（即：無常）

。亦即，不輕易信任事物表象所呈顯出來的狀貌，並反

覆思惟其無常性，此相同於上文持業釋的理解。第二，

除了否定事物表象的恆存性外，同時肯定其暫存性，從

其暫時存在的性格中揭露表象的虛妄本質。於此，事物

表象之暫存的「相」與其表現為無常的「非相」，共同

相容於此智慧的視角，此樣的思路則與上文之依主釋一

致。

因此，「無相」從否定事物表象著手，配合著肯定

表象的暫存性與揭露其虛妄性的動態觀點，進一步與

貫穿整部《金剛經》之「即非」、「即是」的邏輯反

思，14 相融而成為《金剛經》表述觀看世間的視角，藉

以作為邁向修學圓滿智慧之成就的方法。所謂的方法，

含蘊著反思與實踐兩個環節，從反思現象面的無常，練

習自我心靈面對外在世界時之不著、不取的態度，進一

步具體落實於覺察世間事物的認知活動，使得自我與世

界的關係不停滯於主體與對象的對當關係，而直接從否

定對象的活動中，揭露對象的虛妄性，開顯成就圓滿智

慧的理趣。所以，「無相」並非僅指「相」的虛妄性，

其也搭配「無所住」的心靈視角來觀看世間。

四、結語

作為一篇經典導讀，怕說得太多，更怕說得太少。

礙於有限的篇幅，本文僅能提供初讀《金剛經》些許觀

點上的借鏡。文中「無所住」與「無相」之反思與實踐

的進路，不僅與早期佛教「無我」、「無常」的內涵一

致，也可用以貫通《金剛經》「即非」、「即是」的思

惟邏輯。

從「無所住」、「無相」、「即非」與「即是」等

表述型態看來，均在詮解「緣起無自性」的深義。雖然

整部《金剛經》並無明確指出佛教般若哲學所強調的「

空」，但如果對於經典作通盤的閱讀與理解，即可發現

《金剛經》固然未嘗言空，但整部經典卻盡皆說空。

以上，提示了閱讀《金剛經》的綱要，某個程度來

講也是提供某種「前理解」，此種作法雖然可以幫助讀

者直接掌握經典的核心義理，但或許仍須透過讀者親自

深入閱讀經典與反思法義。本文僅能當入門的參考，儘

可能練習不要立即接受任何固定的觀點，重要的還是要

搭配反覆的善思惟，將經典的甚深法義轉化成圓滿的智

慧。此即經中所云：「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

故名一切法。」15

1  例如：如實佛學研究室編譯，《新譯梵文佛典．金剛
般若波羅蜜經》共五冊，台北：如實出版社，1995-1996
年。林光明編，《金剛經譯本集成》，台北：迦陵出版
社，1995年。Edward Conze, The Prajñaparamita Literature, 
sec.ed. Bibliographia Philologica Buddhica, no.1, Tokyo: The 
Reiyukai, 1978. 三枝充悳，〈般若經の諸文獻〉，《般若經
の真理》，東京：春秋社，1971 年，頁55-86。
2  由於鳩摩羅什譯本廣為人熟知，基於使讀者容易閱讀與
理解的考量，本文引用《金剛經》文本時，皆以此譯本為
主。
3  ﹝﹞內文字「究竟止息煩惱之」乃為幫助讀者理解
所加。就嚴格語詞翻譯的對應而言，「般若波羅蜜多」
(prajñaparamita)並無解消煩惱的字眼。僅就字面意義來
說，則是：智慧的圓滿成就。
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CBETA, T08, no. 235, p. 748, 
c20-p. 751, a7.
5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CBETA, T08, no. 235, p. 751, a8-p. 
752, c2.
6  智顗，《金剛般若經疏》，CBETA, T33, no. 1698, p. 76, 
c10-13.
7  印順法師這樣的觀點源自於《大智度論》釋《大般若
經》的啟發，參見釋印順，《般若經講記》（新竹：正
聞，1990年），頁16。
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CBETA, T08, no. 235, p. 748, 
c28-29.

1 4  例如：「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所謂佛法者，即
非佛法。」；「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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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CBETA, T08, 
no. 235, p. 749, a23, T08, no. 235, p. 749, b25, T08, no. 235, p. 749, 
c19-20, T08, no. 235, p. 750, a18-20.
1 5《金剛般若波羅蜜經》，CBETA, T08, no. 235, p. 751, b2-3.

本文作者嚴瑋泓先生，係臺灣大學哲學博士。

■ 釋淨行

本文作者淨行上人，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家文學博士，

創辦台北靈山講堂、靈山禪林寺及靈山現代佛教月刊等。

目前擔任世界靈山佛教會僧統及世界靈山大學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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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版面所限，未能刊載功德錄下期待續

閱讀《金剛經》

100年1月功德錄（續）

﹝供養常住﹞

5,000元 釋秋焱

3,100元 石文子

2,000元 林文峰

1,450元 Toai Phuoc

1,443元 三寶弟子

1,000元 蔡耀檳

300元 蔡宜勳、蔡宜潔、
葉慶豐、葉沐恩、
陳思涵

180元 三寶弟子

﹝供養常住-僧服﹞

20,000元 黃中洋

﹝供養三寶﹞

1,200元 沈振榮

983元 嬿莊

500元 胡文豪

200元 陳麗雲

﹝救濟﹞

3,000元 黃雲蓮

2,000元 吳銘

1,000元 吳阿素、藍瑞賢、
林家成

500元 明周、陳春鳳、
黃雲蓮

300元 呂信雄

200元 李冉來閤家

﹝放生﹞

2,500元 胡玉欣

1,000元 高崧碩、高文璽、
朱惠卿

600元 蕭素娟

﹝譯經﹞

50,000元 童彩玲

20,000元 陳健民

18,000元 高陳清香

15,000元 顏良恭閤家、
釋禪舟

6,000元 蔡耀檳

4,800元 高全德

3,000元 林文峰、張能聰、
薛安秀、吳德慧

2,500元 胡玉欣

2,000元 李唯瑄、郝政道、
陳美賢、陳致光、
陳姿穎

1,500元 鄭敏宜、李佳紘

1,060元 陳惠珍

1,000元 張宇辰、楊秋紅、
陳瑞承、陳瑞昇、
陳正順、黃素娥、
鄭婷、張玟琪、
李高青崴、邱碧
玉、高崧碩、高文
璽、朱惠卿、黃
彥智、黃祺雯、沈
榮欣、陳秀紅、戴
昌典、陳方玉釵、
萬波笛

600元 萬乃塵、萬乃儂、
萬乃賏

500元 賴柏嘉、佳展健康
養生館、鄭鎰宗、
郝政道、陳昭惠、
呂忠洋、葉慶豐、
劉宗勇

400元 蕭素娟、葉樺、
葉靜

300元 蔡宜勳、蔡宜潔、
葉慶豐、葉沐恩、
陳思涵、王景春、
趙子淵

200元 呂詹好、呂怡瑩、
呂玉茹、薛昀軒、
呂旻璁、蘇佳卉、
李宜臻、李岱瑾、
蔡秦琴、蔡珠麗、
香包狗、張婉筠、
陳燕美、黃俊凱、
黃麗淑

100元 賴蓓瑩、彭品瑄、
蔡東仁、梁美琳、
邱紹隆、邱奕修、
陳德慧、陳德生、
程瑜、陳麗雲、
簡綸巠、簡君如、
蘇琳雅、吳映儀、
蘇毅恩、張秉筑、
張小黃、張小白、
張熊熊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譯經-台中講堂﹞

36,000元 莊張玉鳳

1,000元 莊大億閤家

500元 黃莉雅

﹝東方大學-助學獎金﹞

1,000元 張玟琪

﹝隨喜﹞

1,000元 秦緯甄、屈晉平

500元 陳玉汝、丁權福、
百流商務有限公
司、季夢蓮、藍章
華、藍黃雪貞

300元 何燕娟、何燕蓓、
何志勤、賴武村

200元 鄧晉陽、鄧韻華

100元 卓美珍

15元 陳月美

﹝隨喜-講堂﹞

5,000元 尤江雲瑾

500元 吳銘

﹝隨喜-上人機票款﹞

1,000元 王珍莉

﹝隨喜-歲末賀卡款﹞

4,900元 釋秋焱

100年2月功德錄
﹝禪林建設﹞

2,000元 邱國驊、吳銘

1,000元 劉愛嬌、游瑞德、
林玉枝

900元 黃登雲

500元 蔡珠麗

﹝禪林建設-上人寮房﹞

4,000元 顏良恭閤家

﹝禪林建設-發票中獎﹞

1,200元 靈山講堂

﹝護法﹞

6,000元 邱文安

3,600元 林進籃、吳阿素

1,200元 李逸秋、張郭梅、
張婉齡、黃逸鴻、
施秀英、黃建銘、
李燦奇、黃淑涵、
許智淵、許禕晨

1,000元 曾淑珠

900元 林腰、李楊來發、
李聰明、黃麗鳳、
李易軒、李韋萱

600元 黃葉喜、簡源彰、
黃登雲、簡淑婷、
簡榮慶、簡淑華、
柯棠中、黃素蘭、
賴毅庭、賴瑞琅

500元 黃英雄、黃立瑋、
黃立昌

300元 高啟瑞

200元 呂國章、呂藍金枝

100元 郭溫柔、賴力瑋、
何嘉浩

﹝弘法教育-印經﹞

300元 黃進忠

淨行上人
開示錄「佛教倫理」專輯 第一課 道德倫理概說 之1

甲、前言
本專輯主要是介紹佛教的倫理觀念。然而，在進行

介紹之前，宜對倫理本身，有適當之說明，以免概念產

生混淆。因此，第一課即先就倫理有關的基本問題，略

作解釋。

我國之倫理觀念，受儒家影響至鉅，儒家所言，為

社會普遍奉行，近代以來，雖然有西洋文化之傳入，但

談到倫理，國人大體上仍不出儒家範圍。佛教對於中華

文化而言，實係外來的宗教，自古至今，中國社會深受

儒家思想熏陶，因此對於佛教倫理道德之說，常生誤

解，或無知，或有意，乃致非議不斷。因此，本專輯除

介紹佛教倫理，同時亦將儒家倫理觀念互作比較，藉以

闡明佛、儒二者精神境界固有不同，而二者之倫理觀念

卻一致重視倫理，大同小異，藉以釐清長久以來國人對

於佛教的誤解。故此，第一課即針對儒家倫理之基本觀

念，略作說明。

乙、本論
一、倫理淺釋

（一）何謂倫理？

「倫理」，一般而言，是指人在社會中的行為規

範，也就是人與人之間應該依循的道理。

既有規範，便有規範的標準，此一標準通常承自社

會上流行之道德觀、價值觀，即判斷「善、惡」、「

是、非」、「對、錯」、「好、壞」的觀念。人根據所

屬社會的道德觀念，知道「應該」如何，「不應該」如

何，於是行為有了規範，人與人相處有「理」可循，於

是有所謂的「倫理」。

（二）道德實踐的驅動力

人何以要遵守倫理呢？為什麼要避惡就善呢？何者

是善、何者是惡呢？

一般的解說，「善」就是人我、自他「適當關係」

的實踐。在這裡要注意的是，道德，自然是在自、他的

互動下，才有意義；也就是說，行善，一定是同時具備

行善的「主體」與行善的「對象」。

怎麼做才算是自他適當關係的實踐呢？人在群居的

生活裡，基於某種動機，會有犧牲自己所欲、成全他人

所求的行為，如是避免紛爭，而達人我的和諧共存，有

時甚至為成全他人而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這種「利

他」的行為所產生的影響，除了他人得利之外，往往能

在某方面照顧到自己所求，於是也就能「利己」。如自

己幫助他人，他人就會回報自己，自己不加害他人，他

人就不會加害自己，有時為幫助他人，犧牲生命，反而

提昇了自我的價值，如烈士、殉道者之類，大抵如此。

這種「利他利己」的行為，即自他適當關係之實踐，即

是善，即是道德；反之，則是惡，則是不道德（在佛教

的觀念裡，道德不只侷限於人與人的關係，但此處就人

的立場而言，則以人際關係為主）。

人之所以會顧慮他人的需求，犧牲自己，滿足他人

的需求，會「行善」，動機何在？對此問題，綜合而

言，不外乎兩種見解：

一、依生物本能來說：部份人以為（如行為科學論

者），人與禽獸無異，行為純粹是受本能所支配，講求

道德，避免衝突，利人利己，其實是求生本能驅使下的

表現，至於「捨生取義」之類，同樣要依本能來解釋。

二、依人性來說：此說強調，人之有道德意識，乃

是人不共禽獸的特性。姑且不論這樣的特性源自何處（

儒家說是「天」，基督宗教說是「神」，佛教則認為人

本來如此），總之，人有去惡就善的意念及行為，乃是

與生俱來的傾向。人若是成功地克服私欲而行善，就是

人之所以為人、人之價值的實現。當然，二說相較，後

者無疑是正確的看法。原因是，人之行善，如果純粹受

本能主宰支配，亦即人之行善，如僅係單純之物理、生

理反應，是不得不然、無法作主的必然行為，這樣則無

法解釋為何偏偏還有人為非作歹；相對地，作惡也不能

說是人的本能。基於同樣的理由，所謂的人性本善與本

惡，亦復不能自圓其說。世間善、惡並存的現象，充份

說明了人有自由選擇為善或作惡的能力，根據此一客觀

事實，很難為人性本善本惡下定論。基本上可以肯定的

是：人能自由選擇為善或作惡，為善則「心安理得」，

為惡則「良心不安」，如此根植於內心的呼求，證明人

的確有向善的性格（註一）。佛教謂此為「慚愧心」，

儒家則稱之為「良知」（註二），這就是人類道德的驅

動力。

註一：今人傅佩榮教授主張「人性向善論」，頗能疏導倫

理學上有關「人性」的爭論；在此之前，印順法師於「

佛法概論」（一九四九年初版，現收於「妙雲集」中編

之一）第十四章『德行的心素與實踐原則』中，也說到

人類的「慚與愧，可說是道德意向。…換言之，即人類

傾向光明、厭離黑暗的自覺」，亦近於「人性向善論」 

的見解。

註二：據「雜阿含經」卷四十七及「增一阿含經」卷九，

以慚、愧二法為人之特色，如「增一阿含經」云：「爾

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妙法，擁護世間。云何為二法？

所謂有慚有愧也。諸比丘，若無此二法，世間則不別有

父有母有兄有弟有妻子知識尊長大小，便與豬雞狗牛羊

六畜之類而同一等。以其世間有此二法擁護世間，則別

有父母兄弟妻子尊長大小，亦不與六畜共同。」，又「

孟子‧盡心上」云：「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

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

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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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靈山佛教會及世界靈山大學

一、開春團聚及表演活動
圖ㄧ至圖三說明：2011年2月20日世界靈山佛教會及世界靈山大學在法國巴黎近郊薇
翠舒仙，舉辦開春團聚及表演活動，淨行上人親臨致詞，並向信眾拜年及發紅包。

圖四至圖七說明：靈山表
演文藝班配合新春節慶，
表演多項應景精彩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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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至圖九說明：法國信眾李金成居士發心2011年2月
27日，在世界靈山佛教會及世界靈山大學位於法國巴黎
近郊之薇翠舒仙，舉辦齋僧活動，淨行上人率多位僧眾
為功德主、一切眾生祈福，及接受供養。

圖十說明：世界靈山佛教會及世界靈山大學為接引當地
法國信眾，持續每周周日上午舉辦法文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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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長期講座（法語）

二、供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