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大般若經》
林崇安教授
（台北佛青福慧會訊 91 期,2009）

一、前言
《大般若經》共有四處十六會六百卷。四處，是指佛陀說法時的四個處所，
即：王舍城鷲峰山、給孤獨園、他化自在天王宮和王舍城竹林精舍。玄奘大師晚
年致力於譯出《大般若經》
，從唐顯慶五年（660 年）至龍朔三年（663 年）在坊
州玉華宮寺譯完。這一工作是譯經史上的偉業，其中《大般若經初會》長達 400
卷，誠可稱之為「經王」。整部《大般若經》是以成佛為唯一的目標，廣述菩薩
道的甚深見和廣大行。如果能夠掌握這一立場，就可以理解到《大般若經》和以
闡述聲聞道為主軸的《雜阿含經》的基本差異。以下略述《大般若經》的內容。

二、大般若經內容
《大般若經》是由 16 部經典所組成，分成十六會（十六分）：
《初會》七十九品、400 卷。相當於梵本十萬頌般若。
《第二會》八十五品、78 卷。相當於梵本二萬五千頌般若。早期文句簡略
的異譯本有《放光般若經》20 卷、
《光讚經》10 卷、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大
品》）27 卷。
《第三會》三十一品、59 卷。相當於梵本一萬八千頌般若。
《第四會》二十九品、18 卷。相當於梵本八千頌般若。
《第五會》二十四品、10 卷。也相當於梵本八千頌般若。
《第六會》十七品，8 卷。異譯本有《勝天王般若經》。
《第七會，曼殊室利分》，2 卷。相當於梵本七百頌般若。
《第八會，那伽室利分》，1 卷。異譯本有《濡首菩薩無上清淨分衛經》。
《第九會，能斷金剛分》，1 卷。相當於《金剛般若經》。
《第十會，般若理趣分》，1 卷。
《第十一會，布施波羅蜜多分》，5 卷。
《第十二會，淨戒波羅蜜多分》，5 卷。
《第十三會，安忍波羅蜜多分》，1 卷。
《第十四會，精進波羅蜜多分》，1 卷。
《第十五會，靜慮波羅蜜多分》，2 卷。
《第十六會，般若波羅蜜多分》，8 卷。相當於《善勇猛般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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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以《第二會》為例，來看經文八十五品和相關的八事的結構：
1 緣起品（第 401 卷）；2 歡喜品（第 402 卷）；
3 觀照品；4 無等等品（第 405 卷）；
5 舌根相品；6 善現品（第 406 卷）；
7 入離生品（第 408 卷）；8 勝軍品；
9 行相品（第 409 卷）；10 幻喻品（第 410 卷）；
11 譬喻品（第 411 卷）；12 斷諸見品；
13 六到彼岸品；14 乘大乘品（第 412 卷）；
15 無縛解品（第 413 卷）；16 三摩地品；
17 念住等品（第 414 卷）；18 修治地品（第 415 卷）；
19 出住品（第 416 卷）；20 超勝品（第 417 卷）；
21 無所有品（第 418 卷）；22 隨順品（第 420 卷）；
23 無邊際品；24 遠離品（第 423 卷）。
【以上闡述 1.一切相智】
25 帝釋品（第 425 卷）；26 信受品（第 426 卷）；
27 散花品；28 授記品（第 427 卷）；
29 攝受品；30 窣堵波品（第 428 卷）；
31 福生品（第 429 卷）；32 功德品；
33 外道品；34 天來品；
35 設利羅品（第 430 卷）；36 經文品（第 431 卷）；
37 隨喜迴向品（第 432 卷）；38 大師品（第 434 卷）；
39 地獄品；40 清淨品（第 436 卷）。
【以上闡述 2.道相智】
41 無摽幟品。
【以上闡述 3.一切智】
42 不可得品（第 437 卷）；
43 東北方品（第 438 卷）；44 魔事品（第 440 卷）；
45 不和合品；46 佛母品（第 441 卷）；
47 示相品（第 442 卷）；48 成辦品（第 444 卷）；
49 船等喻品；50 初業品（第 445 卷）；
51 調伏貪等品（第 446 卷）；52 真如品；
53 不退轉品（第 448 卷）；54 轉不轉品（第 449 卷）；
55 甚深義品；56 夢行品（第 451 卷）；
57 願行品；58 殑伽天品；
59 習近品（第 452 卷）。
【以上闡述 4.圓滿一切相加行】
60 增上慢品；
61 同學品（第 454 卷）；62 同性品（第 455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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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別品（第 456 卷）；64 堅非堅品；
65 實語品（第 457 卷）；66 無盡品（第 458 卷）；
67 相攝品（第 459 卷）；68 巧便品（第 460 卷）；
69 樹喻品（第 463 卷）；70 菩薩行品（第 464 卷）；
71 親近品；72 遍學品。
【以上闡述 5.頂加行】
73 漸次品（第 465 卷）。
【以上闡述 6.漸次加行】
74 無相品（第 466 卷）；75 無雜品（第 467 卷）。
【以上闡述 7.刹那現證菩提加行】
76 眾德相品（第 468 卷）；
77 善達品（第 471 卷）；78 實際品（第 473 卷）；
79 無闕品（第 474 卷）；80 道土品（第 476 卷）；
81 正定品（第 477 卷）；82 佛法品；
83 無事品（第 478 卷）；84 實說品；
85 空性品。
【以上闡述 8.果法身】
以下針對《大般若經》
《第二會》和《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略談論典的解釋。

三、解釋大般若經的論
詳細解釋《大般若經》的論，有傳到漢地的龍樹菩薩的《大智度論》，和傳
到藏地的彌勒菩薩的《現觀莊嚴論》：

（1）
《大智度論》
鳩摩羅什於西元 404 年譯出《摩訶般若波羅蜜經》27 卷，不久，鳩摩羅什又
譯出本經的注釋《大智度論》100 卷，是以問答的方式解釋經文。從第一卷至第
三十四卷，是對《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初品（序品）的詳細解釋；從第三十五卷
至一百卷，則是羅什大師對其餘諸品解釋的摘譯。

（2）
《現觀莊嚴論》
《現觀莊嚴論》是以八事七十義分別完整地標出了《大般若經》第一、第二
和第三會的要義。以第二會（401 卷-478 卷）為例，八事七十義的議題如下：
一、一切相智（第 1-24 品）：
I-1 發心 I-2 教授 I-3 四種順決擇分 I-4 正行之所依 I-5 諸所緣 I-6 所為 I-7 甲
鎧 I-8 趣入事 I-9 資糧 I-10 出生
二、道相智（第 25-40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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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1 令其隱闇等 II-2 弟子（聲聞道）II-3 麟喻道 II-4 大勝利見道 II-5（修道）
作用 II-6 勝解（修道）II-7 讚事并稱揚 II-8 迴向（修道）II-9 隨喜（修道）
II-10 引發（修道）II-11 最清淨（修道）
三、一切智（第 41 品）：
III-1 智不住諸有 III-2 悲不滯涅槃 III-3 非方便則遠 III-4 方便即非遙 III-5
所治品 III-6 能治品 III-7 加行 III-8 平等性 III-9 見道
四、圓滿一切相加行（第 42-59 品）：
IV-1 行相 IV-2 諸加行 IV-3 功德 IV-4 過失 IV-5 性相 IV-6 順解脫分 IV-7 順決
擇分 IV-8 有學不退轉眾 IV-9 有寂平等性 IV-10 無上清淨剎土 IV-11 善巧方便
五、頂加行（第 60-72 品）：
V-1（煖）此相 V-2（頂）增長 V-3（忍）堅穩 V-4（世第一法）心遍住 V-5 見道
（分別、能治）V-6 修道（分別、能治）V-7 無間三摩地 V-8 諸所除邪執
六、漸次加行（第 73 品）：
VI-1 布施 VI-2 淨戒 VI-3 安忍 VI-4 精進 VI-5 靜慮 VI-6 般若 VI-7 念佛 VI-8 念
法 VI-9 念僧 VI-10 念戒 VI-11 念捨 VI-12 念天 VI-13 通達無性自性漸次加行
七、刹那現證菩提加行（第 74-75 品）：
VII-1 非異熟剎那加行 VII-2 異熟剎那加行 VII-3 無相剎那加行 VII-4 無二剎那
加行
八、果法身（第 76-85 品）：
VIII-1 自性身 VIII-2 智法身 VIII-3 圓滿報身 VIII-4 變化身、事業

四、結語
大般若經是以菩薩道為主軸，此由法會的開場就可看出，例如，第二會一開
始的「緣起品」，佛陀先顯現各種神變，示現發光等，這和一般聲聞經典大不相
同，這是因為五眼和六通是菩薩道的「必修」課程。傳說在翻譯《大般若經》的
那一年，曾感「桃開六度」的祥瑞，象徵著這一譯經工作的殊勝和《大般若經》
的重要。想走菩薩道的行者，實應好好奉行《大般若經》的甚深見和廣大行。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