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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獨⾃自展開⼀一段旅
程，為了了安穩如期地抵達
⽬目的地，你需要什什麼？



⼆二番囑累
本經初由須菩提問佛：「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	

經佛解說後，須菩提又照樣的再問一遍，佛答也
大致相同。	

所以，本經明顯的分為兩段。	

《大般若經》有兩番囑累，《智論》說：「先囑
累者，為說般若波羅蜜體竟；今以說令眾生得是

般若方便竟，囑累」。

《般若若經講記》



發現修⾏行行次第的重要性
發⼼心

修⾏行行

證得 發⼼心

修⾏行行

證得

般若若道

⽅方便便道



般若若將入畢竟空 絕諸戲論
⽅方便便將出畢竟空 嚴⼟土熟⽣生

發（世俗）菩提⼼心 
@ 以⼤大悲、空慧確立信願 @ 
～ 正⾒見見、正思（志）～ 修⼤大悲⾏行行（⾃自他和樂為本） 

主修：施戒忍勤勤；略略修：禪慧 
～ 正思（志）- 正精進～修定發慧（⾃自⼼心淨化為本） 

主修：禪慧 
～ 正精進 - 正定～

發（勝義）菩提⼼心 
@ 本著「實證慧」攝導三⼼心 @

修⼤大悲⾏行行（⾃自他和樂為本） 
@ 廣修六度～》嚴⼟土•熟⽣生 @

⾃自利利利利他圓滿 
圓成究竟⼤大菩提



「發⼼心．修⾏行行．證得」 
與「我⼈人」的 

「意志．情感．理理智」
的關係？



依「六度」進修「三⼼心」 
淨化 
深化 
廣化

薄弱的意志，雜染的情感，顛倒的知⾒見見， 
如何在菩薩道的修學中 

轉化爲 
「無貪、無瞋、無癡」 
三善根的圓成？

出發於「三⼼心」 
意 —> 貪 
情 —> 瞋 

   知 —> 癡

歸結於「三⼼心」 
   意 —> 無貪 
   情 —> 無瞋 
知 —> 無癡

依⾃自———————⾃自增上（發⼤大菩提願）———————無貪 
依世間——————世間增上（悲憫有情）———————無瞋 
依法———————法增上（悟緣起性空）———————無癡



依三⼼心修六度 
依六度圓滿三⼼心

《佛法概論》第⼗十九章：菩薩眾的德⾏行行（點擊此處閱讀全⽂文）

菩提⼼心（偉⼤大⽬目標）志向

⼤大慈悲（純正動機）⽅方便便

空性慧（適當技巧）善巧

布施 
持戒 
忍辱 
精進 
禪定 
智慧

意志

情感

理理智

無貪

無瞋

無慈

三善根

http://www.mahabodhi.org/files/yinshun/21/yinshun21-21.html


「般若若」 
對我們到底有多重要？



三世諸佛，
依般若若波羅蜜多故，
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依「般若若」修

佈施

持戒

忍辱

精進

禪定

五度為盲 
般若若為導



依「般若若波羅蜜多」

度 ⼀一 切 苦 厄

能 除 ⼀一 切 苦
故知般若若波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
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

真實不虛。

觀⾃自在菩薩，⾏行行深般若若波羅蜜多時，
照⾒見見五蘊皆空，



  度一切苦厄

我們有哪些「苦厄」？

外物（⾃自然）

⽣生理理（⾝身⼼心）

求不得

老

病

⽣生 死

關係（社會）

愛別離
怨嗔會



「般若若」如何建立？



歸宗：離相無住

佛為須菩提說如此發心，直至究竟菩提，徹始徹
終的歸宗於離相無住。	

……	

般若無所住，無所住而生其心；不取諸相，即生
實相，即名為佛。

《般若若經講記》



《⾦金金剛經》： 
一切有為法	

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	

應做如是觀

《⼼心經》：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異空	

空不異色

世間的真相是什什麼🤔？



假名 施設 
（所謂的⋯⋯）

⽣生滅相續的存在

由 
各種因緣匯聚 
形成⼀一個  
暫時性的成果 

意義, 定義, 故事 & 說明

⽅方便便溝通 及 順利利延展

原來來的⽬目的

落落入
圈套

 



《⾦金金剛經》： 
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見如來。

《⼼心經》： 
無智	亦	無得

從「⽣生活」到「修⾏行行」的執著⋯⋯



依「緣起性空」深入 
真俗⼆二諦 
的重要性？



reality (世俗諦)
·更有效的溝通,	教育推廣,	文化傳遞		
·履行責任與義務	
·化夢想為現實	來	利益自他並造福人群（科技、醫療等）	
·發現導致我們流轉於「惡性循環」的「應對模式」	
·培養更多的「覺知模式」來開展更多「善性循環」

真實相 “r” & “R”

Reality (勝義諦)
·不禁錮於	“假名施設”	中......	
·發現無限的「可能性」	
·發現無窮盡的「潛能」	



事物
環境

時間

⼈人

信念念

經歷

應對模式

業
  的

  流
  轉

創造（奇跡）

～  蛻  變  的  過  程  ～
緣起性空 
無常無我 
超越時空 
放開期待

不
時
重
新
詮
釋



印順⽂文教基⾦金金會
http://yinshun-edu.org.tw/Master_yinshun/y01

http://yinshun-edu.org.tw/Master_yinshun/y01


印順法師佛學著作集電⼦子書
http://www.yinshun.org.tw/epub's%20web/epub.htm

http://www.yinshun.org.tw/epub's%20web/epub.htm




Q & A



Metta Chanting 
慈頌



Aham avero homi 
May I be free from enmity and danger
願我無敵意、無危險。

abyapajjho homi 
May I be free from mental suffering
願我遠離精神上的痛苦。

anigho homi 
May I be free from physical suffering
願我遠離⾝身體上的痛苦。

sukhi attanam pariharami 
May I take care of my own happiness
願我保持快樂。



Mama matapitu 
May my parents 願我的⽗父⺟母、

acariya ca natimitta ca 
teacher, family, and friends 師長、家⼈人與朋友、

sabrahma carino ca 
and Dhamma fellows 及法侶們

avera hontu 
無敵意、無危險 be free from enmity and danger

abyapajjha hontu 
遠離精神上的痛苦 be free from mental suffering

anigha hontu 
遠離⾝身體上的痛苦 be free from physical suffering

sukhi attanam pariharantu
願他們保持快樂 may they take care of their own happiness



Imasmim arame sabbe yogino 
May all meditators in this place 願所有的修⾏行行⼈人

avera hontu 
無敵意、無危險 be free from enmity and danger

abyapajjha hontu 
遠離精神上的痛苦 be free from mental suffering

anigha hontu 
遠離⾝身體上的痛苦 be free from physical suffering

sukhi attanam pariharantu
願他們保持快樂 may they take care of their own happiness



Imasmim arame sabbe bhikkhu 
May all monks in this place 願所有的比丘（比丘尼）

samanera ca 
and novice monks 沙彌（沙彌尼）

upasaka – upasikayo ca 
laymen and laywomen disciples 男居⼠士及女居⼠士

avera hontu 
無敵意、無危險 be free from enmity and danger

abyapajjha hontu 
遠離精神上的痛苦 be free from mental suffering

anigha hontu 
遠離⾝身體上的痛苦 be free from physical suffering

sukhi attanam pariharantu
願他們保持快樂 may they take care of their own happiness



Sabbe satta 
May all beings 願⼀一切有情

sabbe pana 
all breathing things ⼀一切有呼吸的眾⽣生

sabbe bhutta 
all creatures ⼀一切有形體的眾⽣生

sabbe puggala 
all individuals (all beings) ⼀一切有名相的眾⽣生

sabbe attabhava – pariyapanna 
all personalities (all beings with mind and body) ⼀一切⾝身⼼心具⾜足者

sabba itthoyo 
may all females ⼀一切雌性的眾⽣生

sabbe purisa 
all males ⼀一切雄性的眾⽣生



sabbe ariya 
all noble ones (awakened beings) 所有聖者

sabbe anariya 
all worldlings (those yet to attain awakening) 所有非聖者

sabbe deva 
all devas (deities) 所有天神

sabbe manussa 
all humans 所有⼈人類

sabbe vinipatika 
all those in the woeful planes 所有苦道中的有情



avera hontu 
無敵意、無危險 be free from enmity and danger

abyapajjha hontu 
遠離精神上的痛苦 be free from mental suffering

anigha hontu 
遠離⾝身體上的痛苦 be free from physical suffering

sukhi attanam pariharantu
願他們保持快樂 may they take care of their own happiness



回向
以此功德種善根

累世怨親同霑恩

由斯解脫諸苦惱

共證菩提度有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