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般若品
第二

南華寺卓錫泉
六祖洗袈裟處

金剛經略疏、般若梵語、此
云智慧。其體即實相。雖流
轉六趣而不損。其用即觀照
能炤。破一切而不留。



(一)六祖禪為般若,從智慧下手.修行從此岸到彼岸,須以

大智慧(用大智慧打破五蘊塵勞)                                    

摩訶=大;般若=智慧;波羅蜜=到彼岸

(二)般若行:a.莫著空;b.持誦《金剛

經》c.大善知識;d.修無住無相無念

(三)無相頌
邪正俱不用

清淨至無餘

智慧觀照,於一

切法,不取不捨

a.常自見己過

b.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

•次日韋使君請益。師陞座告大眾曰。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

復云。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

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

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為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

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為汝說。

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

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

請法

華嚴偈、於法不修行。多聞亦如是、如人設美膳、自餓而不食。

六祖金剛經註、凡夫不見自性、妄識分別、自生高下。諸佛自高、眾生自下。
菩薩了悟人法二空。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無所分別。故一切法
皆平等。豈有高下也。又云、人人具足。個個圓成。本來是佛。與佛無異。



實相般若

觀照般若

文字般若

• 有了觀照而知道法的本
體.

• 我空;無我

• 從文字般若產生觀照,

依文尋義.如”如是我聞”

尋思”我“的意義

• 出世間的智慧,令人發
菩提心,修菩提道,得菩
提果,也就是經典的文
字般若

般若者、圓常之大
覺也.具有三德:



秘密陀羅

尼

多含薄伽

梵

順古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

此無乾闥

婆

尊重釋迦

牟尼

五種
不翻

般若

般若
《大智度論》說：
“般若定實相，甚深
極重，智慧淺薄，是
故不能稱。”



•別人經驗

的累積

聰明

• 自己經

驗的累積

智慧

•根本智+

後得智

般若

世智
辯聰

世間
智慧

聖智

人越有智慧，幸福
水平就越高

聰明的人用加法追求人生
智慧的人用減法享受人生

把握真理的能力

生
活

生
命

使
命





師父如何才能變成一
個自己愉快、也帶給
別人快樂的人？

1.把自己當成別人
2.把別人當成自己
3.把別人當成別人
4.把自己當成自己

慈悲;自在;無我;智慧



•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

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

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

•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

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瞋無喜。無是無非。無

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剎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

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

。 自性如虛空，真妄在其中，
悟徹本來體，一通一切通。

龍樹大士說：『佛法以修
心為本，以身口為末，此
須心行、心中念念不忘、

即是心行摩訶

「口念心不行」：你口裏念般若，心裏不
照著般若的智慧去做事。就是你若見到自
性的智慧，就不做糊塗事，就沒有無明了；
你要是還有無明，那就是心不行。

如大日輪、照四天下。日陞之時、明遍天下、
虛空不曾明。日沒之時、暗遍天下、虛空不
曾暗。明暗之境、自相陵奪。虛空之性、廓
然不變。佛及眾生、心亦如此。(即心是佛)



孫悟空一個筋斗翻十萬
八千里，為什麼還是翻
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
因為佛的心量廣大，猶
如虛空，所以不管怎麼
翻，還是出不去。這個
空性不是外面的空，而
是本心本空。

孫悟空為甚麼逃不出如來
佛的手掌心???

虛空包容萬有，孫悟空是“有”，如來佛是
“無”，所以那猴頭皈依佛門後就叫“悟
空”，妙哉，《西游記》，妙哉，吳承恩。



•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即著

無記空。(上人:修道，我們修得真空裏有妙有，不是說什麼也不知道。什麼都知

道，還要什麼都不知道，明明了了，清清楚楚的，像什麼呢？「心清水現月，意

定天無雲。)

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谿澗草

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

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

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

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為大。故曰摩訶。

•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

自稱為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為邪見故。

萬緣放下和空心靜坐有何不同? 妄念起時，不隨不制

永嘉禪師云、無記者、雖不緣善惡等事、
然俱非真心、但是昏住。

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善知識。心量廣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

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

般若

傳心法要下、若能了知心外無境、境外無心。心境無二、一
切即一心、心即一切、更無罣礙。又曰、一即一切、一切即
一、諸佛圓通、更無增減。流入六道、處處皆圓。萬類之中、
個個是佛。譬如一團水銀、分散諸處、顆顆皆圓。若不分時、
祇是一塊。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種種形貌、喻如屋舍。
捨驢屋入人屋。捨人身至天身。乃至聲聞緣覺菩薩佛屋、皆
是汝取捨處。所以有別。本源之性、何得有別。

諸葛亮這個人靜極光通達，能以心靜到極點了，沒有那麼多妄想，他自然
就智慧大開了。(宣化上人水鏡回天錄)



•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為真性自用。

一真一切真。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

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

•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

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

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

若。念念說空不識真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

即名般若智。

問:”一念愚即般若絕。一
念智即般若生”

般若實相不生不滅,如何
有斷絕,生滅呢?

般若無形相:前面說不是長短方圓，也不是
大小，也不是青黃赤白黑。什麼呢？「智
慧心即是」：你的心裏生出智慧，沒有無
明，智慧明明了了，能知道是法非法，這

就是智慧心，就是般若。

小道---空心靜坐



“偷東西快
樂嗎?”

得手之後
就很快樂

快樂多久???那要看東西的價值而定



一真一切真；一即多、多即一。
謂一與一切，其體用相融而不二。
即謂一與多可以等同，用以說明法界緣起中現象間之相即關係。
此乃華嚴、天台等圓教所立之圓融無礙之極理。
(一) 就現象之異體關係言：
一與十乃相對待而言，一為十之基數，
十由十個一構成，無一即無十，
既得成十，故知「一即十」。
同理可證成「十即一」。

(二) 就現象之同體關係言：
十中各個一之自體，即是第一個一，
由此而言，十之自體性空（無獨立自性），
故謂「十即是一」。
同理，視十為自體，一為構成十之因素，
自體亦是性空，故稱「一即是十」。

萬有之法、在真如法界中、雖現種種之差
別相、而其本體中則無絲毫之差別。種種
之法、悉為絕對、而與一切法鎔融時、知
其一、即知一切。如嘗海水一滴、即能知

一切大海水之鹹味也。

萬類之中，個個是佛。譬如一團水銀，分
散諸處，顆顆皆圓。若不分時，祇是一塊。
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種種形貌，喻如
屋舍。捨驢屋入人屋，捨人身至天身，乃
至聲聞緣覺菩薩佛屋，皆是汝取捨處。所
以有別，本源之性，何得有別？」

般若---自性真空,應用便知一切



•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

水有波浪。即名為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即名為彼岸。故號

波羅蜜。

波羅蜜--到彼岸

此岸(生死)

煩惱中流

若煩
惱沒
有了，
生死
就是
涅槃

彼岸(涅槃)

凡夫

• 受生死 • 有煩惱

不明白

• 無明

你若知
道你明
白什麼
事情，
那就是
般若

無著



千
金
難
買
早
知
道

萬
般
無
奈
想
不
到

我不知道
毗舍浮佛
傳法偈
假借四大
以為身，
心本無生
因境有，
前境若無
心亦無，
罪福如幻
起亦滅。



•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

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

•善知識。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

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

•

般若行—無著

真常論者認為，萬有一切諸法，無一不是自性，亦無不是實性，煩惱既是萬
有諸法之一，自然當下就是菩提，所以說『煩惱即菩提』---無明實性即佛性

不愚痴

不做糊
塗事

般若
法 不行愚

痴事

真性

般若
行 斷欲

去愛

性流為情，情流為欲，這就是凡夫。你若
是能把欲歸回來到性上，不搖不動，不被
無明所轉，這就是佛。以前佛也是凡夫來
著，因為他修般若法，所以成了佛



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

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為戒定慧。

•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為世人有八萬四千

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不

起誑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

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

得見性。

持誦金剛般若經--見性

古德云、無念者、心體靈知、湛寂不動、如鏡鑒像、如燈顯物。其像之妍醜、物之纖洪、
而鏡與燈不知也。雖曰不知、未嘗毫髮少隱也。其照體本空而能顯物、曾何念慮於其間。

無念 無相無住

煩惱塵勞 五蘊身心



•當知此經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為大

智人說。為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

•何以故。譬如天龍下雨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草葉。若雨大海不

增不減。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

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

•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眾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

百川眾流卻入大海合為一體。眾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

六祖金剛經註、不見垢穢可厭、不見清淨可求。無遣可遣、亦不
言無遣。無住不住、亦不言無住。心量廣大、廓若太虛、無有邊

際。即是最上乘諸佛地位也。

法離文字故。是故大慧、我等諸佛及諸
菩薩、不說一字、不答一字。所以者何。

法離文字故。

法華經藥草喻品、如彼大云雨。於一切草木叢林及諸藥草、如其種性、
具足蒙潤、各得生長



•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

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入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

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

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為一切眾生自心

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開悟頓

教。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

性。

•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

般若經本無差別。

○金剛經、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往生論註下、無
礙者、謂知生死即涅槃、如是等入不二門無礙相也。



法苑珠林—趙文昌

周武帝滅佛

太府寺丞趙文昌
死後復活,說….

請告訴隋皇帝:為
我做功德,滅佛的
罪太重了..

糞坑中有人
露出頭髮



•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

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

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人中有愚有智。愚為小人智為

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說法。愚人忽然悟解心開。即

與智人無別。

•善知識。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

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

•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

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

•六祖為甚麼主張從自
心頓見真如本性???

智者為愚人說法,愚人開悟
即與智者無別
一念悟時眾生是佛

你若沒有自私心，一切都不是為
我自己，就會清淨。因為你沒有
貪心、沒有瞋心、沒有癡心、沒
有我見，這就是悟。所以才說一

念悟時，眾生是佛。



•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

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

•

•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

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

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

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

• 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執謂須他善知識方得解脫者。無

有是處。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顛倒。

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剎那

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

大善知識—過來人

四個條件：不貪錢、不貪色、不
貪名、不自私。應該用這四個條

件去衡量善知識如何辦識明眼善知識?



三種善知識

外護善知識

• 用財力幫
助

同行善知識

• 切磋道業

教授善知識

• 傳道授業
解惑

《莊嚴經論》云：「知識須具戒、定、慧、德勝、精進、教富
饒、通達真實、善說法、悲憫為體、斷疲厭。」
在華嚴經裡善財童子為了修學菩薩行，曾參訪五十三位善知識。

越溪禪師是那一種善知識



•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

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

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即遍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

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

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

頓悟入道要門論上、問、此頓悟門、以何為宗、以何為旨、以何為體、
以何為用。答、無念為宗。妄心不起為旨。以清淨為體。以智為用。
問、既言無念為宗。未審無念者、無何念。答、無念者、無邪念。非
無正念。云何為邪念。去何名正念。答、念有念無、即名邪念。不念
有無、即名正念。念善念惡、名為邪念。不念善惡、名為正念。乃至
苦、樂、生、滅、取、捨、怨、親、憎、愛、並名邪念。不念苦樂等、

即名正念。問、云何是正念。答、正念者、唯念菩提。

無念—正念;唯念菩提



•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

•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

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

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

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

• 如石壓草

百物不思

• 當令念絕

死灰枯木

法縛邊見



•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

記吾言。亦無有益。

•聽吾頌曰。

• 說通及心通 如日處虛空 唯傳見性法 出世破邪宗

•法即無頓漸 迷悟有遲疾 只此見性門 愚人不可悉

•說即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 煩惱闇宅中 常須生慧日

•邪來煩惱至 正來煩惱除 邪正俱不用 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即是妄 淨心在妄中 但正無三障

•世人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 常自見己過 與道即相當

無相頌

執正為是，只許成一
個儒門存養省察的寡
過君子，未能脫得凡
胎；意根壓捏工夫，
正犯認賊作子之病。
所以到「正來煩惱
除」，六祖急掃云
「邪正兩不用」，正
符〈信心銘〉：「止
動歸止，止更彌動，
惟滯兩邊，寧知一種；
一種不通，兩處失功，
遣有沒有，從空背空」
的旨趣。



快給我”三”

寶!!!

好的
但我們必須
先向佛鞠躬

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
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

體用無礙---心經心
無罣礙,無罣礙故,遠
離顛倒夢想



•色類自有道 各不相妨惱 離道別覓道 終身不見道

•波波度一生 到頭還自懊 欲得見真道 行正即是道

•自若無道心 闇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 自非卻是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過

•但自卻非心 打除煩惱破 憎愛不關心 長伸兩腳臥

子云：「善攝生者，陸行不避兕虎。」蓋萬物皆同此「善」「常」
之性，只要吾人不起分別心，親見此道，自能化及異類。昔南嶽
西園寺曇藏禪師，東廚忽有大蟒，長數丈，張口噓氣，毒燄熾然。
侍者請師速避，師曰：「彼以毒來，我以慈往！毒無實性，激發
剛強；慈苟無緣，怨親一揆。」言訖，蟒自俯首而去

正行的人，心無所住；心無所住，即是心心在道；心心在道，則舉足下足，無非是道。若闇行的人，心住
於法，眼為法遮，盲修瞎鍊，無由見道。《金剛》云：「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闇，即無所見。
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是也



•欲擬化他人 自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即是自性現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兔角

•正見名出世 邪見是世間 邪正盡打卻 菩提性宛然

•此頌是頓教 亦名大法船 迷聞經累劫 悟則剎那間

•師復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眾生言下見性成佛。

時韋使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說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歎善

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