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智度論》講義（第 05 期） 

792 

慧日佛學班第 05 期 

《大智度論》卷 28 
〈初品中欲住六神通釋論第四十三〉 

（大正 25，264a16-269b26） 
釋厚觀（2008.10.04） 

壹、釋「菩薩欲住六神通，應學般若波羅蜜」 

【經】菩薩摩訶薩欲住六神通1，當學般若波羅蜜。 
【論】 

一、辨菩薩得五神通或六神通 

（一）釋「菩薩欲住六神通」之意 

問曰：如〈讚菩薩品〉中言「諸菩薩皆得五神通」2，今何以言「欲住六神通」3？ 
答曰：五通是菩薩所得，今欲住六神通是佛所得；若菩薩得六神通，可如來難！4 

（二）〈往生品〉中說菩薩住六神通，為何〈讚菩薩品〉中言菩薩得五通 

問曰：〈往生品〉中說「菩薩住六神通至諸佛國」5，云何言「菩薩皆得五通」？ 
答曰： 

1、習不盡故言「得五通」，漏盡故言「住六神通」 

第六漏盡神通有二種：一者漏、習俱盡，二者漏盡而習不盡。 
習不盡，故言「皆得五通」；漏盡，故言「住六神通」。6 

※ 因論生論：菩薩漏盡，云何受生 
問曰：若（264b）菩薩漏盡，云何復生？云何受生？一切受生皆由愛相續故有，譬

                                                 
1 六神通：神足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天眼通、漏盡通。參見《長阿含經》卷 9（大正

1，54b9-11）。 
2 （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1 序品〉：「復有菩薩摩訶薩，皆得陀羅尼及諸三昧，行空、

無相、無作，已得等忍，得無閡陀羅尼，悉是五通。」（大正 8，217a13-15） 
（2）《大智度論》卷 5（大正 25，97c21-98b10）。 

3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1 序品〉：「菩薩摩訶薩欲住六神通，當學般若波羅蜜。」（大正

8，219a29-b1） 
4 「可如來難」：可以像你這樣提出來問難。 
5 （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2〈4 往生品〉：「復次，舍利弗！有菩薩摩訶薩得六神通，不生

欲界、色界、無色界，從一佛國至一佛國，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諸佛。」（大正 8，225c21-24） 
（2）《大智度論》卷 38：「菩薩有二種：一者、生身菩薩，二者、法身菩薩；一者、斷結使，

二者、不斷結使。法身菩薩斷結使，得六神通；生身菩薩不斷結使，或離欲得五神通。

得六神通者，不生三界，遊諸世界，供養十方諸佛。」（大正 25，342a22-26） 
（3）《大智度論》卷 39：「是菩薩住六神通，到十方世界。」（大正 25，344a3-4） 

6 ┌漏盡習不盡──約此，菩薩住六通 
漏盡通有二 ┴漏習俱盡───約此，菩薩得五通 

 （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11〕p.20） 
菩薩得五通與六通：約習盡不盡分別。（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1］p.88） 
二種漏盡神通。（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J036］p.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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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米雖得良田、時澤7，終不能生。諸聖人愛糠已脫故，雖有有漏業生因緣，

不應得生。 
答曰：先已說：「菩薩入法位，住阿鞞跋致地，末後肉身盡，得法性生身。」8雖斷

諸煩惱，有煩惱習因緣故，受法性生身，非三界生也。 

※ 阿羅漢無悲願度世、已證實際故不生 
問曰：阿羅漢煩惱已盡，習亦未盡，何以不生？ 
答曰：阿羅漢無大慈悲，無本誓願度一切眾生；又以實際作證，已離生死故。 

2、此中不說菩薩得漏盡通，故言「欲得六神通」 

復次，先已答「有二種漏盡」，此中不說菩薩得漏盡通，自言：「欲得六神通者，當

學般若波羅蜜。」 

（三）六神通義 

六神通義，如後品9中佛所說；上〈讚菩薩品〉亦已說菩薩五神通義。10 

二、菩薩取通之用意及神通次第 

（一）釋菩薩取「如意通、天耳通」之用意 

問曰：神通有何次第？11 
答曰： 

1、釋「如意通」 

（1）菩薩取（初）通之用意：無希奇事，眾生難度（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1］p.88） 

菩薩離五欲，得諸禪，有慈悲故，為眾生取神通，現諸希有奇特之事，令眾生心清

淨。何以故？若無希有事，不能令多眾生得度。 

（2）三種（如意）神通12（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1］p.88） 
A、輕身遠飛（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1］p.88） 
菩薩摩訶薩作是念已，繫心身中虛空，滅麁重色相，常取空輕相，發大欲精進心，

                                                 
7 時澤：猶時雨。［三國魏］曹植，《節游賦》：“感氣運之和順，樂時澤之有成。”（《漢語大

詞典》（五），p.706） 
8 《大智度論》卷 27：「有二種阿鞞跋致：一者、得無生忍法，二者、雖未得無生忍法，佛知其

過去、未來所作因緣，必得作佛，為利益傍人故，為其授記――是菩薩生死肉身，結使未斷，

於諸凡夫中為最第一，是亦名阿鞞跋致相。若得無生忍法，斷諸結使，此則清淨；末後肉身

盡，得法性生身，結使所不礙，不須教誡。」（大正 25，263c21-28） 
9 釋厚觀、郭忠生合編，〈大智度論之本文相互索引〉，《正觀》（6），p.60：《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卷 2〈4 往生品〉（大正 8，228b1-229a11）；《放光般若經》卷 2〈5 度五神通品〉（大正 8，

9c4-10a7）；《光讚般若經》卷 2〈3 行空品〉（大正 8，159b23-160b13）；Pañcaviṃśati（DUTT），

pp.83, l.7-88, l.16，Śatasāhasrikā，pp.301, l.11-306, l.9。 
10 參見《大智度論》卷 5（大正 25，97c21-98b10）。 
11 參見［隋］慧遠撰，《大乘義章》卷 20（大正 44，862a16-c6）。 
12 參見《大智度論》卷 5：「云何如意？如意有三種：能到、轉變、聖如意。能到有四種：一者、

身能飛行，如鳥無礙；二者、移遠令近，不往而到；三者、此沒彼出；四者、一念能至。轉

變者，大能作小、小能作大，一能作多、多能作一，種種諸物皆能轉變。外道輩轉變，極久

不過七日；諸佛及弟子轉變自在，無有久近。聖如意者，外六塵中不可愛不淨物，能觀令淨；

可愛淨物，能觀令不淨；是聖如意法，唯佛獨有。」（大正 25，97c22-98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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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籌量，心力能舉身未？籌量已，自知心力大能舉其身；譬如學趠13，常壞色麁

重相，常修輕空相，是時便能飛。14 

Ｂ、變化諸物（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1］p.88） 

二者、亦能變化諸物，令地作水、水作地，風作火、火作風──如是諸大皆令轉

易；令金作瓦礫、瓦礫作金──如是諸物各能令化。 
變地為水相，常修念水令多，不復憶念地相，是時地相如念即作水。15 

如是等諸物皆能變化。 

※ 神通轉變與一切入之異（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1］p.88） 
問曰：若爾，與一切入有何等異？ 
答曰： 

（A）調柔正入（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1］p.88） 
一切入是神通初道。 
先已一切入、背捨、勝處柔伏（264c）其心，然後易入神通。 
（B）自見，自他見（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1］p.88） 
復次，一切入中，一身自見地變為水，餘人不見。 
神通則不然，自見實是水，他人亦見實水。 
（C）遍，不遍（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1］p.88） 

問曰：一切入亦是大定，何以不能令是16實水己身、他人皆見？ 
答曰：一切入觀處廣，但能令一切是水相，而不能令實是水。 

神通不能遍一切，而能令地轉為水便是實水。 
以是故二定力各別。 

※ 二定變化事，因一切法無定相故皆實 

問曰：二定變化事為實為虛？若實，云何石作金，地作水？若虛，云何聖人而行

不實？ 
答曰：皆實，聖人無虛也，三毒已拔故。 

以一切法各各無定相故，可轉地或作水相；如酥、膠、蠟是地類，得火則

消為水，則成濕相。水得寒則結成氷，而為堅相。石汁作金，金敗17為銅，

或還為石。18 
眾生亦如是，惡可為善，善可為惡。 
以是故知一切法無定相故，用神通力變化，實而不誑；19若本各各定相，

則不可變。 

                                                 
13 趠（ㄊㄧㄠˋ）：1.跳，騰躍。（《漢語大詞典》（九），p.1144） 
14 飛行通加行。（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1］p.88） 
15 轉變加行。（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1］p.88） 
16 是＝作【元】【明】。（大正 25，264d，n.12） 
17 敗＝則【宋】【宮】。（大正 25，264d，n.15） 
18 參見《大智度論》卷 47：「譬如石汁一斤，能變千斤銅為金。」（大正 25，401a27） 
19 神通是實。（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1〕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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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隨意自在（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1］p.88） 
三者、諸賢聖神通，於六塵20中隨意自在，見好能生厭想，見醜能生樂想，亦能離

好醜想行捨心。 

D、結「三種如意通」 
是名三種神通。此自在神通唯佛具足。 

2、菩薩取「天耳通」之意（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1］p.88） 
菩薩得是神通，遊諸佛國，於諸異國語言不同，及在遠微細眾生不聞故，求天耳通。

常憶念種種多眾大聲，取相修行；常修習故，耳得色界四大造清淨色；得已，便得

遠聞，於天人音聲麁細、遠近，通達無礙。 

（二）六通次第21（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1］p.88） 
問曰：如《禪經》22中說：「先得天眼；見眾生而不聞其聲故，求天耳通。 

既得天眼、天耳，見知眾生身形、音聲，而不解語言種種憂喜苦樂之辭故，求

辭無礙智。但知其辭而不知其心故，求知他心智（265a）。 
知其心已，未知本所從來故，求宿命通。 
既知所來，欲治其心病故，求漏盡通。 
得具足五通已，不能變化故，所度未廣，不能降化邪見、大福德人，是故求如

意神通。」應如是次第，何以故先求如意神通？23 
答曰： 

1、依《般若經》之次第（「如意神通」度人多故先說） 

眾生麁者多、細者少，是故先以如意神通──如意神通能兼麁細，度人多故，是以

先說。24 

2、依《禪經》次第（「天眼」易得故多先求） 

復次，諸神通，得法異、數法異。得法者，多先求天眼，以易得故。 
行者用日月、星宿、珠火，取是等光明相，常懃精進善修習故晝夜無異，若上、若

                                                 
20 六塵＝空虛【石】。（大正 25，264d，n.17） 
21 六通次第：禪經一說，菩薩成佛時一說，或隨所好先神足（起本經說）一說，隨所好修一說，

隨禪易得一說。（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1〕p.88） 
22 （1）參見 Lamotte（1976, p.1822, n.3）：《大智度論》經常引用此部《禪經》，而此經即是將天

眼列在神通之首，如意神通則列在末尾。此種順序相當少見，但這就是 Dharmasaṃgraha
（梵本《法集名數經》），§20 以及 Mahāvyutpatti（梵藏漢和四譯對校《翻譯名義大集》）， 
no.202-208 所列之順序。 

（2）六通次第：禪經一說。（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1〕p.88） 
23 （1）參見 Lamotte（1976, p.1823, n.1）：《般若經》即是按一般共通之方式，把神足通列在神

通之首。 
（2）《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3 習應品〉：「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

不為如意神通故行般若波羅蜜，不為天耳故、不為他心智故、不為宿命智故、不為天眼

故、不為漏盡神通故行般若波羅蜜。」（大正 8，224a19-23） 
24 依《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大正 8，224a19-23），六通之次第為如意神通、天耳通、他心

智通、宿命通、天眼通、漏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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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若前、若後，等一明徹無所罣礙，是時初得天眼神通。25 
餘次第得，如先說。26 

3、菩薩成佛時一說（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1］p.88） 
復次，佛如所自得，為人說次第。 
佛初夜分得一通一明，所謂如意通、宿命明；中夜分得天耳通、天眼明；後夜分得

知他心智通、漏盡明。27 
求明用功重，故在後說。 
通、明次第得，如四沙門果，大者在後。 

※ 菩薩於諸法皆易無難 

問曰：若天眼易得故在前，菩薩何以不先得天眼？ 
答曰：菩薩於諸法皆易無難；餘人鈍根故，有難有易。 

4、欲次第降伏魔怨，初中後夜各起通明28 

復次，初夜時，魔王來欲與佛戰，菩薩以神通力種種變化，令魔兵器皆為瓔珞。降

魔已，續念：「神通欲令具足！」生心即入，便得具足神通。降魔已，自念：「一身

云何得大力？」便求宿命明，自知世世積福德力故。 
中夜時，魔即還29去，寂寞無聲；慈愍一切故，念魔眾聲，生天耳神通及天眼明──

用是天耳聞十方五道眾生苦樂聲，聞聲已，欲見其形，而以障蔽不見，故求天眼。 
後夜時，既見眾生形，欲知其心，故求他心智。知眾生心（265b）皆欲離苦求樂，是

故菩薩求漏盡神通──於諸樂中，漏盡最勝，令眾生得之。 

※ 因論生論：菩薩世世常得果報神通，何以自疑既見眾生，不知其心 

問曰：菩薩已得無生法忍，世世常得果報神通，今何以自疑「既見眾生，而不知其

心」？ 
答曰： 

（1）為度眾生故方便受人法，菩提樹下方具六神通 

有二種菩薩：一者、法性生身菩薩；二者、為度眾生故，方便受人法，身生淨飯

王家，出四城門，問老、病、死人，是菩薩坐樹王下，具六神通。 

（2）菩薩神通先有而未具足故 

復次，菩薩神通先有而未具足；今於三夜所得，是佛神通。行人法故，自疑無咎。 

5、或隨所好修一說，6、隨禪易得一說（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1］p.88） 
問曰：六神通次第，常初天眼，後漏盡通，亦有不爾時耶？ 

                                                 
25 天眼通加行。（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1］p.88） 
26 《禪經》所說神通次第：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盡通、如意通。 
27 佛初得神通次第：如意通、宿命明、天耳通、天眼明、他心通、漏盡明。 
28 參見《大毘婆沙論》卷 103：「復次，為欲次第降伏魔怨，初中後夜各起通明。曾聞菩薩……

菩薩於是復審思惟：魔黨何緣起斯惡事，知起惡事皆緣五欲，躭著五欲皆由煩惱，既厭煩惱

遂盡諸漏，證得無上正等菩提。故欲次第降伏魔怨，初中後夜各起通明。」（大正 27，

532b12-533a19）。 
29 還＝遠【宋】【元】【明】【宮】。（大正 25，265d，n.6） 



第三冊：《大智度論》卷 028 

797 

答曰： 
（1）多先說天眼通，後漏盡通 

多先天眼，後漏盡智。 

（2）或隨所好修 

或時隨所好修，或先天耳、或先神足。 

（3）隨禪易得 

有人言：初禪，天耳易得，有覺觀、四心30故。 
二禪，天眼易得，眼識無故、心攝不散故。 
三禪，如意通易得，身受快樂故。 
四禪，諸通皆易得，一切安隱處故。 

（三）釋「宿命、天眼、漏盡」等三神通 
宿命等三神通義，如「十力」中說。31 

貳、釋「欲知一切眾生意所趣向」 

【經】欲知一切眾生意所趣向，當學般若波羅蜜。 

【論】 
一、六通中已說「知他心通」，何故重說「欲知一切眾生意所趣向」 

問曰：六通中已說「知他心通」，今何以重說？ 
答曰： 

（一）知他心通境界少，不知利根、上地心心數法故重說 

知他心通境界少，但知欲界、色界現在眾生心心數法，32不知過去、未來及無色界眾

生心心數法。 

※ 知他心凡聖大小各別（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1］p.88） 
凡夫通，於上四禪33地，隨所得通處已下，34遍知四天下眾生心心數法。 

                                                 
30 四心，指「眼、耳、身、意」四識；而二禪以上已無前五識。參見《甘露味論》卷下（大正

28，975a14-15），《雜阿毘曇心論》卷 7（大正 28，924c5-6）。 
31 （1）宿命智力，參見《大智度論》卷 24（大正 25，240a25-240b19）。 

（2）生死智力，參見《大智度論》卷 24（大正 25，240b19-240c10）。 
（3）漏盡智力，參見《大智度論》卷 24（大正 25，240c10-241a5）。 

32 （1）他心通所知：欲色界現在眾生心心數法。（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1〕p.88） 
（2）《大智度論》卷 23：「他心智者，知欲界、色界繫現在他心心數法，及無漏心心數法少

分。」（大正 25，232c23-25） 
33 （1）他心通在四禪。（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1］p.88） 

（2）參見 Lamotte（1976, p.1828，n.3）：所謂的「上四禪地」，在《大智度論》的看法，是

指四根本禪。《大智度論》卷 17（大正 25，185c-186b），卷 20（大正 25，208a-c）。 
34 （1）參見《阿毘曇毘婆沙論》卷 49：「初禪地者，緣欲界、初禪；二禪地者，緣欲界乃

至第二禪；第三禪地者，緣欲界乃至第三禪；第四禪地者，緣欲界乃至第四禪。」（大

正 28，370c29-371a2） 
（2）參見《阿毘曇毘婆沙論》卷 49：「他心智不知上地法，初禪他心智不知第二禪心，乃至

第三禪他心智不知第四禪心。」（大正 28，371a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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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聞通，於上四禪地，隨所得通處已下，遍知千世界眾生心心數法。 
辟支佛通，於上四禪地，隨所得通處已下，遍知百千世界眾生心心數法。 

上地鈍根者，不能知下地利根者心心數法。 
凡夫不知聲聞心心數法，聲聞不知辟支佛心心數法，辟支佛不知佛心心數法。 
以是故說：「欲知一切眾生（265c）心所趣向，當學般若波羅蜜。」 

（二）菩薩欲得佛無礙解脫故，更說「欲知一切眾生心所趣向」 

問曰：以何智能知一切眾生心心數法？ 
答曰：諸佛有無礙解脫，入是解脫中，能知一切眾生心心數法。 

諸大菩薩得相似無礙解脫，亦能知一切眾生心心數法。35 

新學菩薩欲得是大菩薩無礙解脫及佛無礙解脫，以此無礙解脫知一切眾生心心

數法。 

大菩薩欲得佛無礙解脫，以是故，雖已說「知他心通」，更說「欲知一切眾生

心所趣向，當學般若波羅蜜」。 

二、心不去不住（無來去）能知他心（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D002］p.239） 
問曰：「心所趣向」，心為去？為不去？ 

若去，此則無心，猶若死人。 
若不去，云何能知36？如佛言：「依意緣法，意識生。」意若不去，則無和合！37 

答曰： 
（一）心不去、不住而能知 
心不去、不住而能知。如《般若波羅蜜》中說「一切法無來無去相」38，云何言「心

有來去」？又言「諸法生時無所從來，滅時無所去」39，若有來去，即墮常見。 

（二）知眾生心之理40 
                                                 
35 無礙解脫：佛有。菩薩有相似。能知他心心數法。（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D028〕p.278） 
36 知＝緣【石】。（大正 25，265d，n.17） 
37 參見 Lamotte（1976, p.1830, n.5）：依說一切有部對經典的解說，意識的生起有二個條件： 

（1）等無間緣，作為其所依，亦即是意，而由「意」以瞭解剛剛過去的六識。 
（2）所緣緣，亦即是諸法。所以說，如果「意」離去，亦即是說離開身體，則身體的心思就

沒有。相反的，如果意不去，則應緊接在其後的意識即不可能生起，這就沒有根、境、

識的和合；認知的過程即因而受阻。 
38 （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6〈23 等空品〉：「須菩提！是摩訶衍不見來處、不見去處、不

見住處。何以故？須菩提！一切諸法不動相故。是法無來處、無去處、無住處。何以故？

須菩提！色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亦無所住；受、想、行、識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亦

無所住。」（大正 8，264b24-28） 
（2）《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 419〈21 無所有品〉：「善現！以一切法無來無去亦

復不住。何以故？善現！以一切法若動若住不可得故。」（大正 7，102c28-29） 
39 （1）《雜阿含經》卷 13（335 經）（大正 2，92c12-26）。 

（2）《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6〈23 等空品〉：「須菩提！一切諸法不動相故，是法無來處、無

去處、無住處。何以故？須菩提！色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亦無所住；受、想、行、識

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亦無所住。……無所從來，亦無所去，亦無所住。」（大正 8，

264b25-265a10） 
40 知眾生心之理：心心數本空，以分別取相，不得實法（空）故不能通達。若不取相無所分別，

得實法故能通達無礙。（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9〕pp.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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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法無有定相，以是故，但以內六情、外六塵和合生六識，及生六受、六想、六思。41

以是故，心如幻化，能知一切眾生心心數法；無有知者，無有見者。 
如〈歎摩訶衍品〉中言：「若一切眾生心心數法性實有不虛誑者，佛不能知一切眾生

心心數法；以一切眾生心心數法性實虛誑，無來無去故，佛知一切眾生心心數法。」42

譬如比丘，貪求者不得供養，無所貪求則無所乏短。 

心亦如是，若分別取相，則不得實法；不得實法故，不能通達知一切眾生心心數法。

若不取相、無所分別，則得實法；得實法故，能通達知一切眾生心心數法，無所罣

礙。43 

三、能悉知一切眾生諸心否 

問曰：一切眾生諸心可得悉知不？ 
若悉知，則（266a）眾生有邊。 
若不知，何以故說「欲知一切眾生心所趣向」？云何佛有一切種智？ 

答曰： 

（一）一切眾生心可得悉知，佛語必不虛故 
一切眾生心心數法可得悉知。何以故？如《經》中說：「一切實語中，佛最第一。」

                                                 
41 參見《長阿含經》卷 8（9 經）《眾集經》：「如來說六正法，謂內六入：眼入、耳入、鼻入、

舌入、身入、意入。復有六法，謂外六入：色入、聲入、香入、味入、觸入、法入。復有六

法，謂六識身：眼識身，耳、鼻、舌、身、意識身。復有六法，謂六觸身：眼觸身，耳、鼻、

舌、身、意觸身。復有六法，謂六受身：眼受身，耳、鼻、舌、身、意受身。復有六法，謂

六想身：色想、聲想、香想、味想、觸想、法想。復有六法，謂六思身：色思、聲思、香思、

味思、觸思、法思。」（大正 1，51c16-24） 
42 （1）參見 Lamotte（1976, p.1832, n.2）：〈歎摩訶衍品〉（Mahāyānastutiparivarta），簡稱為

Stutiparivarta，這是 Pañcaviṃśati（《二萬五千頌般若經》）的第 44 品——《摩訶般若波

羅蜜經》卷 12〈44 遍歎品〉（大正 8，311c15-313a25），此品說：「世尊！不去波羅蜜

是般若波羅蜜。佛言：一切法不來故。」（大正 8，311c28-29） 
（2）心心數法無自性空，參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4〈48 佛母品〉： 

「復次，須菩提！諸佛因般若波羅蜜，悉知無量無邊阿僧祇眾生心所行。……須菩提！

是法相中尚無法相相，何況有攝心亂心？須菩提！以是法相故，佛知眾生攝心亂心。……」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佛知眾生染心，如實知染心；瞋心、癡心，如實知瞋心、

癡心？」 

佛告須菩提：「染心如實相則無染心相。何以故？如實相中心心數法尚不可得，何況當

得染心、不染心？……」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佛因般若波羅蜜，是眾生廣心如實知廣心？」 

「須菩提！佛知諸眾生心相不廣不狹、不增不減、不來不去，心相離故。是心不廣不狹

乃至不來不去。何以故？是心性無故，誰作廣、誰作狹乃至來去？如是，須菩提！佛因

般若波羅蜜，是眾生廣心如實知廣心。……」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佛因般若波羅蜜，眾生不可見心如實知不可見心？」 

佛告須菩提：「眾生心是無相，佛如實知無相，自相空故。復次，須菩提！佛知眾生心

五眼不能見。如是，須菩提！佛因般若波羅蜜，眾生不可見心如實知不可見心。」（大

正 8，323 c5-324b22） 
43 ┌分別──不得實法──不能通達 

云何能通達一切 ┴無分別──得實法──能通達一切 
 （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11〕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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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能悉知一切眾生心得其邊際者，佛何以言「悉知」？亦不名一切智人！而佛語皆

實，必應實有一切智人。 

（二）眾生無邊，佛智亦無邊故能悉知 
復次，眾生雖無邊，一切種智亦無邊；譬如函大，蓋亦大。 
若智慧有邊、眾生無邊者，應有是難；今智慧及眾生俱無邊故，汝難非也！ 

（三）言有邊無邊皆入十四無記，虛妄無益故不應難 
復次，若言「有邊、無邊」，此二於佛法中是置答；是十四事虛妄無實無益故，不應

以為難。 

※ 因論生論：若有邊、無邊皆不實，何故佛處處說「無邊」44 
問曰：若有邊、無邊二俱不實，而佛處處說「無邊」，如「眾生有癡愛已來，無始無

邊，十方亦無邊際」。 
答曰： 

1、邪見：取相戲論是邪見 

眾生無邊，佛智慧無邊，是為實。 
若人著「無邊」，取相戲論故，佛說是邪見。譬如世間常、無常，二俱顛倒，入十

四難中，而佛多以「無常」度眾生，少用「有常」。45 
若著無常，取相戲論，佛說是邪見虛妄。 
若不著無常，知「無常即是苦，苦即是無我，無我即是空」，能如是依無常觀入諸

法空便是實，以是故知無常入真諦中是實。 
十四難中，以著因緣故，說是邪見。 

2、正論：無邊 

（1）令厭生死（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11〕p.21） 
是故說「無常」以明「無邊」，無邊故眾生生〔※45-1〕厭生死長久。 

譬如波梨國四十比丘，俱行十二淨行46，來至佛所，佛為說厭行。47 
佛問比丘：「五恒河伽，藍牟那48、薩羅由、阿脂羅婆提、摩醯，從所來處流入大

                                                 
44 ┌邪見──取相戲論是邪見 

有邊、無邊之邪正 ┤  ┌令厭生死 
 └正論──無邊 ┴令生心歡喜受不殺戒得無邊福 
  有邊？ （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11〕p.21） 
45 ┌邪見──取相戲論入十四難 

常、無常之邪正 ┤ ┌佛多用無常──依無常入法空故實 
 └正論—┴佛少用有常──（如法性常住等） 
 （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11〕p.20） 
45-1 ※〔生〕－【宋】【元】【明】【宮】。（大正 25，266d，n.2） 
46 十二淨行：即十二頭陀行，參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4：「一、作阿練若，二、常乞食，

三、納衣，四、一坐食，五、節量食，六、中後不飲漿，七、塚間住，八、樹下住，九、露

地住，十、常坐不臥，十一、次第乞食，十二、但三衣。」（大正 8，320c5-9） 
47 參見《雜阿含經》卷 33（937 經）（大正 2，240b-c），《別譯雜阿含經》卷 16（330 經）（大正

2，485c-486a）。 
48 印順法師校勘：「五恒河伽藍牟那，應作：『五河：恒伽、監（藍？）牟那。』」（印順法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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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其中間水為多少？」 
比丘言：「甚多！」 
佛言：「但一人一劫中作畜生時屠割剝刺，或時犯罪截其手足、斬其身首，如是等

血多於此水。（266b）如是無邊大劫中，受身出血不可稱數；49啼哭流淚及飲母乳

亦如是。計一劫中一人積骨過於鞞浮羅大山（丹注云：此山，天竺以人常見易信，故

說也），如是無量劫中受生死苦。」 
諸比丘聞是已，厭患世間，即時得道。 

（2）令心生歡喜受不殺戒，得無邊福（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11〕p.21） 

復次，聞十方眾生無邊故，心生歡喜受不殺戒，得無邊福德。以是因緣故，初發

意菩薩，一切世間眾生皆應供養。何以故？為度無邊世界眾生故，功德亦無邊。 
有如是等益，故說「無邊」。 

四、結 

以是故說「悉知一切眾生心所趣向」，如日照天下，一時俱至，無不遍明。 

參、釋「菩薩欲勝二乘智慧，當學般若波羅蜜」 

【經】菩薩摩訶薩欲勝一切聲聞、辟支佛智慧，當學般若波羅蜜。 
【論】 

一、聲聞智慧與辟支佛智慧 

問曰：何等是聲聞、辟支佛智慧？ 
答曰： 

（一）聲聞智慧 
1、以總相、別相觀諸法實相 

以總相、別相觀諸法實相，是聲聞智慧50。如經中說：「初以分別諸法智慧，後用涅

槃智慧。」51分別諸法智慧是別相，涅槃智慧是總相。 

2、分別二門諸法 

復次，知是法為解、是法為縛，是流轉、是來還，是生、是滅，是味、是患，是逆、

是順，是此岸、是彼岸，是世間、是出世間──如是等分別二門諸法，名為聲聞智

                                                                                                                                                         
智度論》（標點本）（三），p.1075） 

49 參見 Lamotte（1976, p.1837, n.3）：此處以及以下數段，《大智度論》在其所引用的《血經》

（Lohitasūtra）插入三個取自《雜阿含經》其他經典的比喻： 
（1）淚水的比喻取自《淚經》（Assu-suttanta），見 Saṃyutta, II, pp.179-180；《雜阿含經》卷

33（938 經）（大正 2，240c25-241a17）；《別譯雜阿含經》卷 16（331 經）（大正 2，

486a18-b23）。 
（2）母乳的比喻是取自《乳經》（Khīra-suttanta），見 Saṃyiutta, II, pp.180-181；《雜阿含經》

卷 33（939 經）（大正 2，241a18-b8）；《別譯雜阿含經》卷 16（332 經）（大正 2，486b24-c6）。 
（3）積骨的比喻是取自《補特伽羅經》（Puggala-suttanta），見 Saṃyutta,II, pp.185-186；《雜

阿含經》卷 34（947 經）（大正 2，242a28-b15）；《別譯雜阿含經》卷 16（340 經）（大

正 2，487b17-c3）。 
50 聲聞智慧，參見《大智度論》卷 18（大正 25，191a）。 
51 參見《雜阿含經》卷 14（347 經）：「佛告須深：彼先知法住，後知涅槃。」（大正 2，97b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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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 

3、分別三門諸法 

復次，三種智慧：知五受眾如是集、如是散、如是出，是味、是患、是離，三解脫

門相應智──如是等分別三門諸法。 

4、分別四門諸法 

復次，四種智慧：四念處智，法智、比智、他心智、世智，苦智、集智、滅智、道

智，不淨智、無常智、苦智、無我智，52無常智、苦智、空智、無我智，53法智、比

智、盡智、無生智──如是等分別四門諸法。 

5、厭世間、念涅槃 

復次，從苦法智忍慧，乃至空空三昧、無相無相三昧、無作無作三昧智，於其中間

所有智慧，盡是聲聞智慧。 

略說：厭世間，念涅（266c）槃，離三界，斷諸煩惱，得最上法──所謂涅槃，是名

聲聞智慧。 

6、無大悲方便，不求一切種智，但厭老病死，直趣涅槃 

復次，如〈般若波羅蜜義品〉中說：「菩薩智慧相，與54聲聞智慧，是一智慧；但無

方便、無大誓莊嚴、無大慈大悲，不求一切佛法、不求一切種智知一切法，但厭老

病死、斷諸愛繫、直趣涅槃為異。」55 

（二）辟支佛智慧56 
問曰：聲聞如是，辟支佛智慧57云何？58 
答曰：聲聞智慧即是辟支佛智慧，但時節、利根、福德有差別。 

1、時：佛不在世，亦無佛法（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D032〕p.282） 

「時」名佛不在世，亦無佛法，以少因緣出家得道，名辟支佛。 

                                                 
52 參見 Lamotte（1976, p.1840, n.4）：用於對治四顛倒之智。 
53 參見 Lamotte（1976, p.1840, n.5）：以苦諦之四種行相為所緣之智。 
54 與＝是【宋】【元】【明】【宮】。（大正 25，266d，n.15） 
55 釋厚觀、郭忠生合編，〈大智度論之本文相互索引〉，《正觀》（6），p.62：《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卷 1〈3 習相應品〉（大正 8，222a10-b13）；《放光般若經》卷 1（大正 8，5a26-b22）；《光讚

般若經》卷 1（大正 8，152c3-153a5）；Pañcaviṃśati（DUTT），pp.39-41；《大智度論》卷 19
（大正 25，195c22-196a10），卷 35（大正 25，320c21-322b11），卷 70（大正 25，550a20-24）。 

56 辟支佛： 
時：佛不在世，亦無佛法。 
根：利根。 
智：法相是同，智慧深入。 
福：有一相乃至三十一相。  （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D032〕p.282） 
先佛法中得聖法，法滅成羅漢，名無相辟支。（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D032〕p.282） 
疾者四世，久者百劫。（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D032〕p.283） 

57 辟支佛智慧，參見《大智度論》卷 18（大正 25，191a-b）。 
58 聲聞、辟支之異。（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C022〕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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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利根（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D032〕p.282） 

「利根」名異59。 

3、智：法相是同，智慧深入（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D032〕p.282） 

法相是同，但智慧深入，得辟支佛道。 

4、福德 

（1）有一相乃至三十一相（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D032〕p.282） 

「福德」名有相：或一相、二相，乃至三十一相。 

（2）先佛法中得聖法，法滅成羅漢，名無相辟支（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D032〕p.282） 

若先佛法中得聖法，法滅後成阿羅漢，名為辟支佛，身無有相。60 

5、得解脫所需時劫 

（1）辟支佛：疾者四世，久者百劫（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D032〕p.283） 

有辟支佛，第一疾者四世行，久者乃至百劫行。 

（2）聲聞：疾者三世，久者六十劫 

如聲聞，疾者三世，久者六十劫。61 
此義先已廣說。62 

二、佛說四沙門果、四聖人、五佛子、三菩提中皆無菩薩，云何言菩薩勝一切二乘智慧 

問曰：如佛說：「有四種沙門果、四種聖人――須陀洹乃至阿羅漢。五種佛子――須陀

洹乃至辟支佛。三種菩提――阿羅漢菩提、辟支佛菩提、佛菩提。」果中、聖

中、佛子中、菩提中皆無菩薩，云何言「菩薩勝一切聲聞、辟支佛智慧」？ 
答曰： 
（一）聲聞法小故但讚聲聞事，摩訶衍廣大故處處讚菩薩事 

佛法有二種：一者、聲聞、辟支佛法，二者、摩訶衍法。 
聲聞法小故，但讚聲聞事，不說菩薩事。 
摩訶衍廣大故，說諸菩薩摩訶薩事：

（1）發心、（2）修行十地、（3）入位、（4）淨佛世界、（5）

成就眾生、（6）得佛道。此法中說菩薩次佛，應如供養佛，能如是觀諸法相，是為福田，

能勝聲聞、辟支佛。 
如是摩訶衍經中，處處讚菩薩摩訶薩智慧勝聲聞、辟支佛。 

                                                 
59 〔異〕－【宮】【石】。（大正 25，266d，n.16） 
60 參見《俱舍論》卷 12：「獨覺有二種殊：一者、部行，二、麟角喻。部行獨覺，先是聲聞，

得勝果時轉名獨勝。有餘說：彼先是異生，曾修聲聞順決擇分；今自證道，得獨勝名。由《本

事》中說：一山處總有五百苦行外仙，有一獼猴曾與獨覺相近而住，見彼威儀，展轉遊行至

外仙所，現先所見獨覺威儀；諸仙覩之，咸生敬慕，須臾皆證獨覺菩提。若先是聖人，不應

修苦行。麟角喻者，謂必獨居。二獨覺中麟角喻者，要百大劫修菩提資糧，然後方成麟角喻

獨覺。言獨覺者，謂現身中離稟至教，唯自悟道，以能自調不調他故。」（大正 29，64a28-b11） 
61 參見《大毘婆沙論》卷 101：「復次，依狹小道而得解脫故名時解脫。狹小道者，謂若極速第

一生中種善根，第二生中令成熟，第三生中得解脫；餘不決定。依廣大道而得解脫名不時解

脫。廣大道者，謂若極遲，聲聞乘經六十劫而得解脫，如舍利子；獨覺乘經百劫而得解脫，

如麟角喻；佛乘經三無數劫而得解脫。」（大正 27，525b14-21） 
62 參見《大智度論》卷 18（大正 25，191a23-b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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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舉《寶頂經》 

如《寶頂經》中說：「轉輪聖王少一不滿千子，雖有大力，諸（267a）天世人所不貴重。

有真轉輪聖王種，處在胎中，初受七日，便為諸天所貴重。所以者何？九百九十九人，

不能嗣63轉輪聖王種令世人得二世64樂；是雖在胎，必能紹65胄66聖王，是故恭敬。」67 
諸阿羅漢、辟支佛，雖得根、力、覺、意68、六神通、諸禪智慧力，於實際得證，為

眾生福田，十方諸佛所不貴重。 
菩薩雖在諸結使、煩惱、欲縛、三毒胎中，初發無上道意，未能有所作，而為諸佛所

貴，69以其漸漸當行六波羅蜜、得方便力入菩薩位，乃至得一切種智，度無量眾生，

不斷佛種、法種、僧種，不斷天上、世間淨樂因緣故。 
又如迦羅頻伽鳥，在㲉中未出，發聲微妙，勝於餘鳥；菩薩摩訶薩亦如是，雖未出無

明㲉，說法議論之音，勝於聲聞、辟支佛及諸外道。70 

（三）舉《明網經》 

如《明網經》71中說： 
慧命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是諸菩薩所說，若能解者，大得功德。何以故？是諸

菩薩乃至得聞其名字得大利益，何況聞其所說！世尊！譬如人種樹，不依於地而欲

得其根莖枝葉成其果實，是難可得。諸菩薩行相亦如是，不住一切法，而現住生死，

在諸佛世界，於中自恣樂說智慧法；誰有聞是大智慧遊戲自恣樂說法，而不發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意者？」 
                                                 
63 嗣（ㄙˋ）：1.繼承君位。（《漢語大詞典》（三），p.462） 
64 二世樂：今世樂、後世樂。 
65 紹（ㄕㄠˋ）：1.承繼。《漢書‧敘傳下》：“漢紹堯運，以建帝業。”（《漢語大詞典》（九），

p.799） 
66 胄（ㄓㄡˋ）：1.古代帝王或貴族的後嗣。2.專指帝王或貴族的長子。3.謂對先輩的承續。（《漢

語大詞典》（六），p.1233） 
67 （1）《大寶積經》卷 112〈43 普明菩薩會〉：「迦葉！譬如轉輪聖王而有千子，未有一人有聖

王相，聖王於中不生子想。如來亦爾，雖有百千萬億聲聞眷屬圍繞，而無菩薩，如來於

中不生子想。迦葉！譬如轉輪聖王有大夫人，懷妊七日，是子具有轉輪王相，諸天尊重，

過餘諸子具身力者。所以者何？是胎王子，必紹尊位，繼聖王種。如是迦葉！初發心菩

薩亦復如是，雖未具足諸菩薩根，如胎王子，諸天神王深心尊重，過於八解大阿羅漢。

所以者何？如是菩薩名紹尊位，不斷佛種。」（大正 11，634c4-14） 
（2）參見 Lamotte（1976, p.1847, n.1）：這是引用〈迦葉品〉，但是其所描述的情節有異：雖

然太子具有轉輪聖王之相，但是一直要到他入於母后之胎，才比他那沒有輪王相的兄長，

更為人所敬重。但是此處《大智度論》說，輪王的第一千子（也是最後一子），比他的

兄長更為人所重，因為他成就了輪王種所需的數目（即輪王有千子）。輪王之所以成其

為輪王，除必需有七寶外，還需要有「滿一千子，英勇的兒子，剛強有力，身體強壯，

敵軍的摧毀者」。 
68 意＝道【宋】【元】【明】【宮】。（大正 25，267d，n.2） 
69 菩薩初發心為佛所貴。（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G005〕p.381） 
70 參見《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9：「譬如迦毘伽鳥，在㲉中時，有大勢力，餘鳥弗及；菩薩摩

訶薩亦復如是，於生死㲉，發菩提心功德勢力，聲聞、緣覺所不能及。」（大正 9，778c14-17） 
71 參見 Lamotte（1976, p.1848, n.2）：《大智度論》在引用此經時，所用的經名並不一致。此處所

引的段落，載於《持心梵天所問經》卷 2（大正 15，10c23-11b25），《思益梵天所問經》卷 2
（大正 15，42c9-43b2），《勝思惟梵天所問經》卷 3（大正 15，74a2-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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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會中有普華菩薩語舍利弗：「佛說耆年於諸弟子中智慧第一，今耆年於諸法法

性不得耶？何以不以大智慧自恣樂說法？」72 
舍利弗言：「諸佛弟子如其境界則能有說。」 

普華菩薩復問：「法性有境界不？」 
舍利弗言：「（267b）無也！」 

「若法性無境界，云何耆年言『如其境界則能有說』？」 
舍利弗言：「隨所得而73說。」 

普華又問：「耆年！以無量相法性為證耶？」 
舍利弗言：「爾。」 

普華言：「今云何言『隨所得而說』？如所得法性無量，說亦應無量；法性無量非

量相。」 
舍利弗語普華言：「法性非得相。」 

普華言：「若法性非得相，汝離法性得解脫不？」 
舍利弗言：「不也！何以故？法性不壞相故。」 

普華言：「汝所得聖智，亦如法性耶？」 
舍利弗言：「我欲聞法，非說時也。」 

普華言：「一切法定在法性中，有聞者、說者不？」 
舍利弗言：「無也！」 

普華言：「汝何以言『我欲聞法，非說時』？」 
舍利弗言：「佛說二人得福無量：一心說者，一心聽者。」 

普華言：「汝入滅盡定中能聽法不？」 
舍利弗言：「善男子！滅盡定中無聽法也。」 

普華言：「汝信受一切法常滅相不？」 
舍利弗言：「信是事。」 

普華言：「法性常滅，無聽法也。何以故？諸法常滅相故！」 

舍利弗言：「汝能不起于定而說法不？」 
普華言：「無有法非定相者。」 

舍利弗言：「若爾者，今一切凡夫皆是禪定！」 
普華言：「爾！一切凡夫皆是禪定。」 

舍利弗言：「以何等禪定故，一切凡夫皆是？」 
普華言：「以不壞法性三昧故，一切凡夫皆是禪定。」 

                                                 
72 舍利弗與普華菩薩問答。（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H016〕p.408） 
73 而＝法【宋】【元】【明】【宮】。（大正 25，267d，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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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弗言：「若爾者，凡夫、聖人無有差別！」 
普華言：「我亦不欲令凡夫、聖人有差別。何以故？諸聖人無有滅法，凡夫人亦無

生法，是二皆不出法性等相。」 

舍利弗言：「善男子！何等是法性等相？」 
答言：「耆年得道時，所知見者是。」 

又問：「生聖法耶？」 
「不也。」 

「滅凡夫法耶？」 
「不也。」 

「得聖法耶？」 
「不（267c）也。」 

「見知凡夫人法耶？」 
「不也。」 

「耆年以何知見故得聖道？」 
舍利弗言：「凡夫人如、比丘得解脫如、比丘入無餘涅槃如――是如一如，如無別74。」 

普華言：「舍利弗！是名法性相如、不壞如，用是如，當知一切法皆如。」75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譬如大火聚，無物不燒；是諸上人所說亦如是，一切法皆

入法性。」 

（四）舉《毘摩羅詰經》 

又如《毘摩羅詰經》中說：「舍利弗等諸聲聞皆自說言：『我不堪任詣彼問疾。』各各

自說昔為毘摩羅詰所呵。」76 

（五）結 
如是等處處經中說：「菩薩智慧勝於聲聞、辟支佛。」 

三、何因緣故菩薩智慧勝二乘 
問曰：何因緣故，菩薩智慧勝聲聞、辟支佛？ 
答曰： 

（一）為智慧故無量劫受無量苦，供養諸佛、聽法、如法修行故 

如一77《本生經》中說：「菩薩智慧於無量阿僧祇劫已來，合集眾智，於無量劫中無苦

不行、無難不為；為求法故，赴火投巖，受剝皮苦，出骨為筆，以血為墨，以皮為紙，

書受78經法。」79 

                                                 
74 〔如無別〕－【宋】【宮】。（大正 25，267d，n.10） 
75 參見 Lamotte（1976, p.1852, n.1）：在西藏譯本，普華對舍利弗說：「此如是不顛倒如，是不變

異如，是不動如，是不壞如，大德舍利弗！此如應解釋為一切法如。」 
76 參見《維摩詰經》卷上〈3 弟子品〉（大正 14，521b28-523c13）。 
77 印順法師校勘：「“一”字疑衍。」（《大智度論》（標點本），p.1083） 
78 受＝寫【元】【明】。（大正 25，267d，n.13） 
79 菩薩難行求法事。（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G005〕p.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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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等為法故，受無量苦；以智慧故，世世供養其師，視之如佛。一切所有經書悉皆

誦讀、解說；於無量阿僧祇劫，常思惟籌量，尋求諸法好醜、深淺、善不善、漏不漏、

常不常、有無等，思惟分別問難。為智慧故，供養諸佛及菩薩、聲聞，聽法、問難、

信受、正憶念、如法行。如是智慧因緣具足故，云何不勝阿羅漢、辟支佛！ 

（二）菩薩智慧以五度佐助，有方便、慈悲心故 

復次，菩薩智慧，五波羅蜜佐助莊嚴，有方便力、於一切眾生有慈悲心故，不為邪見

所妨。住十地中故智慧勢力深大，大80故勝於聲聞、辟支佛；以大因故，小者自壞。 
阿羅漢、辟支佛無是事。 

以是故言：「欲勝聲聞、辟支佛智慧，當學般若波羅蜜。」（268a） 

肆、釋「欲得諸陀羅尼門、諸三昧門」 

【經】欲得諸陀羅尼門、諸三昧門，當學般若波羅蜜。 
【論】 

一、陀羅尼門（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48〕p.84） 

（一）釋名 

「陀羅尼」，如〈讚菩薩品〉中說。81 
「門」82者，得陀羅尼方便諸法是，如三三昧名解脫門。 

（二）陀羅尼方便 
何者是方便？ 

1、聞持陀羅尼及方便83（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48〕p.84） 

（1）憶念繫心 
若人欲得所聞皆持，應當一心憶念，令念增長。先當作意，於相似事繫心，令知所

不見事；如周利槃陀迦，繫心拭革屣物中，令憶禪定除心垢法。84如是名85初學聞

持陀憐86尼，三聞能得；心根轉利，再聞能得；成者，一聞能得，得而不忘。是為

                                                 
80 大＋（因）【宋】【元】【明】【宮】。（大正 25，267d，n.16） 
81 參見《大智度論》卷 5（大正 25，95c9-96b29）。 
82 門是方便。（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48〕p.84） 
83 聞持陀隣尼，參見《大智度論》卷 5〈1 序品〉：「是陀羅尼多種，一名聞持陀羅尼。得是陀

羅尼者，一切語言諸法，耳所聞者，皆不忘失，是名聞持陀隣尼。」（大正 25，96a5-8）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515〈20 不退相品〉：「佛告善現：是菩薩摩訶薩已得聞持陀羅尼等

方便善巧，聞諸如來、應、正等覺所說正法無惑無疑，聞已受持能不忘失，乃至無上正等菩

提，常如現前聞佛所說。」（大正 7，634b27-c1） 
84 參見《大毘婆沙論》卷 180：「佛時從外入誓多林，見而問之：『可憐小路！汝何以啼泣？』

彼以上事具白世尊。佛便語言：『汝能隨我理所忘不？』彼答言：『能。』爾時世尊即以神力

轉彼所有誦伽他障，更為授之，尋時誦得過前四月所用功勞；復別授以除塵垢頌，而語之言：

『今日苾芻從外來者，汝皆可為拭革屣上所有塵垢。』小路敬諾：『如教奉行。』至日暮時有

一苾芻，革屣極為塵垢所著，小路拭之，一隻極淨，一隻苦拭而不能淨，即作是念：『外物塵

垢暫時染著猶不可淨，況內貪欲瞋癡等垢長夜染心何由能淨？』作是念時，彼不淨觀及持息

念便現在前，次第即得阿羅漢果。」（大正 27，902b18-c1） 
85 〔名〕－【宋】【元】【明】【宮】。（大正 25，268d，n.2） 
86 憐＝隣【宋】【元】【明】【宮】＊。（大正 25，268d，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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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持陀憐＊尼初方便。 

（2）不忘解脫力 

或時菩薩入禪定中，得不忘解脫；不忘解脫力故，一切語言說法，乃至一句一字皆

能不忘，是為第二方便。 

（3）神咒力 

或時神呪力故，得聞持陀憐＊尼。 

（4）先世報得 

或時先世行業因緣受生，所聞皆持不忘。 

如是等名「聞持陀羅尼門」。 

2、入音聲陀羅尼：知聲生滅如響性空，讚毀不異（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48〕p.84） 
復次，菩薩聞一切音聲語言，分別本末，觀其實相，知音聲語言念念生滅。 

音聲已滅，而眾生憶念取相，念是已滅之語，作是念言：「是人罵我而生瞋恚，稱讚

亦如是。」 

是菩薩能如是觀眾生，雖復百千劫罵詈不生瞋心，若百千劫稱讚亦不歡喜；知音聲

生滅如響相，又如皷87聲無有作者，若無作者是無住處，畢竟空故，但誑愚夫之耳。 

是名「入音聲陀羅尼」。88 

3、字入門陀羅尼：四十二字89（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48〕p.84） 
復次，有陀羅尼，以是四十二字攝一切語言名字。何者是四十二字？阿（a）、羅（ra）、

波（pa）、遮（ca）、那（na）等。 
阿提，秦言初90；阿耨波柰，秦言不生。91 
行陀羅尼，菩薩聞是「阿」字，即時入一切法初不生。 
如是等，字字隨所聞皆入一切諸法實相中，是名「字入門陀羅尼」。92如〈摩訶衍品〉

                                                 
87 皷：同「鼓」。《正字通‧皮部》：「皷，俗鼓字。」（《漢語大字典》（四），p.2756） 
88 參見《大智度論》卷 5（大正 25，96a14-b24）。 
89 四十二字門：隨字入實相中，名字入門陀羅尼。（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E006〕p.297） 

字門：聞一字即入諸法實相。四十二字。四十二字攝一切語言。（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

〔D012〕p.255） 
90 （秦言初）三字本文＝（秦言初）三字夾註【元】，＝（此言初）三字夾註【明】。（大正 25，

268d，n.4） 
91 （秦言不生）四字本文＝（秦言不生）四字夾註【元】，＝（此言不生）四字夾註【明】。（大

正 25，268d，n.5） 
阿提阿耨波柰（ādy-anutpanna）：初不生。 

92 參見 Lamotte（1976, p.1866, n.3）：這是根據阿羅波遮那字母所成立的陀羅尼，四十二個以阿

羅波遮那為首的字母被認為代表所有的言說語言的聲音。此處應說明的是，其中有一些並不

是印度本有，而是屬於伊朗語系；它是在西元紀年之初，由塞種（Śaka，賒迦）傳入的安息

字母。 
依《般若經》的看法，此等四十二字母並沒有神秘的作用或價值，他們單純的只是一種記憶

的方法（陀羅尼門），使人聯想起佛教教理的基本要點。在一連串用以表示諸法實相的語詞之

中，此等「字母」依序在各該語詞的詞頭出現。此種扼要的教理表達方式，在不同版本的大

本《般若經》都有詳盡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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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說諸字門。93 

4、五百陀羅尼：是菩薩善法功德藏（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48〕p.84） 

復次，菩薩（268b）得是一切三世無礙明等諸三昧，於一一三昧中，得無量阿僧祇陀

羅尼。如是等和合名為「五百陀羅尼門」，是為菩薩善法功德藏。 

（三）結 
如是名為「陀羅尼門」。 

二、諸三眛門 
「諸三昧門」者，三昧有二種：聲聞法中三昧、摩訶衍法中三昧。 

（一）聲聞三昧 

1、敘諸三昧 
聲聞法中三昧者，所謂三三昧。 
復次，三三昧：空空三昧、無相無相三昧、無作無作三昧。 
復有三三昧：有覺有觀、無覺有觀、無覺無觀。 
復有五支三昧94、五智三昧95等。 

                                                                                                                                                         
A、Pañcaviṃśati（《二萬五千頌般若經》）（ed. DUTT）, pp.212-214；《放光般若經》卷 4（大

正 8，26b-27a）；《光讚經》卷 7（大正 8，195c-196b）；《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5（大正

8，256a-b）；《大般若經》卷 415（大正 7，81c-82b）。此一段經文之注解，見《大智度論》

卷 48（大正 25，408b-409b）。 
B、Aṣṭādaśasāhasrikā（《一萬八千頌般若經》），即《大般若經》卷 490（大正 7，489b-490a）。 
C、Śatasāhasrikā（《十萬頌般若經》）（ed. GHOSA）, pp.1450-1453；《大般若經》卷 54（大正

5，302b-303a）。 
在《華嚴經》中，迦毘羅衛的年輕智者遍友，教導善財發出阿羅波遮那的字母聲音，參見《大

方廣佛華嚴經》（六十華嚴）卷 57（大正 9，765b-766b），《大方廣佛華嚴經》（八十華嚴）卷

76（大正 10，418a-c），《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華嚴）卷 31（大正 10，804a-805a），《大方

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大正 10，876c-877b），《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四十二字觀門》（大

正 19，707c-709a）。 
93 （1）《大智度論》卷 48（大正 25，407c9-409a24）。 

（2）參見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p.745-747。 
94 （1）《舍利弗阿毘曇論》卷 28：「云何五支定？如佛告諸比丘：『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

當為汝說聖五支定。』諸比丘言：『唯然！受教。』『云何得修聖五支正定？如，比丘！

離欲惡不善，有覺有觀離生喜樂，成就初禪行；此身離生喜樂津液遍滿，此身盡離生喜

樂津液遍滿無有減少。如善澡浴師、若善澡浴師弟子，以細澡豆盛著器中，以水灑之，

調適作摶，此摶津液遍滿，不乾不濕，內外和調。如是，比丘！身離生喜樂津液遍滿無

有減少。是名修聖五支初支定。 

復次，比丘！滅覺觀，內正信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成就二禪行；此身定生喜樂

津液遍滿，此身盡定生喜樂津液遍滿無有減少。如陂湖水底涌出，不從東方、南西北方

來，此水從底涌出，能令池津液遍滿無有減少。如是，比丘！此身定生喜樂津液遍滿無

有減少。是謂修聖五支第二支定。 

復次，比丘！離喜、捨行、念、正智、身受樂，如諸聖人解捨念樂行，成就三禪行；此

身無喜樂津液遍滿，此身無喜樂津液遍滿無有減少。如優鉢羅華池、波頭摩華池、鳩頭

摩華池、分陀利華池，從泥中出未能出水，此華從根至頭，從頭至根，皆津液遍滿無有

減少。如是，比丘！此身無量喜樂津液遍滿，此身津液遍滿無有減少。是謂聖五支第三

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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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名諸三昧。 

2、辨名：定、三昧、禪 
復次，一切禪定亦名定，亦名三昧。 
四禪亦名禪，亦名定，亦名三昧。 
除四禪，諸餘定亦名定，亦名三昧，不名為禪。96 

3、分別界地 
（1）三昧在十地中 

十地97中定名為三昧。 

（2）三昧在十一地中 

有人言：欲界地亦有三昧。何以故？欲界中有二十二道品，98故知有三昧；若無三

昧，不應得是深妙功德。 

復次，〈千問〉中亦有是問：「四聖種幾欲界繫、幾色界繫、幾無色界繫、幾不繫？」 

答曰：「一切當分別。四聖種，或欲界繫、或色界繫、或無色界繫、或不繫。四念

處、四正懃、四如意足亦如是。」99 

                                                                                                                                                         
復次，比丘！斷苦樂，先滅憂喜，不苦不樂，捨念淨，成就四禪行；此身以清淨心遍解

行，此身以清淨心遍解行無有減少。如男子、女人著白淨衣，從頭至足、從足至頭，無

不覆處。如是，比丘！以清淨心遍解行，此身以清淨遍解行無有減少。是謂修聖五支第

四支定。 

復次，比丘！善取觀相，善思惟、善解，如立人觀坐者，如坐人觀臥者。如是，比丘！

善取觀相，善思惟、善解。是謂修聖五支第五支定。』」（大正 28，702a20-b23） 
（2）另參見《成實論》卷 12（大正 32，337c24-29），《瑜伽師地論》卷 12（大正 30，

339b13-c29）。 
95 （1）《長阿含經》卷 9（10 經）《十上經》：「云何五生法？謂賢聖五智定：一者、修三昧現樂

後樂生內外智，二者、賢聖無愛生內外智，三者、諸佛賢聖之所修行生內外智，四者、

猗寂滅相獨而無侶而生內外智，五者、於三昧一心入、一心起生內外智。」（大正 1，

53c23-28） 
（2）《舍利弗阿毘曇論》卷 28：「云何五智定？如世尊說：諸比丘修定無量明了；諸比丘若

修定無量明了已，緣生五種智。何等五？
（1）若有定現樂後樂報緣此生智，

（2）若有定聖

無染緣此生智，
（3）若有定不怯弱者能親近緣此生智，4）若有定寂靜勝妙獨修除得緣此生

智，
（5）若有定正念入、正念起緣此生智。」（大正 28，704a4-9） 

（3）另參見《成實論》卷 12（大正 32，337c29-338a17），《瑜伽師地論》卷 12（大正 30，

339a24-b12）。 
96 《大智度論》卷 5：「復次，除四根本禪，從未到地乃至有頂地，名為定，亦名三昧，非禪；

四禪亦名定，亦名禪，亦名三昧。諸餘定，亦名定，亦名三昧――如四無量、四空定、四辯、

六通、八背捨、八勝處、九次第定、十一切處等諸定法。」（大正 25，96c25-97a4） 
97 十地：未到定、中間定、四根本禪、四無色定。 
98 （1）《大智度論》卷 19：「有頂中二十二，除七覺分、八聖道分；欲界中二十二亦如是。是

為聲聞法中分別義。」（大正 25，203b7-9） 
（2）《俱舍論》卷 25：「欲界、有頂，除覺、道支各二十二，無無漏故。」（大正 29，133b7-8） 

99 （1）《眾事分阿毘曇論》卷 8〈7 千問論品〉：「聖種或欲界繫、或色界繫、或無色界繫、或

不繫。云何欲界繫？謂聖種所攝欲界繫五陰。云何色界繫？謂聖種所攝色界繫五陰。云

何無色界繫？謂聖種所攝無色界繫四陰。云何不繫？謂無漏四聖種。……如四聖種，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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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義故，當知欲界有三昧；若散亂心，云何得此上妙法？以是故，是三昧在十一

地100中。 
如是等諸三昧，阿毘曇中廣分別。 

（二）摩訶衍三昧 

摩訶衍三昧者，從「首楞嚴三昧」乃至「虛空際無所著解脫三昧」。101 
又如「見一切佛三昧」乃至「一切如來解脫修觀師子頻伸」102等，無量阿僧祇菩薩三

昧。 
如有三昧名「無量淨」，菩薩得是三昧者，能示現一切清淨身。 
有三昧名「威相」，菩薩得是三昧，能奪日月威德。 
有三昧名「焰山」，菩薩得是三昧，奪諸釋梵威德。 
有三昧名「出塵」，菩薩得是三昧，（268c）滅一切大眾三毒。 
有三昧名「無礙光」，菩薩得是三昧，能照一切佛國。 
有三昧名「不忘一切法」，菩薩得是三昧，一切諸佛所說法皆能憶持，復為他人講說

佛語。 
有三昧名「聲如雷音」，菩薩得是三昧，能以梵聲滿十方佛國。 
有三昧名「能娛樂一切眾生」，菩薩得是三昧，能令一切深心歡喜。 
有三昧名「喜見無厭」，菩薩得是三昧，一切眾生見聞喜樂，無有厭足。 
有三昧名「功德報不可思議一緣中樂」，菩薩得是三昧，成就一切神通。 
有三昧名「知一切音聲語言」，菩薩得是三昧，能說一切音聲語言，於一字中說一切

字，於一切字中說一字。 
有三昧名「集一切福富樂103果報」，若104菩薩得是三昧，常默然入禪定，而能令一切

眾生聞佛法眾，聞聲聞、辟支佛、六波羅蜜之聲，而是菩薩實無一言。 
有三昧名「出高一切陀羅尼王」，菩薩得是三昧，得入無量無邊諸陀羅尼。 

                                                                                                                                                         
正勤、四如意足、善聚修多羅亦如是。」（大正 26，667a15-c18） 

（2）四聖種繫不繫，參見《品類足論》卷 11：「幾欲界繫等者，一切應分別。謂諸聖種或欲

界繫、或色界繫、或無色界繫、或不繫。云何欲界繫？謂聖種所攝欲界五蘊。云何色界

繫？謂聖種所攝色界五蘊。云何無色界繫？謂聖種所攝無色界四蘊。云何不繫？謂無漏

五蘊。……如四聖種，四正斷、四神足亦爾。」（大正 26，738b26-739b13） 
100 十一地：欲界定、未到定、中間定、四根本禪、四無色定。 
101 參見 Lamotte（1976, p.1871, n.1）：所謂的 108 種或是 118 種三昧，在大本的《般若經》都有

說明，Pañcaviṃśati, ed. DUTT, pp.142, l.6-144, l.7；《放光般若經》卷 3（大正 8，16b）；《光

讚經》卷 4（大正 8，172b-173a）；《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3〈10 相行品〉（大正 8，237c-238a）；

《大般若經》卷 409（大正 7，50c-51b）。 
Pañcaviṃśati, ed. DUTT, pp.19 8, l.11-203, l.21；《放光般若經》卷 4（大正 8，23b-24c）；《光

讚經》卷 6（大正 8，190a-193a）；《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5〈18 問乘品〉（大正 8，251a-253b），

《大般若經》卷 414（大正 7，74a-77c）。 
102 頻伸＝嚬呻【宋】【元】【明】【宮】。（大正 25，268d，n.9）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 52：「云何名為師子嚬呻三摩地？善現！謂若住此三摩地時，

起勝神通，自在無畏，降伏一切暴惡魔軍，是故名為師子嚬呻三摩地。」（大正 5，294a7-10） 
103 富樂＝德業【宋】【元】【明】【宮】。（大正 25，268d，n.10） 
104 若＝生【元】【明】。（大正 25，268d，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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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昧名「一切樂說」，菩薩得是三昧，樂說一切字、一切音聲、語言、譬喻、因緣。 

如是等無量力勢三昧。 

三、三昧即三昧門（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7］p.98） 
問曰：是三昧即是三昧門不？ 
答曰：三昧即是三昧門。 

問曰：若爾者，何以不但說「三昧」，而復說「三昧門」？ 
答曰： 

（一）聲聞法中三昧門 
1、入一門攝一切（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7］p.98） 
佛諸三昧無量無數，如虛空無邊，菩薩云何盡得？菩薩聞是，心則退沒。以是故，

佛說三昧門，入一門中，攝無量三昧。如牽衣一角，舉衣皆得；亦如得蜜蜂王，餘

蜂盡攝。 

2、前為後門（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7］p.98） 
復次，展轉為門。如持戒清淨，一心精進，初夜、後夜懃修思惟，離五欲樂，繫心

一處，行是方便，得是三昧，是名三昧（269a）門。105 

3、淺為深門（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7］p.98） 
復次，欲界繫三昧是未到地三昧門。 
未到地三昧是初禪門。106 
初禪及二禪邊地三昧是二禪三昧門；乃至非有想非無想處三昧亦如是。 
煖法定是頂法三昧門，頂法是忍法三昧門，忍法是世間第一法三昧門，世間第一法

是苦法忍三昧門，苦法忍乃至金剛三昧門。 

4、入住出：入出為門，住為體（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7］p.98） 
略說一切三昧有三相：入、住、出相；是出相、入相名為門，住相是三昧體。 

5、結 
如是等法，是聲聞法中三昧門。 

（二）摩訶衍法中三昧門 

摩訶衍法中三昧門， 
1、如〈禪波羅蜜義〉中廣說 

如「禪波羅蜜義」中，諸三昧分別廣說。107 

2、五波羅蜜是三昧門108 
（1）尸羅波羅蜜及智慧是三昧近門 

                                                 
105 得三昧次第。（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A057］p.98） 
106 《大智度論》卷 17：「依未到地得初禪。」（大正 25，186a1） 
107 參見《大智度論》卷 17〈釋初品中禪波羅蜜〉（大正 25，187c18-189c20）。 
108 ┌戒定慧──近門 

六波羅是佛道門 ┴施忍進──遠門 （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F016〕p.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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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尸羅波羅蜜是三昧門。何以故？ 
三支是佛道，所謂戒支、定支、慧支。清淨戒支是定支門，能生是定；定支能生慧

支；是三支能斷煩惱，能與涅槃。以是故尸羅波羅蜜及智慧，名三昧近門。 

（2）餘三波羅蜜是三昧遠門 
餘三波羅蜜雖是門義，名遠門。 
如布施因緣得福德，福德故所願皆得，如所願故心柔軟；慈悲心故知畏罪、念眾生。 
觀世間空無常故，攝心行忍辱，忍辱亦是三昧門。 
精進者，於五欲中制心除五蓋，攝心不亂，心去則攝、不令馳散，亦109是三昧門。 

3、初地是二地三昧門，乃至十地是無量諸佛三昧門 
復次，初地是二地三昧門，如是展轉乃至九地是十地三昧門，十地是無量諸佛三昧

門。 

4、結 
如是等名為諸三昧門。 

四、三昧門、陀羅尼門之別110 
問曰：陀羅尼門、三昧門，為同？為異？若同，何以重說？若異，有何義？ 
答曰： 

（一）三昧心相應，陀羅尼門相應亦不相應 
先已說三昧門、陀羅尼門異，今當更說！三昧但是心相應法111，陀羅尼亦是心相應、

亦是心不相應。 

問曰：云何知陀羅尼是心不相應？ 
答曰：如人得聞持陀羅尼，雖心瞋恚亦不失，常隨人行，如影隨形。 

（二）三昧修行習久，後能成陀羅尼 

是（269b）三昧修行習久，後能成陀羅尼；如眾生久習欲，便成其性。 

（三）三昧共諸法實相智慧，能生陀羅尼 

是諸三昧，共諸法實相智慧，能生陀羅尼；如坏112瓶得火燒熟，能持水不失，亦能令

人得度河。禪定無智慧，亦如坏瓶；若得實相智慧，如坏瓶得火燒成熟，能持菩薩二

世無量功德，菩薩亦因之而度得至佛。 

如是等，三昧、陀羅尼種種差別。 

※ 何故聲聞法中無陀羅尼 

問曰：聲聞法中何以無是「陀羅尼」名，但大乘中有？ 
答曰： 

                                                 
109 〔亦〕－【宋】【元】【明】【宮】。（大正 25，269d，n.3） 
110 三昧門、陀羅尼門之別：三昧心相應，陀羅尼門相應亦不相應［理由］。（印順法師，《大智

度論筆記》［A057］p.98） 
111 法＋（也）【宋】【元】【明】【宮】。（大正 25，269d，n.5） 
112 坏（ㄆㄧ）：沒有燒過的磚瓦陶器。《說文‧土部》：「坏，瓦未燒。」（《漢語大字典》（一），

p.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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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法中無大故 

小法中無大，汝不應致113問；大法中無小者則可問。如小家無金銀，不應問也！ 

2、聲聞但求脫老病死苦，不大勤集諸功德故 

復次，聲聞不大殷懃集諸功德，但以智慧求脫老病死苦；以是故，聲聞人不用陀羅

尼持諸功德。譬如人渴得一掬114水則足，不須瓶器持水；若供115大眾人民，則須瓶

甕持水。菩薩為一切眾生故，須陀羅尼持諸功德。 

3、聲聞法中多說生滅無常故，若無常則不須陀羅尼 

復次，聲聞法中多說諸法生滅無常相故。諸論議師言：「諸法無常，若無常相則不

須陀羅尼。何以故？諸法無常相，則無所持；唯過去行業，因緣不失。如未來果報，

雖無，必生；過去行因緣亦如是。」116 
摩訶衍法，生滅相不實，不生不滅相亦不實，諸觀諸相皆滅是為實，117若持過去法

則無咎；以持過去善法、善根諸功德故，須陀羅尼。 

（四）三昧或時易身則失，陀羅尼世世常隨 

陀羅尼世世常隨；菩薩諸三昧不爾，或時易身則失。 

如是等種種分別陀羅尼、諸三昧。 

五、結 

以是故言：「欲得諸陀羅尼、諸三昧門，當學般若波羅蜜。」118 
  

                                                 
113 〔致〕－【宋】【元】【明】【宮】。（大正 25，269d，n.8） 
114 掬（ㄐㄩ）：1.兩手相合捧物。6.量詞。猶捧。指兩手相合所能捧的量。或謂為古一升或半升。

《小爾雅‧廣量》：“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宋咸注：“掬，半升也。”葛其仁

疏證：“舊注一升也。”（《漢語大詞典》（六），p.698） 
115 供＝共【宋】【元】【明】【宮】。（大正 25，269d，n.10） 
116 （1）參見 Lamotte（1976, p.1876，n.2）：此處所顯示出來的論議師並不是屬於說一切有部，

而是分別說部。Kośabhāṣya（《俱舍論疏》）p.296：「肯定一切，過去、現在與未來等都

存在的是說一切有部；相反的，分別說部是作分別，並且說：現在與尚未產生其果報

的過去業是存在的，而過去業已經產生果報以及未來是不存在的。」 
（2）參見《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0〈5 分別隨眠品〉：「謂若有人說三世實有，方許彼是說

一切有宗。若人唯說有現在世及過去世未與果業，說無未來及過去世已與果業，彼可

許為分別說部。」（大正 29，104b24-27） 
117 小：諸法無常是實。 

大：生滅相不實，不生滅相不實；諸觀諸相滅，是為實。 
（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C022〕p.223） 

118 大智度論卷第二十八終【明】；卷第三十一終【石】；卷末，石山本有「大智度經論卷第三十

一」之十字；但「三十一」，石山本朱註作「二十八」。（大正 25，269d，n.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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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布施隨喜心過上第四十四〉119 
（大正 25，269b27-270b5） 

壹、釋「菩薩以隨喜心過二乘六事功德120」 

【經】121 
一切求聲聞、辟支佛人布施時，欲以隨喜心過其上者，當學般若波羅蜜。 

一切求聲聞、（269c）辟支佛人持戒時，欲以隨喜心過其上者，當學般若波羅蜜。122 

一切求聲聞、辟支佛人三昧、智慧、解脫、解脫知見，欲以隨喜心過其上者，當學般若

波羅蜜。 

【論】 
一、釋「隨喜」 
隨喜心者，如〈隨喜品〉中說。123 

復次，隨喜名有人作功德，見者心隨歡喜，讚言：「善哉！」在無常世界中，為癡闇所

蔽，能弘大心，建此福德。譬如種種妙香，一人賣一人買，傍人在邊亦得香氣，於香

無損，二主無失；如是有人行施，有人受者，有人在邊隨喜，功德俱得，二主不失。

如是相名為隨喜。 
以是故，菩薩但以隨喜心，過於求二乘人上，何況自行！ 

二、菩薩云何能以隨喜心勝二乘人六事功德124 

（一）菩薩以隨喜心勝二乘布施 
問曰：菩薩云何能以隨喜心過聲聞、辟支佛人以財布施上？ 
答曰： 

1、為度一切眾生、為得無量佛法故 

聲聞、辟支佛行是布施，菩薩於傍見之，一心念隨喜，讚言：「善哉！」以此隨喜福

                                                 
119 大智度論卷第二十九首【明】，卷第三十二首【石】，〔大智度論…四〕十六字－【元】，（大

智度論…四）十六字＝（釋初品中隨喜迴向等）九字【明】，（釋菩薩隨喜二十九）八字【石】。

（大正 25，269d，n.14） 
120 六事功德：布施、持戒、三昧、智慧、解脫、解脫知見。 
121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 

一切求聲聞、辟支佛人布施時，欲以隨喜心過其上者，當學般若波羅蜜。 

一切求聲聞、辟支佛人持戒時，欲以隨喜心過其上者，當學般若波羅蜜。 

一切求聲聞、辟支佛人三昧、智慧、解脫、解脫知見，欲以隨喜心過其上者，當學般若波羅

蜜。（大正 8，219b4-10） 
122 此句之後大正藏重複了「一切求聲聞、辟支佛人持戒時，欲以隨喜心過其上者，當學般若波

羅蜜」，當為贅文。 

〔一切求……蜜〕二十九字 －【元】【明】【宮】【石】。（大正 25，269d，n.16） 
123 參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1〈39 隨喜品（丹隨喜迴向品）〉（大正 8，297b21-302a16），

《大智度論》卷 61〈39 釋隨喜迴向品〉（大正 25，487a7-496a17）。 
124 菩薩隨喜勝二乘施戒定等： 

以此迴向無上道，為度一切生故，為得無量佛法故，二功德故勝。 
此實相慧隨喜故，以隨喜功德迴向諸佛故，和合無量諸功德故。 
（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F006〕p.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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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度一切眾生故，以此為得無量佛法故──以二種

功德，過求聲聞、辟支佛人所行布施上。 

2、以諸法實相智慧心隨喜故 

復次，以諸法實相智慧心隨喜故，過求聲聞、辟支佛人布施上。 

3、以隨喜心生福德果報，迴向供養三世十方諸佛故 

復次，菩薩以隨喜心，生福德果報，迴向供養三世十方諸佛，過聲聞、辟支佛布施

上。譬如人以少物獻上國王，得報甚多；又如吹貝，用氣甚少，其音甚大。 

4、以隨喜功德和合無量諸餘功德，乃至法滅亦不盡故 

復次，菩薩以隨喜功德，和合無量諸餘功德，乃至法滅亦不盡；125譬如少水置大海

中，窮劫乃盡。 

（二）例餘五事 
持戒、三昧、智慧、解脫、解脫知見亦如是。 

三、顯菩薩隨喜之特勝 

（一）就事而言 
問曰：若126諸佛次第有菩薩，菩薩次第有聲聞、辟支佛，今言「（270a）菩薩欲過求聲

聞、辟支佛人布施」等，有何奇特？ 
答曰：不以聲聞、辟支佛布施、持戒等福德比菩薩功德，但以隨喜心能勝，何況菩薩

自行功德！ 

求聲聞、辟支佛人，懃身作功德疲勞；菩薩默然隨喜，智慧力、福德過其上。 
譬如工匠，但以智心指授127而去，執斤斧者疲苦終日；計功受賞，匠者三倍。 
又如征伐，鬪者冒死，主將受功。 

（二）就人而論 
問曰：若隨喜心故勝於布施、持戒者，何以但說「菩薩隨喜勝」？ 
答曰：凡夫人煩惱覆心、吾我未斷、著世間樂，云何能勝求聲聞、辟支佛者？ 

聲聞、辟支佛利雖勝鈍，同在聲聞地故不說。128 

四、二乘功德甚多，何故但說菩薩勝二乘之六事功德 
問曰：聲聞、辟支佛129功德法甚多，何以故但說六事？ 
答曰： 

                                                 
125 隨喜功德乃至法滅不盡。（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F006〕p.332） 
126 〔若〕－【宋】【元】【明】【宮】。（大正 25，269d，n.23） 
127 指授：1.指導，傳授。2.猶指示。（《漢語大詞典》（六），p.579） 
128 參見 Lamotte（1976, p.1883, n.1）：一般說來，凡夫與聲聞眾並不隨喜他人之功德，因為凡夫

只關心世間樂；而聲聞眾則意在自身的解脫，並不把別人放在心上。聲聞之勝德在於其本身

之根（indriya）的發展（不過其中有高下強弱），但無論如何，都是侷限在聲聞的層次（聲

聞地），很少在意別人的功德。 
129 佛＋（功德）【宋】【元】【明】【宮】。（大正 25，270d，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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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事盡攝一切二乘法 
此六事130法中攝一切聲聞、辟支佛法。 
若說布施，已說信、聞等功德。何以故？先聞已能信，信已布施。是施有二種：財施、

法施。 
持戒攝三種戒：律儀戒、禪戒、無漏戒。131 
定攝諸禪、定、解脫、三昧等。 
慧攝諸聞慧、思慧、修慧。 
解脫攝二種解脫：有為解脫、無為解脫。 
解脫知見攝盡智，自知漏已盡，於三界得解脫，於是中了了知見。132 
是中助道法，聖道法已說。133 

（二）唯此六事是向涅槃功德 
復次，若不向涅槃功德，是中不說「過上」，以其功德薄故。 

五、菩薩以隨喜心深利智慧相應勝二乘，非與二乘爭競故言勝 
問曰：「勝」名力勢相奪，今菩薩不與聲聞、辟支佛競，云何言「勝」？ 
答曰：「勝」名但134於一事中，以智慧方便心力故得福多。 

譬如人於一華中但取色香，蜂但取味以成蜜；亦如取水，器大者得多，器小得

少。如是等喻可知，以隨喜心深利智慧相應，勝聲聞、辟支佛布施等諸功德。 

六、六法如餘處廣說 
是六法，初（270b）布施，如「檀波羅蜜義」中分別聲聞、辟支佛法說。135 
持戒，如「尸羅波羅蜜義品」中分別聲聞、辟支佛法說。136 
三昧、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如「念佛義」中分別聲聞、辟支佛法說。137 

                                                 
130 〔事〕－【宋】【元】【明】【宮】。（大正 25，270d，n.6） 
131 參見《大智度論》卷 22：「戒有二種：有漏戒，無漏戒。有漏復有二種：一者律儀戒，二者

定共戒。行者初學念是三種戒，學三種已但念無漏戒。是律儀戒能令諸惡不得自在，枯朽折

減。禪定戒能遮諸煩惱。何以故？得內樂故，不求世間樂。無漏戒能拔諸惡煩惱根本故。」

（大正 25，225c13-19） 
132 參見《大毘婆沙論》卷 33：「云何無學解脫智見蘊？答：盡智、無生智。問：何故此二智名

解脫智見蘊？答：解脫身中獨有此故，最能審決解脫事故。」（大正 27，172b9-11） 
133 關於三十七助菩提分法，參見《大智度論》卷 19（大正 25，197b21-203b9）。 
134 但＝俱【宋】【元】【明】【宮】。（大正 25，270d，n.9） 
135 參見《大智度論》卷 11-12（大正 25，140a21-153a23）。 
136 參見《大智度論》卷 13-14（大正 25，153b8-164a27）。 
137 參見《大智度論》卷 21（大正 25，220a12-221b1）。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None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Error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CMYK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tru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CreateJDFFile false
  /Description <<
    /ARA <FEFF06270633062A062E062F0645002006470630064700200627064406250639062F0627062F0627062A0020064406250646063406270621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645062A064806270641064206290020064406440637062806270639062900200641064A00200627064406450637062706280639002006300627062A0020062F0631062C0627062A002006270644062C0648062F0629002006270644063906270644064A0629061B0020064A06450643064600200641062A062D00200648062B0627062606420020005000440046002006270644064506460634062306290020062806270633062A062E062F0627064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648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625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0635062F0627063100200035002E0030002006480627064406250635062F062706310627062A0020062706440623062D062F062B002E>
    /BGR <FEFF04180437043f043e043b04370432043004390442043500200442043504370438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c00200437043000200434043000200441044a043704340430043204300442043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3d043e0020043f044004380433043e04340435043d0438002004370430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020043f04350447043004420020043704300020043f044004350434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00020043f043e04340433043e0442043e0432043a0430002e002000200421044a04370434043004340435043d043804420435002000500044004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43c043e0433043004420020043404300020044104350020043e0442043204300440044f04420020044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41043b043504340432043004490438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8002e>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900275284e8e9ad88d2891cf76845370524d53705237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9069752865bc9ad854c18cea76845370524d5370523786557406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CZE <FEFF00540061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ed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6a007400650020006b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1590065006e00ed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1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5007200e90020007300650020006e0065006a006c00e90070006500200068006f006400ed002000700072006f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ed0020007400690073006b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159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650076015900ed0074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5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1b006a016100ed00630068002e>
    /DAN <FEFF004200720075006700200069006e0064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72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610074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c00200064006500720020006200650064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20020007300690067002000740069006c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640073006b007200690076006e0069006e00670020006100660020006800f8006a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4400650020006f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62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70020006e0079006500720065002e>
    /DEU <FEFF00560065007200770065006e0064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40069006500730065002000450069006e007300740065006c006c0075006e00670065006e0020007a0075006d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65006e00200076006f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2c00200076006f006e002000640065006e0065006e002000530069006500200068006f0063006800770065007200740069006700650020005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44007200750063006b0065002000650072007a0065007500670065006e0020006d00f60063006800740065006e002e002000450072007300740065006c006c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6b00f6006e006e0065006e0020006d0069007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6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4006500720020006800f600680065007200200067006500f600660066006e00650074002000770065007200640065006e002e>
    /ESP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63006500200065007300740061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63006900f3006e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61006400650063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6900f3006e0020007000720065002d0065006400690074006f007200690061006c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63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2e002000530065002000700075006500640065006e00200061006200720069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64006f0073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ETI <FEFF004b00610073007500740061006700650020006e0065006900640020007300e400740074006500690064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6500740073006500200074007200fc006b006900650065006c007300650020007000720069006e00740069006d0069007300650020006a0061006f006b007300200073006f00620069006c0069006b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6400650020006c006f006f006d006900730065006b0073002e00200020004c006f006f00640075006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730061006100740065002000610076006100640061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d0069006400650067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e0069006e0067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5006d00610074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f006e00690064006500670061002e000d000a>
    /FR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30065007a00200063006500730020006f007000740069006f006e00730020006100660069006e00200064006500200063007200e90065007200200064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f0075007200200075006e0065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9002000640027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69006f006e00200070007200e9007000720065007300730065002e0020004c0065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e900e90073002000700065007500760065006e0074002000ea0074007200650020006f007500760065007200740073002000640061006e007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610069006e007300690020007100750027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74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7300200075006c007400e90072006900650075007200650073002e>
    /GRE <FEFF03a703c103b703c303b903bc03bf03c003bf03b903ae03c303c403b5002003b103c503c403ad03c2002003c403b903c2002003c103c503b803bc03af03c303b503b903c2002003b303b903b1002003bd03b1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c403b5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3c003bf03c5002003b503af03bd03b103b9002003ba03b103c42019002003b503be03bf03c703ae03bd002003ba03b103c403ac03bb03bb03b703bb03b1002003b303b903b1002003c003c103bf002d03b503ba03c403c503c003c903c403b903ba03ad03c2002003b503c103b303b103c303af03b503c2002003c503c803b703bb03ae03c2002003c003bf03b903cc03c403b703c403b103c2002e0020002003a403b10020005000440046002003ad03b303b303c103b103c603b1002003c003bf03c5002003ad03c703b503c403b5002003b403b703bc03b903bf03c503c103b303ae03c303b503b9002003bc03c003bf03c103bf03cd03bd002003bd03b1002003b103bd03bf03b903c703c403bf03cd03bd002003bc03b5002003c403b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3c403b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3ba03b103b9002003bc03b503c403b103b303b503bd03ad03c303c403b503c103b503c2002003b503ba03b403cc03c303b503b903c2002e>
    /HEB <FEFF05D405E905EA05DE05E905D5002005D105D405D205D305E805D505EA002005D005DC05D4002005DB05D305D9002005DC05D905E605D505E8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5D405DE05D505EA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5D405D305E405E105EA002005E705D305DD002D05D305E405D505E1002005D005D905DB05D505EA05D905EA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05D005DE05D905DD002005DC002D005000440046002F0058002D0033002C002005E205D905D905E005D5002005D105DE05D305E805D905DA002005DC05DE05E905EA05DE05E9002005E905DC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E002005DE05E105DE05DB05D90020005000440046002005E905E005D505E605E805D5002005E005D905EA05E005D905DD002005DC05E405EA05D905D705D4002005D105D005DE05E605E205D505E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5D5002D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5D505D205E805E105D005D505EA002005DE05EA05E705D305DE05D505EA002005D905D505EA05E8002E>
    /HRV (Za stvaranje Adobe PDF dokumenata najpogodnijih za visokokvalitetni ispis prije tiskanja koristite ove postavke.  Stvoreni PDF dokumenti mogu se otvoriti Acrobat i Adobe Reader 5.0 i kasnijim verzijama.)
    /HUN <FEFF004b0069007600e1006c00f30020006d0069006e0151007300e9006701710020006e0079006f006d00640061006900200065006c0151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1510020006e0079006f006d00740061007400e100730068006f007a0020006c006500670069006e006b00e1006200620020006d0065006700660065006c0065006c015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61007400200065007a0065006b006b0065006c0020006100200062006500e1006c006c00ed007400e10073006f006b006b0061006c0020006b00e90073007a00ed0074006800650074002e0020002000410020006c00e90074007200650068006f007a006f0074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6d006f006b00200061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e9007300200061007a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7600610067007900200061007a002000610074007400f3006c0020006b00e9007301510062006200690020007600650072007a006900f3006b006b0061006c0020006e00790069007400680061007400f3006b0020006d00650067002e>
    /ITA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7a006100720065002000710075006500730074006500200069006d0070006f007300740061007a0069006f006e006900200070006500720020006300720065006100720065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6900f900200061006400610074007400690020006100200075006e00610020007000720065007300740061006d00700061002000640069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7400e0002e00200049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900200070006f00730073006f006e006f0020006500730073006500720065002000610070006500720074006900200063006f006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f006e006900200073007500630063006500730073006900760065002e>
    /JPN <FEFF9ad854c18cea306a30d730ea30d730ec30b951fa529b752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6f8306e4f5c6210306b4f7f75283057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74f5c62103055308c305f0020005000440046002030d530a130a430eb306f3001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304a30883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964d3067958b304f30533068304c3067304d307e305930023053306e8a2d5b9a306b306f30d530a930f330c8306e57cb30818fbc307f304c5fc59808306730593002>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ace0d488c9c80020c2dcd5d80020c778c1c4c5d00020ac00c7a50020c801d569d55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LTH <FEFF004e006100750064006f006b0069007400650020016100690075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6d006500740072007500730020006e006f0072011700640061006d00690020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750072006900650020006c0061006200690061007500730069006100690020007000720069007400610069006b007900740069002000610075006b01610074006f00730020006b006f006b007900620117007300200070006100720065006e006700740069006e00690061006d00200073007000610075007300640069006e0069006d00750069002e0020002000530075006b0075007200740069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10069002000670061006c006900200062016b007400690020006100740069006400610072006f006d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72002000760117006c00650073006e0117006d00690073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06f006d00690073002e>
    /LVI <FEFF0049007a006d0061006e007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161006f00730020006900650073007400610074012b006a0075006d00750073002c0020006c0061006900200076006500690064006f0074007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100730020006900720020012b00700061016100690020007000690065006d01130072006f0074006900200061007500670073007400610073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1010074006500730020007000690072006d007300690065007300700069006501610061006e006100730020006400720075006b00610069002e00200049007a0076006500690064006f006a0069006500740020005000440046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50073002c0020006b006f00200076006100720020006100740076011300720074002000610072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5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c0020006b0101002000610072012b00200074006f0020006a00610075006e0101006b0101006d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6a0101006d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die zijn geoptimaliseerd voor prepress-afdrukken van hoge kwaliteit.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FEFF004200720075006b00200064006900730073006500200069006e006e007300740069006c006c0069006e00670065006e0065002000740069006c002000e50020006f00700070007200650074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7200200073006f006d00200065007200200062006500730074002000650067006e0065007400200066006f00720020006600f80072007400720079006b006b0073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100760020006800f80079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e00650020006b0061006e002000e50070006e0065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6c006c00650072002000730065006e006500720065002e>
    /POL <FEFF005500730074006100770069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2000740077006f0072007a0065006e00690061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f300770020005000440046002000700072007a0065007a006e00610063007a006f006e00790063006800200064006f002000770079006400720075006b00f30077002000770020007700790073006f006b00690065006a0020006a0061006b006f015b00630069002e00200020004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f017c006e00610020006f007400770069006500720061010700200077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9006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20006e006f00770073007a0079006d002e>
    /PTB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500200065007300730061007300200063006f006e00660069006700750072006100e7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6006f0072006d006100200061002000630072006900610072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d006100690073002000610064006500710075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10072006100200070007200e9002d0069006d0070007200650073007300f50065007300200064006500200061006c007400610020007100750061006c00690064006100640065002e0020004f0073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3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900610064006f007300200070006f00640065006d0020007300650072002000610062006500720074006f007300200063006f006d0020006f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50020006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50020007600650072007300f50065007300200070006f00730074006500720069006f007200650073002e>
    /RUM <FEFF005500740069006c0069007a00610163006900200061006300650073007400650020007300650074010300720069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61002000630072006500610020006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10064006500630076006100740065002000700065006e007400720075002000740069007001030072006900720065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000640065002000630061006c006900740061007400650020007300750070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103002e002000200044006f0063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6c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30072006500610074006500200070006f0074002000660069002000640065007300630068006900730065002000630075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15f00690020007600650072007300690075006e0069006c006500200075006c0074006500720069006f006100720065002e>
    /RUS <FEFF04180441043f043e043b044c043704430439044204350020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43d0430044104420440043e0439043a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3e043704340430043d0438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e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3c0430043a04410438043c0430043b044c043d043e0020043f043e04340445043e0434044f044904380445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4b0441043e043a043e043a0430044704350441044204320435043d043d043e0433043e00200434043e043f0435044704300442043d043e0433043e00200432044b0432043e04340430002e002000200421043e043704340430043d043d044b04350020005000440046002d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4b0020043c043e0436043d043e0020043e0442043a0440044b043204300442044c002004410020043f043e043c043e0449044c044e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3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800200431043e043b043504350020043f043e04370434043d043804450020043204350440044104380439002e>
    /SKY <FEFF0054006900650074006f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5006e0069006100200070006f0075017e0069007400650020006e00610020007600790074007600e100720061006e0069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74006f007200e90020007300610020006e0061006a006c0065007001610069006500200068006f0064006900610020006e0061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e00fa00200074006c0061010d00200061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e00200056007900740076006f00720065006e00e9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9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75006400650020006d006f017e006e00e90020006f00740076006f00720069016500200076002000700072006f006700720061006d006f0063006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10020006e006f0076016100ed00630068002e>
    /SLV <FEFF005400650020006e006100730074006100760069007400760065002000750070006f0072006100620069007400650020007a00610020007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1006e006a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f0076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06b006900200073006f0020006e0061006a007000720069006d00650072006e0065006a016100690020007a00610020006b0061006b006f0076006f00730074006e006f0020007400690073006b0061006e006a00650020007300200070007200690070007200610076006f0020006e00610020007400690073006b002e00200020005500730074007600610072006a0065006e00650020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a00650020006d006f0067006f010d00650020006f0064007000720065007400690020007a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9006e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9006e0020006e006f00760065006a01610069006d002e>
    /SUO <FEFF004b00e40079007400e40020006e00e40069007400e4002000610073006500740075006b007300690061002c0020006b0075006e0020006c0075006f00740020006c00e400680069006e006e00e4002000760061006100740069007600610061006e0020007000610069006e006100740075006b00730065006e002000760061006c006d0069007300740065006c00750074007900f6006800f6006e00200073006f0070006900760069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740065006a0061002e0020004c0075006f006400750074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69007400200076006f0069006400610061006e002000610076006100740061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69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3a006c006c00610020006a006100200075007500640065006d006d0069006c006c0061002e>
    /SVE <FEFF0041006e007600e4006e00640020006400650020006800e4007200200069006e0073007400e4006c006c006e0069006e006700610072006e00610020006f006d002000640075002000760069006c006c00200073006b006100700061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73006f006d002000e400720020006c00e4006d0070006c0069006700610020006600f60072002000700072006500700072006500730073002d007500740073006b00720069006600740020006d006500640020006800f600670020006b00760061006c0069007400650074002e002000200053006b006100700061006400650020005000440046002d0064006f006b0075006d0065006e00740020006b0061006e002000f600700070006e006100730020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6f00630068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6f00630068002000730065006e006100720065002e>
    /TUR <FEFF005900fc006b00730065006b0020006b0061006c006900740065006c0069002000f6006e002000790061007a006401310072006d00610020006200610073006b013100730131006e006100200065006e0020006900790069002000750079006100620069006c006500630065006b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6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6d0061006b0020006900e70069006e00200062007500200061007900610072006c0061007201310020006b0075006c006c0061006e0131006e002e00200020004f006c0075015f0074007500720075006c0061006e0020005000440046002000620065006c00670065006c006500720069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0760065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076006500200073006f006e0072006100730131006e00640061006b00690020007300fc007200fc006d006c00650072006c00650020006100e70131006c006100620069006c00690072002e>
    /UKR <FEFF04120438043a043e0440043804410442043e043204430439044204350020044604560020043f043004400430043c043504420440043800200434043b044f0020044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3d044f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560432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c0020044f043a04560020043d04300439043a04400430044904350020043f045604340445043e0434044f0442044c00200434043b044f0020043204380441043e043a043e044f043a04560441043d043e0433043e0020043f0435044004350434043404400443043a043e0432043e0433043e0020043404400443043a0443002e00200020042104420432043e04400435043d045600200434043e043a0443043c0435043d0442043800200050004400460020043c043e0436043d04300020043204560434043a044004380442043800200443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0442043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04300431043e0020043f04560437043d04560448043e04570020043204350440044104560457002e>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best suited for high-quality prepress printing.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ConvertToCMYK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fals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fals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DocumentCMYK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UseDocumentProfile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