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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般若思想的核心概念「般若波羅蜜」為研究對象，通過解析該詞的梵文原意以及它

與「般若」、「薩婆若」二詞的對比分析，從兩方面揭示出做為清淨智慧代名的般若波羅蜜，

在佛教中具有引領脫離煩惱、悟入實＃目的宗教和哲學深意。

關鍵字：般若般若波 Ill 'i 薩婆若第一義

Abstract 
Discussion of this study focuses on “perfect wisdom" which is called pr吋fiaparamita in 

Sanskrit ，般若波羅蜜 in chinese. Prajfiaparamita is the perfect wisdom of guiding people to relieve 

afflictions and penetrate the ultimate reality. In this study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of 

pr其jfiap訂amita will be brought into ligh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its original Sanskrit meaning and the 

contrast of prajfiaparamita and pr句fia, as well as prajfiaparamita and sarvajfia. 

Key words: pr句fia pr句自aparamita sarv句益a the fundamental meaning 

「般若」、「般若波羅蜜」二詞是由佛教傳進屬印度梵文的外來語，前者指稱

知識、智慧與判斷﹔後者則意指一種通達諸法真實性相亦即空義的智慧，這種智慧

能使眾生自煩惱雜染的世間出離至沒有生滅本淨的第一義境中，是眾生在修行中不

可或缺、據以成就的無上智慧。由梵語的文字組成來看，「般若波羅蜜」是由「般

若」、「波羅蜜」與「去或到」等三詞組合而成，所以「般若波羅蜜」的意義與沒

有後綴「波羅蜜」的「般若」’是具有不同釋義範疇的。由於在漢語佛教地區，一

般皆以「般若」簡稱「般若波羅蜜」，以致在漢語佛教的流傳區域中，「般若」與

「般若波羅蜜」 在人們的概念中區別不大。但是一旦落在梵語的語境中，則對二詞

的區分必須具有基本的認識，以免不能正確的解悟大乘佛教思想。

至於「薩婆若」，又名一切智，是本際l智慧的代稱，是學習「般若波羅蜜」

1 指諸法的根本，即絕對平等的理噓，指「空性」而言，亦名真際、莫如、實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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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之一，因本際即為「空」義，所以「薩婆若」與「般若波羅蜜」在字義的範

疇中有些許重送，故而在探究「般若波羅蜜」的意義時，若能連帶的對「薩婆若」

的字義一併探究，便能更完整的暸解「般若波羅蜜」。由此緣故，本文除了由梵字

的結構與思想兩方面探尋「般若波羅蜜」的意義外，也將連帶的探討「般若」與「

薩婆若」的字義，以使「般若波羅蜜」的旬義能正確無誤的凸顯出來，從而有助

於深入的理解大乘般若思想。本文對「般若波羅蜜」闡釋所依的經典主要為《大品

般若經》 （原名《摩詞般若波羅蜜經》），這是因為由鳩摩羅什所譯的《大品般若

經》是般若思想中的主流經典，其內容涵蓋所有的「般若」思想而且篇幅又不至太

長的緣故。

一、「般若」與「般若波羅蜜」

在一些學術著作中，「般若」常被當作「般若波羅蜜」的簡稱，而事實上「般

若」雖然從其廣泛的意義來說，是各種智慧的代稱，其中亦包含著「般若波羅蜜」

的含義，但若探其究竟， 二者還是存在差別的，並不具有完全相同的範疇。「般

若」的梵語是prajfia ’是知道、暸解或辨別事物的能力，亦即具有智慧、知識、判

斷的意思。「波羅蜜「的梵語為paramita ’是para+m+i +ta ：其中para為中性名

詞，意思為最遠的岸邊、目的地、究竟、極限、境界等。 m是業格字尾， i為動詞，

意思為去或至Jj 、達到（狀態） ' ta是抽象名詞陰︱生字尾，表達狀態或性質的意思，

因此paramita的字義就成為到彼岸的狀態、圓滿達成的狀態、究極的狀態。當prajiia

後綴 paramita時，成為依主釋複合名詞，這種複合名詞的後詞修飾或限定前詞，因

此prajiiaparamita漢譯為「般若波羅蜜」或「般若波羅蜜多」’字義就指達到彼岸的

智慧或智慧圓滿成就的究極狀態。《大品般若經》卷二十一「三慧品」第七十中對

此有明確的說明：「佛言：得第一義，度一切法到彼岸，以是義故，名般若波羅

蜜．．．．．．諸佛、菩薩、辟支佛、阿羅漢用是般若波羅蜜得度彼岸，以是義故，名般若

波羅蜜」 2 。引文中言及的「第一義」是表述諸法的根本或源頭，亦即做為諸法成

立最基本內涵的代名，以與諸法在眾生世間隨眾生心想分別而致隨後產生了種種其

它的意義做區隔。根據《大品般若經》，諸法的第一義是「空」義，對此《大品般

若經》卷二十五 「實際品」第八十中清楚的說道： 「第一義相者，無作、無為、無

生、無相、無說 ，是名第一義，亦名性空，亦名諸佛道。是中不得眾生乃至不得知

者、見者﹔不得色受想行識乃至不得八十隨形好」 3 。至此我們可以得知：「般若

2 （後秦）鳩摩羅什譚，〈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大正藏〉卷8頁376上 。

3 同前註﹒頁403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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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蜜」是以通達「空義」的智慧將一切法度到彼岸。這樣智慧的養成始於對「諸

法空義」義理的認識，然後經由種種的禪觀方法，在「不得眾生乃至不得知者、見

者﹔不得色受想行識乃至不得八十隨形好」，也就是《金剛經》所說「不住色、

聲、香、昧、觸、法生心，應無所住」 4之後，悟入第一空義而致見道5 ，然後在第

一義境中習行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等五波羅蜜，直至行者能以相應「第

一義」的「薩婆若」心，面對與施行所有在眾生世間的各種事行之後而得成就，因

此「般若波羅蜜」的意義不獨只是相應「第一義J ’亦相應一切的善法。《大品般

若經》卷九「大明品」第三十二對此有清楚的陳述：

世尊！一切善法皆入般若波羅蜜中，所謂十善道、四禪、四無量心、

四無色定、三十七品、三解說門、空、無相、無作、四諦：苦諦、集

諦、滅諦、道諦、六神通、八背舍、九次第定、檀那波羅蜜、屁羅波

羅蜜、暴提波羅蜜、昆梨耶波羅蜜、禪那波羅蜜、般若波羅蜜、內空

乃至無法有法空、諸三昧門、諸陀羅尼門、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

礙智、大慈大悲、十八不共法、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世尊！

是名一切諸佛法印，是法中一切聲問及辟支佛、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學

是法得度彼岸。 6

由此可見，「般若波羅蜜」的習行起自世間卻成於出世問，而正由於般若波羅蜜具

有這樣超越世間一切法的功用，所以《大智度論》中以「窮盡一切智慧的邊際」來

形容。《大智度論》：「到諸一切智慧邊，窮盡其極故，名到彼岸」 7 。於是「般

若波羅蜜」以觀照諸法「空」義而得以了然諸法的根本性相與顯現，也因此能窮盡

世間所有智慧的邊際，同時又以不具妄見分別的性質而使諸法能安住在性空無作的

「﹔去位」 8中，得到「度彼岸」之名。以是「般若波羅蜜」就成為超越世間一切的

智慧，是眾生由世間進入出世間所依的根本智慧，是故「若離般若波羅蜜，不得波

羅蜜名字﹔不離般若波羅蜜故，得波羅蜜名字」 9 。

《大智度論》在卷四十三「釋集散品」第九之餘中，將世間所有的智慧分為

三類：「世間三種智慧：一者世俗巧便、博識文藝、仁智禮敬等。二者離生智慧，

所謂離欲界乃至無所有處10 。三者出世間智慧，所謂離我及我所，諸漏盡聲聞辟支

4 ＜金呵。般若波羅蜜經〉 〈大正藏〉卷8頁749下。

5 在大乘佛教中，「見道」是指遠離煩惱的生起，並得了悟自性涅槃’入諸法空義。

6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大正藏〉卷8質285下。

7 龍樹菩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八「釋般若相義」第三十，〈大正藏〉 卷25頁191上。

8 為諸法安住之位， 故稱法位，是真女口的異稱之一，其他如法性、法界、法住等亦是真如的異名。

9 ＜摩訶般若波緯蜜經〉卷二十一「方便昂」第六十九，〈大正藏〉卷8頁368下－369上。

10 無所有處為無色界中的第三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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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智慧」 11 。根據《大智度論》，前述三種智慧均是世間智慧，因此與「般若」之

義相應。其中世俗巧智只是對世間各種事物認識與學習的聰慧力，屬世俗之人所

有﹔而離生智慧雖然已具遠離生滅流轉的思考，但因為還不具備對諸法根本性相暸

解與認知的能力，所以仍屬世間法的範疇，因此亦為「般若」所攝，而非「般若波

羅蜜」所攝，為欲離三界出生之人所有﹔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大智度論》既然稱漏

盡聲間及辟支佛都已證得離我及我所的出世間智慧，為何還將他們所得的智慧歸在

「世間智慧」而非「般若波羅蜜」之下呢？這應是因為聲聞及辟支佛只從諸法在世

間顯現的性質，即苦、空、無常、無我，認知諸法，這樣的認知雖然驅使他們厭離

世間的生死流轉，一心尋求個人的解脫，但是一且進入「我空」的涅槃之後，即耽

於「空」中，無願出世饒益一切有情，也因而不能具足利益眾生的慈悲心。由此看

來，聲閩、辟支佛是以為世間與涅槃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境界：世間是生滅流轉，涅

槃是寂靜無染。這樣的認知是肯定世間塵境為實有的存在，不知諸法的本源是由

「空義」所表詮，因此體性是空性，相是空相，世間的諸法不過是在空性住持的空

相上隨眾生的種種心想所緣生的，奠基於空相之上的世間諸法於是就像夢幻般只是

假有而已，並不真有真實的性質，因此實際並無生死可離，也無生死可厭，生與

死的實性與其他諸法一樣俱是「空義」，以致世間即是涅槃，追求涅槃並不需要

遠離世間。由是可知，聲聞、辟支佛因為缺乏對世間有為諸法的真實暸解，所以

所得觀照第一義的智慧雖與菩薩相仿，但由於不能以第一義融攝眾生界的諸有為

法，將第一義與眾生界截然二分，因此所得的「般若」與菩薩的「般若」是有差異

的。菩薩的「般若」亦名「般若波羅蜜」’是以「不著一切法，亦觀一切法」 12的

方式，同時觀照諸法在無為法界的「性空、相空」 （不著一切法）與在有為法界

的「相的假有不空」 （亦觀一切法）。菩薩經由此雙照諸法在有為法界與無為法

界空、相二面的智慧，才能起修菩薩度生的道種智13乃至最後得以成就佛的一切種

智14 ，於是《大品般若經》說：「諸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中，學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 15 。由此看來，若僅以得度第一「空」義而言，聲聞、辟支佛與菩薩一樣

真有相同的「般若」，但若以同時觀照諸法的「空」與「不空」兩面而言，則菩薩

與聲聞、辟支佛的「般若」是不共的，故而聲閩、辟支佛因為不知世間諸法相的實

際，「是不能具足得般若波羅蜜」，所以所得的「般若」並不完全具備「波羅蜜」

II （大智度論〉 〈大正藏〉卷25頁370下。

12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五「閏乘自」第十八，〈大正藏〉卷8頁250上。
1 3 道種智是初地至十地的菩薩在一切智的基礎上起修各種的度生智慧而得。道種智對諸法的行類、相貌、名

字、顯示等已有初步的認誨，但還未能如佛的一切種智一般有詳蜜的暸解。

14 一切種智是佛在因地修行時，在一切智的基礎上修持十波羅蜜圓滿所成。一切種智對話法的行類、相親、名

字、顯示的本末究竟皆已全部了然。

的〈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十「法稱品」第三十七，〈大正藏〉卷8頁29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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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義，以至於不能引領其入於菩薩的道種智以及佛的一切種智，更別說入於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的現觀，應是在這樣的層面上，《大智度論》才將諸漏盡聲閩、辟支

佛的出世間智慧仍歸屬於三種世間智慧中的一種。至於其它的世間智、離生智當然

自是遠遠的不能與菩薩的「般若波羅蜜」相比擬。《大智度論》卷四十三「釋集散

品」第九之餘中有一段話可為此作註腳：

是誰般若波羅蜜者？．．．．．．般若波羅蜜屬菩薩，凡夫人法種種過罪不清

淨故則不屬凡夫人。般若波羅蜜畢竟清淨，凡夫所不樂，如蠅樂處不

淨，不好蓮花。凡夫人雖復離欲，有吾我心著離欲法故，不樂般若波

羅蜜。聲聞、辟支佛雖欲樂般若波羅蜜，無i笨，慈悲故，大厭世間一心

向涅盤，是故不能具足得般若波羅蜜。是般若波羅蜜，菩薩成佛時，

轉名一切種智，以是故般若不屬佛、不屬聲開辟支佛、不屬凡夫，但

屬菩薩。 16

引文中說佛也不具有「般若波羅蜜」，這是因為透過「般若波羅蜜」的修持圓滿，

菩薩已達成修行的目標，即現觀一切智與一切種智，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

此時菩薩即得轉名為佛。由此可知「般若波羅蜜」具有將世俗智超拔至佛的一切智

與一切種智的力用，但「般若波羅蜜」在圓滿的達成任務之後即轉名為一切智與一

切種智，這樣佛便有一切智與一切種智卻無「般若波羅蜜」，所以「諸佛一切智、

一切種智皆從般若波羅蜜中生」 17 ，但「般若波羅蜜」卻不屬佛地所有之智，正因

此緣故，我們可說「般若波羅蜜」是菩薩所獨真的「不共般若」，也是眾生在因地

修行時所仰賴成就菩提的無上、最尊的關鍵智慧。

由上述得知，當「般若」與「波羅蜜」連用時，由於表彰了一種可度一切法

到「第一義」彼岸的智慧，因此「波羅蜜」的作用猶如英文形容詞最高級的附加

字尾，使得後加波羅蜜的「般若」成為「般若」中最尊、最上的一種智慧。但是

當「般若」未與「波羅蜜」連用時，則回歸其梵文原有的字義，只是指對事物的理

解力、洞察力，於是「般若」成為泛指各種智慧的代稱，並不具有指稱某種特定智

慧的意涵。是故在印度「般若」不僅在佛教的經典中出現，在其它的經典中，也

使用「般若」一詞，如《廣林奧義書》的4,3,21 ﹔ 4,3,35 ﹔ 4,4,2 ﹔ 4,5,13等均提到了

「般若」，其中4,3 ,21說道 ：「如同一塊鹽沒有內 ， 沒有外， 完全是一昧的團塊一

樣，這沒有內 ，沒有外的『我』 （阿特曼）也完全僅是一『「般若」 的團塊』 （慧

16 ＜大智度論〉卷九 「述成品」第三十三，〈大正藏〉卷25頁370下－371上。

17 ＜摩詞般若波羅蜜經〉卷九 「述成品」第三＋三 ， 〈大正藏〉卷8頁286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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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團塊）。（特定的意識）從這些元素（我）中產生後又在它們中消失」 18 。 《廣

林奧義書》對「般若」的詮釋是築基於梵我一元論上，它認為阿特曼（我）是由

「般若」安置在身中的，而「般若J 是慧的團塊，屬於一種特定的意識，當阿特曼

為「般若」所擁抱時，他將波滅對內外事物的分別，在此狀態中獲得了欲望與憂苦

的解脫。此時這個沒有內外之別的阿特曼，恰如一塊鹽內外均是一味，如此情況之

下，阿特曼才能與其同樣性質的大我（或梵）融合為一。由是可知，「般若」是古

印度社會中大家共同沿用做為「智慧」的代名，而「般若波羅蜜」就只出現在佛教

的用語中做為一種特定智慧的代名。

綜合上述，當「般若」後綴波羅蜜時，「般若波羅蜜」成為「般若」中最高級

智慧的代稱，它代表了一種深沈、超越而燭照的智慧。藉由「般若波羅蜜」’行者

得以由有為的世間契入無為的第一義性空之境，而由此性空觀照萬法，才得以明暸

諸法的真實性、相 。 於是「般若」成為乘載眾生度過生死大海而達不生不滅彼岸的

船役，也因為這樣而成就了 「波羅蜜」的意義。所以「般若波羅蜜」在「般若」的

範疇中，為任何其它的「般若」所不能亟及，而沒有後綴「波羅蜜」的「般若」

從梵語的基本字義來看，本就沒有到彼岸的狀態、圓滿達成的狀態或究極的狀態等

意思。由此可見，在印度的語境中，釐清「般若」與「般若波羅蜜」之間的差異，

是一件重要的工作，以免因為認識不清將二詞混淆，導致無法正確的認知後綴「波

羅蜜」的「般若」，在佛教中特指眾多的智慧中，唯一可令眾生度脫生滅的此岸而

達於不生不滅彼岸的超越智慧，這也是為何《大智度論》特別將一般智慧（即「般

若」）與「般若波羅蜜」作明顯區隔的原因 。 然而在漢語的佛教情境中，由於「般

若」以及「般若波羅蜜」都是經由佛教傳入的外來語，中國人對之句義19的認識都

是在佛教的語境中，而佛教中的「般若」幾乎在大部分的情境中都是做為「般若波

羅蜜」的簡稱，於是相對印度地區而言，在中國地區「般若」與「般若波羅蜜」的

區分就不顯的那麼重要了 。

「般若波羅蜜」與「薩婆若」

「般若波羅蜜」既是可使眾生由三界六道的世間跨至得度第一義彼岸的智慧，

所以藉由「般若波羅蜜」眾生得以由有分別、 二元對立的世間，進入分別氓滅、性

18 有關〈廣林奧義書〉的敘述與弓︱文參見姚衛群，〈般若思想發展源流〉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6)

頁44-45 。

1 9 即諸法成立的最基礎定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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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皆空的第一義世間。在這個「第一義」所行的「出世間」中，與諸法在第一義中

共通性相相應的智慧名為「薩婆若」或「一切智」。「薩婆若」是梵文sarvajfia的

音譯，亦有譯成「薩雲然」或「薩雲若」，意譯即為一切智，因為sarva是一切的

意思， jfia是智慧的意思。《大品般若經》對一切智的關釋為：「若菩薩摩訶薩如

是知一切法性自離、 一切法性自空，非聲閩、辟支佛作，亦非佛作，諸法相常住、

法相、法住、法位、如、實際，是名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不離薩婆若念」 20 。由此可

知，一切智是了知諸法性空，通達法相、法住、法位、如、實際的智慧，因此即是

本際的智慧，即是「空智」。於是一切智以空智而得以遍知諸法的根本性相而得

「一切智」名。《大品般若經》卷三「集散品」第九的一段話可為此作批註：

云何是色性？云何是受想行識性？云何乃至實際性？須菩提言：無所

有是色性、無所有是受想行識性、乃至無所有是實際性。舍利弗！以

是因緣故，當知色離色性、受想行識離識性、乃至實際離實際性。舍

利弗！色亦離色相、受想行識亦離識相、乃至實際亦離實際相。相亦
離相、性亦離性。舍利弗問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若如是學得成就薩婆

若耶？須菩提言：如是，如是。舍利弗！若菩薩摩訶薩如是學，得成

就薩婆若。何以故？以諸法不生不成就故。舍利弗問須菩提：何因緣

故諸法不生不成就？須菩提言：色，色空，是色生成就不可得：受想

行識識空，是識生成就不可得：乃至實際實際空，是實際生成就不可

得。舍利弗！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漸近薩婆若，漸得身清淨、心清淨、

相清淨。 21

也由於「薩婆若」或一切智以通達諸法「空」的根本性相亦可稱為總相智。《大

智度論》：「總相是一切智．．．．．．一切智者，總破一切法中無明聞」泣。這段話可與

《瑜伽師地論》卷三十八中解釋一切智的一段話相應：「於一切界、一切事、 一

切品、 一切時，智無礙轉，名一切智」 23 。以上二論的意思是說，因為解知諸法性

相即為「空」，所以可以「總破一切法中無明闇」，而於一切法，智無礙而轉。至lj

此，我們可以這樣理解：「般若波羅蜜」是可消除眾生對諸法性相的錯誤認知，而

使與第一「空」義相應的智慧，而且因為在「第一義」中，與「第一義」相即的智

慧是「薩婆若」，所以現觀「般若波羅蜜」之後即可與「薩婆若」相應。上述的引

文：「若菩薩摩訶薩如是知一切法性自離、一切法性自空 ，非聲閩、辟支佛作，亦

且〈摩詞般若波羅蜜經〉卷十八「夢誓品」第六＋一，〈大正藏〉卷8頁355上。

" （摩詞般若波羅蜜經〉 〈大正藏〉卷8頁236下。

22 （大智度論〉卷二十七「釋初品大慈大悲義」第四十二，〈大正藏〉卷25頁258下－259上。
23 彌勒菩薩說， （唐）玄裝譯，〈瑜個師地論〉 〈大正藏〉卷30頁498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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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佛作，諸法相常住、法相、法住、法位、如、實際，是名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不離

薩婆若念」，即以諸法本自性空，不是由任何人造作而成的，且由性空所住持的法

相即是常住的「空」相，菩薩如是識知諸法，即能以「般若波羅蜜」相應「薩婆

若」，此時菩薩即能在行「般若波羅蜜」時，念念的不離薩婆若心，很清楚的說明

了這個道理。

、結語

從上述的討論看來， 一切智只行於第一義境中，是果地本具的智慧，不屬眾

生位所有。《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下「奉持品」第七中有一段經文對一切

智屬果地所攝有極為清楚的講述：「滿足無漏界，常淨解脫身，寂滅不思議，名

為一切智」 24 。眾生能夠通達果地的一切智是仰賴具有浪滅分別之力的「般若波羅

蜜」’這與說一切智是從「般若波羅蜜」中生，具有相同的意義。所以「般若波羅

蜜」與「薩婆若」所攝範疇雖略有不悶，即「般若波羅蜜」是可將一切法由世間超

拔至出世間的智慧，屬因地所攝，而「薩婆若」只屬「第一義」中有，是本際的智

慧，為果地所攝，但是「般若波羅蜜」在得到現量之後即能相應「薩婆若」’ 二者

的關係於此層面上又成為不二不別。誠如《大品般若經》卷九「遣異品」第三十五

中的相關講述：「諸佛一切智即是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即是一切智．．．．．．諸佛一

切智皆從般若波羅蜜中生，般若波羅蜜不異一切智， 一切智不異般若波羅蜜，般若

波羅蜜一切智不二不別」 25 。

24 （唐）不空譯， 〈仁王讀團般若波羅蜜多經〉 〈大正藏〉卷8頁843上。

自 〈摩詞般若波羅蜜經〉 〈大正藏〉卷8頁288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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