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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若經》中的內觀法門 

──依據第二分〈佛法品〉 
林崇安 

 

一、前言 

「內觀」，是梵文「毗缽舍那」的近

代漢譯，是觀照身心實相的一門功夫。

以下依據《大般若經》第二分第 82 品〈佛

法品〉的經文，來解說菩薩的內觀（毗

缽舍那）法門。 

二、住於菩薩種性地 

《大般若經》〈佛法品〉中說： 

佛告善現：「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

蜜多時，無有少法不如實見，於一切法

如實見時，於一切法都無所得；於一切

法無所得時，則如實見一切法空，謂如

實見四諦所攝及所不攝諸法皆空。如是

見時，能入菩薩正性離生；由能入菩薩

正性離生故，便住菩薩種性地中；既住

菩薩種性地中，則能決定不從頂墮；若

從頂墮，應墮聲聞或獨覺地。」 

〔說明〕：菩薩先經由聞、思，知道一切

法空（這是初步的內觀）後，接著行深

般若波羅蜜多，如實照見一切法空，進

入「菩薩正性離生」，而後安住於「菩薩

種性地」。這是菩薩摩訶薩的一個修行次

第。達到安住菩薩種性地後，決定不從

頂墮，也就是說，決定不墮聲聞地、獨

覺地，必定走向成佛一途。所以，安住

於「菩薩種性地」是菩薩道中非常重要

的一個階段。 

《大般若經》〈佛法品〉中，佛說： 

是菩薩摩訶薩安住菩薩種性地中，起四

靜慮及四無量、四無色定。是菩薩摩訶

薩安住如是奢摩他地，便能決擇一切法

性及隨覺悟四聖諦理。爾時，菩薩雖遍

知苦，而能不起緣執苦心；雖永斷集，

而能不起緣執集心；雖能證滅，而能不

起緣執滅心；雖能修道，而能不起緣執

道心，但起隨順趣向臨入無上正等菩提

之心，如實觀察諸法實相。  

〔說明〕：安住菩薩種性地的菩薩摩訶

薩，進一步安住於奢摩他地，此時進入

四靜慮及四無量、四無色定，而後由定

起觀：決擇一切法性，覺悟四聖諦理，

不執著苦、集、滅、道為實有，也不執

著能觀「苦、集、滅、道」之心為實有，

菩薩摩訶薩經由如實觀察諸法實相，才

能趣向無上正等菩提。 

三、以內觀來觀察諸法實相 

《大般若經》〈佛法品〉中說：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是菩薩摩訶薩云何

觀察諸法實相？」 

佛告善現：「是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無不

皆空，是為觀察諸法實相。」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是菩薩摩訶薩云何

觀察諸法皆空？」 

佛告善現：「是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如實

觀察皆自相空，如是觀察諸法皆空。是

菩薩摩訶薩以如是相毗缽舍那，如實觀

見諸法皆空，都不見有諸法自性可住彼

性，證得無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諸

佛無上正等菩提及一切法，皆以無性而

為自性。」 

〔說明〕：如何觀察諸法實相？這答案

是：以內觀（毗缽舍那）如實觀察一切

法皆自相空→如實觀見諸法皆空＝觀一

切法無不皆空。此中，如實觀察一切法

皆自相空＝觀一切法皆以無性而為自

性，也就是，一切法皆自性空。此處明

確示出，「諸法皆空」是指：諸法皆自相

空、自性空，諸法皆以無性而為自性。

所以，《大般若經》中的內觀，便是直接

觀照「諸法自相空、自性空」、「諸法皆

以無性而為自性」。以上是總說，接著是

詳說。 

四、詳說內觀所觀照的諸法 

《大般若經》〈佛法品〉中，佛說： 

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及一切法，皆以無性

而為自性，所謂：色乃至識皆以無性而

為自性；眼處乃至意處亦以無性而為自

性；色處乃至法處亦以無性而為自性；

眼界乃至意界亦以無性而為自性；色界

乃至法界亦以無性而為自性；眼識界乃

至意識界亦以無性而為自性；眼觸乃至

意觸亦以無性而為自性；眼觸為緣所生

諸受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亦以無性而

為自性；地界乃至識界亦以無性而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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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緣乃至增上緣亦以無性而為自

性；從緣所生諸法亦以無性而為自性；

無明乃至老死亦以無性而為自性；布施

波羅蜜多乃至般若波羅蜜多亦以無性而

為自性；內空乃至無性自性空亦以無性

而為自性；真如乃至不思議界亦以無性

而為自性；苦集滅道聖諦亦以無性而為

自性；四念住乃至八聖道支亦以無性而

為自性；……極喜地乃至法雲地亦以無

性而為自性；一切陀羅尼門、三摩地門

亦以無性而為自性；五眼、六神通亦以

無性而為自性；如來十力乃至十八佛不

共法亦以無性而為自性；三十二大士

相、八十隨好亦以無性而為自性；無忘

失法、恒住捨性亦以無性而為自性；一

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亦以無性而為

自性；預流果乃至獨覺菩提亦以無性而

為自性；一切菩薩摩訶薩行亦以無性而

為自性；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亦以無性而

為自性。 

〔說明〕：菩薩摩訶薩是以廣大的視野，

來觀察一切法的自性空，所觀察的項

目，於此處列出的有 31 法類：1 色乃至

識；2 眼處乃至意處；3 色處乃至法處；

4 眼界乃至意界；5 色界乃至法界；6 眼

識界乃至意識界；7 眼觸乃至意觸；8

眼觸為緣所生諸受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

受；9 地界乃至識界；10 因緣乃至增上

緣；11 從緣所生諸法；12 無明乃至老

死；13 布施波羅蜜多乃至般若波羅蜜

多；14 內空乃至無性自性空；15 真如乃

至不思議界；16 苦集滅道聖諦；17 四念

住乃至八聖道支；18 四靜慮、四無量、

四無色定；19 八解脫乃至十遍處；20

空、無相、無願解脫門；21 淨觀地乃至

如來地；22 極喜地乃至法雲地；23 一切

陀羅尼門、三摩地門；24 五眼、六神通；

25 如來十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26 三十

二大士相、八十隨好；27 無忘失法、恒

住捨性；28 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

29 預流果乃至獨覺菩提；30 一切菩薩摩

訶薩行；31 諸佛無上正等菩提。這 31

法類都是以無性而為自性。可知，菩薩

的內觀便是時時廣觀這 31 法類的自相

空、以無性而為自性。 

《大般若經》〈佛法品〉中，佛說： 

如是無性，非諸佛作，非獨覺作，非菩

薩作，非聲聞作，亦非住果、行向者作，

但為有情於一切法不知不見如實皆空

故，諸菩薩摩訶薩眾行深般若波羅蜜多

方便善巧，如自所覺，為諸有情如實宣

說，令離執著，解脫一切生老病死，得

般涅槃，究竟安樂。 

〔說明〕：這是進一步探討為何諸法自相

空？為何諸法自性空？為何諸法皆以無

性而為自性？這答案是：「非諸佛作，非

獨覺作，非菩薩作，非聲聞作，亦非住

果、行向者作」，換句話說，這是宇宙的

真理，法爾如是。為何諸佛菩薩要對眾

生宣說這個真理？這答案是：諸有情不

知不見諸法自相空、自性空的真理，執

著為自相有、自性有；由於這一錯誤的

執著，眾生因而不斷輪迴，不能解脫一

切生老病死之苦，不能得般涅槃，不能

究竟安樂。諸佛菩薩的出世，就是為了

糾正眾生這一錯誤的執著。但是諸法自

相空而又有種種眾生和業報的存在，這

是一甚深的道理，以下繼續引用經文說

明並釐清一些重要的觀念。 

五、釐清觀念 

《大般若經》〈佛法品〉中說：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若一切法自相皆

空，自相空中如何得有種種差別，謂此

是地獄，此是傍生，此是鬼界，此是人，

此是天，此是種性地，此是第八地，此

是預流，此是一來，此是不還，此是阿

羅漢，此是獨覺，此是菩薩，此是如來？

世尊！如是所說補特伽羅既不可得，彼

所造業亦不可得；如所造業既不可得，

彼異熟果亦不可得。」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一

切法自相空，自相空中補特伽羅既無所

有，業果異熟亦無所有，無所有中無差

別相。」 

〔說明〕：這兒是站在勝義諦的角度來看

補特伽羅、所造業、異熟果，都是自相

空、自性空，因而在自相空中，補特伽

羅和業果異熟都是不可得。若認為補特

伽羅、所造業、異熟果，都是自相有、

自性有，那就落入常見。另一方面，在

世俗諦上，若認為補特伽羅、所造業、

異熟果都完全沒有，那就會落入斷見。 

《大般若經》〈佛法品〉中，佛說： 

然諸有情於一切法自相空理不如實知，

造作諸業，或善或惡。由於善業造作增

長，生人天中；由於惡業造作增長，墮

三惡趣；於善業中，由於定業造作增長，

生於色界或無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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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眾生由於執著「補特伽羅、所

造業、異熟果是自相有、自性有」，因而

造作善惡諸業，而不斷輪迴生死。眾生

有了五趣的生死和業的差別，因而佛陀

施設：「此是地獄，此是傍生，此是鬼界，

此是人，此是天。」這些五趣的生死和

業的差別便是世俗有。 

《大般若經》〈佛法品〉中，佛說： 

由此因緣，諸菩薩摩訶薩修行布施波羅

蜜多乃至般若波羅蜜多，安住內空乃至

無性自性空，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議界，

安住苦集滅道聖諦，修行四念住乃至八

聖道支，修行四靜慮、四無量、四無色

定，修行八解脫乃至十遍處，修行空、

無相、無願解脫門，修行極喜地乃至法

雲地，修行一切陀羅尼門、三摩地門，

修行五眼、六神通，修行如來十力乃至

十八佛不共法，修行無忘失法、恒住捨

性，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

善現！諸菩薩摩訶薩於如是等菩提分

法，無間無缺，修令圓滿；既圓滿已，

便能引發近助菩提金剛喻定，證得無上

正等菩提，與諸有情作大饒益，常無失

壞；無失壞故，令諸有情解脫生死諸苦

惱事。 

〔說明〕：世間有眾生的生死和業的差別

後，為了令這些眾生解脫生死諸苦惱

事，因而佛陀施設：「此是種性地，此是

第八地，此是預流，此是一來，此是不

還，此是阿羅漢，此是獨覺，此是菩薩，

此是如來」以及修行的種種菩提分法：

修行六波羅蜜多，安住於十八空、真如

乃至於不思議界，安住於四聖諦，修行

三十七菩提分法，修行四禪八定，修行

八解脫、十遍處，修行三解脫門，修行

十地，修行一切陀羅尼門、三摩地門，

修行五眼、六神通，修行如來種種不共

法，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

引導眾生分別證得阿羅漢、獨覺、如來

果位。這些道和果的差別安立，便是世

俗有。 

【討論】 

聲聞和菩薩的內觀智慧有何差異？

聲聞和獨覺的內觀智慧是一切智，菩薩

的內觀智慧是道相智，佛的內觀智慧是

一切相智，《大般若經》第 462 卷說： 

佛告善現：「一切智者，謂共聲聞及獨覺

智；道相智者，謂共菩薩摩訶薩智；一

切相智者，謂諸如來應正等覺不共妙

智。」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何故一切智是共聲

聞及獨覺智？」 

佛告善現：「一切智者，謂五蘊、十二處、

十八界等差別法門，聲聞、獨覺亦能了

知法門差別，而不能知一切道相及一切

法、一切種相故，一切智是共聲聞及獨

覺智。」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何故道相智是共菩

薩摩訶薩智？」 

佛告善現：「諸菩薩摩訶薩應學遍知一切

道相，謂聲聞道相、獨覺道相、菩薩道

相、如來道相，諸菩薩摩訶薩於此諸道，

應常修學，令速圓滿，雖令此道作所應

作，而不令其證住實際故，道相智是共

菩薩摩訶薩智。」 

由上可知，聲聞和獨覺的內觀是以

觀照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差別法門

為重點，菩薩的內觀要遍知一切道相，

此中包含聲聞道相、獨覺道相、菩薩道

相、如來道相，並以數「無數劫」的時

間來成熟有情、嚴淨佛土和修大願，圓

滿之後才成佛。 

六、結語 

總之，《大般若經》中的內觀法門，

是以成佛為主要目標，一切智是共於聲

聞和獨覺的內觀智慧，道相智是共於菩

薩的內觀智慧，一切相智是佛的內觀智

慧；菩薩的修學最終要圓滿這三智而成

佛。由於眾生不知諸法自相空，所以一

直流轉諸趣，受無量苦。菩薩從諸佛聽

聞「一切法自相空」後，為欲饒益眾生，

因而立志求證無上正等菩提，行深般若

波羅蜜多，以諸善法攝在其中，無倒修

行諸菩薩行，漸次圓滿菩提資糧。菩提

資糧圓滿之後，才證得無上正等菩提，

以方便善巧來拔除眾生的生死之苦。整

個菩薩道可說是任重而道遠，一方面以

大悲心饒益眾生，一方面以內觀的智慧

照見諸法皆以無性而為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