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參加「線上佛經讀誦活動」

願樂欲聞•同游義海 即將開始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摸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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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譯本（現存六位譯師的七個版本）

1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姚秦 鳩摩羅什 弘始四年（401）譯出

2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元魏 菩提流支 永平二年（509）譯出 現存兩種

3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陳 真諦 天嘉三年（562）譯出

4 《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隋 達磨笈多 開皇十年（590）譯出 直本

5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九會〈能斷金剛分〉唐 玄奘 龍朔三年（663）譯出，
即今所見《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

6 《佛說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唐 義淨 長安三年（703）譯出



重譯緣由：唐太宗與玄奘法師問答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七：

帝又問：「《金剛般若經》……，未知先代所翻，文義具不？」

法師對曰：「此經功德，實如聖旨，西方之人，咸同愛敬。今觀舊經，亦微
有遺漏，據梵本具云『能斷金剛般若』，舊經直云『金剛般若』，欲明菩薩
以分別為煩惱，而分別之惑堅類金剛，唯此經所詮無分別慧乃能除斷，故曰
『能斷金剛般若』，故知舊經失上二字；又如下文，三問闕一，二頌闕一，
九喻闕三，如是等。……」

帝曰：『師既有梵本，可更委翻，使眾生聞之具足。然經本貴理，不必須飾
文而乖義也。』故今新翻《能斷金剛般若》，委依梵本。奏之，帝甚悅。」



玄奘法師謂舊經「九喻闕三」，所指為何？

鳩摩羅什譯文：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玄奘譯文：

「諸和合所為，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
應作如是觀。」

梵語九喩：流星（tārakā）、翳（timiraṃ）、燈光（dīpo）、幻（māyā）、露
（vaśyāya）、泡（budbudaḥ）、夢（svapnaṃ）、電（vidyud）、浮雲（abhraṃ）



尊重不同的翻譯策略

不論採取「直譯」或「旨譯」等不同的翻譯策略，譯師們皆儘可能忠於

原典，不會因為師承或學術派別而任意增減或曲解經義。

後世所見譯文差別，除翻譯風格等主觀因素，尚須考慮所依胡本（中亞

語系）、梵本（印度語系）原先已存在不同寫本的客觀因素；天竺梵僧

或中亞胡僧重視「多聞憶持」的文化背景，可能也非重視「文字寫錄」

的漢僧所能想像。



現存可供對照之原典

1. 英國牛津大學刊印本（Friedrich Max Müller，1881）：現存最完整者，

能與笈多法師漢譯本對應。

2. 中亞本（Marc Aurel Stein，1900）

3. 吉爾吉特本（於Gilgit發現，1931）

4. 史格尹珍藏本（Schoyen Collection）：與吉爾吉特版本接近，有學者

認為可能來自玄奘《大唐西域記》所記梵衍那國說出世部寺院。



釋論

名稱 造論 譯者 備註

金剛般若論
無著出頌

世親造論

菩提流支 題「天親菩薩造」，附流支譯本經文可供對照

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
論釋

義淨 依論本翻，另有頌文別行

金剛仙論
金剛仙

（菩提流支）
菩提流支 釋世親論（解釋流支所譯《金剛般若論》) 

金剛般若論

（般若七門義釋）

無著

（或說世親）
達磨笈多 二卷本（高麗藏）、三卷本（宋元明藏）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破取著
不壞假名論

功德施 地婆訶羅等 自述「開於中觀門，略述此經義」

能斷金剛廣釋 蓮花戒 （無漢譯本） 收錄於德格版丹珠爾No. 3817



漢文注疏舉隅（一）

時代 注疏者 題名 備註

東晉／南朝劉宋 僧肇（存疑）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注 依羅什譯本

？ 智顗（存疑） 金剛般若經疏 依羅什譯本

南陳、隋 吉藏 金剛般若疏 依羅什譯本

大唐 慧淨 金剛般若經註 依羅什譯本，庾初孫請託而註

大唐 智儼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略疏 依流支譯本

大唐 窺基 金剛般若經贊述 依羅什譯本

大唐 窺基 金剛般若論會釋 會釋五經、二論



漢文注疏舉隅（二）

大唐 道氤 御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宣演 依羅什譯本，宣演唐玄宗注本

大唐 曇曠 金剛般若經旨贊 依羅什譯本

大唐 空海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開題 依唐密宗義解釋

大唐 宗密 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 依羅什譯本，子璇治定

大宋 子璇 金剛經纂要刊定記 依羅什譯本，解釋宗密纂要

大宋 柏庭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會解 依羅什譯本，以天台宗義融會各家

大明 宗泐、如玘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註解 依羅什譯本，應明太祖詔令作

大明 德清 金剛決疑 依羅什譯本

大明 智旭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破空論 依羅什譯本



流傳掌故舉隅

法會因由分第一 善現啟請分第二 大乘正宗分第三 妙行無住分第四

如理實見分第五 正信希有分第六 無得無說分第七 依法出生分第八

一相無相分第九 莊嚴淨土分第十 無為福勝分第十一 尊重正教分第十二

如法受持分第十三 離相寂滅分第十四 持經功德分第十五 能淨業障分第十六

究竟無我分第十七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法界通化分第十九 離色離相分第二十

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 無法可得分第二十二 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 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 法身非相分第二十六 無斷無滅分第二十七 不受不貪分第二十八

威儀寂靜分第二十九 一合理相分第三十 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

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501-531）將鳩摩羅什所譯《金剛經》析為三十二品，頗為流行。
觀其科目，似難直契義理，但能呼應彼時江南文學風潮，錄此聊備一參：



現存世界上最早標注年代之印刷品

唐開元二十四年（736），
大唐玄宗欽定《金剛經》為
佛教經典代表，頒行天下。

敦煌出土《金剛經》為現存
最早標注年代之印刷品（公
元868）。

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從道士
王圓籙購得，有「咸通九年
四月十五日」字樣。



理解藏傳《金剛經》之背景脈絡（一）

藏傳佛教甘珠爾（佛說部）之金剛經譯本，題為 འཕགས་པ་ཤེས་རབ་ཀྱི་ཕ་རོལ་ཏུ་ཕྱིན་པ་རོ་རེ་གཅོད་པ་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

（聖般若波羅蜜多能斷金剛大乘經），別稱「三百頌般若」。按西藏佛教學術傳統對般若系

經典「六母般若，十一子般若」之說法，列為「子般若」之一部。

2009年10月15-17日，尊者於印度達蘭莎拉大乘法苑為臺灣請法團開示：

般若波羅密多有：道以及果，還有其前行，亦即對資糧、加行道等作宣說的經典：

經典般若波羅蜜多。其中，翻譯成藏文的有：廣《般若》十萬頌，中《般若》二萬

頌、二萬五千頌，以及八千頌、一萬八千頌等；對於《般若》經典，一般是說成有

「十七部母子般若」。



理解藏傳《金剛經》之背景脈絡（二）

2010年，尊者於印度達蘭莎拉大乘法苑為韓國請法團開示：

一般《般若》經典分為廣中略三種；其中，廣《般若》又分為廣中略三種，中《般若》也分

為廣中略三種，略《般若》也分為廣中略三種；共九種。《般若》最廣泛的是五百卷，五百

卷《般若》聽說有漢譯本，但沒有藏譯。然後是四百卷，這也沒有藏譯本。藏文譯本在廣中

略三種當中沒有廣中二類，有略本《般若十萬頌》十二經函、十萬偈頌文。《十萬頌般若佛

母》算是廣《般若》當中的略本，這個有藏譯本。然後中等的是《般若》二萬頌、一萬八千

頌。總之，略本之三種有藏譯本，接著是八千頌，然後最簡略的是略本當中的《攝頌》。藏

譯本有的《般若》應該就是《現觀莊嚴論》所提到的《般若佛母》，以及不具完整性、屬於

簡攝要義所宣說的子般若；母子《般若》總共是十七部。在《般若》的解釋本當中，主要有

彌勒怙主的《現觀莊嚴論》；因為《現觀莊嚴論》宣說了《般若》的隱義，所以非常廣泛。



善解部派、學派、宗派、教派的主張（一）

無論「經典」或「論典」，雖然各有其不共意趣，但是不宜貿然根據漢地之

「判教」或藏地之「宗義判釋」而歸入特定派別。即使某些論典明顯成為後

世某派別的鮮明標誌，亦與論師的造論意趣沒有直接關連。

譬如般若系經典，可從中觀深見趣入，亦可從瑜伽廣行趣入，形成風格迥異

的釋論（如《中論》、《大智度論》、《現觀莊嚴論》等）。此等方便後人

理解與詮釋的方案，應考慮「因材施教」背後的歷史、政治、社會、文化等

複雜因素。



善解部派、學派、宗派、教派的主張（二）

為何對經典的理解不宜和特定部派、學派、宗派或教派的觀點掛勾？最明顯

的理由在於：當佛陀以人類的形象在地球上行走時，尚無這些派別或宗見；

雖然現存經典多是通過特定派別口耳相傳或抄錄，方得傳諸後世，但是經典

本身並非某個派別或宗見的產物。

相關論題，另見：

〈近代佛學研究的方法論轉向〉

〈意義的浮現與消逝：幾個常見學術用語的解讀〉



般若系經典常見的表達方式

（俗諦唯假名，真諦畢竟空）

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0751a27] → 總則

佛說般若波羅蜜，則非般若波羅蜜。[0750a12] → 經題

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則非眾生。』

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則非世界，是名世界。

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



《金剛經》典型句式：「即非……，是名……」

「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0750a21] 

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達
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0751b05] 

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是名為心。[0751b24]

所言善法者，如來說非善法，是名善法。[0751c24]

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
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0752b17]



《金剛經》專談 空性（śūnyatā） ？

本經極少出現的「空」這個字眼，其義為何？

「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 ākāśasya(ākāśa) 可思量不？」[0749a16] 

佛告善現：「於汝意云何？東方虛空可取量不？」（玄奘譯本）

「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 ākāśasya(ākāśa) 可思量不？」[0749a17] 

「善現！如是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周遍十方一切世界虛空可取量不？」（玄奘譯本）

「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燃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
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 virāgitāḥ(vi-√rañj-1) 者。」 [0750c27]



【序分】

緣起證信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

舍衛大城乞食。

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

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

而坐。



【正宗分】

當機讚請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眾中，即從

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

掌恭敬而白佛言：

「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

薩，善付囑諸菩薩。

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

云何降伏其心？」



離相伏心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

其心：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

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

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

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

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

何以故？

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

壽者相，即非菩薩。」



深信無住

佛告須菩提：「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

信心，以此為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

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

如來悉知悉見。是諸眾生，得如是無量福德。

何以故？是諸眾生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

非法相。何以故？是諸眾生若心取相，則為著我、人、眾生、壽者。

若取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

人、眾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

『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



無住生心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

所，於法有所得不？」

「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

「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

「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則非

莊嚴，是名莊嚴。」

「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

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

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請示名持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

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

佛告須菩提：

「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

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

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則非

般若波羅蜜。」



菩薩無我

「須菩提！菩薩亦如是。若作是言：

『我當滅度無量眾生。』則不名菩薩。

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薩。

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

眾生、無壽者。』須菩提！若菩薩作

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

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即

非莊嚴，是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

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遣執蕩相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

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

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則是如來。」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

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流通分】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

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薩心

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

為人演說，其福勝彼。云何為人演說？不取

於相，如如不動。何以故？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

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迴向文】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與眾生 皆共成佛道



【迴向文】

文殊師利勇猛智 普賢慧行亦復然

我今迴向諸善根 隨彼一切常修學

三世諸佛所稱歎 如是最勝諸大願

我今迴向諸善根 為得普賢殊勝行

我此普賢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迴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剎



願我能於一切生，荷擔佛教之重責；

縱使未能擔大任，猶然尚存關切情，

憂疑教法將衰微。

遍知多波巴所說

敦珠貝瑪南嘉譯

Joanne校訂



下期活動預告

2022年10月25日

中原時間 晚上 20:00 - 20:50

《聖彌勒發趣大乘經》

聯繫我們：info@ymfz.org

網站地址：www.ymfz.org

願樂欲聞•佛經讀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