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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學之要在慧學
1．唯慧學足以表彰佛法之特色

1) 一般宗教：總是特重信仰，或仁愛心行
的表現，如基督教、儒教、傳統信仰 …

2) 印度宗教：

• 宗教而哲學，哲學而宗教

• 定：能伏煩惱，但非真實智慧的完成，
而祇是世間的有漏功德

3) 佛教是理智的宗教：唯佛教特重智慧，
故與信願、慈悲等視之，並以智慧為導。



2. 唯慧學能達佛教之奧處
1) 三學：三增上學的層次，如階梯的級級相依，不

可缺一。然究其極，真正導致眾生入解脫境的，
是智慧

2) 六度：大乘法門，以六波羅蜜多為總綱，但依禪
定而修得般若波羅蜜多，才能成就大乘果證

3) 定&慧：

❑ 慧是簡擇，定是「心一境性」。

❑ 慧學總是建立在定學的基礎上，而慧學並不是
禪定

❑ 依定發慧：修得禪定，並不就能發慧，而是依
這修成的定力為基礎，於定心修習觀慧，決不
是說禪定一經修成，就可發慧的。



3、唯依慧學能成聖者

❑佛 (Buddha)：覺者，覺知宇宙世間真
理者。Budh 覺知、認知、了知…

❑菩薩 (bodhi-sattva)：追求正覺的有
情。

❑辟支佛 (pratyeka-buddha)：單一、
獨一的覺者

❑聲聞：聞佛教法而覺悟。



❑佛、菩薩、獨覺、聲聞四聖，皆
依智慧以成聖，所以都不離覺義

❑作為佛教特色的覺慧

❑不是抽象的知識，或是枯燥冷酷
的理智

❑是在悲智理性的統一中，所引發
出來的如實真慧



二、慧之名義 & 究極體相

1、種種名義
•般若（慧）：

•Prajñā-pāramitā：究竟圓滿、到彼岸的智慧

•菩薩修行的因地智，圓滿即為「覺」或「薩婆
若」

•觀與慧：

•慧(jñāna): 了知、認知，「於所緣境簡擇為性」

•觀(vipashana)：依定所起之正思擇、最極思擇。

•修觀成就即為慧



忍：認可，深入了解

智：未證為忍，已證為智。可與「慧」通
用

見：了知 perceive

方便：般若之用

覺：果地上稱

正見：正確的思擇而成為觀念

正思惟：發起身語的內心動力

擇法：對法思察簡擇

修學佛法的，若一下手就都不分別，以為
由此得無分別，對一切事理不修簡擇尋思，
那他就永遠不能完成慧學



2 慧之究極體相

• 初習慧學，總是要依最究竟、最圓滿的
智慧為目標，所以對於慧的真相如何，
必先有個概括的了解。

• 体

▪ Prajñā：直接認知、真觀之智

▪ pra直接

▪ jñā：認知、知道



相：
1) 信智一如

初：信智相關相成 信智一如

菩提願成就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攝菩提願

2) 悲智交融：

菩薩以悲願來三界度生

3) 定慧均衡

定強慧弱不易定中起觀，慧強定弱起不了觀

4) 理智平等

智=能知觀慧 如=所的對象 智=如



三、智慧之類別
1. 生得、加行、無漏慧

1) 生得慧：即與生俱來的慧性、學習理解能
力

2) 加行慧(聞、思、修)：

A. 經高度的理解、思考、抉擇等智力，依
於堅固信念，經過一番的專精篤實行持，
而後才在清淨的心中，流露出來的智慧。

B. *聞所成慧：親近善知識，多聞熏習，以
淨信心，引發一種類似的悟境(思考模式)，
於佛法得到較深的信解



*思所成慧：是以聞慧為基礎，而進一步去
思惟、考辨、分別、抉擇，於佛法有更
深湛的體認，更親切的悟了

*修所成慧：是與定相應，定中起慧觀

3) 無漏慧：

❖經過定慧相應、止觀雙運的修慧成就，更深
徹的簡擇觀照，終於引發無漏慧，又名現證
慧

❖統論修學，必然是依於生得慧，經過聞思修
──加行慧的程序，始可獲到此一目標。如
不以聞思修慧為基礎，無漏慧即根本不可能
實現



注意：

1. 不要將聽經、看經、及研究、講說，
視為慧學的成就，而感到滿足高傲

2. 即使能更進一層的引發聞思修慧，也
祇是修學佛法方便階段，距離究竟
目標尚遠，切莫因此而起增上慢，以
為圓滿證得，或者與佛平等。

3. 要得真實智慧，不能忽略生得及加
行慧，輕視聞思熏修的功行。



2、加行、根本、後得無分別智

• 無分別智：證悟空性而不起自性分別
的智慧

• 加行：即加行慧

• 根本： (定中)證悟真如法性，與法性
相應的如實慧

• 後得： (出定後)通過根本無分別智，
而引發能照察萬事萬物的智慧



3、世間智、出世間智、出世間上上智

世間智：指一般凡夫及未證聖果的學者，
所具有的一切分別抉擇慧力。

出世間智：指二乘聖者超出世間的，能
通達苦空無常無我諸法行相的證慧。

出世間上上智：佛與菩薩所有的大乘不
共慧，雖出世間而又二諦無礙、性相並
照，超勝二乘出世的偏真，故稱出世間
上上智。



4、一切智、道種智、一切智智

1)一切智：

▪ 聲聞、緣覺二乘人之智

▪ 一切：一切法之共相

▪ 一切智：了知諸法共相之智

▪ 聲聞、緣覺二乘人偏重於能達普遍法
性的總相智，故以一切智為名。



2)道種智
▪ 大乘菩薩之智

▪ 道智：了知如何通達法性之智

▪ 種種智：了解各種法門的智慧

▪ 道種智= 道智+種種智

▪ 菩薩度生的悲心深厚，所以他是遍
學一切法門的，真正的修菩薩行，
必然著重廣大的觀智，所以以道種
智為名。



3)一切種智

▪ 佛之智

▪ 一切智：通達諸法共相

▪ 一切種智：通達諸法別相

▪ 一切智智=一切智+一切種智

▪ 大覺佛陀，依無量觀門，究竟通達諸法
性相，因果緣起無限差別，能夠不加功
用而即真而俗，即俗而真，真俗無礙，
智慧最極圓滿，故獨稱一切智智。



四、慧之觀境
▪ 慧：是以分別、抉擇、尋伺等為性

▪ 所觀境：所分別、抉擇的「對象」是
些什麼？

▪ 三種慧觀之境

1. 世間慧：知因果業報等

2. 出世間慧
1) 三乘所共：緣起四諦

2) 大乘不共慧：一切法空



1．世間慧觀：知因果業報

1. 正確的道德觀: 有善有惡

2. 正確的業力觀: 有業有報

3. 正確的三世觀: 前生後世

4. 正確的凡聖觀: 有凡有聖



2．出世間慧
❑佛法最極重視的出世慧，其特質是在一
一法(相)上，證見普遍法性。

❑這依根充又可分為三乘共慧與大乘不共
慧，差別，即是所觀境的不同。

▪ 二乘學者的觀境，可說祇是「近取諸
身」，即直接於自我身心作觀。

▪ 菩薩行者，不但觀察自我身心，而且
對於身心以外的塵塵剎剎、無盡世界，
一切事事物物，無不遍觀。



1) 三乘所共之觀境：緣起四諦

緣起實相：三法印

緣起時間相
諸行無常

本體相
涅槃寂靜

空間相
諸法無我



身心生命的緣起相：四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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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生命的緣起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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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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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愛)

實相

集 苦



身心生命的緣起觀察
空間上的當下觀察：

五蘊：四識住

十二入處：黑牛白牛

六界：四大圍空，識住其中

時間上的流轉觀察：

十二緣起

惑

業
苦



2) 大乘不共之觀境：一切法空

▪ 差別：大乘不共慧的觀境，則是遍
於一切無盡法界。

▪ 重點：雖然遍觀一切，而主要還是著
重自我心身。

▪ 次第：自我身心的觀察，推擴到外界
的無邊有情，無邊剎土，萬事萬物

▪ 觀境：觀境上還是可分事理的觀察



事相上的觀察

A 菩薩因行：
▪ 從因果、善惡、凡聖，前後世等基本
觀念

▪ 更擴大至大乘聖者的身心，無量數的
莊嚴佛土，都為觀慧所應見。

▪ 學佛者最初的如何發心修行，如何精
進學習，層層轉進，以及須要若干時
劫，才算功行圓滿，究竟成佛。



B 佛陀果德的顯示

佛有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功德，如現種種身，
說種種法，

佛的究竟身相，究竟國土，如何圓滿莊嚴。

菩薩的殊勝因行，與佛陀的究竟果德，為
大乘經論的主要內容，也是大乘觀慧的甚
深境界。

初學菩薩行，對這祇能仰信，祇能以此為
當前目標，而發諸身行，希求取證。



究竟理性的体驗
▪ 空之雙關義：

1. 理性義：一切法=緣起=無自性=空
▪ 中論：「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

假名，即是中道義」

2. 體證義：對理的證悟：空=法性、
真如、無我、空性、實際、不生
滅性、如來藏等。

▪ 「一切法無自性空，不生不滅，本來寂靜，
自性涅槃」



大小乘入觀差別

聲聞

▪ 聲聞的證悟法性，
是由無常，而無我，
而寂滅，依三法印
次第悟入

▪ 聲聞：重於自我身
心的觀察，祇要證
知身心無我無我所，
就可得到解脫。

大乘

▪ 大乘觀慧，則直入諸
法空寂門。

▪ 大乘雖仍以觀察無我
無我所而得解脫，但
在前些階段，菩薩卻
要廣觀一切法空。



理事圓融
▪ 初學事理觀察

▪ 事相：因緣果報，身心現像、菩薩因行、
佛果功德

▪ 理相：一切法空無我

▪ 從事入理

▪ 經聞、思、修由事入理，從俗證真。

▪ 證法空性：初地

▪ 理事圓融

▪ 此後乃能即理融事，從真出俗，漸達理性與
事相，真諦與俗諦的統一



五、慧之進修

聞所成慧：養成佛法思惟模式

1. 親近善知識，聽聞正法(自讀經教)

2. 廣學多聞切中佛法精要：三法印

3. 日常生活的應用檢視

4. 宗教行為的配合

5. 宗教實踐：六度

 重於觀念的養成



思慧：佛法的行為的模式

▪思所成慧：行種的意願，意志

▪淨戒具足：八正道之正思惟、正
語、正業、正命，施、戒、忍的
成就

▪對法更深入的探究、認知

▪知行的合一



修所成慧
▪ 與定相應：依定起觀之慧

▪ 未成就稱為修慧，成就即現證慧

▪ 初：定慧分修，終：定慧相應

▪ 修止成定：止為修定之方法，定
為成就

▪ 修觀成慧：觀為修慧之方法，慧
為成就



以「空」為所緣而修止觀[P368] 

止：如修止而已得到輕安，已經成就正定，就
可以不礙假有的空性正見，依定修觀，入於
修慧階段。

觀：那時，以無性空為所緣而修「觀察」，名
『有分別影像』。

止：觀察久了，就以無性空為所緣而修「安住」
──定，名為『無分別影像』（這是不加觀察
的無分別）。

觀：如安住了，再修觀察；這樣的止觀雜修，
都是以無性空為所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