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般若智慧 

佛教的智慧學------般若 

 

廣  興 

 

一. 什麼是佛教的智慧？ 

 

1.1 佛教的智慧與世俗的聰明不同 

1.1.1 世俗所講的聰明是知識的積累，博學多聞，各種技巧､技能的撐握與

熟練。如電腦技能､工程技能､會計技能､通訊技能等都是。 

佛教所講的智慧叫做“般若＂，它是梵文prajn a  

                                                

的音譯。佛教所講的

智慧，是對宇宙人生的洞察與認識，換句話說､就是對自我和我們所生存的這個

世界的洞察﹐所以它可以使我們得到解脫，獲得涅槃。從這個意義上講，佛教的

般若與解脫同等。根据《大智度論》，般若的意思是“無上智慧＂、“無比智

慧＂、“聖深智慧＂，無有勝者。它是通過修習八正道，六波羅密等，而顯現

之真實智慧，也是修習四禪八定而得來的直覺的智慧，明照法界，洞達真理的

智慧。世界的聰明就像盲人摸象一樣，只看到了局部，沒有看到整體，而有般

若的人能看到一切事物的整體。所以它不同於世間的世智聰敏，超出了世間所

講的聰慧。所以古代的大德在譯經的時候就沒有把它譯成中文，而是保持了原

來的梵文發音。 

 古代在譯經的時候有“五不翻＂，其中一條就是“意義殊勝故而不翻＂，

換句話說，由於它的意義深刻，而且殊勝，無法用中文來表達，如果免強譯出

來，那就會失去它所包含的殊勝意義，因此不翻。這樣的詞彙很多，如“涅

槃＂、“波羅密＂、“三藐三菩提＂等等。“般若＂本是智慧的意思，但為了

保持其殊勝的意義，故沒有譯成中文。 

 1.1.2 我們平常所說的聰明是一種分別的能力，是一種理解的能力，是一

種認識的能力，它可以是好的善的，也可以是不好的惡的。比如我們應用科學

創造了電話､電視､電腦､電影､飛機等等許多有利的東西，它不僅給人們帶來

享受，而更重要的是給人帶來了方便，提高了人的生活水淮。過去玄奘大師去

印度取經，來回的路上就走了四､五年，而且是冒著生命的危險。但是今天，我

們到比印度遠几倍的英國，只需要几個小時就到了，而且生命危險很小，可以

說沒有生命危險。但是科學也給人類帶來了生存的危機，如核武器的發明，原

子彈､氫彈､導彈，還有什麼飛毛腿等等，都給人類的生存帶來了巨大的威脅，

因為在几小時之內，原子彈就可以毀滅整個地球。 

 佛教所講的般若是以戒，也就是倫理道德為基礎，然後通過修習禪定而得

來的無分別智。所以佛教講的般若是有利而無害的。因為，般若中包括無緣大

慈與同体大悲等菩薩思想與精神
1(這一點將在後面的第三､四講中作祥細的討

 
1 從八正道來講，佛教的慧學包括正見與正思維，而正思維又分成：出離心､無緣大慈和同体

大悲，所以佛教的慧學是包括無緣大慈和同体大悲的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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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有般若的人視一切眾生，包括動物在內，平等無二，看到他人受苦，他會

以般若之智去解除他的痛苦。其實這種精神早在原始佛教就有了。 

 所以從這個義意上講，佛教所講的戒定慧三學，如香爐的三只腳一樣，一

個也不可確少。而且戒定慧三學是要同時修的，而不是一個一個的去修。因此

三學是一体的，戒學中有定學與慧學，定學中有戒學與慧學，慧學中又有戒學

與定學。就那戒學來說吧，當我們修學戒的時候，不能以散亂心去學，要一心

一意地去學才有所成，這就包括了定學。在學戒持戒的時候，我們又不能生搬

硬套，要靈活地去學，要有智慧，這就包括了慧學。在印度古代，有人認為像

牛一樣吃草，就可以獲得解脫。這就是一種錯誤的持戒，佛陀曾批評道：“這

樣的人來生轉牛。＂ 

 

1.2 般若智慧的種要性 

修學佛法的人，目的是成佛，成佛需要兩種資糧，一是智慧，二是福德。

佛經里講“佛法如大海，唯智能入。＂我們都知道，釋迦牟尼佛未成道之前叫

喬答摩．悉達多，悉達多的母親是摩耶夫人，大眾知道佛陀的母親是諸嗎？就

是般若。所以《大智度論》中講，般若波羅密是諸佛之母，一切諸佛，辟支佛，

阿羅漢，阿那含，斯陀含和須陀洹皆從般若波羅密生。這里，般若是智慧，波

羅密是到彼岸，所以，般若波羅密就是由智慧而到達彼岸，也就由智慧而得解

脫。因為慧是斷惑証真。智慧可以使我們看到世間萬物的真相，即諸行無常，

諸行皆苦和諸法無我，即無實体的真相。佛在經中曾講了一個比喻，學佛的人

如果沒有智慧，就像盲人進入寶山，只能空手而歸。可見智慧在佛教中所占的

重要地位。那麼有人一定會問，沒有智慧的人就不能學佛了？從佛教的意義上

講，只有証道成佛的人才算是有了般若波羅密智，証得了慧眼，普通的人都沒

有這種智慧。那麼如何才能獲得這種大智慧呢？這就要修慧。 

 1.1.4 平常我們一樣的生活，但是當我們生活中有了般若，我們的生活就

不同了。古語道：“平常一樣窗前月，才有梅花更不同。＂一個農民也渡過他

的一生，一位教授也渡過他的一生，一位哲人也渡過他的一生，但是他們的人

生是各自不同。有人渡過有意義的一生，有人渡過無意義的一生，有人渡過煩

惱的一生，有人渡過快樂的一生。人生中有了般若，我們就可以渡過有意的一

生，快樂的一生。 

 

 1.1.5 三種般若 

 《大智度論》里講到有三種般若︰文字般若，觀照般若，實相般若。這是最

常見的一種分法。文字般若是指諸部般若經典，以及其它的大乘經典，還有所

听到的同類言論，這都屬於文字般若。文字雖非般若，但它是詮解般若之方

便，又能因此而生起般若，故稱文字般若。我們應從文字般若入手，在文字般

若的啟發下，去体悟佛法的深意與真實，然後以此為依，來觀察我們身心內外

的一切事物。從外觀察，世界上的一切事物有三個特性，第一﹕一切的事物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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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常的､變化的﹔第二，由於是無常的，所以一切的事物也是不如人意的，用

佛教的話講就是苦的﹔第三，一切的事物都是都沒一個常住不變的主宰，換句

話說，一切的事物都不是獨立的存在。所以彼支佛在觀察樹木的春生秋落而悟

道。 

 而更主要的是返照自身自心的本源。在觀照般若之中，若能忽然了悟自己

的本來面目，識自本心，見自本性清淨，就証入了實相般若。 

 實相般若是般若的本体，實相就是實實在在的情況，它既不是表面的現

象，也不是幻覺。它是佛教所說的最高境界。因此，實相就是沒有青黃赤白，

長短大小﹔不是有相，也不是無相，不是非有非無，也不是亦有亦無，它離開

一切語言文字。所以佛經里經常講，離言絕相。 

 現在我們舉個例子來說明三種般若的關係。如果我們把文字般若比作車

子，那麼觀照般若就是駕車之技術，目的地就是實相般若。我們可以依靠觀照

般若的技術，駕著文字般若的車子，而達到實相般若之目的地。 

 現在，我們從《心經》來理解三般若，可能就比較容易了。《心經》是整個

六百卷《大般若經》的精髓，所以如果我們能對《心經》有所理解，我們也就了

解大般若經。《心經》的全名是《般若波羅密多心經》。我們從上面所講知道，

般若可以簡單地譯為智慧，波羅密的意思是度，或到彼岸。度是度過煩惱之

河，而到達無煩惱的彼岸，度過痛苦的生死瀑流，而到達遠離生死的涅槃彼

岸。一般人認為，涅槃是一種可想而不可知，可言而不可証的虛幻飄渺的境

界，其實這是一種錯誤理解。用白話來講，涅槃就是安樂、幸福、祥和、宁

靜、清涼。所以整個經題的義思是，用智慧度到安樂、幸福、祥和、宁靜、清

涼的人生之彼岸。 

 我們可以把二百六十多字的一部《心經》看作是文字般若。《心經》的一開

始，我們就讀到︰“觀自在菩薩，行深般若波羅密多時，照見五蘊皆空，度一

切苦厄。＂這是《心經》的第一層。我們都知道，在寫文章時，每一個段落的開

頭都有一個主題句，它概括整段的內容。這一句就是整部《心經》的主題句。下

面所有的文字是，解釋這一主題句的。這句話里的“照＂字，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觀照＂的意思。就是說，觀自在菩薩以觀照般若而澈悟“五蘊皆空＂。

“五蘊皆空＂就是實相般若。這理“五蘊＂既包括了我們人的自身，也包括了

外部的宇宙世界。五蘊皆空是很難理解的，它的大意是說，我們的人生和外部

的物質世界，都是無常的，遷流變化的，其中無有一個實實在在的，永恒的主

宰，所以是空的。由於觀自在菩薩，以觀照般若証得了實相般若，所以度脫了

一切的痛苦與災難。這就是《心經》的大意。 

 這里三般若是一体的，我們不能把它們分開。實相般若是文字般若與觀照

般若的本体，而觀照般若所照的就是文字般若與實相般若，文字般若所表達的

內容，就是實相般若與你如何觀照。 

 在佛陀的教法中多處提到般若智慧，如三學戒､定､慧中有智慧﹔六波羅

密，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也提到智慧。八正道中的正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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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就是智慧，正語､正業､正命是戒學，正精進､正念和正定是定學。大般若

經六百卷講的全是佛教的智慧學。所以我們這次講就依照八正道中的正見與正

思維來講慧學。 

 

二､ 正  知  正  見 

 

 2.1 正見的重要性﹕正知正見是學佛的關鍵 

 現在我們從八正道來講慧學。八正道中的正見與正思維組成佛教的慧學。

正見就是正确的見解，即對人與事物的真實正确的認識與了解，而不是表面的

膚淺的認識。說的更确切一點，正見是對有為法的正确的認識，有為法就是指

我們所在的這個現象世間。根据佛教來講，由於我們沒有對這個現象世間和生

命的真諦有一個徹底的正确的認識，所以我們才流轉於六道輪回。所以佛經中

常講，學佛人若無正見，就象盲人進入寶山一樣，只能空手而歸。 

 因此，正見對於一個學佛的人來說是非常重要的，正知正見是學佛的關

鍵。只有有了正見，即對佛教正确的認識，你才能真正掌握佛教的精髓，從而

得到法益，得到學佛的受用，而不會誤入歧途。有了正見，才能明辨邪見，即

不正确的見解，從而不被誤導。正見就像人身体內的抗体一樣，如果你的身体

內有了抗体，病菌就很難侵入，那麼你就會有一個健康的身体。反之你會經常

生病。持有邪見的人是非常危險的，他不僅危害自己，而且危害別人，就像一

個人得了傳染病，不僅僅是自己痛苦受罪，凡是與他接觸的人也會染上這種病

而受罪。所以佛在經中講，要親近善知識，遠離惡人，因為善知識是有正見的

人，他能使我們轉迷入悟，能使我們在修行道路上前進而不後退。 

 從日常生活中來說，學佛的人有了正見，他就能夠明辨是非、明辨邪正、

明辨真偽。有了正見，家庭就會和合﹔有了正見，生活就會安定﹔有了正見，

工作就會順利﹔有了正見，朋友就會永久﹔有了正見，睦里就會和目﹔有了正

見，同事之間沒有爭斗。如人人都有正見，社會就會和平、繁榮。因為有了正

見就會有正确的認識，遇事就不會亂，并能作出正确的決定，采取正确的行

動，從而避免不必要的你爭我斗，減少不必要的精力上的消耗，時間上的消

耗，甚至是金錢上的消耗。因此，有了正見我們就可以專心學習和工作，造福

自已，也造福人類。 

 正見是真對於邪見來講的，《梵网經》中提到九十六種外道，也就是九十六

種邪見。而這九十六種邪見，佛教把它歸納為五種︰一，身見，就是認為這個

五蘊之身就是我。二，邊見，就是認為我們這個五蘊之身，是斷滅的或是永恒

的兩邊。三，邪見，就是否認因果，不承認善有善報惡有惡報。如佛在世時的

順世外道。四，見取見，就是認為以上的身見、邊見和邪見為真理。五，戒禁

取見，是遵守一些錯誤的戒律，以為由此可以得到解脫。如佛世時的耆那教

徙，認為像牛或狗一樣的生活，就可以得到解脫。 

 還有許多人認為，有神通的的出家人，才是真正的得道的出家人。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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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邪見。在佛陀的一生中，有兩次被要求現神通。第一次是佛陀的一位弟

子，由於佛陀不表演神通，所以他非常失望。於是佛陀對他講︰“沙格陀，我

有沒有曾對你承諾過，你做我的弟子，我給你表演神通？我并沒有這樣的承

諾。＂然後佛陀繼續講到，“不論你有沒有神通，只要你依法而修，你就可以

証得涅槃，得到解脫。＂所以神通與解脫沒有任何關系。所以佛陀在戒律中明

文槼定，佛弟子不得表演神通，否則犯戒。佛把表演神通比作是，很有修養地

位的婦女，在公眾場所表演女士的東西。 

 佛陀在世時，有一個外道住在河邊，專門修練神通，經過多年的苦修，他

終得到了神通。不用渡船，他可以踏著水面過河。有一天，佛陀來到了這條河

邊，等渡船過河。這個外道非常驕傲地對佛陀說︰“我有神通，不用渡船，我

可以渡過河去。＂佛陀問到︰“你修了多少年才得到這樣的神通？＂外道很自

豪地答道︰“要得到我這樣的神通非常不易，我修了几十年才得到。＂這時佛

陀講到︰“你用了几十年的時間，就得到這樣的神通，僅僅可以渡過這條河。

我花几毛錢，就可以乘渡船渡過河去，所以你經過几十年修來的神通也就值這

几毛錢而已。＂ 

 

 2.2 正見的兩個先決條件﹕听聞正法和如理作意 

 2.2.1  正見有兩個先決條件，即听聞正法和如理作意。《經》中講︰“親

近善知識，听聞正法，如理作意，法隨法行。＂用白話來講就是，從善知識那

里學習和聆听正确的、真實的教法，并如理如意地去思考，然後以此來指導我

們的言行。前者是外在，即從他人那里听聞學習，而後者是內在的，我們必需

培養。佛陀在《阿含經》中強調善知識的重要，經曰︰“我由善知識故，成無上

正等正覺，以成道果，度脫眾生，不可稱計，皆悉免生老病死……。與善知識

共從事者，信根增益，聞、思、慧德皆悉備具。＂俗話說，近朱者赤，近墨者

黑。因此，與善知識相共事，我們就可以成為一個聰明的人，智慧的人，善辨

真偽的人。 

 2.2.2 從什麼樣的人才能听到正法 

 從善知識處听聞正法。根据佛教來講，善知識分以下几種︰第一，父母是

我們的善知識，父母生育、養育我們，沒有父母希望自己的子女學坏，所有的

父母都有盼望子女成龍成鳳的心，所以我們要常听父母的忠告，每做一大的決

定都要與父母商義，征求父母的義見。第二，兄妹是我們的善知識，我們的兄

弟姐妹，就如我們的手足一樣，對我們有益而無害。第三，師長是我們的善知

識，我們的師長把知識傳授給我們，把我們從黑暗帶到了光明，從無知帶到了

知識的大海，所以是我們的善知識。這里的師長包括一般的老師，也包括出家

的法師。第四，有修有學的人是我們的善知識，有修學的人必具正見，因為正

見指導人向善，遠離邪惡。具有正見的人是非分明，不做坏事，心意清淨，道

德高尚。與他們交往，既能增長我們的見識和閱歷，又能得到自我修養，從而

放棄那些不良的習慣。《華嚴經》中講到，善財童子參拜了五十三位大德，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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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証道，是最好的例証。反之，如果我們的朋友都是賭博漢，酒鬼，煙鬼，

或者吸毒等等，那我們還能夠清白嗎？因此《法句經》中講︰“莫與惡友交，莫

友卑鄙者，應與善友交，應友高尚士。＂2“與愚者同行，長處憂悲﹔與愚者同

居，如與敵居﹔與智者同住，如會親族。與智者同游，如星隨月。＂3古有孟母

擇鄰的故事，今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成語。這都是同樣的告戒。 

2.2.3 什麼是正法 

根据佛教來講，只要付合下面的三個條件的都是正法，都是佛法。用佛教

的術語來講就叫三法印﹕即諸行無常､諸行皆苦和諸法無我。後來又加了涅槃寂

靜，成了四法印。 

 諸行無常就是指一切的世間法，包括人､動物和物資都是瞬息萬變的，沒有

永恆不變的東西。這也是平常我們所講的一切皆空的道理。因為我們所在的這

個世界和我們人本身都不是永恆的，所以它給我們帶來的也是苦多樂少。由於

一切法，包括佛教的最高真理涅槃都是不斷變化的，所以沒有一個常住不變的

主宰來控制它們，所以一切法無我。 

 我們所听聞學習到的知識是我們思考的資料，從而形成自己的認識和見

解。因此我們必需學習。這里所講的“听聞正法＂中的“正法＂很重要，正法

是有益於身心健康的，可以幫助我們形成正确見解的，我們要遠離那些有害的

不健康的東西。這理需要解釋一下听聞正法當中的“法＂。這里的法不僅僅是

佛法，它抱括所有的知識，如語文、歷史、化學、數學等等。但是，現在社會

上有許多各種各樣的所謂的宗教也好、哲學也好，氣功也好，他們都說自己所

講的是致高無上的法，是超出宇宙的大法，可以讓你立地成佛，可以讓你馬上

得到神通，開天眼開天耳，可以讓你馬上成為百萬富翁，可以讓你去病延年等

等。听起來非常有吸引力，但靜下來一分析，都是水中月，鏡中花，沒有一點

實實在在的東西。這些都非正法，是有害的不健康的法。所以我們要遠離。 

 還有的人認為，如果你不去做某件事，佛或菩薩就會不高興，所以會懲罰

你了，如給你降災了，讓你生病了等等。這一切都是邪法，而非正法。因為佛

與菩薩都是大慈大悲的之人，佛陀在過去無量劫以前，修菩薩行時，曾舍身喂

虎在所不惜，還會為你的一點小事而生气而懲罰你﹖因此這也是一種邪見。在

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所應當注意的是自我的語言和行為。根据佛教來講，

我們自己生活的幸福與否，都是由我們自己而造作的，是我們自己的業力所

致，沒有任何的外在力量可以改變它，所以我們要對我們的一言一行負責。所

以祖師大德多次地講，自作業不可改。 

 這里有兩個例子。大家都知道氣功，最近几年氣功在大陸特別盛行，因此

也出現了種種不如意的現象。我們并不是批評氣功，氣功本來是非常科學的，

它根据人体的生理机能，通過某種方法的修習，從而能達到養生延年的目的，

這是大家所公認的事實。但是有些人學了氣功之後，對它一知半解，以謀利的

                                                 
2 《法句經》第 78 偈。 
3 《法句經》第 207-208 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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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理又去教授他人，所以產生了許多不良的後果。 

 一位鄉間的老太太，患胃病多年，久治不愈。一天听人說，鄰村有一間茶

館，專賣“信息茶＂。那茶很靈驗，包治百病，而且茶師傅還開班傳授信息。

老太太一開始怀著試試的心理去了。邊喝茶邊听講，茶師傅說，只要心誠意

誠，人人可以在茶里帶上信息。喝了几天信息茶之後，老太太感到病情果然好

轉了很多，於是她更加虔誠起來，高价買了信息茶，回家把茶供奉起來，日思

夜想。突然有一天，供桌上依稀出現了菩薩的形象，并且還說︰“如果你不恭

敬，我就不現身。你還有孝心，只罰你三天不吃飯。＂此後三天，無論是丈夫

或該子如何詢問、勸解，老太太都滴水不沾。後來菩薩終於允許她吃飯了，但

是又要她與丈夫離婚，嫁給茶師傅。她剛要表示不同意，就感到全身難受，而

且听到茶師傅說，“你要不听菩薩的話，我就殺了你全家。＂她感到無論怎麼

想，茶師傅都知道。老太太被逼的沒辨法，只有一死了之。就要上吊，幸好被

儿子發現，急時送到了精神病院。醫生檢查後發現，老太太己出現嚴重的胃出

血。 

 第二個例子。小張出生自知識分子家庭，父母都是老中醫，還都練氣功。

但他們只是靜坐調息，練了几十年，雖然練得紅光滿面，精力十足，但沒有像

氣功大師那樣開天眼、開天耳。小張嫌他們不靈，於是就去拜某大氣功師，學

習功法。氣功大師的教法就是不一樣，不用你靜坐，他離你老遠就給你發功，

然後隨你怎麼想怎麼動都行，一會儿就讓你進入飄飄然無我無他的奇妙境界。

學了几天，小張的天眼天耳就開了，他看到如來佛向他微笑，并感到各種信息

不時地涌進他的身体。於是他大喊大叫，還用刀子割破自己的皮膚放“氣＂。

有時他還听到仙樂聲中還伴隨著師傅的聲音，教他如何練功，他就照了去故。

師傅叫他把電線吃到肚子里去，這樣可以收到更多的信息，他就照辦，吞下大

把大把的電線。最後不得不進精神病院治療，先給他注射了強烈的鎮定劑，才

給他做了手術。從以上兩個例子，我們就可以了解到善知識與正法的重要了。 

 2.2.2 如理作意，這是比較難培養的，因為它需要我們對每日生活中所遇

到的事時時有清晰的了知觀察和分析，這樣你會對遇到的事物有便深的認識，

而不是膚淺的認識。所以听聞正法之後，再進行如理作意，這樣才能形成正

見。佛陀經常說他是一個分別說者。就像科學家一樣，把人分析到了最小的細

胞，佛陀把有為法分析到了最小的法，分為百法。所以在《增支部經》中，佛陀

教導卡拉麻族的人，不要道听途說，不要自以為是，甚至不要依賴報導、傳

統，不要依賴羅輯推理，不要依賴表面現象，不要依賴意測“卡拉麻，要多加

分析。當你們确認，這是不健康的、錯誤的、不善的，就放棄它。只有當你們

确認，這是健康的、善益的、正确的、好的，你們再接受，并依之而行。＂
4

 然後佛陀對他的弟子們講，對所听到的教法，不要馬上就接受或拒絕，要

細細的分析，佛陀甚至教誡他的弟子，對如來所講的法也要分析，“汝不應由

尊敬如來故，而接受如來的教法，要像用火來檢驗金子一樣，先進行分析，而

                                                 
4英譯《增支部經》，第一冊，第 170—1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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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做決定。＂只有通過正确的分析，一個人才能夠理解一切萬事萬物之因果

關糸，生滅槼律，也只有這樣，你才能夠領悟佛法的真意，而不是通過抽象的

哲學思維與推測，更不是通過邪見和盲目的信仰。所以佛教不是迷信，而是正

信。凡是迷信的東西都盲目的信仰，還沒有弄清它的來歷之前就去信它。而佛

教所講的東西都是可以實踐的，是人生的真諦。而且也只有對佛法有一個正确

真實的了解，一個人才能對佛法生起真正的正确信仰，這樣的信仰是長久的，

能經得起考驗。所以正見是修學佛法的關鍵。 

 

 2.2.3 不僅是世間的一切法如此，就是佛法也只是一種手段，而不是我們

追求的最終目的。因此佛陀經常把他的教法比作渡河的船只。同樣地，佛法是

幫助我們度過生死之河的船只而已，所以佛法只是起到一個工具的作用而已，

我們不應當對之生起貪著之心。所以佛陀在《金剛經》中講︰“汝等比丘，知我

說法，如筏喻者，法尚應舍，何況非法？＂就是佛法最後都要放棄，更何況那

些不善之法呢！《中部》的第二十二經中，佛陀也同樣的把他的教法比作渡河的

船只，只是一個工具，而不是目的。由此可見，大乘佛教對上座部佛教的批

判，認為小乘只講我空，不講法空是不正確的。這是由於對上座部佛教的不了

解而引起。 

 佛法的作用，在於它能使我們借此而証悟真理，求得解脫。如此佛法只是

相對的真理、俗諦，而非真諦。它是相對於証悟實相而說的。所以根据佛教來

說，強迫他人信仰或不信仰都是不對的，不好的，受到佛陀的遣責。佛教是以

理服人。所以佛教只承認一種奇蹟，那就是宏法的奇蹟，因為在宏法時，佛法

是以理服人。所以當佛陀在那蘭陀時，有些人來見佛陀，并且問到︰“為什麼

你不表演神通，這樣很容易地就使那蘭陀的人民歸信佛教了？＂佛陀講到︰

“我不喜歡那樣做，我喜歡表演的神通只有一種，那就是宏法的神通。＂
5

 

 2.2.4 所有的見也都要去掉，這里的見就是我們通常所說的觀點，見解，

理論等等。因為佛教的最完美的境界是離開一切言說，一切言教，也就是我們

常說的“言語道斷，心行處滅，直指人心，見性成佛。＂就是佛陀的教法也只

是手段，它是我們消除其它一切邪見的手段。這也是為什麼龍樹菩薩不立任何

論點，成了三論宗的特點，只破不立。因為通過學習佛法，也就是通過文字般

若，我們可以獲得一種正見，從而生起觀照般若，然後依此而証悟實相真際，

及實相般若。 

 雖然佛法是一種很好的理論，但是我們也不能教條地執著它。我們也不能

教條地執著我們自己的觀點。因為，當我們教條地執著自己的觀點、哲學、理

想時，我們就不能深入洞察真理，看到真際。原因是，我們會對我們的思想、

觀點、哲學、理想等等生起執著心。一但執著心生起，我們就會認為，這是我

的理想，我的宗教，我的哲學，只有我的是正确的，其它都是不正确的。如此

                                                 
5 長部，第 11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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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生起了貪心。佛教把這種見稱為“見取見＂，它是十種煩惱之一。 

 對見解、認識的執著比對物質的貪要危險的多。中東的戰爭就証明了這一

點。還有許多人為了聖戰而犧牲。我們已經不止一次，從收音机、電視台等的

報導中得知，近年來美國已有好几批人集体自殺。第一次英譯聖經的人，由於

他在翻譯時出了一個錯誤，他因此而失去了生命。以上都是對見解的教條的執

著。對物質的貪求最起馬不會舍命。 

 佛教認識到，我們的貪心對我們的觀念或意識形態有很大的影響。所以在

討論常見和斷見時，佛教說斷見是對空的一種貪，常見是對有的一種貪。因為

這些邪見都是從思想的因素而產生，所以在批評邪見時，佛教總是從思想上分

析，從心理上分析。我們的一言一行，都源於我們的思想觀念，因此絕大多數

的思想觀念都可以追溯到我們的意識形態--貪。首先我們把我們的觀點理論

化，然後使之升化到更高的層次，成為一種意識形態。隨之我們為之而奮鬥、

宣傳。所以所有的意識形態或理想主義都是烏托邦。理想主義給我們社會帶來

許多問題，所以我們不能執著於理想主義。理想主義的危險，佛陀早在公元前

六世紀就已認到了，今天，人們在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看到也体驗到

了它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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