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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緣起

（釋厚觀）

佛法說：要轉凡成聖，必須體悟「我空」（眾生空）﹔菩薩要法門無

量誓願學，卻叉不能執著任何一法，必須體悟「法空」﹔如菩薩修學布施

波羅蜜，要通達三輪體空（施者空、受者空，所施物空）。由此可見，

「空」在佛法中的重要性。

印順導師說：「空」為佛法的特質所在，不論大小乘，空宗或有宗，

都不能不說到「空」。而各經論、各學派雖然都談空，但彼此間有什麼異

同呢？印順導師特別針對〈阿合經〉、部派論書、《般若經﹜及龍樹菩薩

論典的「空」’作一番詳細地探究，以闡明「空的實踐d性」與「理論的開

展」，而完成了這本《空之探究〉之巨作。

印順導師在此書中提出了許多重要的觀念，值得我們深入思惟、體

會，在此略舉幾項提供參考。

一、「無我、無我所」是「空」的要義﹔空三昧與無相三昧、無願三

昧並稱為「三三眛」，而「空」為三三昧之先導，如果證得無

漏，則稱為「三解脫門」。

二、雖然同樣是修「空三眛」或「無相三眛」等，但有的能超凡入

聖，有的卻招感「無所有處天」或「無想天」等天界果報。到底

問題出在何處？導師引《中阿合經〉說：即使修行者所修的是正

觀，只要心有所樂著，就不得解脫了！

三、佛法的解脫道，是依止禪定（未到定、中間定、四根本禪、前三

無色定），發真實慧，離欲得解脫。觀有兩種：「勝解觀」與

「真實觀」。「勝解觀」，如「不淨觀、十遍處」等，其實這是

「假想觀」’是誇張的想像所成的定境，雖能暫時降伏煩惱，但

無法得究竟解脫。欲得解脫，必須要「真實觀」。但「真實觀」

叉有自相作意與共相作意。自相作意，如觀地、水、火、風等，

地的特，性是堅硬的，水是濕的，各有個別的特，性（自相）﹔但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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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斷煩惱得解脫的，必須通過「真實觀」的共相作意才行！共相

作意，如觀無常、苦、空、無我，或是三法印一一諸行無常、諸

法無我、涅槃寂靜，通達這樣的共相，才能斷章煩惱得解脫。

四、「空」不但是離妄執煩惱，也顯示寂滅的涅槃，具有「虛妄不實」與

「女日實真相」雙閥的意義。

五、〈阿含經〉多說「蜂起、中道」’〈般若經〉多說「空性、假名」

龍樹菩薩善巧貫通了聲聞與大乘，而於《中論〉中說：「因緣所生

法，我說即是堂，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龍樹菩薩認為：諸法

因緣生（「緣起」），既是緣起，即無自性（沒有不變性、獨存性、

實在性）﹔這樣的緣起無自性，我們稱之為「空」﹔而此空也是「假

名」，不能執著有實在的空，因為「大聖說空法，為離諸見故﹔若復

見有笠，諸佛所不化。」而龍樹主張的「空」’是「勝義畢竟空，世

俗假名有」，如能正確體解「空」’則此「空」即是「中道」，而不

是「不墮入空這一邊，也不落入有這一邊，另外有一個中道」！

其實，即順導師的文字很精鍊，幾乎每個地方都是重點，在此無法一

一列舉，還請讀者細讀原書慢慢參究。除了《空之探究〉之外，印順導師

還著有（陸空學探源〉、〈般若經講記〉、〈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

展〉（第十章般若波羅蜜法門）、《中觀今論〉及〈中觀論頌講記〉等有

關「空」之著作，非常僻等參考。

筆者於福嚴推廣教育班（第7期至第10期）講授《空之探究〉課程﹔為

了講授的方便，除了摘錄《空之探究〉要義之外，並補充許多經論的出

處，而編了這本〈空之探究講義〉。這門課程從2004年 3月起，至2005年

12月止，於每週三晚上7點至9點講授，參與的學員，無論是自台北南下新

竹，或是自台中北上，精進修學，風雨無阻，令人讚歎！

近年來常有法友詢問如何取得《空之探究講義》，也有居士提議出版

流通﹔筆者有感於求法者之殷切，也就隨喜印刷流通，然而疏漏、錯誤之

處在所難免，還望讀者不吝指正！

2010年1月3日，於慧日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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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印順導師治學的基本方針

《空之探究〉序 1 

釋厚觀（2004.3.3}

（一）我（印順法師）在〈中觀今論﹜中說：「在師友中，我是被看作研

究三論或空宗的」。我「對於生宗根本大義，確有廣泛的同情」，

但「我不能層於空宗的任何學派」 1 。

（二）面對「現實的佛教」，總覺得與「佛法」有一段距離。我的發心修

學，只是對佛法的一點真誠，希望從印度傳來的三藏中，理解出

「行持」與「義解」的「根源」與「流變」，把擅更純正的，更少

為了適應而天（神）化、俗化的佛法。這是從寫作以來，不敢忘失

的方針。

二、寫作《空之探究〉的動機

為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的寫作，在閱讀〈般若經〉時，

想起了三十多年前，〈中觀今論〉的一個見解：「中論是阿含經的通

論」﹔「中論確是以大乘學者的立場，．．．．．．拱發阿含經的緣起深義，

將（大乘）佛法的正見，確樹於緣起中道的學石」 2 。

1 印順法師著〈中觀今論〉 〈自序） p.1 。

2 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今論〉第二章第二節〈中論為阿含通論考） p.17-p.24 。

〈中論〉是〈阿會經〉的通論，是通諭〈阿含經〉的根本思想，抉擇〈阿會

經〉的本意所在。這種說法，可從三方面去加以說明：

（一） 《中論〉所引證的佛說，都出於《阿合經〉。

（二）從〈中論〉的內容去看，也明白（中論〉是以〈阿含經〉的教義為對

象，參考古典的阿昆曇’破斥一般學者的解說，顯出塵曇緣起的中道

真義。

（三）從《中論〉開首的歸敬頌來說：緣起就是八不的中道。〈中論〉以中

為名，即以八不顯示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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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論斷，出於個人的論斷，不一定能受到佛學界的認可。對於《般

若經〉的空義，既有了較明確的理解，不如從「阿含」、「部派」、

「般若」、「龍樹」’作一番「空之探究」’以闡明「空的實踐d惶」

與「理論」的開展。這一構想，就是寫作本書的動機。

三、「阿含」、「部派」、「般若」、「龍樹」之空

（一）「阿含」的空：是重於修持的解脫道。（參見《空之探究〉第一章）

（二）「部派」的空：漸傾向於法義的論究。（參見〈空之探究〉第二章）

（三）「般若」的空，是體悟的「深奧義」。（參見〈空之探究〉第三章）

（四）「龍樹」的空，是《般若經〉的假名、空性，與〈阿合經〉緣起、

中道的統一。（參見〈空之探究》第四章）

「大乘佛法」的一切法空，不離「佛法」一一緣起中道的根本立場﹔

是「中論」（理論的），也是中觀（實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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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阿含》一一空與解脫道

第一節 引言（p.1～p.10)

釋厚觀（2004.3.3)

一、「空」為佛法的重要論題（p.1)

空（ siinya, s吋益的與空性 c siiny呦， s咄直前a) i ，是佛法中的重要術

語。在佛法的弘傳流通中，「空」義不斷的發揚，從佛被稱為「空

王」’佛教被稱為「空門」’就可以想見空義的廣大深遠了。

「空」與「空性」的早期意義，到底表示了什麼？

在什麼情況下，空性竟表示了最普遍的真理，絕對的真理呢？

佛法所處理的問題，本是當時印度宗教界的共同問題。

卜面對生而叉死，死而叉生一一「生死流轉」的事實。

2 、而求得生死的徹底解脫一－ r涅槃」’也就是最高理想的實現。

3 、事實與理想，原則上大致相近，而怎樣來實現解脫，各教派所提出

的見解與方法，卻各不相同。

釋尊基於人生真義的大覺，提出了獨到的正道一一中道。

l 《空之探究） p.54: 
堂與生性，在舊擇中，都是一律譯為室的。自玄槃譯出瑜伽悉的論典，才嚴格

的分別堂典空性﹔以為室走邊遠畫畫色的，室士生是豈宜直盤，是離妄執而顯的法

性，所以是如實有的。

初期佛典中，堂與生性有仟麼分別呢？如「空諸欲」’「空世間」，「食

堂、嗔堂、寢室」’「堂欲漏、空有漏、空無明漏」’「我我所空」，「無

常、苦、堂、無我」，在巴利文中，都是空一－suiifia 0 

如「！童心解脫」’「空解脫」， 「空三味」’「室等至」 ，「室住」’「內
笠、外笠、俱空」（以上三種笠，在《無礙道論〉中，也是空），〈空小

經〉，〈堂大經〉：凡是作為觀名、定名或經名的，都是空性一－s曲直a緝。

印順法師認為，「空」不只是否定詞，離妄執煩惱是空，也表示無累的清

淨、寂靜。「空性」’是空的名詞化。初期聖典中的空性，並無空所顯性的

意義﹔只有「出世空性」’是甚深的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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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尊的原始教說，實際上並沒有以「空」為主題來宣揚，但佛法的特

性，確乎可以「空」來表達。所以在佛法中，空義越來越重要，終於

成為佛法甚深的主要論題。

二、初期聖典（p.2)

空與空性，先依初期聖典來觀察。那些是初期聖典呢？代表初期的契

經，現存漢譯的四阿合經，及巴利藏的五部。

（一）漠譯阿合經

1 、〈雜阿合經〉，宋求那跋陀羅譯（俟失二卷）。（說一切有郁的誦本）

2 、《中阿合經〉’東晉僧伽提婆譯。（說一切有部的誦本）

3 、〈長阿合經》’後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法藏部的誦本）

4 、《增壹阿含經〉’存秦曇摩難提譯出，由東晉僧伽提婆改正。（大農

部末派的誦本，已有大乘思想）

于此外，有〈別譯雜阿含經〉，失譯，是〈雜阿含經〉的一部分。（可

能是飲光部的誦本）

（二）巴利藏五部（赤銅鍊部的誦本）

1 、〈長部〉。（與〈長阿合經〉相當）

2 、《中部〉。（與《中阿合經〉相當）

3 、〈相應部〉。（與《雜阿合經〉相當）

4 、《增支部〉。（與〈增一阿合經〉相當）

5 、〈小部） 2 ，共十五種。 3其中，二、《法句〉﹔五、〈經集〉。〈經

2 ｛小部〉或〈雜藏》相關詳細研究可參考印順法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

十一章， p.793-p.866 ﹔（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 p.77-p.80 。

〈小部〉或《雜藏〉，完整而流傳到現在的，只是銅鍊部本。其他部派的，沒有

傳來，或僅傳一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p.794)

3 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 p.36-p.37:

南傅的〈小部〉，共有十五種： 1 、〈小誦） '2 、〈法句〉’ 3 、〈自說〉

4 、《如是語〉’ 5 、〈經集〉’ 6 、〈天宮事〉’ 7 、〈鐵鬼事〉’ 8 、〈長老

偈〉’ 9 、《長老尼偈） ' 10 、《本生） ' 11 、〈義釋） ' 12 、〈無礙解道〉
13 、《譬喻） ' 14 、《佛種性） ' 15 、〈所行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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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分「蛇晶」，「小品」’「大晶」，「義晶」’「彼岸道

晶」：是《小部〉中成立比較早的。

（三）別說〈雜阿含經〉

這些早期教說，《雜阿含經〉是其他三阿含的根本。 4

《雜阿合經〉可分為三類：

1 、「修多羅」 5 ，是簡短的散文。原始結集者，將一則一則的佛說，隨

類而集成四部：

五蘊，玄虛，因蠱，這益。這是隨類而集成的，所以名為相應教﹔

相應也有雜廁的意思。這是最原始的教說，不過現存的已難右徬鼎

的成分。

4 印順法師著〈雜阿含經論會編（上） } p.7-p.8: 
回阿令組，一向以為是同時集成的，但在近代研究中，雖意見不完全一致，而

同認為成立是有先後的。關於四阿含經集成的先後，《瑜枷論攝事分〉中，意

外的保存了古代的結黨傳說，居全示了一項重要的意義，那就是四阿舍是以《雜

阿令經﹜為根本的，如《論〉（攝事分）卷八五（大正 30 • 772c）說：
「雜阿笈摩者，謂於是中，世尊觀符往往所化，宜說如來及諸弟子所說相應，

蘊、界、處相應，緣起、食、諦相處，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文、道

文、入出息念、學、證淨等相應﹔又依入眾說，取相應。．．．．．．即使一切事相應

教，間廁鳩集，是故說名雜阿笈摩」。

「即復相應教，復以餘相處中而說，是故說名中阿笈摩。即彼相應教，史以餘

相廣長而說，是故說名長阿笈摩。即使相應教，史以一二三等漸增分數道理而

說，是故說名增－阿笈摩」。

佛法只是「一切事相應教」’隨機散說，依相處都顯而集成的，是〈雜阿令

經〉。然後依不同意趣，更為不同的組織，成為《長〉、《中〉、《增一〉

（約「分數」說，名為〈增丈〉）一一三部。三阿舍的法義，雖有不同的部

分，但搶到佛法根本，不外乎固有的「一切事相應教」的闡明，所以四部都被

稱為「事契經」。

另參見：印順法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p.631 。

5 (1 ）印順法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p.501-p.502 : 

「修多羅」的定義是，結黨所成的，貫穿攝持的意思。這襄面，沒

有略說與廣說，長行與偈頌等任何區別。這一定義，含義最廣，可

通於「一切經」，而不限於「九分」典「十二分教」帝的「修多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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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祇夜」 6 ，與〈相應部〉的「有偈晶 l 相當。祇夜本是一切偈頌的通

稱，由於「有偈品」成為相應修多羅的一分，其他偈頌，如〈法句〉

《經集〉等，就被稱為「伽陀」’「優陀那」 7了。

3 、「記說」 8 ，有「弟子記說」與「如來記說」。「弟子記說」’重監全

且盜墓，已有解說「祇夜」的經說。

(2）印順法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p.493 : 
教法在次第集成中，以形式或內容不同，漸形成不同的部類。把不同的部

類，綜合起來，成為「九分教」’這是教法的原始分頰。

「九分教」是：「修多羅」、「祇夜」、「記說」、「伽陀」、「優陀

那」、「本事」、「本生」、「方廣」、「未曾有法」。

然在佛法的開展中，特別是律部輿論議的發達，對於聖典的部類，戚到有

補充的必要，於是又增加而綜合為「十二分教」。「十二分教」是：九分

以外，又加入「因緣」、「譬喻」、「論議」。

有關「九分教」及「十二分教」之定義，詳見印順法師著著，〈原始佛教

聖典之集成〉〈第八章九分教與十二分教） , p.493-621 。

6 印順法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p.512: 
祇夜，或音譯為歧喪。義譯為應頌、重頌、歌詠等。這是與「修多羅」一一長

行相對，而屬於韻文的一類。

印順法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p.518 : 
〈大昆要沙論〉，以〈雜阿含﹜的「結集品」、「結集文」為「祇喪」’得
〈瑜枷論〉而明了出來﹔這是符合原始結集實況的。「益相處」等長行，稱為

「修多羅」。結集後，「結為啞陀南頌」’確乎是「依前契經散說文句，後結

為頌而諷誦之」。「結集文」（結頌）與《雜阿含〉的有偈部分相結合，總稱

「結集品」。這都是近於世俗的偈頌，名為「祇夜」口．．．．．．「依前契經散說文

句，後結為頌而諷誦之」’確有「應頌」、「重頌」的意義。

7 印順法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p.539-p.540 : 
「伽陀」典「優陀那」，都是偈噸。．．．．．．「枷陀」’音譯為伽他、偈等﹔義譯

為頌、諷誦、詩偈等。．．．．．．這是有韻律的文學作品﹔顯著的特色，是「結句

說」’與長行宜說的散文不同。

「優陀那」義譯為讚歎、自說、自然說，等。本義為由於驚、喜、怖、悲等情

風，自然舒發出來的音聲。所以古人的解說，主要為「~興語」、「自然說」

一一二類口

依《大昆要沙論〉：「結集文」典「結集品」以外的偈頌，以結句諷誦一一以

詩歌的體裁來吟詠佛法的，是「枷他」。因憂辜的嬴觸而發為偈頌的，是「優

陀那」一一「自說」。
8 印順法師著〈雜阿合經論會編（上） } p.25: 
〈大昆要沙論〉的解說「記說」’先的問答的人說，舉如來，弟子，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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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阿含經〉有這三分9 ，集出是有次第先後的10 。現存的漢譯與巴利

文藏，不但集出有先後，而且都是部派的誦本，含有部派的成分，這

是不可不加注意的！

三、與「空」有闊的幾個重要語詞（p.3-p.8)

卜空屋、空舍。（p.3)

2 、空宮殿。（p.3-p.4)

3 、空住、空三昧。（p.4-p.6)

4 、空諸欲（空五欲）。（p.6)

5 、世間空、空世間。（p.6-p.7)

6 、空心解脫（貪瞋癡空）。（p.7)

7 、出世間空性＝涅槃。（p.8)

「如來記說」’「弟子記說」（還有「諸天記說」），不正是〈瑜伽論〉所說

的，「如來所（記）說」’「弟子所（記）說」嗎？次的問答的法說，是「四

種問記」’「所證所生處等」。「四種問記」一一一向記，分別記，反詰記，

捨置記，可說是一切問答的方式。．．．．．．在法義分別以外，「記，說」又著重於三

乘聖者的「所證」，如預流與阿羅漢呆的記說﹔以及佛弟子的「所生」’死了

以後的未來生處。可見在法義問答分別以外，更有對於深秘的事理，作明顯

的、決了（無疑）說的特性。

9 ｛雜阿合經〉包含了三部分：「修多羅」’「祇夜」，「記說」。

印順法師著〈雜阿合經論會編（上） ) p.27-p.28 : 
原始結無的，是精筒的長行直說，依文體而名為「修多轟」’依類籌集，所以

名為「相應」。原始的「修多羅」（相應），相當於蘊﹔處﹔緣起、食、諦、

界﹔念住等道品。佛說，長行是「修多羅」’為了記憶，又結經為攝頌一一「結
黨文」，而有偈頌的「祇喪」：這是原始二部成立的過程。不過，新的經說，

還在佛教界的不斷的傳出。在文艦上，有長行的，也有偈頌的。有偈的一部

分，比附於「結集文」，而成為「結集品」的「祇夜」。在內容土，有如來記

說的，有弟子記說的，有諸天記說的。這些，多有顯了分別法義，說明深秘事

理的特性，這就是「記說」。．．．．．．可以肯定的，「祇夜」典「記說」一一「如

來記說」、「弟子記說」，曾集成一類而別行，這就是「少分阿含」。但「祇

在」’早典「修多羅」相聯合，「記說」也附於「修多羅」’ 9冬於綜合為大部
一一〈雜（相應）阿含〉，〈雜阿合經〉也就色含了「修多羅」’「祇夜」

「記說」一一三部分。

10 詳見印順法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九）〈原始集成之相應教＞ p.629-
p.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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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屋、空舍

在初期聖典中，空與住處有關，如〈相應部〉（五四）「入出息相

應」說：

比丘！往阿練若，往樹下，往堂屋，結跡，跌坐，正身，修普前念，

正念入息，正念出息。 11 （日譯南傳 16 下， p.181)

佛與出家弟子的修行處，經中一再說到：阿練若，樹下，空屋。這三

處是最一般的，還有岩洞，塚間等地方。

空屋（ s咄nagara），或譯為空閑處，空舍，空所，靜室等。

與SU豈宜agara大體相同的，還有譯為空舍的suiiiia-geha 。 12

11 ｛相應部〉（十）〈入出息相應〉（漢譯南傅 18 ' p.164 ）。

〈雜阿含經〉卷 29 （第 803 經）（大正 2 • 206a14-b14) 
如是草地開：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圈。蘭時、世尊告諸比丘：「修習安

那般那念，若比丘修習安那起那念，多f學習者，得身心JI:.. 息，有覺有觀，在

滅，純一，明分想修習滿足。何等為f學習安那般那念，多f學習已，身心止息，

有覺有觀，寂滅，純一，明分想修習滿足？是比丘，若依眾落、成色止住，晨

朝著衣持悴，入村乞食，善護其身，守諸根門，善繫心住。乞食已，還住處，

舉哀悼，洗足已。或入林中、間房、樹下，或空露地，端身正壘，繫念面前，

斷世貪愛，離欲清淨﹔嗔急﹔睡眠﹔掉悔﹔提斷，度諸疑惑，於諸善法心得決

定。遠離五蓋煩惱，於心令慧力贏，為障礙分，不趣涅槃。念於內息，繫念善

學﹔念於外息，繫念善學。（ 1) 息長，（2）息短。（ 3）覺如一切身入息，

於一切身入息善學﹔覺知一切身出息，於一切身出息善學回（4）覺知－切身

行息入息，於一切身行息入息善學﹔覺知一切身行息出息，於一切身行息出息

善學。（ 5）覺如喜﹔（ 6）覺知無﹔（7）覺如心行﹔（ 8）覺如心行息入息，

於覺如心行息入息善學，覺如心行息出息，於覺如心行息出息善學。（9）覺

如心﹔（ 10）覺如心悅﹔ c 11 ）覺如心定﹔（ 12）覺如心解脫入息，於覺如心

解脫入息善學，覺如心解脫出息，於覺如心解脫出息善學。 c 13）觀察無常﹔

( 14）觀察斷﹔ c 15 ）觀察無欲﹔（ 16）觀察滅入息，於觀察滅入息善學，觀

察滅出息，於觀察滅出息善學。是名修安那般那念，身止息，心止息，有覺有

觀，泉減，純一，明分想f學習滿足」。

參見印順法師著〈雜阿合經論會編（中）〉’ p.412-p.413 。

12 ｛相應部｝ c 4) （惡魔相應〉（日譯南傅 12 ' p.181-p.182 ﹔漠譯南傅

13 'p.184) ' ｛雜阿含經〉卷39 c第 1087 經）（大正 2' 285a）﹔（第

1089經）（大正2, 285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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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屋，空舍，是曠野處的小屋，適合於修習禪觀的住處。 13

（二）空宮殿

1 、空虛梵天宮（梵天＝初禪天）
當時宗教傳說中的空宮殿，如《長部〉（二四）〈波梨經〉（日譯南

傳8 ' p.36-p.37 ）說：

世界生峙，空虛梵夭宮現。時有有情壽畫，或功德因畫，光音天

沒，空虛梵夭宮生。 14

空虛梵天宮，《長阿合經〉譯為「空梵處」。 15這是適應印度創造神

的梵天信仰，而給以佛教的解說。

2 、四王天小椅樹林空宮殿（四王天＝六欲天之第一天）

叉有弊宿（ Piiyiisi ）王不淨布施，死後生於「椅樹林空宮殿」的

傳說。 16

空宮殿表示宮殿襄是沒有別人的，如《阿雀夷經〉說：「我先至此，獨

一無侶」。 17

13 參閱早島鏡正〈初期佛教與社會生活） p.253 。

14 ｛長部） (24) ＜波梨經〉（漢譯南傳 8, p.28 ）。光音天是第二二彈天，梵天為

初禪天。
15 《長阿合經） (15 經）〈阿盆夷經〉：「或有此世間初壞敗時。有餘眾生命畫行

畫。從光音天命終乃更生餘堂梵處。」（大正 1 ' 69b) 

16 ｛長部） ( 23) ＜弊宿經〉：「於峙，王族弊宿因非恭敬施、非親手施、非至
心施，行吝惜施故，身壤命將後，生於戶梨葉之空宮殿，為四大王天之眷

屬。」（日譯南傳7 ' p.406-408 ﹔漠譯南傳 7 'p.333) 

〈中阿合經） (71 經）〈蟀肆王經〉：「往蟀肆王雄行施修禍，然極惡轟弊豆

羹茱茹，唯一月薑。又復施，以A弊布衣。．．．．．．埠肆王者是布施，主，以不至心行

施，典故，生依回王天小樺樹林空宮殿中。」（大正 1 • 532a-b) 

「回王天」為六欲天之第一天。六欲天：四王天、切利天、夜摩天、兜率天、
樂變化天（又稱化樂天）、他化自在天。

17 ｛長阿含經） (15 經）（阿盆夷經〉（大正 1 '6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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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住：修習禪慧的住處（p.4)

天上的空宮殿，人間的空屋，本來是世俗語言，並沒有什麼特殊意

義，空只是沒有什麼人、物而已。但作為修行者的住處一一空屋、空

舍，卻啟發了一項深遠的意義。住在空屋中，沒有外來的囂雜煩擾，

當然是寧靜的，閑適的。在這裡修習禪慧，不為外境所惑亂，不起內

心的煩（動）惱（亂），這種心境，不正如空屋那樣的空嗎？

《雜阿含經》說：「猶如堂會宅，牟尼心虛寂」﹔「云何無所求，生

處在於此，獨一處堂閉，而得心所樂」。 18 明確的表示了，以空屋來

象徵禪心空寂的意義。所以在空屋中修行，空屋是修行者的住處﹔修

行者的禪慧住處，正如空屋那樣，於是就稱為「空住」（ suiifia岱

vihara），「空往定」（ suiifia協－vih.缸a-samapa·位i）了。

如昆訶羅（vih缸a），後來幾乎是寺院的通稱。然在古代， vihara也是

曠野的小屋，修行者作為風雨酷熱時暫時休憩的住處。這是修行者的

住處，所以禪慧安住的境地，也名為住，而有「空住」’「寂靜住」

C santivihara）等名目。

總之，在空閑處修行，引起了以空來象徵禪慧的境地，是「空」義不

斷昂揚的初期意義。

空住19 ，是佛教初期被尊重的禪慧，如《雜阿合經〉卷九（第236經）

（大正 2, 57b ）說：

如是我開：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蘭時、尊者舍利弗’

晨朝著衣持悴，入會衛城乞食。乞食已，還精舍，學哀悼，洗足

已，持尼師撞，入林中畫日坐禪。時舍利弗從禪覺，詣世尊所，稽

首禮足，退坐一面。

爾特、佛告舍利弗：「汝從何來？」

舍利弗答言：「世尊！從林中畫日坐禪來。」

佛告舍利弗：「今入何等禪住？」

18 （雜阿含經〉卷 39 (1089經）（大正2, 285b）。又卷 44 （第 1179 經）（大正

2, 318b ）。

19 有關空住，參閱《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七節〈空與空性） p.47-p.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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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今於林中入空三昧禪住。」

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舍利弗！汝今入上座禪住而坐禪。若諸

比丘欲入土座禪者，當如是學。若入城時，若行乞食時，若出城

峙，當作是思惟：我今眼見色，頗起欲、恩愛、愛念、著不？

舍利弗！比丘作如是觀峙，若目良識於色有愛、念、染著者，彼比丘

為斷惡不善故，當勤欲方便堪龍，繫念修學。譬如有人火燒頭衣，

為盡滅故，當起增上方便，勤教令滅。

往比丘亦復如是，當起增上勤欲方便，繫念修學。若比丘觀察時，

若於道路，若眾落中行乞食，若出眾落，於其中間，自良識於色無有

愛、念、染著者，往比丘願以此喜樂善根，日在精勤，繫念修習。

是名比丘於行、住、坐、臥，淨除乞食，是故此經名清淨乞食住」。

佛說此經己，尊者舍利弗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此經，巴利藏是編入〈中部〉的，名為〈乞食清淨經〉。比較起來，

〈雜阿含經〉的文句，簡要得多，應該是初集出的。

《乞食清淨經〉中，舍利弗說：「我今多住空住」。佛讚歎說：「空

住是大人住」 20 。大人住，《雜阿含經〉作「上座禪住」。上座，或
譯「尊者」’所以《瑜伽論〉作「尊勝空住」。 21 無論是大人住，尊

勝空住，都表示了在一切禪慧中，空住是偉大的，可尊祟的。

傳說佛滅百年，舉行七百結集時，長老一切去（ Sabbak徊。多入空

住。分別說系的律典，也稱之為「大人三味」﹔〈十誦律〉作「土三

昧行」。 2可見空住一一空三昧，在佛教初期，受到了佛教界的推崇。

到〈中部》 (151) （乞食清淨經〉（日譯南傳11下， p.426 ﹔漠譯南傳 12 'p.320) 
21 ｛瑜伽師地論〉卷90 「復次，當知略有三重室主：一者尊勝室住，二者引往室

住。諾阿轟漢觀無義住，如是名為尊膳室住。由阿轟漢法蘭革路，觀無我住，

於諸往中最為尊勝。如是或尊勝所住﹔或即住尊勝，由此因緣，是故說，名尊勝

莖金。引彼室住者，謂如有一，若行、若住，如實了知煩惱有無，知﹔有煩惱，

使修斷行，如無煩惱，使生歡喜，生歡喜故，乃至令心證三摩地，由心證得三

摩地故，如實觀察諸法無我，畫喪隨學曾無懈廢，如是名為引往空住。當如此

中於內煩惱，如實了知，有知為有，無知為無’是名堂性。」（大正

30 ' 812b6-17) 

22 ｛赤銅鑄律〉〈小品〉（日譯南傅4 'p.454）。〈彌沙塞曲捌瞳五分律〉卷30 （大正

泣， 193c）。〈四分律〉卷到（大正2 ’”。c）。〈十誦律〉卷ω （大正

23 • 45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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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弗與一切去的空住，都是在靜坐中，但佛對舍利弗說：要入上座

禪住的，在出入往來乞食（行住坐臥）時，應該這樣的正思惟：在眼

見色，．．．．．．意知法時，有沒有「愛念染著」？ 23 

如有愛念染著，那就「為斷惡不善故，當勤欲方便堪能繫念修學」。

如沒有，那就「願以此喜樂善根，日夜精勤繫念修習」。

這可見修習空住，不僅是靜坐時修，更要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安住遠

離愛念染著的清淨。

離去愛念染著，是空﹔沒有愛念染著的清淨，也是空：空，表示了離

愛染而清淨的境地。

〈中部〉的〈空小經〉，〈空大經〉’是依此經所說的空住，修習傳

宏而叉分別集出的。在空的修行中，這是值得尊重的「空經」。

（四）空諸欲（空五欲） (p.5-p.6) 

〈義晶〉的答摩鍵提所間偈，說到了「空諸欲」 0 24 空諸欲是什麼意

義？偈頌簡略不明，摩訶迦搞延分別解說為：

何為已生諸欲者？居士！若人於此諸欲，離食，離欲，離愛，離

渴，離熱煩，離渴愛，居士！如是為已空諸欲者。 25

「空諸欲」〈雜阿含經〉約空五欲說，而實不限於五欲的。諸欲的

欲，包含了貪、欲、愛、渴、熱煩、渴愛，正是繫縛生死的，緣起支

中渴愛支的種種相，也就是四諦中愛為集諦的愛。空諸欲與空住的意

義相遇，都是著重於離愛而不染薯的。

23 「愛念擔著」’〈中部） (151) ＜乞食清淨經〉（日譯南傅11下， p.426-

p.428 ）作：「心欲或貧或志或瘓或嗔。」﹔漠譯南傅 12 , p.321 ：「有心之
欲、或貪、或忌、或癡、或瞋。」

24 《經集） ( 4) ＜義品〉（日譯南傳 24, p.327) , （佛說義足經〉卷上（大正

4' 180b ）。
25 （相應部》（ 22) ＜蘊相應〉（日譯南傳 14 , p.16-p.17 ﹔漠譯南傅的， p.11-

p.15）﹔《雜阿合經〉卷 20 (551經）（大正 2 • 14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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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間空、空世間（p.6)

《經集》的〈彼岸道品〉偈’說到了「觀世間空」。 26所說的世間

空，或譯作空世間。阿難曾提出來問佛：空世間是什麼意義？如《相

應部〉（三五）「六處相應」（日譯南傅15 , p.87-p.88 ）說：

阿難！眼，我我所空﹔色，我我所堂﹔自民識，我我所空﹔自民觸，我

我所空﹔眼觸因緣所生受，若苦若無若非苦非樂，我我所

堂。．．．．．．意觸因緣所生受，若樂、若苦、若非苦非樂，我我所室。

阿難！我我所笠故，名堂世間。

世間，佛約眼等內六處，色等六外處，六識，六觸，六受說。這些，
都是可破壞的，破壞法所以名為世間。 27 六處等我我所空，名為空世

間。以無我我所為空，是空三昧的一般意義。

（六）空心解脫（p.7)

《相應部〉的「質多相應」’說到了四種心解脫28一一無量，心解脫，

無所有心解脫，空心解脫，無相心解脫（〈雜阿合經〉作四種心三

昧）。四種心解脫，名字不同，意義當然也不同了。但都是心解脫，

也就可說文異義同。

卜約義異說

約意義不同說，「空心解脫」是「我、我所有空」’與「空世間」義

「致。

2 、約義同說

26 ｛經集｝ (5) ＜彼岸道品〉（日譯南傳 24. p.425 ）。

27 ｛相應部｝ (35) ＜六處相應〉（日譯南傅的， p.83-p.84）。

〈雜阿合經〉卷 9 (231經）（大正2' 56b) : 
如是我開：一時，佛住令衛國祇樹給孤獨圈。時有比丘名三彌離提，往詣佛

所，稽首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所謂世間者，云何名世間」？佛

告三彌離提：「危脆敗壞，是名世間。云何危脆敗壞？三彌離提！眼是危脆敗

壞法，若色，眼識，自民觸，國民觸因緣生受一一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復

一切亦是危脆敗壞。耳、鼻、舌、身、意，亦復如走。是說危脆敗壞法，名為

世間」。佛說，此經已，三彌離提比丘閹佛所說，歡喜奉行。

28 四種心解脫，詳見〈空之探究｝ p.20-p.23 ＜空與心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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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約意義相同說，無量、無所有、無相一一三種心解脫，修到最第一

的，是不動心解脫。「不動心解脫者，染欲室，瞋志笠，意癡空」。 29

這是說，無量等心解脫修到究竟處，是不動心解脫，也就是空心解脫。

貪、瞋、癡’是煩惱的大類，可以總攝一切煩惱的。離一切煩惱的不

動心解脫，就是阿羅漠的見法涅槃。涅槃或無為，〈阿合經〉是以

「貪欲誠，瞋惠滅，愚癡滅」一一貪、瞋、癡的誠盡來表示的。 30

所以四種，1、權僻的其間蠢，就辜會、暉、嚀憊的心催峙。不聞名罕的

i[；、俾盼，木外平宰心借軍冊，有修行育館←的每樣1.V. 。 31

依上來所說（空五欲，空世間，空心解脫的說明，都屬於「弟子記

說」），可見空與離煩惱的清淨解脫，是不能分離的。

（七）出世間空性＝涅槃

1 、「空諸欲」，「空世間」一一我我所空，「貪、瞋、癡空」，都是

依生死世間說空的。

2 、如徹底的貪空、瞋空、癡空，貪、瞋、癡永滅，也就顯示了出世

的涅槃。

《相應部〉說到了這樣的丈句：

如來所說法，甚深，義甚深，出世閉室性相應。 32

29 《相應部》（ 41) ＜質多相應〉（日譯南傳 15 , p.450-p.453 ﹔漢譯南傳

16 , p.376）﹔〈雜阿合經〉卷 21 ( 567經）（大正 2 • 149c-150a）。
30 《相應部﹜（ 43) ＜無為相應〉（日譯南傅 16上， p.77 ﹔漠譯南傳

17, p.63）﹔〈雜阿合經〉卷 31 (890經）（大正2, 224b）。

31 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21 ：「四種心解脫是：無量心解脫，無所有心解
脫，空心解脫，無相心解脫。．．．．．．經中說無量、無所有、無相，卻沒有說，到空

心解脫，這因為空於貪、瞋、癱的不動心解脫，就是空心解脫的別名。從文異

而最同來說，無量心解脫，無所有心解脫，無相心解脫，達到究竟處，典空心

解脫一一不動心解脫，平等平等。依觀想的方便不同，有四種心解脫的名目，

而從空一切煩惱來說，這是一致的目標，如萬流入海，都是鹹味那樣。」

32 （相應部） ( 20) ＜譬喻相應〉（日譯南傳 13 , p.395 ），叉《相應部〉

(55) ＜預流相應〉（日譯南傅16下， p.319 ﹔漢譯南傳18 , p.291-p.292 ）。



第一節引言 15 

佛說的法，為什麼甚深？因為是「出世間空，性」相應的。出世間空

性，是聖者所自證的﹔如來所說而與之相應，也就甚深了。

四、空：依緣起而貫徹生死與涅槃（p.7-p.8) 

（一）「緣起」甚深，「涅槃」倍復甚深

出世間空性，是難見難覺，唯是自證的逞鑿甚深。

佛依盤盤說法，能引向涅槃，所以緣起也是蓋盜了。

阿難以為：佛說「此緣起甚奇，極甚深，明亦甚深，然我觀見至淺至

淺」’以此受到了佛的教誠。 33

這樣，甚深法有二：緣起甚深，涅槃甚深，如〈雜阿合經〉卷十二

（第293經）（大正2 ’的c2-21 ）說：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圍。爾峙，世尊告異比丘：

「我已度疑，離於猶豫，故邪見刺，不復退轉。心無所著故，何處有

我？為彼比丘說法，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所謂有

是故是事有，是事有故是事起，所謂緣無明行，緣行識，緣識名色，

緣名色六入處，緣六入處觸，緣觸受，緣受愛，緣愛取，緣取有，緣

有生，緣生老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乃至如是純大苦

眾滅。如是說法，而彼比丘猶有疑忌、猶豫。先不得得想，不獲獲

想，不證證想﹔今聞法已，心生憂苦、悔恨、矇沒、障礙。所以者

何？此甚深處，所謂緣起﹔倍復甚深難見，所謂一切取離、愛畫、無

欲、在滅、涅槃。如此二法，謂有為、無為。有為者，若生、若住、

若異、若滅﹔無為者，不生、不住、不異、不減：是名比丘詩行苦、

寂減涅槃：因集故苦集，困滅故苦滅，斷諸逕路，減於相績，相續減

滅，是名苦邊。比丘！彼何所減？謂有餘苦。彼若滅止、清涼、息、

沒，所謂一切取滅、愛畫、無欲、寂滅、涅槃。」佛說此經己，諸比

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33 ｛中阿合經） ( 97) （大因經〉（大正1 , 578b）﹔〈長阿合經） (13) （大緣

方便經〉’〈長部） (15) （大緣經〉’大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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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部〉的〈梵天相應〉’《中部〉的〈聖求經〉等，也都說到了

緣起與涅槃一一二種甚深。 34

（二）「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涅槃甚深，緣起怎樣的與之相應呢？

依緣起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一一闡明生死的集起。

依緣起的「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一一顯示生死的寂滅（涅槃）。

緣起是有為，是世間，是空，所以修空（離卻煩惱）以實現涅槃。

涅槃是無為，是出世間，也是空一一出世間空性。

緣起一有為一世 間一空（空卻煩惱）

涅槃一無為一出世間一空（出世閉室性）

《雜阿合經〉在說這二種甚深時，就說：「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

順法」。 35

「出世空相應蜂起隨順法」’透露了「空」是依盤盤而貫徹於生互與
遑鑿的。這雖是說一切有部所傳，但商直得特別重視的！

34 《相應部） ( 6) ＜梵天相應〉（日譯南傳12. p.234）﹔《中部》（26) ＜聖求

經〉（日譯南傳9 'p.301 ﹔漠譯南傳9 • p.224-p.242) 

35 《雜阿含經〉卷12 (293經）（大正2 • 83c）。叉卷47 (1258經）（大正

2. 345b）云：
蘭時，世尊告諸比丘：「過＊世時，有一人名陀令羅訶。往陀舍羅訶有鼓，名

阿能訶’好聲、美聲、深聲，徹四十里。往鼓既久，處處裂壤。爾時、鼓士裁
割牛皮，周區纏縛﹔雖復纏縛，鼓猶無復高聲，美聲、深聲。彼於後時轉復朽

壤，皮大剝落，唯有眾木。如是比丘！修身、修戒、修心、修慧，以往修身、

修戒、修心、修建故，於如來所說修多羅，甚深明照，難見難覺，不可思量，

微密決定，明智所知，很則頓受周備受﹔聞其所說，歡喜崇習，出離饒益。當

來比丘不修身、不修戚、不修心、不修慧，間如來所說，修多摳，甚深明照，空

相應隨視緣起法，使不頓受持，不至到受。聞往前，者，不歡喜崇習，而於世間

眾雜異論，文辭綺飾，世俗雜句，專心頂受，開彼說者，歡喜學習，不得出離

饒益。於復如來所說，甚深明照，空相應法隨順緣起者，於此則滅。猶如彼鼓

朽故壤裂，唯有眾木。是故諸比丘！當勤方便，修身、修戚、修心、修蠱，於

如來所說甚深明照，空相應法，隨順緣起，頓受過受。閉住說者，歡喜崇習，

出離饒益。」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4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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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阿含》一一空與解脫道

第二節 泛說解脫，道（p.11～p.19)

釋厚觀。004.3.17)

一、「空、空性」輿「解脫道」不相離（ p.11) 

空（ s缸”， s吋卸）與空性（ siinya笛， s吋卸值），是佛法解脫道的心

耍，與解脫道是不相雕的。在佛法的開展中，解脫道引起的多方面開

展，空、與空有關的方便，也就多方面開展而有種種。這裡’依據早

期的經說，從種種解脫道中，對「空」作進一步的探究。

二、解脫道：「八正道」、「三十七道晶」（「戒、定、慧」） (p.11) 

（一）佛說的解脫道，原始是以「八正道」為本的。

（二〉國機設教，成立不同的道品。古人依道品的數目次第，總列為：四

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七類

共「三十七道品」’成為佛教界的定論。 l

1 (1 ）四念處： 1身念處、 2受念處、 3.1心念處、 4.法念處。
四正勤： 1未生諸惡不善法令不生、 2.己生諸惡不善法令斷、 3未生諸善法

令生、 4.己生諸善法令增長。

四如意足： 1欲定斷行成就修如意足、 2.，心定斷行成就修如意足、

3精進定斷行成就修如意足、 4.思椎定斷行成就修如意足。
（四神足是定，定為神通所依止，稱為神足。雖是定，但由修

發三摩地的主力，有由欲，由勤，由止，由觀而不同，所以分

為四神足。）

五根： 1.信根、 2精進根、 3.念根、 4.定根、 5慧根。

五力： 1.信力、 2精進力、 3.念力、 4.定力、 5慧力。

七覺支： 1念覺支、 2擇法覺支、 3.精進覺支、 4喜覺支、 5.除覺支（輕安

覺支）、 6定覺支、 7.捨覺支。

八正道： 1.正見、 2正思惟、 3正語、 4.正業、 5正命、 6正精進、 7.正念、

8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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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切有部論師，以此為進修次第的全部歷程2 ，未必與事實相符，

這不過是條理總賞，作如此解說而已。

（三）八正道的內容，不外乎戒，心，慧一一三學。經上說：戒，定，

慧，解脫 3 ﹔「戒清淨，心清淨，見清淨，解脫清淨」 4 ，正是以
戒、定、慧的修習而實現解脫。

(2）唯有分別論者，於三十七道品外，加四聖種，立四十一道品，見《阿昆達

磨大昆婆沙論〉卷96 ：「有作是說：前三聖種無貪善根以為自性，第四聖

種即是精進，無斷無修精進攝故。若作是說，第四聖種亦是覺分，分別論

者立回十一菩提分法，謂回聖種足三十七。」（大正27 • 499all-15) 
※四聖種：一、依隨所得食喜足聖種，二、依隨所得衣喜足聖種，三、依
隨所得臥具喜足聖種，四、依有無有樂斷樂修聖種。（〈大昆婆沙論﹜

卷181 ，大正27 ’ 907a22-25)

2 (1) ｛大昆婆沙論〉卷96 （大正27 • 496c25-497a2) : 
回念住從畫畫些乃至畫、無生智，勢用常路是故先說。

四正勝從媛乃至畫、無生智，勢用常勝是故次說。

四神足從頂乃至畫、無生智，勢用常勝是故次說。

五根從亟乃至畫、無生智，勢用常勝是故次說回

五力從堂皇二生乃至畫、無生智，勢用常勝是故次說。

八道文且這中勝﹔七覺丈金豆豆中勝。

(2) （俱舍論〉卷25 （大正妞， 132c)

畫畫生中能審照了身等四境，慧用勝故說，念住增。

笙主主中能證異品殊路功德，用勤勝挂說，正斷增。

重主盤中能持勝善趣無退德，定用勝故說，神足增。

忍法位中必不退墮善根堅固，得增上義故說根增。

笙二生中非惑世法所能屈伏，得無屈氧故說力增。

修道位中近菩提位，助覺勝故說覺丈增。

見道位中進疾而轉，通行勝故說道文增。

然其經中隨數增說先七後入，非f多次算。

(3）印順法師著〈成佛之道〉（增注本）〈三乘共法章） p.235 : 
或者說：在個人修學的程序上，這七類道品，都是需要的﹔是淺深次第的

差別，而一顛顛的進修。這是說：初修學時，修四念處﹔到了媛位，修四

正勤﹔ 1買位修四神足﹔忍住修五根﹔世第一位修五力﹔見道位修入正道﹔

修道位修七覺支，但這也不過的特勝的意識說，說而已。

3 如〈長部｝ (16) （大般涅槃經〉（日譯南傳 7 'p.103 ﹔漠譯南傳7•p冗）

〈長阿合經〉卷2 （遊行經〉：「蘭時，世尊為諸大眾說戚、定、慧。修成獲

定，得太果報﹔修定獲智，得太呆報﹔修智心淨，得等解脫。盡於三漏：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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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聖道的修習來說，經中或先說聞法，或先說持戒，而真能部分的

或徹底的斷除煩惱，那就是定與慧了。化地部說：「道唯五支」 5 ﹔

不取正語，正業，正命（這三支是劇項攝）為道體，也是不無意羲的。

※道唯五支： 1.正見、 2正思惟、 3正精進、 4.正念、 5正定。

三、定與意相互助成，不可或缺（ p.11-p.12) 

（一）定與慧，要修習而成。分別的說：

修JC一一奢摩他（sama曲的可以得定。

修觀一一昆鈴舍那（vipassana）可以成慧。

「止」是住心於一處，「觀」是事理的觀察，在修持上，方法是不

相同的。 6

（三）但止與觀不是互不相闕，而是相互助成的，如〈雜阿含經〉卷

17 (464經）（大正 2 • 118b23-25）說：「修習於止，終成於觀﹔修

習觀已，亦成於止。謂聖弟子止觀俱修，得諸解脫界」。依經說，

有先修正而後成觀的，有先修觀而後成立的 7 。一定要JC觀雙修，

才能得「淺深不等的」種種解脫界。

漏、有滿、無明漏。已得解脫，生解脫智，生死已畫，梵行已立，所作已辦。

不受後有。」（大正1 ' l 7b20-24) 
4 參見《雜阿含經〉卷21 ( 565經）（大正2 • 148c-149a）﹔〈增支部〉〈四集〉

（日譯南傳18 'p.342手344 ﹔漢譯南傅的， p.319-p.320 ）。

5 參閱〈論事〉：「今稱道論。此處彼言「彼先之身業、口業、活命是清淨』’

依止此經及正語、正業、正命是心不相處，於無限制言『有五支之道』者，乃

化地都之邪執。」（日譯南傳到， p.397-p.399 ﹔漢譯南傳62 'p.353) 

6 印順法師著〈成佛之道〉（增注本） p.314-p.315 : 
說到定、慧的修習，就是止、觀的f學習。什麼是止、是觀？什麼是定、是慧？

慧是以「簡擇為性」的。梵語昆悼會那，譯義為觀，經說觀是：「正思擇，最

極思擇，周遍尋息，周遍伺察」。所以，慧是以觀察抉擇為特性的。有人以為

明了就是觀慧，這是不合經義的。

梵語奢摩他，譯義為止，經說止是「心一境性」﹔「內心相續」。定是「平等

持心」的意思，所以止是安心－境而不散動的。

7 (1 ）印順法師著〈成佛之道〉（增注本） p.315 : 
止與觀不同，若f學習止觀，就應先修止。這不是說：把定修好了，再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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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支部〉分為四類：一、修止而後修觀﹔二、修觀而後修止﹔

三、止觀俱修﹔四、掉舉心重的，在止觀中特重於修止。 8

（四）止與觀，定與慧，可以約修持方法而分別說明，而在修持上，有著

相成的不可或缺的關係。所以〈大昆婆沙論〉引〈法句〉說：「慧

閥無靜處（禪），靜處闊無慧﹔是二具足者，去涅槃不遠」。 9

習觀慧。事實上，止與觀有互相助成的作用。在沒有修止成就以前，也是

有散心觀察慧的。那怎麼說先修止呢？在止與觀的修習過程中，一定先修

止成就﹔止成就了，然後才能修觀成就。如定心不成說，那觀慧也是不會

成就的。依這個意思，所以說，先修止。經中說，到止觀，定慧，禪慧，也總

是先定而後慧的。這是f學習的必然次第。

(2)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14 （福智之聲出版社， p.344- p.346 ﹔佛教書局，民

國70年7月， p.377- p.379) 

﹝問：﹞．．．．．．觀前修止為何耶？

﹝答：﹞如〈解深密經〉說：﹔若以觀慧而修思擇，最極思擇，乃至未起身心扭

安，蘭時但是昆辭令那相應作意，生輕安已乃名妙觀。故先未得止者，僅

以觀慧而修思擇，終不能發身心輕安所有喜樂。若得止已，後以觀慧思擇

而f虜，輕安乃生，故觀須止圈，下當廣說。故若非僅由住一境，即以觀慧

思擇之力，若能引發輕安之時，乃是成辦昆＃令那。雖緣空性為境，若但

由其住一所緣引生扭安，仍未能出修止之法，非此即昆＃會那 0

．．《解深密組〉說要依奢摩他乃修昆辭令那。又「依前而生後」說六度

中靜處典般若之次第，及依增上定學而生增上慧學之次第，皆先修止而復

修觀。．．．．．．

又比止觀次第’是就新生之時應如是修﹔若先已生，則無決定次第，亦可

先修昆悼會那，次修奢摩他。

﹝問：﹞何故〈集論〉說有先得路觀而未得止，彼應依觀而勤修止耶？

答：此非說未得第一靜處未到定所攝之止，是說未得第一靜處三摩地以上

之止。此復是說證四諦己，次依此觀而修第一靜處以上之止。《本地分〉

云：「又已如實善如從苦至道，然未能得初靜處等，於1比無閉住心，更不

擇法，是依增土慧而修增上心。」又為使於立言說，故，於九住心通說，為

止，思擇等四通說，名觀。然真實止觀如下所說，要生報安乃可安立。

8 ｛增支部〉（四集〉（日譯南傳18. p.276 ﹔漢譯南傳20. p.276) ; ｛雜阿含

經〉卷21 ( 560經）（大正2 • 146c20-147al2）。
9 ｛大昆婆沙論〉卷 134 （大正27 ' 693b28-29）﹔南傳《法句經｝ 372偈，

Dhammapa曲， p.53 ﹔（日譯南傳23. p.75 ﹔漢譯南傳話， p.51 ）：「無慧者無

定，無定者無慧。具定與智慧，實使近涅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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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定」的臭名（p.12-p.13) 

說到定，經中的名目不一。在佛功德「十力」 10 的說明中，列舉了

四類：

10 ｛雜阿合經〉卷26 ( 684經）：「何等為如來十力？謂：

(1 ）如來處非處如實知，是名如來初力。若成就此力者，如來、應、等正覺

得先佛最勝處智，轉於梵輪，於大眾中能師子吼而吼。

(2）復次、如來於過岳、未來、現在，業法受、因事報如實知，是名第二如

來力。......

(3 ）復次、如來、應、等正覺，禪、解脫、三昧、正受，接惡、清淨處淨如

實知，是名如來第三力。．．．．．

(4）復次、如來如眾生種種詩根差別如實知，是名如來第四力。．．．．．

(5 ）復次、如來悉知眾生種種意解如實知，是名第五如來力。．．．．．

(6）復次、如來悉知世間眾生種種諸界如實知，是名第六如來力。．．．．．

(7）復次、如來於一切豆處道如實知，是名第七如來力。．．．．．．

(8）復次、如來於過去宿命種種事憶念，從－生至百千生，從一劫至百干

劫，我爾特於復生，如是旗，如是娃，如是名，如是食，如是苦樂

覺，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毒分齊，我於彼處死此處生，此處死

搜處生，如是行、如是因，如是方宿命所吏，悉如實真口，是名第八如

來力。．．．．．．

(9）復次、如來以天眼淨過於人眼，見眾生死時、生時，妙色、惡色，下

色、上色，向於惡趣、向於善趣，隨業法受，悉如實余口。此眾生身惡

業或說，口、意惡業成就，謗毀賢聖，受邪見葉，以是因緣，身壤命

終墮惡趣，生地獄中。此眾生身善行，口、意善行，不謗賢聖，正見

業法受，使固、復緣，身壞命終，生善趣天上，悉如實知，是名第九

如來力。．．．．．．

( 10）復次、如來諸滿已畫，無滿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身作證：我生已

畫，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是名為第十如來力。若此力

成就，如來、應、等正覺得先佛最勝處智，能轉梵輪，於大眾中師子吼

而吼。如此十力，唯如來成就’是名如來與聲聞種種差別。」（大正

2 • 186c16-187b5) 

另參見印順法師著〈成佛之道﹜（增注本） p.421 ：「佛有士主德，以降伏魔

外的勝能而安立。十力是： (1 ）處非處智力，（2）業異熟智力，（ 3 ）登

車、解脫、等持、等互智力，（4）根勝劣智力，（ 5）種種勝解智力，（6)

種種界智力，（ 7）遍趣行智力，（ 8）宿住隨念智力，（ 9）死生智力，

(10）漏畫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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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禪（jhana），譯義為靜慮，舊譯作思惟修。是從初禪到四禪的

專稱。

2 、解脫（咽。幽a），舊譯為背捨。是八解脫。 11

3 、三摩地一一三昧（ samadhi），譯義為等持，定。是空、〔無相、

無作〕等三三摩地，有尋有伺〔無尋有伺、無尋無伺〕等三三摩

地。三摩地，也是一般定法的通稱。 12

4 、三摩鈴底13 ( samapa役i），譯義為等至，舊譯作正受。四禪也是等

至，如加上四無色處，合名八等至。再加滅盡定（ nirodha

samapatti），名為九次第（定）等至。這九定，是有向上增進次第

的。叉如四J彈，四無量，四無色定，都是等至，合名十二甘露門。

這四種名義不同，都含有多種層次或不同類的定法。

此外，如三摩H四多 14 ( sam施ita）譯義為等引﹔心一境性15 ( ci伽－

eka昆a個）﹔心（ ci伽）﹔住（討坦ra），也都是定的一名（都沒有組

成一類一類的）。

五、「四禪」是最原始、最根本的定法（ p.13-p.14) 

佛教所說的種種定法，多數是依觀想成就而得名的。其中，最原始最

根本的定法，應該是四勸禪，理由是：

有關佛十力，參見：〈大晶般若經〉卷24' （四攝晶第 78 > （大正

8 • 395a10-18）﹔〈大智度論〉卷24 （大正妞， 235c22-236a13 ）。

11 八解脫：一、內有色想外觀色解脫﹔三、內無色想，外觀色解脫﹔三、淨身作
證具足住解脫﹔四、空無邊處解脫﹔五、識無邊處解脫﹔六、無所有處解脫﹔
七、非想非非想處解脫﹔八、減受想定解脫。（參見〈長阿合經〉卷9 (10 

經），大正1 • 56a14-19) 
12 三眛：平等持心、內心保持平衡的狀態。涵蓋範圍極廣：欲界定、未到定、四

禪、四無色定、滅盡定、般舟三昧、首楞嚴三昧等均可稱為三昧。

13 三摩揖底﹔是從平等持心而到達定境，多用於四無色定及城盡定或九次第定。
14 三摩咽多：漢譯：「等引」。平等引發或引發平等，依定力引生身心安和平等
之意。

15 心一境性：將心置於一處，使精神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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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是依第四禪而成正覺的，也是從第四禪出而後入涅槃的 16 ﹔在家

時出外觀耕，也有在樹下入禪的傳說。 17

（二）依經文的解說，在所有各種道品中，正定是四禪 18 ﹔定覺支是四禪19 ﹔

定根是四禪 20 ﹔定力也是四禪 21 。

（三）四禪是心的安定，與身一一生理的呼吸等密切相關。在禪的修習中

，以心力達成身心的安定，也以身息來助成內心的安定、寂靜。次

第進修，達到最融和最寂靜的境地。禪的修學，以「離五欲及（五

蓋22等）惡不善法」為前提，與煩惱的解脫（空）相應，不是世俗

那樣，以修精鍊氣為目的。從修行的過程來說，初禪語言滅而輕安

(p的sad曲i) ，二禪尋伺滅而輕安，三禪喜滅而輕安，四禪（樂滅）

入出息滅而輕安詞，達到世間法中，身心輕安，最寂靜的

16 參見﹛大智度論〉卷7 ：「有人言：．．．．．．一切諸佛於第四禪中，行見諦道得阿
那舍，即時十八心中得佛道﹔在第四禪中捨毒，於第四禪中起入無餘涅槃。」

（大正話， lllc9-13)

17 參閱〈普曜經〉卷3 （坐樹下觀擊品第8) （大正3 ' 499a25-500a2）﹔〈佛所行

讀〉卷 1 （大正4 • 8c）。
18 參閱〈相應部） ( 45) （道相應〉（日譚甫傳16上， p.153-p.154 ﹔漠譯南傳

17 'p.128）﹔〈中部） (141) （諦分別經〉（日譯南傳11下， p.355 ﹔漢譯南

傳12 ' p.264 ）。
19 參閱《雜阿合經〉卷27 (715經）（大正2 • 193al-3 ）：「何等為定覺分食？謂
有四禪思惟’未生定覺分令生起，已生定覺分重生令增膺，是名定覺分食。」

20 參閱﹛相應部﹜（ 48) ＜根相應〉（日譯南傳16下， p.10 ﹔漢譯南傳18 ' p.9-

p.10）﹔〈雜阿合經〉卷26 (655經）（大正2 ' 183b26-184a2）：「蘭時，世
尊告諸比丘：有五根，何等為五？謂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信根

者，當知是四不壞淨﹔﹔蜻進根者，當知是四正斷﹔念根者，當知是四念處﹔

定根者，當知是四禪﹔ j草根者，當知是四聖諦。」

21 參閱〈雜阿合經〉卷26 (675經）（大正2 • 185cll-13）﹔《雜阿合經〉卷

26 ( 691經）（大正2 ' 188a22-28）﹔〈雜阿合經〉卷26 (697經）（大正

2' 188cll-16）﹔《增支部〉〈五集〉（日譯南傅”， p.15-p.16 ﹔漢譯南傅

21 'p.14 ）。
n五蓋：貪欲、瞋毒、睡眠、掉悔、疑。

23 ( 1) 《相應部） ( 36) （受相應〉：「比丘！余亦次第說諸行之滅畫。遠遠初
禪者，言語誡﹔連連第二揮者，尋伺滅﹔連達第三禪者，喜滅﹔速達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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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地。四禪有禪支 24功德，不是其他定法所能及的。

（四）許多經典說到，「得四禪」而後漏盡解脫：在戒、定、慧的修行解

脫次第中，如〈中部〉（三八）〈愛畫大經〉詣，（三九〉（馬旦大
經〉詣，（五一）〈迦尼達拉經＞ 27 , （五三）（有學經〉訝，（七

六）〈薩尼達迦經＞ 29 ' （一一二）〈六淨經＞ 30 ' （一二五）（調

禪者，入息出息滅﹔連連空無邊處者，色想滅﹔連達識無邊處者，空無邊

處想滅﹔遠遠無所有處者，識無邊處想滅﹔遠遠非想非非想處者，無所有

處想識﹔遠遠想受減者，想與受滅。漏畫之比丘，貪欲滅，嗔志滅，是癡

盪二依此，比丘！會乃次第說，諸行之止息。違連初禪者，言語止息﹔遠遠

第二禪者，尋伺止息．．．．．．遠遠想受誠者，想受止息。漏畫之比丘，食欲止

息，嗔志止息，意癱止息。比丘！此等之六者，是輕安。連連初禪者，言

語輕安﹔連連第二禪者，尋伺輕安﹔遠遠第三禪者，喜經安﹔遠遠第四禪

者，入息出息輕安﹔連連想受滅者，想與受輕安。竭盡之比丘，是貪欲輕

安，嗔患輕安，是已接輕安也。」 （日譯南傳15 ' p.336-p.337 ﹔漠譯南傳

16 ' p.217-p.218) 

(2) ｛雜阿含經﹜卷 17 ( 474經）
佛告阿難：「初禪正受時，言語止息﹔二禪正受時，覺、觀止息﹔三禪正

受時，喜心止息﹔四禪正受時，出、入息止息﹔童入處正受峙，色想止

息﹔識入處正受峙，空入處想止息﹔無所有入處正受峙，攝入處想止息﹔
非想非非想入處正受峙，無所有入處想止息﹔想受減正受峙，想、受止

息：是名漸次詩行止息」。（大正 2 ' 121bl0-16) 
M 四禪之禪支：
（一）初禪五支： 1.尋（覺） 2.伺（觀） 3.喜 4.無 5.一心．．．．．．．．．．．．離生喜樂地

（二）二禪四支： 1.內淨 2.喜 3.無 4.一心..............................定生喜樂地

（三）三禪五支： 1.行捨 2.正念 3.正蓮（方便） 4.身無 5.一心．．．離喜妙無地

（四）四禪四支： 1.行捨 2.念清淨 3.不苦不無 4.一心．．．．．．．．．．．．．．． 捨念清淨地

有關四禪禪支，參見〈雜阿昆曇心論〉卷7 ＜定晶第7) （大正28 • 925al4-2 

8）﹔《大昆婆沙論》卷80 （大正27 • 412a-b）﹔〈俱舍論〉卷28 （大正

29 • 146c）﹔〈大智度論〉卷 17 （大正25 ' 185cl-186b23 ）﹔印順法師〈成佛

之道｝ p.120-121 。

站參閱實譯南傳 9 'p.3位。

26 參閱漢譯南傳 9 ' p.370-p.372 。

27 參閱漢譯南傳 10 ' p.84-p.85 。

28 參閱漠譯南傳 10 'p.97 ° 

29 參閱漠譯南傳 10 ' p.315 。

30 參閱漠譯南傳 12 ' p.13-p.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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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地經） 31 ﹔〈中阿含經〉（六五）〈烏鳥喻經） 32 ' （八0) ＜迦

締那經〉詞，（一四四〉〈算數目捷連經） 34 。這些經一致的說：

「得四禪」而後漏盡解脫。或說具三明，或說得六通，主要是盡漏的

明慧。

依此四點，在解脫道中，四輝是佛說定法的根本，這應該是無可懷勵台！

六、「書長」〈般若）是解脫遁的先導，亦是解脫遁的主體（p.14)

（一）說到慧，就是般若（paii宜昌）。般若是解脫道的先導，也是解脫道的

主體﹔沒有般若，是不可能解脫生死的。如經說：「我說知見能得

竭盡，非不知見」﹔「我不說一法不知不識，而得究竟苦邊。」 35

（二）「如實知見」在解脫道中，是必要而叉優先的，所以說：「此五

根，一切皆為慧根所攝受。譬如堂閉眾材，棟為其首，皆依於棟，

以攝持故。」 36

31 參閱漢譯南傳 12 I p,124 。

32 ｛中阿合經〉卷13 (65經）〈烏鳥喻經〉（大正 1 ' 508b19-27) 。

33 ｛中阿含鱷〉卷19 (8嗨）〈長壽王晶〉〈迦締胡耀〉（大正 1 '553位9-b6）。

”〈中阿合經〉卷35 ( 144經）（算數目捷連經〉（大正 1 • 652c8-13 ）。
35 參閱〈相應部） (12) （因緣相應〉：「﹝爾峙，世尊曰：﹞詩比丘！益金色L
見說漏之滅畫，非不知、不見而說。諸比丘！如何如、如何見為滿之滅盡耶？

色如是如是，色之集如是如是，色之誠如是如是﹔受如是如是．．．．．．想如是如

是﹔行如是如是﹔識如是如是，．．．．．．諸比丘！如是如、如是見，為漏之滅畫。

諸比丘！滅畫之時，我說於滅之智烏有緣而非無緣。」（日譯南傳

13 'p.42 ﹔漠譯南傅14 'p.34) 

叉《相應部經典六〉（諦相應〉（日譯南傳 16下， p.360 ﹔漠譯南傅

18 ' p.331 ）﹔〈雜阿合經〉卷 8 (225經）：「蘭時，世尊告諾比丘：金丕蓋

一法不知、不斷而究竟苦邊。云何不說一法不知、不斷而究竟苦邊？謂不說眠

不知、不斷而究竟苦邊。若色、眼識、眼觸、圖良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

無、不苦不樂，往一切不說不知、不斷而究竟苦邊，耳、鼻、苦、身、意亦復

如走。」（大正2 ' 55b22-30) 
36 參閱〈雜阿合經﹜卷26 ( 654經）：「蘭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根。何等為
五？謂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此五根，一切皆為慧根所攝受。譬

如堂閣眾材，棟為其首，皆依於棟，以攝持故。如是五根，意為其首，以攝持

故。」（大正2 ' 183b18-24) 
﹛相應部｝ ( 48) （根相應〉（日譯南傅 16下， p.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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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慧」之異名（p.14) 

與「慧」有關的名詞，經中所說的極多，如：

1、八正道中的正見 Cs個unadi耐心。

2、八正道中的正思惟（sammasallkappa）。

3、七菩提分中的擇法（dhammavicaya）。

4、四神足中的觀 37 ( vimarhsa）。

5、觀（vipassana ）。

6、隨觀（組upassana）。

7、知（ afi益）。

8、見（ditthi ）。

9、智（直面的等。

37 ( 1) ｛長阿合經〉卷 5 ：「如來善能分別說回神足。何等謂回？一者欲定滅行

成就修習神足。二者精進定滅行成就修習神足。三者意定滅行成就修習神

足。四者思惟定滅行成就修習神足。」（大正 1 • 36a7-11) 

(2 ）《法蘊足諭〉卷 5 ：「觀三摩地勝行成就神足者，云何觀，云何三摩地，
云何藤，云何游行，而名觀三摩地勝行成就神足耶？此中觀者，謂依出家

遠離所生善法所起，於法簡擇，極簡擇，最極簡擇，解了，奪了，近了，

機點通達，審察聰叡，覺明慧行，昆摔令那’是名觀。三摩地者，謂觀增

土所起，心住等住，近住安住，不散不亂，攝止等持，心一境性，是名三

摩地。勝者，謂觀增上所起八支聖道，是名勝。勝行者，謂有基詞，依過

去觀，得三摩地，是謂觀三摩地。往成就觀三摩地己，為令已生惡不善法

斷故，起欲廣說乃至，為令己生善法堅住，乃至持心，往所有欲若勤若

信，乃至若捨’是名勝行。即此勝行，及前所說觀三摩地，總名觀三摩地

勝行成就神足。」（大正26 • 474c12-26) 
(3) ｛瑜伽師地論〉卷29 ：「若於能順惡不善法，作意思惟為不如理，復於能

順所有善法，作意思惟以為如理，如是遠離往諸纏故，及能生起諸纏對治

定為上首諸善法故，能令所有惡不善法皆不現行。使自思惟’我今為有現

有惡不善法不覺知耶？為無現無惡不善法不覺如耶？我今應當過審觀察，

使由觀察作意增上力故，自正觀察斷與未斷，正審思察住一境念，即由如

是多安住故，能正觸詮心一境性，由是因緣離增土慢，如實自如我唯於纏

心得解脫，未於一切一切隨眠心得解脫，我唯獲得及已修習諸纏對治定為

土首所有善法，而未獲得反未修習隨眠對治，是名觀增土力所得三摩

地回」（大正 30 • 443c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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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證智方面的，如說：「如實知，見，明，覺，悟，慧，無間等（現

觀），是名為明」。 38

八、如實知「緣起」與「四諦」而得解脫（ p.14-p.15) 

（一）經中處處說到，先以如實知，然後厭（離），離欲，滅而得解脫。

（二）到底如實知些什麼？那些是應該如實知的？將種種經說統攝起來，

不外乎下面這幾例：

知苦集一一一知苦集

知苦誠一一一知苦誠

知味一一知味

知息、一一知唐、

知離一一知離

（一一苦
知集一一知集一一知集

知滅一一知滅一一知滅

知道一一知道

知味

知患

知離

（三）在（以正見為首的）正道的修習中，應知生死苦的所以集起，生死

苦的可以減盡，也就是知緣起的「如是純大苦聚集」’「如是純大

苦眾減」。

（四）苦是什麼？是生死法，是五蘊，是眼等六處，或是六界，總之，是

有情當前的身心自體，經中每一一的作分別說明。

（五）如依世俗來說，世間是有苦有樂的。〈雜阿含經〉說：「世尊說苦

38 （雜阿含經〉卷9 (251經）：「云何為明？舍利弗言：所謂為知，知者是明口

為何所知？謂氓無帝，眼無常如實知。回民生減法，回民生減法如實知。耳、鼻、

舌、身、意亦復如走。尊者摩訶拘締羅，於此六觸入處如實知、見、明、覺、

悟、慧、無間響，是名為明。」（大正 2 ' 60c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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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從緣起生」 39 ﹔叉說：「我論因說因」 40 。佛對苦、樂、非苦非

樂，而實「諸受皆苦」的生死現實，總是依因緣來說明的。佛常

說：「離於二邊，處中說，法」（或譯作「離是二邊說中道」），就

是緣起（不一定是十二支）的苦集與曹滅。

（六）苦、集，如分別來說，那末苦是身心苦聚﹔造成苦聚的原因名為

集。如再加修行的道，就是苦，苦之集，苦之滅，至苦滅之道一一

簡稱苦、集、滅、道四諦了。

所以知緣起與知四諦，不過說明的小小不同而已。 41

39 ｛雜阿合經〉卷 14 (343經）：「峙，諸外道出家間尊者浮彌：苦無自作耶？尊
者浮彌答言：諸外道出家說苦無自作者，世尊說言：此是無記。復間，苦無他

作耶？答言：苦無他作者，世尊說，言：此是無記。復間，苦無自他作耶？答

言：苦無自他作者，世尊說言：此是無記。復間，苦無非自非他無國作耶？答

言：苦樂非自非他無因作者，世尊說言：此是無記。諸外道出家復問：......今

沙門霍曇說苦無云何生？尊者浮彌答言：諸外道出家，世尊說苦、無從緣起

主。」（大正 2 • 93c2-14) 
《相應部） ( 12) ＜因緣相應〉（日譯南傅13 'p.55 ﹔漠譯南傳 14 ' p.43-

p.44 ）。

40 ﹛雜阿會經〉卷2 (53經）：「佛告要轟門：我論因、說圈。又白佛言：云何論

因？云何說因？佛告要羅門：有固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有固有緣滅

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婆羅門白佛言：世尊！云何為有固有緣無世間？有固

有緣世間集？佛學婆羅門：意接無聞凡夫色集、色誠、色味、色忠、色離，不

如實知。不如實如址，愛樂於色、讚歎於色，擔著心住，往於色愛樂故取，取

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惱苦，是則大苦聚集，受、想、行、識

亦復如是，婆羅門！是名有固有緣集世間，有固有緣世間集。

要羅門白佛言：云何為有固有緣滅世間？有固有緣世間滅？佛告要羅門：多聞

聖弟子於色集、色滅、色味、色息、色離如實知。如實知己，於彼色不愛廉、
不讚歎、不柴著、不留住。不愛樂、不留住故，色愛則滅，愛滅則取滅，取滅

則有滅，有識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惱苦識，受、想、行、識亦復

如走。婆羅門！是名有因有緣滅世間，是名有國有緣世間滅。要羅門！主主鞏

固，是名說因。」（大正2 • 12c21-13a12 ）。
41 印順法師著〈成佛之道〉（增注本） p.219-p.220 ：「出世的解脫道，是以緣起

及四諦法門為綱要的。所以說到正見，除如緣起的集、減外，還有四諦的正

見，這是經中特別重視的。

正見流轉還滅的盤盤生，是依因而起，依因而滅的正見。但這不是空洞的因呆

觀，有空觀，而是無明緣行等的依緣而有，無明滅就行滅等的依緣而無。困呆



第二節泛說解脫道 29 

九、知昧、知息、知離，是「苦集」與「苦減」的叉一體明（ p.15-p.16) 

（一）世間，不只是憂苦的，也有可喜可樂的一面，所以苦受以外有樂

受。由於是可喜樂的，所以會心生昧著，這是知味。

（二）世間的憂苦是可厭的，可喜可樂而心生昧著的，也不能一直保持下

去，終於要變壤，可味薯的存有可厭的過患可能，而一定要到來

的，這是知息。

（三）苦是可厭的，喜樂的也有過患，世間是這樣的相續不已，真是無可

奈何！然而這是可以超脫出離的，因為生死世間，是「此有故使

有，此生故彼生」的，也就會「此無故往無，此滅故復滅」的。所

以，如知其集因而予以除去，也就因無果無了。出離生死苦是可能

的，是知離。

如昧、知患、知離，是「苦集」與「苦滅」的叉一說明。綜合起來說

明的，是七處善知，如《七處三觀經〉說42 。

相依的必然性，從中道的立場，如幻假有緣起觀中，正確的體見他，深入到離

惡證真的聖境。

旦壘，也是因呆的：苦由集而生，滅依道而證’這是世間典出世間兩重因果。

觀察的對象，還是現實苦迫的人生。從苦而觀到無（如從老死而觀到愛取為

緣，到無明為緣一樣），然後覺了到集滅則苦誠的滅諦（如知道無明滅則行

滅．．．．．．老死滅－樣）。但怎能斷集而證滅呢？這就是修道了。道是詮滅的因，

也是達成無苦滅的對洽。

這樣，如四諦與知緣起，並非是不相關的（十二緣起也可以作四諦觀，如老

元，老死集，老先滅，滅老死之道，經中說為回十回智）。所以緣起正見，也

即是如四諦慧。不過在說明上，緣起法門著重於豎的系列說明，四諦著重於橫

的分顯而已。」

42 《雜阿含經〉卷2 (42經）（大正2 • 10a4-c18) : 
如是我閣，－時佛住令衛國祇樹給孤獨圈。蘭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處善，

三種觀義。盡於此法得漏畫、得無滿、心解就、慧解脫。現法自知身作詮具足

住，我生己畫，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云何比丘七處善？比丘如實知色、色無、色滅、色滅道跡、色味、色忠、色

離，如實知。如是受、想、行、識、言亂集、識滅、識瀛道跡、言矗味、識忠、讀

離，如實知。

云何色如實知？諸所有色，一切四大晨四大進色，是名為色，如是色，如實
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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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知曹（遍知苦）、斷集、證滅、修道（p.16)

四諦等都是應該如實知的，而苦諦叉應該遍知，如〈雜阿含經〉卷

15說：

「於苦聖諦當如當解，於苦無聖諦當知當斷，於苦滅聖諦當如當詮，

於苦滅道跡聖諦當知當修。」（大正 2' 104b) 

四諦都應該知，而苦諦更應該解。參照《相應部〉及《瑜伽師地

論〉，知道「解」是「遍知」的異譯的。遍知苦，斷苦集，現證苦

澈，修習苦滅這﹔這就是在正道的修習中，遍知苦、斷集而證滅，達

成了解脫生死的目的。

云何色無如實知？愛喜是名色集，如是色無如實知。

云何色滅如實知？愛喜滅是名色滅，如是色滅如實知。

云何色滅道跡如實知？謂八聖道：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

正念、正定，是名色滅道跡，如是色滅道跡如實知。

云何色味如實如？謂色困緣生喜樂，是名色味，如是色味如實知。

云何色患如實知？若色無常、苦、變易法，是名色患，如是色患如實知。

云何色離如實如？謂於色調仗欲食，斷欲貪，越欲貪，是名色離，如是色離去四

實知。．．．．．

比丘！是名七處善。

云何三種觀義？比丘！若於空間、樹下、露地，觀察陰、界、入，正方便思惟

其義，是名比丘三種觀義。
是名比丘七處善、三種觀義。

盡於此法得漏畫、得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如作證具足住，我生已

畫，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

喜奉行。

43 參閱〈相應部｝ ( 56) （諦相應〉（日譯南傳16下， p.341 ﹔漢譯南傳

18 'p.312 ）：「諸比丘！苦聖諦者，即是此，於先前未聞之法，我眼生、智
生、慧生、明生、光明生回諸比丘！應對此苦聖諦遍知.......乃至.......已遍知，

於先前未聞之法，我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明生。」

〈瑜伽師地論〉卷的〈攝事分〉：「第二轉者：謂是有學以其妙慧，如實通達我

當於後猶有所作，應當過如未知苦諦，應當永斷未斷無諦，應當作詮未詮滅諦，

應當修習未修道諦，如是亦有回種行相。如前應知。」（大正30 ' 843b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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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觀察「無常、苦、（空）、無我」而得解脫（ p.16-p.18) 

（一）解脫道從「知苦」著手 44 。知苦，是知五蘊、六處，一切有漏法，

應怎樣的如實觀察呢？經中所說的，主要是：

1無常苦 無我

2無常苦 無我我所45

3無常苦空無我

（二）無常﹔苦﹔無我，或說無我我所。觀察無常、苦、無我（我所）而

得解脫，是《相應部〉及〈雜阿合經〉所常見的。南傳佛教所傳宏

的，著重於此。

（三）說一切有部用無常、苦、空、無我義 46 ，也是〈阿合經〉所共說

的。

如《雜阿含經〉說：「如病，如瘴，如刺，如殺﹔無帝，苦，笠，

非我」 47 。

44 遍知，是知而能斷的，所以古立「智遍知」、「斷遍知」一一三遍知。

45 無我我所，〈雜阿含經〉每作三句：非是我，非異我，非相在（如色在我中，
我在色中）﹔〈相應部〉也作三句：非我所，非我，非我的我。

參閱〈雜阿會經〉卷 2 (33經）：「蘭時，世尊告諸比丘：色非是施，若色是

我者，不應於色痛、苦生，亦不應於色，欲令如是、不令如走。以色無我故，

於色有病、有苦生。亦得於色欲令如是，不令如是，受、想、行、識亦復如

走。比丘！於意云何？色為是常？為無常耶？比丘白佛：無常。世尊！比丘，

若無常者，是苦不？比丘白佛：是苦，世尊！若無帝、苦，是變身法，多盟主

弟子於中寧見有我、其我、相在不？比丘白佛：不也，世尊！受、想、行、識

亦復如走。」（大正2 • 7b21-7c3) 
46 說一切有部於苦諦立四行相：無常、苦、空、無我。

47 參閱《雜阿合經〉卷 10 (259經）：「峙，摩訶拘蜻羅問令利弗言：若比丘未

得無間等法，欲求無間等法，云何方便求？思惟何等法？舍利弗吉：﹔若比丘未

得無間等法，欲求無間等法，精勤忠惟：五受陰為痛、為慮、為刺、為殺、無

常、苦、笠、非裁。所以者何？是所應處故，若比丘於此五受陰精勤i思惟’得

須陀洹呆證。」（大正 2 , 65bll-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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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應部〉作：「無常﹔苦，族、喔，刺，痛，病，他（或譯為

「敵」），壞﹔空﹔無我」 48 。

《中部〉與〈增支部》，也有同樣的文句 49 。在「無常」與「空」中

間，所有苦，病，癱，刺，痛，疾，敵，壞，都是表示「苦」的。

所以〈相應部〉將癱等列於苦下，〈雜阿含經〉別列瘴等於前，雖

次第不同，而「無常，苦，空，無我」的實質，並沒有差別。

（五）無常，苦，無我（我所）﹔無常，苦，空，無我，都是《雜阿含

經〉與《相應部〉所說的﹔不過部派間所取不同，解說也小小差

別，成為部派佛教的不同特色。

（六）無常的，所以是苦的﹔無常苦變易法，所以是無我我所的。

無我我所是空的要義，廣義是離一切煩惱的空寂。

空與無我的聯合，只表示無我與無我所﹔無我我所是空的狹義。

所以我曾說：「佛法的初義，似乎只有無常、苦、無我三句。把空

加上成為（苦諦的〉四行相，似乎加上了空義，而實是把生說小

了」。 so

48 參閱《相應部〉（二二）〈蘊相應〉（日譯南傳14 , p.262 ﹔漠譯南傳
15, p.240）：「阿羅漢應如理作意：此五取蘊是無帝、苦、痛、攝、刺、痛、
病、他、壞、笠、無我。」

49 參閱《中部〉（六四）〈摩羅迦大經〉（日譯南傳 10 , p.237-p.238 ﹔漢譚甫傳

10, p.200）﹔增支部》〈四集〉（日譯南傳 18, p.226 ﹔漢譯南傳

20, p.215 ）。

50 參閱印順法師著〈性空學探源） p.33-p.34 : 

個勘經文，〈雜阿含〉第一經（大正 2 • la），漢譯雖分為無常、苦、笠、無
我四鐘，而巴利文卻只有三經﹔如第一二一四鍾的四句，現存大藏經裡的別譯

〈雜阿令〉，也只說「無常無有樂，並及無截法」，沒有生的一句。直到後來

的〈大般理槃經〉，還說涅槃的帝、樂、我，是對治無常、苦、無我「三修比

丘」的。所以，佛法的初義，似乎只有無帝、苦、無我三句。把空加上成為四

行相，似乎加上了「空」義，而實是把生說小了。這因為，照〈雜阿令〉其他

的經文看來，堂是總相龜，是成立無常、苦、無我的原則，如二六五經云：
「諦觀思惟分別時，無所有，無牢，無實，無有堅圈，如病如鐘，如刺如殺，

無常、苦、生、非載。」（大正 2 ’的c14-16）又二．七三經云：「空諸行﹔常

恆往不費品法笠，無我我所。」（大正 2 ' 72c14-15 ）這都先堂而後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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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盤堂故查，無常苦故無我無我戶斤，就是室，這是解脫的不二門。古

人依無常，苦，無我，立三解脫門 51 ，可見「空」在定慧修證中的

重要了！

苦、無我﹔室的是總一切的「諸行」﹔堂是貫穿了常與我我所。以總相義的室
來否定帝，及我、我所，指出常、我、我所的不可得。依遠見地，不但我笠、

裁所室，無常也是室。

51 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109 : 

〈解脫道論〉’是屬於赤銅鑼部的。所說，的三解脫，如〈解脫道論〉卷12 （大

正32 • 459b-c）說：「問：云何以觀見成於種種道？答：已（以〕觀見無骨，

成無相解脫。以觀見苦，成無作（即無願）解脫。以觀見無我，成空解脫」。

三解脫，的從煩惱得解脫說。觀無常而成無相解脫﹔﹔觀苦而成無作解脫﹔﹔觀無

我而成空解脫，無我是空義。以無帝、苦、無我來分別三解脫，實不如以三法

印一一無常明無廟，無我明空，洹槃明無相來得妥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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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阿含》一一空與解脫道

第三節 堂與心解脫（p.20～p.23)

釋厚觀（2004.3.24)

一、隨觀想的不岡而成為種種的定法（p.20)

在定慧的修習中，所有的方便不一，隨觀想的不同，修習成就，成為

種種的定法﹔這不是偏於定，而是從定得名1 。在佛教界類集、分別的

學風（本於佛說，經弟子們的發展，成為阿昆達磨）中，多方面傳出

定法，或經過論辯，然後成為定論。

修證者所傳的內容，不但名稱不一，即使名稱相同的，含義也有淺有

深 2 。因為這些名稱，絕大多數是世俗固有的名詞，「空」也不例

外﹔隨俗立名，加上宏傳者的程度參差，意義也就難以一致了。這是

理解種種定法所必要注意的。

1 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1216 : 
三味是定，然在〈阿含經〉中，三味每隨觀慧的內容立名，如「空三味」、

「無相三味」、「無願三味」一一三三昧，或稱三解脫門。在修證上，三三味

是種重要的定門。《雜阿令經〉中，質多長者說，：四種三味 「無量心三

昧」、「無相心三昧」、「無所有心三味」、「童心三味」’的空無我我所
說，可說是同一的。《大智度論〉說：三三味同緣一實相﹔三法印即是一實

相，可說就是這一解說的引申。三三昧與回種三昧，都是隨觀慧的內容立

名的。

2 (1 ）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35 : 
無相定，依修行者的用心不同，淺深不一﹔與成為定翰的非想非非想處，

滅盡定，無想定，都有關餘，所以內容比較桂雜。〈大昆要沙論〉卷104

說：「謂無相聲，說多種義：或於空三摩地說無相聲，如是或於見道，或

於不動心解脫，或於非想非非想處，或即於無相三摩地說無相聲。」（大

正27 ' 541b6-9) 

(2）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44 ：「無相心三味，是有淺深的：淺的還可能會

退墮﹔深的是見滅得道，成為聖者﹔﹔最究竟的，當然是一切煩惱室，阿羅

漢的不動心解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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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空」有密切關係的定法：四種心三昧（四種心解脫） ( p.20-21) 

與空有密切關係的定法，主要是四種心三昧，（相應部〉作，心解脫。

（一）《雜阿含經〉卷 21 (567經）：

如是我開：一時，佛住苓羅眾落苓羅林精舍，與眾多上座比丘俱。

時有質多羅長者，詣諸土座比丘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時諸土

產比丘，為質多羅長者種種說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默

然住。時質多羅長者，詣尊者那伽達多比丘所，稽首禮足，退坐

一面。

尊者那伽達多告質多羅長者：「有無量心三昧，無相心三昧，無所

有心三昧，空心三昧。云何長者！此法為種種義故種種名？為一義

有種種名？」

質多羅長者問尊者那伽達多：「此諸三昧，為世尊所說，為尊者自

意說耶 I ？尊者那伽達多答言：「此世尊所說。」

質多羅長者語尊者那伽達多：「聽我小忠惟此義，然後當答。」須

央忠惟已，語尊者那伽達多：「有法，種種義、種種句、種種味3 ﹔
有法，一義，種種味。」

復間長者：「云何有法，種種義、種種句、種種味？」

長者答言：「無量三味者，謂聖弟子心與慈俱，無怨、無憎、無

忌，寬弘重心，無量f學習普緣，一方充滿，如是二方、三方、四

方、上下，一切世間心與慈俱，無怨、無憎、無忌，寬弘重心，無

量修習，充滿諸方一切世間普緣住，是名無量三味。

云何為無相三味？謂聖弟子於一切相不念，無相心三味身作證’是

名無相心三味。

云何無所有心三味？謂聖弟子度一切無量識入處，無所有、無所有

心住，是名無所有心三味。

云何空三味？謂聖弟子世閉室，世間空如實觀察常住、不變菇，非

3 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22 ：「味」是「名」的舊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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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我所，是名空心三味。是名為法種種義、種種句、種種

味。」

復間長者：「云何法一義、種種味？」

答言：「尊者！謂貪（者是）有量，（忌、癡者是有量），若無語

者第一無量。

謂貪者是有相，忌、癡者是有相，無言乎者是無相。

貪者是所有，忌、癡者是所有，無譯者是無所有。

復次、無譯者空於貪，空於忌、瘓，室常住、不變易，空非我、非

我所。是名法一義、種種味。」

尊者那伽達多問言：「云何長者！此義汝先所聞耶？」

答言：「尊者！不聞。」復告長者：「汝得大利，於甚深佛法，現

聖慧眼得入。」

質多羅長者開尊者那伽達多所說，歡喜隨喜，作禮而去。（大正

2 • 149c6-150a16) 

從那伽達多（Naga也伽）與質多羅（α回）的問答，可見當時所傳的定

法，有些是佛說的，有些是弟子們傳授時自立名目的。這四種心三眛

（或心解脫），那時也還沒有達到眾所周知的程度，所以有此間答。

（二）與此相當的《相應部》經，問答者是牛達多（ Godatta）與質多

(Ci伽）長者 4 。

（三）編入《中部〉（四三）〈有明大經〉’是舍利弗為大拘締羅說的人

（四）依《相應部》，四種心解脫是：

卜無量心解脫。

2 、無所有心解脫。

4 《相應部） ( 41) ＜質多相應〉
尊者牛達多言坐於一方之質多居士曰：「居士！此無量心解脫，無所有心解

脫，空心解脫，無相心解脫，此等諸法是意義有別？抑名辭有別耶？或意義為

一，唯名辭有別耶？．．．．．．。」（目譯南傳 15 • p.450-p.452 ﹔漠譯南傳

16 . p.374-p.376) 
5 《中部） ( 43) ＜有明大經〉（日譯南傳10 . p.11-p.22 ﹔漠譯南傳10 . p.12-

p.18），與（中阿會經） (211) ＜大拘締羅經〉（大正 l,461b-464 b）相當，

但〈中阿合經﹜沒有這部分問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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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心解脫。

4 、無相心解脫。

三、四種心解脫之異同（p.21)

這四種心解脫，到底是文異義異，還是文異義同呢？依質多長者的見

解，可從兩方面說。

（一）名稱不同，意義也就不同：

卜無量心解脫：是慈、悲、喜、捨一一回無量定。

2 、無所有心解脫：是四無色中的無所有處定。

3 、空心解脫：是恩惟我我所空。

4 、無相心解脫：是一切相不作意，得無相心三昧。 6

（二）名稱雖然不同，而意義可說是一致的。

卜這是說：貪、瞋、癡（代表了一切煩惱）是量的因7 ( pamfu).a

karaI.J.a），漏盡比丘所得無量心解脫中，不動心解脫最為第一﹔不

動心解脫是貪空、瞋空、癡空，貪、瞋、癡空即超越於限量，是漏

盡比丘的究竟解脫（不動阿羅漢）。

2 、同樣的意義，貪、瞋、癡是障礙，貪、瞋、癡空即超越於所有几

不動心解脫是無所有心解脫中最上的。

6 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36: 
無相心三昧，依質多羅長者所說，是「一切相不念（作意）」而修成的三味。
作意，或譯思惟’念，憶念。不作意－切相的無相心三昧，是有淺深的。究竟

的無相，如〈雜阿含經〉卷的說：「修習於無相，減除精慢使，得慢無聞等，

究竟於苦邊。」（大正2•331b)

7 量（巴利文： p缸胡平a ﹔梵文： prat曲咽）：有分量、數量、形量、稱量、度量、
限度、容量、標準、正確的認識方法．．．．．．等義。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27 ：「量是依屋里士生而來的，如觀一切眾生而超越限量心，不起自他的分

別，就典無截我所的空慧相應。質多廳長者以為：無量心解脫中最上的，是空

於食、嗔、攘的不動心解脫，宜就是無量。」

8 (1) ｛瑜伽師地論〉卷 87 說：「又能制伏四外繫所攝貪、瞋、癡三種所有：謂

食欲身瞥，攝貪所有﹔瞋志身瞥，攝瞋所有﹔餘二身繫，攝癡所有。當如

此中極鄙穢蠱，是所有義。」（大正30, 792a5-8) 

(2）四身繫，參見《阿昆達磨集異門足論〉卷 g:

「四身繫者：一貪身繫，二嗔身瞥，三戒禁取身繁，四此實執取身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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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貪、瞋、癡是相的因 9 ( nimi位a-karai;ia），貪、瞋、癡空即超越於

相，不動心解脫是無相心解脫中最上的。

4 、經中說無量、無所有、無相，卻沒有說到空心解脫，這因為空於貪、

瞋、癡的不動心解脫，就是空心解脫的別名。

※從文異而義同來說，無量心解脫，無所有心解脫，無相心解脫，達到

究竟處，與空心解脫一一不動心解脫，平等平等。依觀想的方便不

間，有四種心解脫的名目，而從空一切煩惱來說，這是一致的目標，

如萬流入海，都是鹹球那樣。

四、比較《雜阿會經》 567經輿《相應部》之異同（p.22)

〈雜阿含經〉的四種心三昧，從名稱不同而意義也不同來說，與〈相應

部〉所說是一致的。但從名稱不同而意義相同來說，〈雜阿合經〉的

文句，與《相應部〉有些出入。

云何貪身繫？答：貪者，謂於欲境諸貪等食，廣說乃至貪類貪生，是名為

貧。身繫者，謂此貪未斷未過知，於往往有清往往身，往彼眾往彼所得，

自體為因為離繫等，繫各別繫相連相續方得久位。．．．．．．是名身繫。．．．．．
云何嗔身繫？答：嗔者，謂於有情欲為損害，廣說乃至現為過息，是名為

嗔。身繫者如前說。

云何成禁取身繫？答：成禁取，＆.身擊，俱如前說。

云何此實執取身繫？答：此實執取者，謂或有執我及世間常，此實，餘癡

妄。或復有執我及世間無帝，此實，餘瘓妄。或復有執我及世間亦常亦無

常，此實，餘癢妄。或復有執我及世間非常非無帝，此實，餘癱妄。或復

有執我及世間有邊，此實，餘癱妄。或復有執我及世間無邊，此實，餘嚷

妄。或復有執截及世間亦有邊亦無邊，此實，餘癡妄。或復有執我及世間

非有邊非無邊，此實，餘癡妄。或復有執命者即身，此實，餘癡妄。或復

有執命者異身，此實，餘癡妄。或復有執如來死後有，此實，餘癡妄。或

復有執如來死後非有，此實，餘癡妄。或復有執安曰：來死後亦有亦非有，此

實，餘癡妄。或復有執如來死後非有非非有，此實，餘癡妄。去，是等，名

此實執取身繫者。」（大正詣， 399c22- 400a21) 

9 《大昆婆沙論》卷105云：「於不動心解脫說無相聲者：如說，大德霍達多！當
如貪欲、嗔忌、意癡是相，有不動心解脫，是最勝無相。

問：何故不動心解脫名無相耶？

答：一切煩惱皆名為相，彼心不為煩惱擾，煩惱於心不得自在，心於煩惱得自

在故，說名無相。」（大正27 • 542a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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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雜阿含經〉卷21 (567經）說：

云何法一義種種味（味是「名」的舊譯）？

答言：尊者！謂貪有量，（忌、瘓是有量），若皇室費者第一無量。

謂貪者是有相，忌、癡者是有相，無言爭者是（第一）無相。

貪者是所有，忌、癡者是所有，無言乎者是（第一）無所有。

復次，無持者，空於貪，空於忌、痕，空常住不變易，空非我非我

丘。是名法一義種種味。（大正 2 ' 150a5-11) 

※《相應部〉〈質多相應〉（日譯南傅15 'p.451-p.452 ﹔漢譯南傳

16 ' p.375-p.376) 

大德！聽欲是作量者，嗔志是作量者，是i癡是作量者。漏盡之比

丘，捨素此等，如斷根無本之多羅樹，非使生成者，為未來不生

之法。

大德！於無量心解脫中，知不動心解脫為此等之最第一。然此不動

：空盤盤，為依禁欲而笠，依嗔志而笠，依惡癡而室。

大德！禁欲是障礙，嗔志是障礙，愚癡是障礙。漏畫之比丘，捨棄

此等，如斷根無本之多羅樹，非使生成者，為未來不生之法。

大德！於無所有解脫中，知不動心解脫為此等之最第一。然此不動

心解脫，為依禁欲而空，依嗔志而空，依愚癡而空。

大德！染欲為作相者，嗔志為作相者，是癡為作相者。漏畫之比

丘，捨棄此等，如斷根無本之多羅樹，非使生成者，為未來不生

之法。

大德！於無相心解脫中，知不動心解脫為此等最第一。然此不動心

解脫，依禁欲而笠，依瞋志而笠，依惡癡而堂。

大德！或依於事由，謂此等諸法之意義為一，唯名辭各別而已，其

事由即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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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應部〉的不動心解脫，《雜阿含經〉作無靜，應該是無需住或

無詩三昧的簡稱 10 。詩有三類 11 ，煩惱也名為靜一一」煩惱靜，所以

無詩是沒有一切煩惱，與空一切煩惱的不動心解脫相當。

2 、〈相應部》說了無量等三種心解脫中最第一的，是貪空、瞋空、癡

空，不再說空心解脫，那是以不動心解脫為空，心解脫了。

〈雜阿含經〉說明無量等三種中，無言爭最為第一，然後叉解說無詩

是：「空於貪，空於忌、癡﹔空常往不變易，空非我非我所」 12 。

解說無靜，也就是解說空心三昧。

五、「無靜」與「空」之關係（ p.22-p.23 ) 

無言爭與空，是有關係的，如〈中阿合經〉〈拘樓瘦無靜經〉末了說：

云何有言手法？云何無言手法？

若欲相應與喜樂俱’極下賤葉，為凡夫行，此法有諱。

以何等故此法有詩？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戚邪行，是故此

法則有詩也。若自身苦行，至苦非聖行，無義相應，此法有詩。

以何等故此法有詩？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戚邪行，是故此

法則有詩也。

離此二邊，則有中道，成眼成智，自在成定，趣智、趣覺、趣於涅

槃，此法無諱。以何等故此法無言乎？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

戚正行，是故此法則無語也。

10 （大昆婆沙論〉卷105說：「於不動心解脫說無相聲者：如說，大德霍達多！當

知貪欲、嗔忌、惡痕是相﹔﹔有不動心解脫，是最勝無相。」（大正27,542al-

3 ）。《大昆婆沙論〉說的霍達多，即牛達多，與〈相應部〉相同，反而與﹛雜
阿合經〉說的那伽達多不合。

11 無靜（梵紅卸的音譯阿蘭那。《大昆婆沙論〉卷 179 ：「然帶有三：一煩惱
詩、二蘊詩、三鬥詩。煩惱詩者謂百八煩惱﹔蘊詩者謂死﹔門帶者謂諸有情互

相隨辱言語相違。」（大正 27,899a22-24)

12 （雜阿合經〉卷21 (567經〉（大正2,150的－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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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等當知誇法及無言手法。知詩法及無言手法己，棄捨語法、修習無詩

法，汝等當學。

如是須菩提族娃子以無詩道，於後知浩如法。知法如真實，須菩提

說偈：此行真實堂，捨此住止息。 13

總之，四種心解脫中最上的﹔是空於貪、毒、癡的不動心解脫，或

無靜住，也就是心解脫（或心三昧）而達究竟，不外乎空的究竟完

成。無量，無所有，無相，無靜，不動，從煩惱空而清淨來說，都

可以看作空的異名。

無譚一一阿練若，本是修行者的住處。由於住處寧靜，沒有煩累，象

徵禪慧的境地，而名為無靜住、無詩三昧的。

這與「空」’本用來形容住處的空曠，沒有人物的煩累，也就用來象

徵禪慧，而有空住、空三昧等名目，情境是完全一樣的。

13 ｛中阿含經〉卷43 (169經）〈拘樓瘦無靜經〉（大正1 • 703al 7-cll ）﹔〈中
部》（ 139) ＜無靜分別經〉，但說：「善男子須菩提行無詩道」（日譯南傅

11下， p.332 ﹔漢譯南傅12 'p.2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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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阿含》一一空與解脫道

第四節無量（p.24～p.28)

釋厚觀（2004.3.31)

一、四無量：慈、悲、喜、捨（ p.24) 

慈、悲、喜、捨一一四無量定，也名無量，心解脫，無量心三昧，或名

四梵住。四無量遍緣無量有情1 ，所以是「勝解作意俱生假想起故」 2 。

或依定而起慈等觀想，或依慈等觀想、而成定。

二、修習慈心定之功德（ p.24-p.25 ) 

（一）生天

在定法中，這是重要的一組。其中，「慈為一切功德之母」’慈心是

印度文化中最重視的﹔佛經中可以充分證明這一意義的，如：

1 印順法師著〈成佛之道〉（增注本） p.123 ：「慈悲喜捨四無量定。慈是願人得
無﹔悲是憐憫眾生的苦痛﹔喜是同情他人的喜樂﹔捨是心住平等，不偏愛親

人，也不偏恨怨敵。修得四禪的，就可以f學習四無量定（但喜無量，限於初二

禪）。為什麼叫無量？修習時，或慈或悲等，先觀親人，後觀怨敵，從一人，

少數人，多數人，一圈，一天下，－方世界，到十方世界的欲界眾生，充滿慈
悲喜捨心，而願眾生得無離苦等。緣十方無量眾生，能得無量福報，所以名為

無量。」

2 ( 1) ｛大昆婆沙論〉卷 82 ：「慮如作意略有三種：一自相作意，二共相作意，

三勝解作意。自相作幸者，如有忠惟地為堅相，水為濕相，火為媛相，風

為動相，如是一切。共相作意者，如十六聖行相俱生作意等。勝解作意
者，如不淨觀、持息念、解脫、勝處、遍處等俱生作意。問：此四無量於

三種中，為與何等作意俱生？答：唯典勝解作意俱生假想起故。」（大正

27 • 422c27- 423a5) 

(2）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 p.402 - p.403 : 
修觀慧，有勝解作意典真實作意回卜勝解作意是假想觀，如不淨觀﹝念﹞成

說，見到處是青癖!l爛。 2 、真實作意中，有自相作意，如念出入息﹔共相

作意，如觀諸行無常等。真如作意，如觀－切法堂，不生不誠等。路解作

意對修持有助益的，但不能得解脫。勝解觀成就，自心所見的不淨或清淨

色相，典事實不符，所以是「顛倒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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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雜阿含經〉卷 10 (264 經）（大正 2 • 67c16-21 ）說：

我自憶宿命．．．．．．曾於七年中修習慈心，經七劫成壤，不遠比世（欲

界）。七劫壞時，生光音夭。七劫成峙，還生梵世空宮殿中，件大

梵玉，無勝無上，領千世界。

2 、這一則佛的本生傳說，《中阿合經〉，《增支部〉，《增壹阿含

經〉，都同樣的說到 3 。

3 、還有，佛本生善眼大師，教弟子們修習慈心，生於梵世界4 。善眼更

修增上慈，所以命終以後，生在晃昱天（即光音天5）。劫成時，生

梵世作大梵主，這是《中阿合經〉與〈增支部〉所一再說到的6 。

梵天中的大梵天玉，是千世界的統攝者，也就是婆羅門教的最高神、

創造神一一梵。世俗所仰信的創造神，依佛說，是修慈心定的果報。

4 、修慈心能生於梵天，功德很大，勝過了布施與持戒的功德，如〈中

阿含經〉卷39 (155) （須達多經〉（大正 1 • 677c22-28 ）說：

梵志隨藍行如是大施﹔．．．．．．歸命三尊一一毛佛，法，比丘眾，及受

裁。若有為彼一切眾生行於惡心，乃至整牛（乳）頃者，此於復施

（戒）為最勝也。

(3）勝解作意、真實作意，詳見﹛空之探究〉第一章第十節（勝解觀與真實

觀） ' p.67 - p. 78 ° 

3 ｛中阿合經》卷11 ( 61) ＜牛糞喻經〉（大正1 '496b）。叉（ 138) ＜褔經〉

（大正 1 • 645c）。〈增支部〉〈七集〉（日譯南傅20 'p.340 ﹔漢譯南傳

22 'p.283 ）。〈增壹阿合經〉卷4 (10) ＜護心品〉（大正2 • 565b-c）。
4 梵世界即初禪天。
欲界六天：四王天、切利天、夜摩天、兜率天、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

色界十八天：初禪天：梵眾天、梵輔天、大梵天。二禪天：少光天、無量光
天、光音天。三禪天：少淨天、無量淨天、遍淨天。四禪天：無雲天、福生
天、廣果天、無想天、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色究竟天。

無色界四天：空無邊處天、識無邊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非非想處天。
5 光音天，即第二禪之第三天。
6 ｛中阿合經〉卷2 (8) ＜七日經〉（大正1 • 429b-c）。叉卷30 ( 130) ＜教曇獨

經〉（大正1 • 619c）。〈增支部〉〈六集〉（日譯南傳20 'p.123 ﹔漢譯南傳

22 'p.105）。叉（七集〉（日譯南傳20 'p.358 ﹔漢譯南傳22 'p.2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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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隨藍婆羅門本生，也見於《增支部｝ 7 。

（二）不為諸惡鬼神所欺害

關於慈心的殊勝功德，除勝於布施、持戒外，還有不為諸惡鬼神所欺

害的功德，如《雜阿含經〉與〈相應部〉說 8 。

〈雜阿合經〉卷47 (1254經）（大正2 ' 344c7-15) : 

世尊告諸比丘：「譬如人家，多女人、少男子，當知是家易為盜賊

之所劫奪。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不能數數下至如擊牛乳頃，於一

切眾生修習慈心，當知是人易為諸惡鬼神所欺。譬如人家多男子、

少女人，不為盜賊數數劫奪。如是善男子，數數下至如擊牛乳頃，

於一切眾生修習慈心，不為諸惡鬼神所欺。是故諸比丘！常當隨時

數數，下至加華牛乳頃，修習慈心」。

（三）經論中所說的「慈心功德」

。曾支部〉（八集） 9 《增支部〉（十一集）10 《大智度論）11 〈大昆婆沙論）12

慈心的八功德 慈心的十）功德 慈有五功德 慈有五功德

眠樂 眠樂

2 覺樂 覺樂

3 不見惡夢 不見惡夢

4 為人所愛樂 為人愛樂
5 為非人所愛樂 為非人愛樂
6 為諸天所守護 為諸天所守護 善神擁護

7 不受火、毒、劍 不受火、毒、劍 入火不燒 火不能害

中毒不死 毒不能害

兵刃不傷 刀不能害

水不能害

8 速疾入於，G，定

9 顏色明亮 終不橫死 無災樹而致命終

10 不蒙昧而命終

11 若不通達上位13 ' 若不能通達上位，

則趣於梵世 則勵令梵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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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度論〉說：「慈以樂與眾生故，〈增壹阿含〉中說有五功德」 14 ' 

與《大昆婆沙論｝ 15所說相近，應該是說一切有部所誦的。

7 ｛增支部〉〈九集〉（日譯南傳22上， p.65 ﹔漢譯南傳24, p.54）。

8 ｛雜阿合經〉卷47 （大正2 • 344b-345a）。《相應部》（20) ＜譬喻相應〉（日

譯南傅13 , p.390-p.393 ﹔漢譯南傳14 ' p.337-p.339）。

9 ｛增支部〉〈八集〉（日譯南傳21 , p勾3 ﹔漢譯南傳23 , p.1-p.2) : 
諸比丘！若習於惡心解脫，修習、多習、作車乘、作基、隨作、積習、善造作

者，則希求八種之功德可得，以何為入耶？即：盟塾，鞏蠱，丕且主蠱斐，主主

庄重壘，為非人所愛樂，為諸夭所守護，不受火、毒、劉﹔若不過達上位，則

蠱金盈堂。諸比丘！若習於慈心解脫，修習、多習、作車乘、作基、隨作、積

習、善造作者，則可得如此希求之八種功德。

10 ｛增支部〉〈←干J集〉（日譯南傅22下， p.322-p.323 ﹔漠譯南傅詣， p.290）：「諸

比丘！若習、修習、多修慈心解脫，作乘、作基、隨成、積習、善能進作，可期則

有十一種之功德。何等為十一耶？即眠樂，覺樂，不見惡夢，為人愛樂，為非人愛
樂，為諾夫所守護，不受火、毒、劑，速疾入於心定，顏色明亮，不蒙昧而命搏，

若不能通達上位，則趣於梵世。諸比丘！若習、修習、多修慈心解脫，作乘、作

基、隨成、積習、善能造件，可期則有此十一種之功德。」

《增壹阿會經〉卷47 ＜放牛晶〉：「世尊告諸比丘：是有眾生修行慈心解脫，廣

布其義，典人演說，當獲此十一果報，云何為十一：臥安、覺安、不見惡夢、

夭護、人愛、不毒、不兵、水、文、盜賊終不侵拉、若身壞命將生梵天上﹔﹔是

謂，比丘能行惡心，獲此十一之福。」（大正 2 • 806a18-23) 

11 ｛大智度論〉卷20 ：「問曰：行是四無量心，得何等呆報？答曰：佛說入是起

三昧，現在得五功德：入火不燒、中毒不死、兵刃不傷、終不橫死、善神擁

護，以利益無量眾生故，得是無量福德，以是有漏無量心，緣眾生故生清淨

處，所謂色界。」（大正25 '211位4-29)

12 ｛大昆婆沙論〉卷的：「如契經說：住慈定者，刀毒水火皆不能害，必無災橫

而致命終。」 （大正27 • 427a8-9) 

的「上位」：即阿羅漢位。〈增支部〉〈八集〉〈第一慈晶〉（日譯南傳

21 'p.4 ，注2）。

14 ｛大智度論〉卷20 （大正訝， 211b17-18 ）。

15 ｛大昆婆沙論〉卷的（大正27 • 427a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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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慈心的定義（ p.25) 

慈心的定義，是「與眾生樂」’與儒家的「仁」’耶教的「愛」相
近。在人類的德性中，這確是最高的。如能「仁心普洽」’「民胞物

與」，「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那與慈無量心更類似了。

四、慈心的全貌：慈、悲、喜、捨（p.25-p品）

（一〉慈、悲、喜、捨之個別意義

1 、慈：與樂，觀想、康生得到安樂。

2 、悲：拔苦，想眾生遠離苦惱。

3 、喜：想眾生離苦得樂而心生喜悅。

4 、捨：冤親平等，「一視同仁」。

（二）慈心的全貌：包含慈、悲、喜、捨

分別的說，慈、悲、喜、捨這四心的觀行是各不相同的﹔如綜合起來

說，這才是慈心的全貌。本來只是慈心，約義而分為四類，如〈雜阿

含經〉卷29 ( 815經）說：

有比丘，修不淨觀斷盒笠，修慈心斷重盞，修無常想斷盆盔，修安

那般那念（入出息念〉斷童基（星墨）。（大正2 • 209c28-210al) 

修習四類觀想，對治四類煩惱，也是《中阿合經〉與〈增支部〉所

說的 16 。

本來只說到修慈，但《中部〉〈教誠羅喉羅大經〉，同樣的修法，卻

說修慈，悲，喜，捨，不淨，無常，入出息念一一七行 17 ，這是將慈

行分為慈、悲、喜、捨一一四行了。

16 ｛中阿合經｝ ( 56) （彌臨經〉：「復修四法。云何為四？修惡露，令斷欲﹔
修慈，令斷志﹔修息出息入，令斷亂念﹔修無常想，令斷我慢。」（大正

1 • 491c15-17) ﹔《中阿含經〉卷10 (57) （即為比丘說經〉（大正1 '492b5-

7 ）﹔〈增支部〉〈九集〉（日譯南傳22上， p.4 、 p.11-p.12）。

17 ｛中部｝ ( 62) （教誠羅喉羅大經〉（日譯南傳10 • p.219-p.220) 
羅喉羅！汝應f學習蠱，羅礁羅！汝f學習息時，則一切瞋急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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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重視慈心在世間德行中崇高價值，所以約義而分別為四心﹔如觀

想成就，就是四無量定18 。

「四行」與「七行」之比較
慈 ︱不淨︱無常

悲 ︱ 喜 ︱ 捨 ︱不淨︱無常

五、四無量法門遇有獨、通無獨（ p.26-p.27) 

（一）四無量心通於有漏世間定法

以慈心為本的四無量心，是適應婆羅門教的。如：

入出息念
入出息念

卜舍利弗勸老友梵志陀然，修四無量心，命終生梵天中，就因為「仗

諸梵志，長夜愛著梵夭」 19 。

羅瞧羅！法應修習益。羅喉羅！汝修習悲峙，一切害意識。

羅喉羅！法應修習臺﹔羅喉轟！汝修習喜時，一切不無滅。

羅棋羅！法應修習金﹔.喉羅！法修習搶時，則一切成動滅。

羅瞧羅！法應修習丕蓬車。羅喉羅！汝f學習不淨觀峙，一切欲學滅。

羅喉羅！法應修習蠱堂蠱固羅喉羅！汝修習無常想時，－切我慢滅自固

轟喉轟！汝應修習車主主盒。轟喉羅！由f學習、多修習出入息念，則有大果、

大福利。

18 ＜成實論〉卷12說：「問曰：此三皆是慈耶？答曰：即是越心差別三種。所以

者何？不瞋名慈，有人雖能不瞋，而見苦﹔但生不能生悲，若能於一切眾生中深

行惡心，如人見于遭急苦惱，商時惡心轉名為悲。或有人於他苦中能生悲心，

而不能於他增益事中生歡喜心。何以知之？有人見怨賊苦尚或生悲，見于得膳

已事而不能喜。行者見一切眾生得增益事，生歡喜心如已無異，是名為喜。故

知慈心差別為悲喜。
間曰：何所持故名捨？

答曰：隨見怨親則惡心不等，於親則重，於中不如，於怨轉薄？悲喜亦商，是

故行者欲令心等，於親捨視，於怨捨怨，然後於一切眾生惡心平等，悲

喜亦禹。故、值中說：為斷憎愛f學習捨心。

間曰：若爾則無別捨心，但以心平等故名為捨。

答曰：我先說起心差別為悲、喜等，又惡心以下、中、上法故有三種，能令此

三平等，故名為捨。」（大正32 • 336 b19-c8) 

19 ＜中阿合經﹜（ 27經）〈梵志陀然經〉（大正 1 • 458b23-24）。〈中部〉

(97) ＜陀然經〉（日譯南傳11上， p.256 ﹔漠譯南傳11 , p.2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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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傳說大善見主本生，也是修四梵住而生梵天中的 20 。

所以，依一股經文所說，四無量心是世間定法，是有漏，是俗定。

（二）四無量心通於無漏解脫道

然在佛法初期，慈，悲，喜，捨四定，顯然的曾淨化而提升為解脫道，

甘露門﹔從四無量心也稱為無量心解脫，最上的就是不動心解脫 21來

說，就可以確定初期的意義了。如〈雜阿含經》卷27 (744經）（大正

2 ' 197c16-21 ）云：

若比丘修習俗心，多修習已，得太呆太福利。．．．．．．是比丘心與慈俱，

修念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乃至修習捨覺分，依遠

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

經說慈心，是譯者的簡略22 ，實際是慈，悲，喜，捨一一四心 23 。

所說的「大果大福利」，或是二果二福利，是阿那含與阿羅漠。或是

四果四福利，從須陀洹到阿羅漠。或是七果七福利 24 ，是二種阿羅漢

20 ｛中阿會經｝ ( 68經）〈大善見王經〉（大正 1 • 518a-c）。〈長部〉

(17) （大善見王經〉（日譯南傅7 'p.184-p.197 ﹔漠譯南傅7 'p.142）。〈長

阿含經》卷3 (2) （遊行經〉（大正1 • 23c-24a）。
21 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20-p.21 ：「典室有密切關係、的定法，主要是四種心

三味，《相應部〉作心解脫。．．．．．．依〈相應部｝ ( 41) （直多相應〉（日譯南

傅15 J p.450-p.452），四種心解脫是：無量心解脫，無所有心解脫，空心解

脫，無相心解脫。．．．．．．食、瞋、癱（代表了一切煩惱〉是量的園，竭盡比丘所

得無量心解脫中，不動心解脫最為第一﹔﹔不動心解脫是食堂、嗔笠、寢室，

貧、嗔、接窒即超越於限量，是漏盡比丘的究竟解脫（不動阿羅漢）。」

22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
23 ｛相應部｝ ( 46) （覺支相應〉（日譯南傅16上， p.339-p.340 ﹔漠譯南傳

17 'p.301 ）口

〈大昆婆沙論〉卷的：「如與經說：與慈俱修念等覺丈，依止離，依止無欲，依

止滅，迴向於捨﹔悲喜捨三說亦如走。」（大正27 • 247c19-21) 

24 ｛雜阿含經〉卷27 (740經）：「若比丘修習此七覺分，多修習已，當得七呆。
何等為老？謂現法智有餘涅槃﹔及命終時﹔﹔若不兩者，五下分結畫，得中般涅

槃﹔若不商者，得生般注槃﹔若不商者，得無行般涅槃﹔若不商者，得有行般

涅槃﹔若不兩者，得上就般涅槃。」（大正2 ' 197a22-27) 

另參見﹛長阿合經〉卷12 (17經）〈清淨經〉：「此無當有七呆功德，云何為
七？於現法中得成道證﹔正使不成，臨命終峙，當成道證。若臨命終復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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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五種阿那含25 。

慈，悲，喜，捨與七覺分俱時而修詣，能得大果大功德，當然是通於

無漏的解脫道。無量心解脫，包含了適應世俗，佛法不共二類。

一般聲聞學者，都以為：四無量心緣廣大無量的竅生，無量是農多難

以數計，是勝解一一假想觀 27 ，所以是世間定。

但「量」是依局限性而來的，如觀一切眾生而超越限量心，不起自他

的分別，就與無我我所的空慧相應。質多羅長者以為：無量心解脫中
最上的，是空於貪、瞋、癡的不動心解脫，空就是無量28 。這一意

義，在大乘所說的「無緣慈」中，才再度的表達出來。

者，當畫五下結，中間般涅槃﹒生使般涅槃﹒行般涅槃﹒無行般涅槃﹒土流阿

迦尼咱般j里槃。」（大正1 ' 75 a28-b3 ) 
25 五種阿那合，詳見〈大昆對少論〉卷174 （大正27 • 875c-877c）。

(1 ）中艙里槃：指三果聖者於欲界殘而生色界時，於色界之「中有」位而般涅

槃者。

(2）生般涅槃：聖者生於色界，不久即能起道聖，斷除無色界之惑而般涅

槃者。

(3 ）無行般涅槃：聖者生於色界，未加行勤修，經久時而般涅槃者。

(4）有行般涅槃：聖者生於色界，加行精勤修學，經過長時之後而般涅槃者。

(5）上流般涅槃：先生於色界之初禪，漸次上生於色界餘天之中，最後至色究
竟天或非想非非想、天而般涅槃者。

26 ( 1) 七覺支： 1.念覺支、 2擇法覺支、 3精進覺支、 4.喜覺支、 5.除覺支（體安

覺支）、 6.定覺支、 7捨覺支。

(2) ｛大昆婆沙論〉卷的：「問：無量有漏、覺文無漏，云何有漏典無滿俱？
尊者世2佳作如是說：由四無量調伏其心、令心質直有所堪龍，從此無間引

起覺支，覺文無間引起無量，無量覺支相雜而起，故說為俱而實不並。」

（大正27 '427位1-25)

27 ｛大昆婆沙論〉卷82 ：「問：此四無量於三種（自相作意、共相作意、勝解作

意）中，為典何等作意俱生？答：唯典勝解作意俱生假想起故。」（大正

27 • 423a3-5) 
28 ( 1) 《雜阿舍經〉卷21 (567經）（大正 2 • 149c12-150all ）。

(2）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21 ：「貪、瞋、痕（代表了一切煩惱）是
量的目，漏盡比丘所得無量心解脫中，不動心解脫最為第一﹔不動心解脫

是貪笠、瞋笠、寢室，貪、嗔、寢室即超越於限量，是漏盡比丘的究竟解

脫（不動阿羅漢）。．．．．．．經中說無量、無所有、無相，卻沒有說，到空心解

脫，這因為空於貪、瞋、癱的不動心解脫，就是空心解脫的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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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阿含》一一空與解脫道

第五節 無所有（p.29～p.34)

一、與「無所有」有闋的初期聖典：（p.29)

（一）《中部） ( 105) （善星經〉。

釋厚觀。004.4.7)

（三）〈中部》（ 106) （不動利益經〉。（〈中阿合經） ( 75) （淨不動

道經〉）

二、《中部》（105) ＜善星經） (p.29) 

〈中部） ( 105) （善星經〉說：眾生心的傾向有五類 1 : 

卜傾向於世間的五欲。

2 、傾向於丕重而離欲結。

3 、傾向於無所有處而離不動結。

4 、傾向於非想非非想處而離無所有處結。

5 、傾向於還盤而離非想非非想處結。

這五類，是世間人心所傾仰的﹔也是修行者的次第升進，以涅槃為最

高理想。

傾心於前四類，是不能出離的，所以〈善星經〉的傾心於「無所有

處」，只是世間無所有處定境，沒有與「空」相同的意義。

三、《中部） (106) ＜不動利益經〉與《中阿合經》（ 75) ＜淨不動道

經） ( p.29-p.30) 

（一）〈中部〉的〈不動利益經〉，〈中阿含經〉作〈淨不動道經〉。

1 《中部） (105) （善星經〉（日譯南傳11上， p.331-p.333 ﹔漠譯南傳11 , p.266-
p.2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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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淨不動道經〉中分為五類 2:

1 、淨不動道。

2 、淨無所有處道。

3 、淨無想道（〈中部〉作「非想非非想處利益行道」）。

4 、無餘涅槃。

5 、聖解脫。

前三種淨道（淨丕塾道、淨無所有處道、淨盤塑道），名稱與次第，都

是與〈善星經〉（傾向於丕蠱、傾向於無所有處、傾向於非想非非想

盧）一致的。

（三）前三種淨道（淨不動遣、淨無所有處道、淨無想道），共分為七

類，今依《中阿合經》（參考《中部〉），列表如下：

( 1) 、現世欲﹒來世欲﹒現世欲想﹒來世欲想、
是魔境魔餌，心淨得不動﹝第一淨不動道﹞

(2）、現世欲﹒來世欲﹒現世欲想﹒來世欲想﹒四大、

卜淨不動道 四大所成色
是無常苦滅﹒心、斯尋不動﹝第二淨不動道﹞

(3）、現世欲﹒來世欲﹒現世欲想﹒來世欲想﹒現世

色﹒來世色，現世色想﹒來世色想、
是無常苦滅，心淨得不動﹝第三淨不動道﹞

(4）、現世欲﹒來世欲﹒現世欲想﹒來世欲想﹒現世

色﹒來世色，現世色想﹒來世色想﹒不動想、

是無常苦滅，心淨得無所有處 3 ﹝第一淨無所
有處道﹞

2 、淨無所有處道
(5）、此世

是我我所空，心淨得無所有處﹝第二淨無所
有處道﹞

(6）、我

是非為自、非為他，心淨得無所有處﹝第三淨
無所有處道﹞

(7）、現世欲﹒來世欲﹒現世欲想﹒來世欲想﹒現世

3 、淨無想道
色﹒來世色，現世色想﹒來世色想﹒不動想﹒無

所有處想

是無常苦滅，心淨得無想﹝淨無想道﹞

其中，「欲」是欲界的五欲﹔「不動」’一般的說，是四禪。（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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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淨不觀組經〉輿〈善星經〉之間異（p.30)

（一）相同處（層次相同）

〈淨不動道經〉所說的前三淨道（淨不動道、淨無所有處道、淨無想

道），是有層次的（層次與〈善星經〉相同），有次第觀想，次第

超越息滅的層次，所以被稱為「漸次度脫瀑流」 4 。

（二）相異處（是否能得解脫，二經說法不同）

〈淨不動道經〉與〈善星經〉之差異：

1 、〈淨不動道經〉所說的淨不動道以上，都是有解脫可能的。

2 、〈善星經〉的「傾心於無所有處」，只是世間無所有處定境，沒

有談到解脫。

五、「不動、無所有、無想」相闋的問題點（p.30)

在這裡，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

（一）不動（第四禪）以上，是無所有處，無想處一一非想非非想處，為什

麼四禪以上，與無所有處、無想處中間，沒有空無邊處與識無邊處

呢 ？ 5

（二）〈中部》的非想非非想處，〈中阿含經〉作「無想」、「無想處」 6 。

無特目心定，〈中阿合經》每譯作「無想、定」。無想、（制目心）定與非

2 ｛中部） (106) （不動利益經〉（日譯南傳11上， p.340-p.346 ﹔漠譯南傅

11 ' p.275-p.279）﹔《中阿經｝ (75) （淨不動道經〉（大正1 ' 542b-543b）。
3 ｛空之探究） p.34 ，注3: ｛中含阿經） (75) （淨不動道經〉原譯本作「於此

得入不動」（大正1 • 542c）今依上下文義及〈中部〉改。
4 ｛中部｝ (106) （不動利益經〉：「阿難！此為由我所說之不動利益行道，無
所有處利益行道，非想非非想處利益行道，漸次為說瀑流之度脫，為說聖

解。」（日譯南傳11上， p.345 ﹔漢譯南傳11 'p.275) 

5 參見〈空之探究｝ p.68 ﹔ p.71 。四禪八定：初禪、二禪、三J彈、四禪、空無邊
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

6 《中阿合經〉卷18 (75) （淨不動道經〉：「後一切想是無常法，是苦、是滅。
復於商時而得無想，復如是行、如是學，如是f學習而廣布，使於處得心淨。於

處得心淨已，比丘者或於此得入蠱墊，或以慧為解﹔使於後峙，身壤命終，因

本意故，必至蠱墾蠱，是謂說差蠱墾墓。」（大正1 '543a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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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非非想、處定，無想、定，滅盡定，有著複雜的關係 7 。本經（〈中合

阿經｝ ( 75) （淨不動道經〉）的不動，無所有，無想一一無相，三

者次第而說，不正與說一切有部論所說，從滅盡定起，起不動，無

相，無所有一一三觸的名稱相同嗎？ 8 

六、 }j~輝三類「淨無所有處遺」（ p.30-p.32) 

淨無所有處道，經中分為三類：

（一）第一淨無所有處道

A 、〈中部） ( 106) （不動利益經＞ 9 : 

諸比丘！聖弟子如是思：「一切現世之欲，一切來世之欲．．．．．．一切

來世之色想，此等一切想之無殘滅時，此為寂靜、殊妙，即無所有

處。」復如是行之，．．．．．．乃至．．．．．．身壞命終後，由識之導引，達於

無所有處。諸比丘！此稱之為第一無所有處利益行道。

〈中部〉說：聖弟子作如此的思惟：現在欲，．．．．．．不動想，這一切無

餘誠盡，那是寂靜的，殊妙的，就是無所有處。這樣的專心安住，於

是得心清（淨）

B 、〈中阿合經〉卷18 (75) （淨不動道經〉：

多開聖弟子作如是觀：若現世欲想、後世欲想，若現世色想、後世

色想及不動想，後一切想是無常法，是苦、是滅。彼於爾特得無所

有處想，復如是行、如是學，如是修習而廣布，使於處得心淨。全

處得心淨已，比丘者或於此得入無所有處10 ，或以慧為解﹔彼於後

7 參見〈空之探究〉第一章第六節〈無相） p.34-p.46 口

8 ｛雜阿含經〉卷21 (568 ）：「復問：尊者！住識正受時，為觸幾觸？答言：長

者！觸不動、觸無相、觸無所有。」（大正2 • lSOcl-3 ）另參見：（中阿含

經） (211) ＜大拘締羅經〉（大正1 • 792a）﹔〈大昆婆沙論〉卷153 （大正

27 '781b）﹔《空之探究｝ p.60-p.67 。

汁中部） ( 106) ＜不動利益經〉，（日譯南傳 11上， p.342 ﹔漠譯南傳

11 'p.275 ）口
10 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34 ，注3 ：《中含阿經） (75經〉〈淨不動道經〉原

譯本作「於此得入不動」（大正1 • 542c15 ）今依上下文義及〈中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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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身壞命終，因本意故，必至無所有處11 ，是謂第一說淨無所有

處道。（大正1 ' 542c10-17) 

〈中部〉說：無所有處是寂靜、殊妙的﹔《中阿合經〉作：「後一切

想是無常法，是苦，是減」。這可能是一般所說：觀下苦、眉，

（障），觀上靜、妙（離），厭下欣上的修法。厭下而專住於無所有

處想，成就無所有處定。

然〈中阿含〉（淨不動道經〉上說：修習無所有處的，或得無所有處

定，或依慧而得解脫，可見這不只是世俗定了。依《中阿含經〉說：

「復一切想是無常法，是苦，是滅」壞法，那在離欲，，.，，，，.，，不動想時，

無常、苦、滅的觀慧，是有解脫可能的。

（二）第二淨無所有處道

聖弟子作這樣的思惟：我，屬於我的，是空的。這樣的專心安住而得

心淨，也有得無所有處定，或依慧得解脫的三類。

A 、《中部） ( 106) （不動利益經＞ 12 : 

復次，言者比丘！聖弟子行至阿蘭若，或行至樹下，作如是思念：

「此依我、或依我所屬之物，為室。」復如是行．．．．．．乃至．．．．．．身壤

命終後，由識之導引，連於無所有處，諸比丘！此稱之為第二無所

有處利益行道。

B 、〈中阿含經〉卷 18 (75) （淨不動道經〉

復次，多聞聖弟子作如是觀：此世空一一空於神、神所有，空有

帝，空有樞，空長存，生不變易。彼如是行、如是學，如是f學習而

廣布，使於處得心淨。於處得心淨己，比丘者或於此得入無所有

處，或以慧為解﹔彼於後峙，身壞命終，因本意故，必至無所有

處，是謂第二說淨無所有處道。（大正 1 , 542c18-24) 

這是說一切有部經論，從常、恆、不變易法空一－無常，以明我我所

空的意義。修無我我所的空觀，得無所有處定，古人雖有多種解說，

其實是空與無所有的同一意趣。

11 ＜中含阿經｝ (75經〉〈淨不載過經〉原譯本作「必至不動」（大正1 , 542c17）今

依上下文義及〈中部》改。（參見《空之探究〉’ p.34 ，注3)

12 ｛中部｝ (106) （不動利益經〉’（日譯南傅11上， p.342-p.3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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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淨無所有處道

A 、〈中部） (106) （不動利益經） 13 : 

聖弟子作如是思惟：我不在何處，非誰，亦不在何物之內。我所不

在何處，不在誰中，亦不在何物。

B 、〈中阿含經〉卷 18 (75) （淨不動道經〉：

復次，多闇聖弟子作如是觀：我非為他而有所為﹔﹔亦非自為而有所

為，彼如是行、如是學、如是修習而廣布，使於處得心淨。於處得

心淨已﹔比丘者或於此得入無所有處﹔﹔或以慧為解。使於後峙，身

壞命終，因本意故，必至無所有處，是謂第三說淨無所有處道。

（大正 1 ' 542c24-543al ) 

此經意義不大明顯。《大昆婆沙論〉引此經作：「非我有處有時有所

屬物，亦無處峙物屬我者」 14 ，與〈中部〉說相近。

依〈婆沙論〉說﹔無論何處、何時，沒有我所屬的物﹔也無論何處、

何時，沒有物是屬於我的。從我與我所相關中，通達無所有，這也

是空與無所有是相同的。依此而得心淨的，也有得無所有定，或依

慧得解脫的二類。

（四）小結：修學者因用心不同，有的只居辱J彈定，有的能夠依慧得解脫

1 、﹝依共世間的定法而修出世的觀慧l

J彈定一一四禪、八定，一般說是共世間法，似乎是世間固有的定

法，佛弟子依這種定法而修出世的觀慧。

2、﹝因修習者的用心不同，而有益卒，或依慧得解腳9差別﹞

然佛法的定慧的早期意義，未必愚畫樣的。如所說的不動、無所有

處、無想處一一非想非非想處，經上都這麼說：多聞聖弟子作如是

思惟，這是賢聖弟子所修的。由於修習者的用，心不同，而有得定，

或依慧得解脫的差別。

依佛法的因果法則，修得某種定，如不能依之發慧得解脫，那就命

終以後，生在某種定境的天上。

13 ｛中部｝ ( 106) ＜不動利益經〉（日譯南傳 11上， p.343 ﹔漢譚甫傳

11 , p.276 ）。

14 ｛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84 （大正27' 43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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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出世觀慧而成.~﹞

一般說，世間定是厭下欣上而修得的，然如「淨無所有處道」的三

類，並不是這樣的。

( 1 ）第一類（第一淨無所有處道），依〈淨不動道經〉，也是觀

一切欲、欲想、色、色想、不動想，「是無常法，是苦，是

滅」。無常，苦，（無我我所），正是出世解脫道的三要門

（三解脫門依此而立），所以第一類也有依慧得解脫的。 15

(2）第二類（第二淨無所有處道），是觀我我所空而修得的。

(3 ）第三類（第三淨無所有處道），是觀無我所有而修得的。

第三類、第三類淨無所有處道都是出世解脫一一我我所空的

正觀。只是修習上有些問題，才不能依慧得解脫，成為無所

有處定，生無所有處天。

這樣，無所有處道，都依出世觀慧而成定，不過修持上有點問題，

這才成為世間定。

七、修出世觀慧，因，已有樂著而不得解脫（p.32-p.33 ) 

（一）引經證

修出世觀慧而成世間定，問題到底在那裡？經文在無想（淨非想非非

想道〉後，依「無想處」而有所說明，意義是通於「不動」及「無所

有處道」的。〈中阿含經〉卷18 (75) ＜淨不動道經〉說：

阿難！若比丘如是行：無我，無我所﹔我當（來）不有，我所當

（來）不有，若本有者，使畫得捨。阿難！若比丘金投捨’差彼

捨’住彼捨者，阿難！比丘行如是，必不得般涅槃。．．．．．．若比丘有

所受者，使必不得般涅槃。

15 （中阿合經〉卷18 ：「復次，多聞聖弟子作妒是觀：若現世欲想、後世欲想，

若現世色想、後世色想及不動想，復一切想是無常法，是苦、是滅。往於蘭時

得無所有處想，使如是行、如是學，如是修習而廣布，便於處得心淨。於處得

心淨已，比丘者或於此得入不動，或以慧為解﹔使於後峙，身壤命峙，因本意

故，必至不動，是謂第一說淨無所有處道。」（大正 1,542心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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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難！若比丘如是行：無我，無我所，我當不有，我所當不有。若

本有者，使畫得捨。阿難！若比丘丕金投捨’丕蓋在起搶，丕笙復捨

者，阿雖！比丘行如是，必得般涅槃。......若比丘無所受，必得般

涅槃。（大正1 ' 543a16-b3) 

（二）釋經義

以非想、非非想、處來說，當來的我與我所不再有，本有一一現在有的盡

捨，這表示究竟的般涅槃。但如對「捨」而有所樂、著、住（《中

部〉日譯本作：喜，歡迎，執著），那就不能得般涅槃了。

樂，著，住，總之是「有所受」’受是取的舊譯。所以，即使修行者

所修的是正觀，只要心有所樂著，就不得解脫了。

（三）結論

如修無所有正觀，心著而不得解脫，就會招感無所有處報。無所有處

定與天報，是面這種情形下成立的。

無所有一一無所有處道，修無常、苦、無我我所空，是空觀的別名。

無所有處定，是空觀的禪定化。 16

16 參見印順法師《性空學探源〉（空義之次第禪定化） p.87-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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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阿含》一一空與解脫道

第六節無相（p.34～p.46)

釋厚觀 ο004.4.14)

一、「無相」之真名（p.35)

無相，在解脫道中，有種種名稱，如無相心解脫、無相心三昧、無相

解脫、無相三昧、無相等至、無相住。

這些術語的應用，在初期佛教裹，比空與無所有，還要多一些。當

然，如以無我我所為空，那說空的經文，還是比無相要多些。

二、無相心三昧，有淺有深（p.35 ﹔ p.44)

（一） (p.35）無相定，依修行者的用心不同，淺深不一﹔與成為定論的

非想、非非想處，滅盡定，無想、定，都有關係’所以內容比較複雜。

《大昆婆沙論〉卷104說：

謂無相聲，說多種義：或於空三摩地說無相聲1 ，如是或於見道2 , 

或於不動心解脫3 ，或於非想非非想處4 ，或即於無相三摩地說無相

1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36 ﹔ p.49-p.50 。

2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42-p.44 ﹔〈大昆婆沙論〉卷105 ：「於見道說無
相聲者，如說：目連不說第六無相住者。云何第六無相往者？謂隨信行、隨法

行者不可施設，在此在往不可施設﹔在苦法智忍乃至在道類智忍故。問：何故

見道說名無相？答：見道遠義不越期心，不可施設比往相故。」（大正

27 • 541c15-542al) 
3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7 ﹔《大昆婆沙論〉卷105 ：「於不動心解脫說無
相聲者，如說：大德霍達多當知貪欲、瞋忌、惡癡是相﹔﹔有不動心解脫是最勝

無相。問：何故不動心解脫名無相耶？答：一切煩惱皆名為相，彼心不為煩惱

擾亂，煩惱於心不得自在，心於煩惱得自在故，說名無相。」（大正

27 • 542al-6) 
4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38 ﹔〈大昆婆沙論〉卷105 ：「於非想非非想處
說無相聲者，如說：我多起加行，多用功力，得無相心定，不應於中欣樂學
著。此說不起有頂味定，唯起淨定。問：何故非想非非想處名無相耶？答：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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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5 。（大正27 , 541b6-9) 

※《大昆婆沙論〉認為「無相」這一語詞，含有五種不同的意義：

1 、空三摩地。（參見〈大昆婆沙論〉卷104 ，大正27 ' 54lb9-c15) 

2 、見道。（參見《大昆婆沙論》卷105 ，大正27 • 541c15-542al) 

3 、不動心解脫。（參見〈大昆婆沙論》卷105 ，大正27 • 542al-6) 

4 、非想非非想處。（參見《大昆婆沙論〉卷105 ，大正幻， 542a6-12)

5 、無相三摩地。（參見〈大昆婆沙論〉卷105 ，大正27 • 542a12-14) 

〈大昆婆沙論〉以為：「無相」這一名稱，有五種不同的意義，然從

經文來說，也許還不止於所說的五義呢！

（二）《空之探究） (p.44) 

無相心三昧，是有淺深的：淺的還可能會退墮﹔深的是見滅得道，成

為聖者﹔最究竟的，當然是一切煩惱空，阿羅漠的不動心解脫了。

三、無相心三昧，是智果智功德（ p.35-p.37) 

（一）無相心三昧，是經佛弟子的修得而廣為傳出（p.35)

1 、「無相心三昧」’「是智果智功德」。說明這一問題的，〈雜阿合

經》（「弟子記說」）中，共有四經（依〈大正藏》編號，為556-

559經 6 ，其實應分為六經），都是與阿難有關的。

2 、有一位比丘，修得了無相心三昧，卻不知道是何果何功德。他於是

「隨逐尊者阿難，脫有餘人問此義者，因而得閣。彼比丘即隨尊者阿

無明了想相，亦無無想相，但有味鈍不明了想極細現行，如疑而轉，故名無

相。」（大正27 • 542a6-12) 
5 《大昆婆沙論〉卷105 ：「即於無相三摩地說，無相聲者，如此中說，三三摩地，謂

堂、無願、無相三摩地所緣境中無十相故。」（大正27 • 542a12-14) 
《大昆婆沙論〉卷104 ：「無相三摩地，此定所緣離十相故，謂離色、聲、香、

味、觸，及女、男、三有為相。」（大正27 ' 538b27-29) 
6 （雜阿會經〉卷20 (556-559經）（大正2 ' 145c18-146c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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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經六年中，無有餘人間此義者」’終於自己提出來請問。 7

六年中沒有人間，可見無相心三昧，起初是很少有人論到的。

3 、《雜阿含經〉中說到：無相心三昧，佛為眾比丘尼說﹔比丘尼們叉開

阿難，阿難為比丘尼們說。這一說明，主要為了：「大師及弟子，同

句，同味，同義」 8 ﹔只是為了以如來曾經說過，來肯定無相心三昧

在佛法中的地位。

4 、巴利藏〈增支部〉〈九集〉三七經，也說到是智果智功德，實為〈雜

阿含經） 557 、 55弘一三經的結合人

5 、總之，無相心三昧，是經佛弟子的修得而傳出，日漸光大起來的。

7 ｛雜阿含經〉卷20 (558經）：「時有其比丘得無相心三昧，作是念：我是詣尊
者阿難所，問尊者阿難，若比丘得無相心三昧，不勇、不沒，解脫已住，住已

解脫。此無相心三味何呆？世尊說此何功德？尊者阿難若問我言：比丘！法得

此無相心三昧耶？我未曾有！實問異答，我當隨進尊者阿灘，脫有餘人問此義

者，因而得聞。往比丘即隨尊者阿蟬，經六年中，無有餘人問此義者，即自問

尊者阿難。若比丘間無相心三昧，不勇、不沒，解脫已住，住已解脫，世尊說

此是何果、何功德？尊者阿難開往比丘吉：比丘！汝得此三昧！彼比丘默然

住。尊者阿難語往比丘吉：若比丘得無相心三昧，不勇、不沒，解脫已住，住

已解脫，世尊說此是智呆智功德。尊者阿難說此法峙，其比丘聞其所說，歡喜

奉行。」（大正，2' 146的－18)

8 ｛雜阿合經〉卷20 (556經）：「商時，世尊為眾多比丘尼種種說法，示教照
喜，示教照喜已，默然住時，諸比丘尼白佛言：世尊！若無相心三昧，不勇、

不沒，解脫已住，住已解脫。此無相心三昧，世尊說是何呆、何功德？佛告諸

比丘尼：若無相心三昧，不勇、不沒，解脫已位，位已解脫。此無相心三味智

呆智功德。時諸比丘尼聞世尊所說，歡喜隨喜，作權而去。時眾多比丘尼拉詣

尊者阿難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尊者阿難：若無相心三昧，不勇、不

沒，解脫已住，住己解脫。此三昧說是何果、何功德？尊者阿難語諸比丘尼：
姊妹！若無相心三味，不勇、不沒，解脫已住，住已解脫，世尊說是智呆智功

毯。諸比丘足，言：奇哉！尊者阿難！大師及弟子同句、同味、同義，所謂第一

句羲。今諸比丘尼詣世尊所，以如是句、如是味、如是義問世尊，世尊亦已如

是句、如是味、如是義為我等說，如尊者阿難所說不異，是故奇特。大師及弟

子同句、同味、同載。」（大正2 • 145c20-146all) 

9 ｛增支部〉〈九集〉（日譯南傳22上， p.125-p.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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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果智功德的無相心三昧是無漏的（ p.36-p.3 7 ) 

卜無相心三昧，依質多羅長者所說，是「一切相不念（作意）」而修成

的三昧 10 。作意，或譯恩惟’念，憶念。

2 、不作意一切相的無相心三昧，是有淺深的。究竟的無相，如《雜阿含

經〉（「祇夜」〉卷45 (1214經）說：「修習於無相，減除時度使，

得慢無聞等，究竟於苦邊」（大正2' 331b）。偈頌是阿難為婆書舍

說的，〈相應部〉同 11 。

3 、〈瑜伽論〉與〈大昆婆沙論》對無相心三昧的不同解說：

A 、〈瑜伽論〉解說為：「由此斷故，說，名無學」 12 。

B 、智果智功德的無相心三昧，〈大昆婆沙論〉以為是空三摩地的別名。

〈瑜伽師地論〉對無相心三摩地的解說，如卷12說：

云何無相心三摩地？謂即於彼諸取蘊滅，思惟泉靜，心住一緣。如經

言：無相心三摩地不低不昂。．．．．．．又二因緣入無相定：一、不思惟一

切相故﹔二、正思惟無相界故。由不思惟一切相故，於技諸相不厭不

壤，唯不加行作意思惟，故名不低。於無相界正思惟故，於彼無相不

堅執著，故名不昂。（大正30' 337b) 

不低不昂的無相心三昧，正是經中所說，不勇不沒的，智果智功德的

三昧。

〈瑜伽論〉所說，與〈大昆婆沙論〉說，是「空三摩地」異名，所見
不同。 13

10 ｛雜阿合經〉卷21 (567）：「云何為無相三味？謂聖弟子於一切相不念，無相

心三昧，身作證是名無相心三味。」（大正2 • 149c27-29）﹔〈相應部﹜

( 41) ＜質多相應）（日譯南傳15 , p.451 ）。
11 （相應部） (8) ＜婆書沮淺老相應）（日譯南傳12 , p.325 ）。
12 ｛瑜伽師地論〉卷17 （大正30, 372c14 ）。

13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49-p.50 ﹔﹛大昆婆沙論〉卷104 ：「於呈三產些
說無相聲者。如契經說，：有一嘉興得無相心定，然根鈍故，不如此定有何呆報

有何勝利。佳作是念：尊者阿難，佛及弟子，常所稱歎’我應往悶。．．．．．．遲遲
六年竟不聞說，位懷疑久纜，仰問言：若有獲得無相心定不沈不舉，攝持諸行，

如水堤塘，解脫故住，住故解脫，佛說此定有何呆報？有何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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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經艾所說，無相心三昧，或在無量心解脫以下說，那是「出離一切
相」’心「不為隨相識所纏縛」的14 。或依四禪說無相心三昧，如不

再進求，與眾人往來雜處，戲笑調弄，那是會退落，可能還俗的。 15

所以，三昧通於有漏﹔智果智功德的無相心三昧，也就是無相心解

脫，唯是無漏的（初果到四果）。

阿難聞已使反問言：汝得此定耶？

往作是念：我昔所處今呆得之，便默然而住。

阿難告言：佛說此定得解果報、得解勝利。解謂智生、修道、畫滿，汝亦不久

當得此事。此中不沈者已斷我見故﹔不舉者已斷載所見故。又不沈者已斷五我

見故﹔不舉者已斷十五我所見故。如我、我所見，己、己所見﹔我、我所愛﹔
己、己所愛﹔﹔我、我所癡﹔己、己所瘓應如亦耐。又不沈者，得涅槃故﹔不舉

者，捨生死故。攝持諸行者，多起加行、多用功力，極善作意得比定故。如水

堤塘者，如水從泉出，就漫池中，堤塘堪之不令就散，如是此定隨一境轉，過

滿此境使住不散。解脫故住者，是自性解脫住故。解脫者，是相續解脫，些主

觀無我、我所相故名無相而實是笠，以往孟揖專修此定，能初證入正性離生，

於最後時畫諸滿故。〈法印經〉說：若觀色、聲、香、味、觸相，而捨諸相名

無相定，彼觀境界相而捨有情相，謂以空定觀色等法，捨有情想，於中都無女

男尊故。由此尊者妙音說曰：諸有情想依境界相故，觀境相捨有情想，女、男

相無，名無相定，而實是空三摩地。」（大正27 • 541b9-c15) 

《大昆婆沙論〉卷7 ：「五我見，謂等隨觀色是我，受、想、行、識是我。十五
我所見，謂等隨觀我有色，色是我所，我在色中，我有受想行識，受想行識是

我所，我在受想行識中。」（大正.27 • 36a26-29) 
14 《增支部〉〈六集〉（日譯南傳20 • p.20-p.21 ）。《集異鬥足論〉卷的：「有具
壽作如是言：我於無相心定，雖已習、已修、已多所作，而我心猶為隨相識纏

縛。應告往曰：勿作是言，所以者何？若有具壽，於無相心定，已習、已修、

已多所作，無處、無容，其心猶為隨相識纏縛。若心猶為隨相識纏縛，無有是

處。謂無相心定必能出離一切隨相識。問：此中出離何所謂耶？答：隨相識永

斷亦名出離﹔超越隨相識亦名出離﹔無相心定亦名出離﹔今此義中意說無相心

定名出離。」（大正.26 • 430c27-431a6) 

15 ｛增支部〉〈六集〉（日譯南傳20 'p.156-p.157）﹔〈中阿含經〉卷20 (82經）
〈支離彌梨經〉：「諸賢！或有－人得無想心定，使得無想心定己，使自安
住，不復吏求未得欲得、不獲欲獲、不作證欲作詮。彼於後峙，使數典白衣共

會，調笑貢高，種種設嘩，往數典白衣共會，調笑貢高，種種設嘩已，心便生

欲﹔往心生欲已，使身熱心熱﹔投身心熱己，使捨成罷道。」（大正

1 • 559a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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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無相心三昧，別開為二種無想心定（ p.37-p.38) 

（一）定，有「有想」與「無想」的二類，如〈雜阿含經〉卷21 （大正

2 ' 146c）說：

尊者阿難語迦摩比丘言：﹔若比丘，離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

喜樂，初禪具足住﹔如是．．．．．．無所有入處具足住：如是有想比丘有

法而不覺知。．．．．．

比丘一切想不憶念，無想心三味身作詮具足住，是名比丘無想於有

法而不覺知。

（二）無所有處以下，是初禪到無所有處定，是有想而不覺知﹔無想心定

是無想而不覺知。《增支部〉與此相當的，也說無所有處以下，是

有想而不覺知﹔接著說不蹄不沒（即「不低不昂」）的三昧。 16這

可見無所有處以上，就是無想的無相心三昧。

（三）﹛增支部〉的〈靜慮經〉，先總標說：「依止初靜慮得諸漏畫，依

止非想非非想處得諸竭盡」’然後分別的廣說。但的主別廣說中，

卜從初靜慮說到無所有處定，「如是有想等至」。這是說，無所有處

定以下，是有想定，與〈雜阿含經〉所說相同。

2 、以下經文，沒有說依止非想非非想處得漏盡，只說「非想非非想

處」與「想受滅等至」善巧 17 ﹔「非想非非想處」與「想受滅

定」，不正是「無想定」而與「無相心三眛」相當嗎？

※無相心三昧，開為二種無想心定： 1 、非想非非想處定， 2 、滅
盡定。 18

五、以非想要阿拉想處說制目（ p.38-p.39) 

（一）無相心三昧而被解說為「非想、非非想、處」的，如〈大昆婆沙論〉卷

105說：

16 （增支部〉〈九集〉（日譯南傅22上， p.127）。

17 （增支部〉〈九集〉（日譯南傅22上， p.123手124 ）。

18 參見印順法師〈性空學探源｝ p.94-p.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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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非想非非想處說無相聲者，如說：我多起加行，多用功力，得無

相心定，不應於中欣樂靠著。此說不起有頂味定，唯起淨定。

問：何故非想非非想處名無相耶？

答：往無明了想相，亦無無想相，但有昧鈍，不明了想微細現行，如

疑而轉，故名無相。（大正27 • 542a6-12) 

（二）經說無相定，而被解說為非想非非想處定的，是〈中阿含經〉的

《淨不動道經》。經上說：欲想，色想，不動想，無所有處想，

「彼一切想是無常法，是苦，是滅，使於爾時而得無想。彼如是

行，如是學，如是修習而廣布，使於此得心淨。．．．．．．或於此得入無

想，或以慧為解」。得此無想定的，如有所受（取）一一樂、著、

住，那就受。但）有想無想處的果報。 19

卜無相心定而有所樂著，所以是無想而叉有不明了的細想、現行，因而

名為非想、非非想、處定。

2 、如心無取著，那就是無相心解脫了。

六、以想受誠定說無相（ p.39-p.40) 

（一）想受滅定，或名滅（盡）定，或名增上想滅智定。與無相心三昧相

當的，如〈相應部〉〈目總連相應〉：從初禪說到四禪，從空無邊

處到非想非非想處﹔在八定以上，說無相心定。 20 而〈舍利弗相

應〉，也從初禪說到非想、非非想處定，然後說想受滅定。 21 可見盤
相心三昧、與想受誠定的地位相當。

19 《中部｝ (106) ＜不動利益經〉，「無想」作「非想非非想處」。《中阿合

經〉卷18 (75經）（淨不動道經〉：「復次，多聞聖弟子作如是觀，若現世欲

及後世欲，若現世色及後世色，若現世欲想、後世欲想﹔﹔若現世色想、後世色

想及不動想，無所有處想，後一切想是無常法是苦、是滅。也是於商時而得無

想，使如是行，如是學，如是修習而廣布，便於處得心淨，於處得心淨已，比

丘者或於此得入無想，或以慧為解。復於後時，身壞命終，因本意故，必至無

想處是謂說淨無想道。」（大正 1 • 543al-20)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49 ﹔ p.29-p.33 。

20 ｛相應部） (40) ＜目聽連相應〉（日譯南傳15 , p.405-p.414）。

21 ｛相應部） (28) ＜舍利弗相應〉（日譯南傳14 , p.380-p.3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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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還有，佛入涅槃那一年，在昆舍離唐、病，是入無相三昧而康衡9.,

卜如〈長阿合經） (2）《遊行經〉說：

「吾已老矣，年且八十。．．．．．．自力精進，忍此（病）苦痛，不念一

切想，入無想定時，我身安隱，無有惱息。」（大正1 ' 15b) 

2 、《雜事〉也這樣說：「以無相三昧，觀察其身痛惱令息。」 22

3 、《長部〉〈大般涅槃經〉卻說：「阿難！如來一切相不憶念，入一

切受減相心三味住時，如來身體康復」。 23

〈長部〉說一切相不憶念，叉說「入一切受滅相心三眛」’顯然是

「無相心三昧」而叉有「想受滅」的意義。

（三）滅盡定在佛教界是多有靜論的。

1 、「想受滅定」是從「無相心定」中分化出來的，當然久已為佛教界

所公認，然於非想非非想處以上，立滅盡定的，如《中部〉

(25）《撒餌經〉’（26) （聖求經〉’（ 30) ＜心材喻小經〉

(31) ＜牛角喻小經） ' ( 66）《轉喻經） , ( 113) （善士經〉，

而在〈中阿合經〉中，僅與《撒餌經〉相當的（178) （獵師經〉，

在非想非非想處以上，立「想知滅」，其餘都沒有，可見部派間所

誦的經教，想、受誠定還在不確定狀態中。

2 、滅盡定與無想一一無相心定，（中阿含經〉辨別三定的入定與出定

的差別 24 ，而《中部〉卻沒有。

22 《根本說一切有部昆奈耶雜事〉卷36 ：「阿難陀！我身有系將欲涅槃，使作是

念，吾今病苦必定命終，諸革揭等各在餘處，我念不應離斯大革而般涅槃’宜

自用意以無相三味觀察其身痛惱令息即使入定，所受諸苦悉皆除愈得安隱

住。」（大正24 J 387b7-11) 
23 （長部｝ (16) （大般涅槃經〉（日譯南傳7 'p.68）。

24 （中阿會經〉卷58 (210經）〈法樂比丘尼經〉：
復問曰：賢聖若入減畫定及入無想定者，有何差別？法無比丘尼答曰：些主主

滅盡定者，想及如滅。入無想定者，想知不滅。若入減盡定及入無想定者是謂

差型。．．．．．．復問曰：賢聖若從竭盡定起及從無想定起者，有何差別？法無比丘

尼答曰：比丘從識盡定起時，不作是念：「我從滅盡定起 I o 比丘從無想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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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想、受減定，在佛教界是多有靜論的。

(1）如烏陀夷反對舍利弗所說的：「若於現法不得究竟智，身壞命

終，過搏食天，生餘意生天25中，於復出入想知滅定，必有此

處。」 26

(2）在部派中，或說想、受滅定是有為的﹔或說是無為的﹔或說是非

有為非無為的。或說想、受滅者是無想有情﹔﹔或說非無想有情﹔

或說世間想、受滅是無想、有情，出世想、受滅是聖者。

(3）大乘經以為：菩薩如悲願不足而入滅定，是會證小果的 27 ﹔如

悲願其足，那就是證入如如法性的深定了。

這樣的異說紛耘，足以說明，與無相心定有關的滅盡定，在佛教界

是非常暗昧的。

七、以無想有情、無想定說無相（ p.40) 

（一）依無相心三昧，演化出非想非非想處定（及報處），滅盡定以外，

還有無想有情、無想定。無相心三昧不作意一切相，也就是不起一

切想。

時，作如是念：「我為有想？我為無想？」若從滅畫定起及從無想定起者是謂

差別。．．．．．．（大正1 • 789a13-24) 

另參見：〈中阿含經〉卷到，（211經）〈大拘締羅經〉（大正 1 ' 791c22-
7蛇的）。

25 ｛阿昆達磨俱舍釋論〉卷3 ：「此中意生天者，世尊說，是色界，是定與有頂相

應，若人得比定不退，云何得於色界受生？有餘部執：此減心定，以第四定為

地。」（大正”， 184a7-10)
26 《中阿會經〉卷5 (22經）〈成就戒經〉：「蘭時，尊者會梨子告諸比丘：若比

丘成就戒，成就定，成就慧者，使於現法出入想知滅定，必有此處。若於現法

不得究竟智，身壞命終，過搏食天，生餘意生天中，於復出入想知滅定，必有

此處。走時，尊者烏陀夷共在眾中，尊者烏陀夷白曰：尊者會梨子！是比丘生

餘意生天中，出入想知識定者，終無此處。」（大正1 ' 449c9-16）﹔（增支
部〉〈五集〉（日譯南傳19 ' p.268-p.269 ）。

27 《大股若波羅蜜多經﹜卷592 ：「蘭時，滿慈子白佛言：世尊！我謂聲聞所得諸
定勝菩薩定，所以者何？聲聞具得九次第定，菩薩於中唯得前入，菩薩不得滅

受想定故，聲聞定勝諸菩薩。商時，世尊告滿慈子，菩薩亦得滅受想定。謂於

此定已得自在但不現入，所以者何？如來不許諸菩薩眾現入比定，勿由現入退

墮聲間或獨覺地。」（大正7 ' 1064bll-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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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長部〉〈大緣經〉立七識住與二處，二處是無想有情處與非想非

非想、處。 28

「無想定」與「誠盡定」相似，所以從起定時的差異，而加以分
別。 29

七識住與二處，綜合起來，名為九有情居。”

28(1) ｛長部｝ (15) ＜大緣經〉日譯南傳7 • p.22-p.24）﹔（長阿含經〉卷

10 ( 13經）〈大緣方便經〉：「云何二入處？無想入、非想非無想入是
益。阿難！此二入處，或有沙門、要羅門言：此處安龐，烏拉、為護、為

舍、為燈、為明、為歸、為不虛妄、為不煩惱。阿難！若比丘知二入處，

如集、如滅、知味、知過、知出要、如實知見。彼比丘言：彼非我，我非

仗，如實知見，是為二入。」（大正1 ' 62b13-19) 

(2 ）《中阿合經〉卷24 (97經）〈大因經〉：「阿難！第一處者，有色眾生無

想無覺，謂無想夭。若有比丘知復處、知彼處習、知滅、知味、知忠、知

出要如真。阿難！比比丘寧可樂往處，計著往往處耶？答曰：不也！阿

難！第二處者，無色眾生度一切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是非有想非

無想處成就道，謂非有想非無想處夭。若有比丘如往處、知位處習、知

識a 、如味、如忠、如出要如真。阿難！此比丘寧可無往處，計著住往處

耶？答曰：不也！」（大正1 • S82a5-14) 

29 ｛中阿合經》卷58 (210經）〈法樂比丘尼經〉（大正1 • 789a13-24）﹔〈中阿

合經〉卷58 (211經）（大拘締羅經〉（大正1 • 791c22-792a4 ）。

30 (1) ｛長部｝ (33) ｛等誦經〉（日譯南傅8 ' p.343-p.344）。〈增支部〉〈九

集〉（日譯南傅22上， p.77-p.78）。《長阿合經〉卷8 (9經）〈泉集

經》：「諸比丘！如來說九正法，所謂九眾生居。或有眾生，若干種身，

若干種想，主丞主走，是初眾生居。復有眾生，若干種身而一想者，益主

音夭最初生時是，是二眾生居。復有眾生，一身若干種想，光音天是，是

三星主星。復有眾生，一身一想，進達三是，是四眾生居。復有眾生，無

想無所覺知，無想天是，是五眾生居。復有眾生，空處住，是六眾生居。

復有眾生，識處住，是七眾生居。復有眾生，不用處住，是八眾生居。復

有眾生，住有想無想處，是九眾生居。是為女曰：來所說正法，當共撰集，以

防詩訟，使梵行久立，多所饒益天、人護。」（大正 1 • S2b23-cS ) 
(2) ｛增壹阿合經〉卷40 ＜九眾生居品）：「商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九眾生

居處，是眾生所居之處。云何為九？或有眾生，若干種身，若干種想，所

請夭及人也。或有眾生，若干種身一想。所謂梵迦夷天，最初出現也。或

有眾生，一身若干想，所謂光音夭也。或有眾生，－身－想，所謂遍淨天

也。或有眾生無量笠，所謂生處天也。或有眾生無量識，識處天也。或有

眾生不用處，所謂不用處天也。或有眾生有想無想，有想無想處天也。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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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長部〉〈波梨經〉說：傳說中的世界起源說，其中「無因論」

者，是從無想有情死沒而來生的，所以說無因而有。 31

（四）無想、定與無想、有惰，可能外道有類似無想的修驗與傳說，佛法為了

要給以應有的解說，才從無相定、滅盡定中分出，位居四禪廣果天

上。這是成立要遲一些。

八、依四念處而修無相三眛（p.41)

（一）《雜阿合經〉（修多羅〉卷10 (272經）（大正2' 72a-b）說：

比丘！貪想、志想、害想，貪覺、志覺、害覺，及無量種種不善，

云何究竟滅盡？於四念處繫心，住無相三昧，修習多修習，惡不善

法從是而滅，無餘永畫。

多聞聖弟子作是思惟：世間頗有一法可取而無罪過者？思惟已，都

不見一法可取而無罪過者。．．．．．．件是如已，於諸世間則無所取﹔無

所取者，自覺涅槃。

（二）《相應部〉〈蘊相應〉所說的，大致相同。 32依經說：依三種想而
有三種不善覺 33 （覺，新譯尋思），引起種種的不善法，多修習無

相三昧，能永誠無餘。

所生之處名為九也，是謂。比丘！九眾生居處，群萌之類，曾居、已居、

當居。是故，比丘！當求方便，離此九處。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大正2 • 764c21-765a4) 
31 ｛長部｝ (24) ｛波梨經〉（日譯南傅8 'p.43 ）。〈長阿合經〉卷11 (15經）
〈阿盆夷經〉：「佛告梵志：或有沙門、要羅門言：截無因而出。我語往言：

汝等實言，本無因出耶？往不能報，逆來問我。我時報曰：或有眾生無想、無

知，若往眾生起想，則使命終來生此間，漸漸長大，剃除鬚曼，服三法哀，出

家修道，使入心定三昧，以三味力識本所生﹔使作是言，我本無有，今忽然

有。此世間本無，今有，此實餘虛。如是，梵志、沙門、婆羅門以此緣故，言

無因出。唯佛知之，過是亦如，如已不著苦、集、識、味、過、出耍，如實知

之，已平等觀無餘解脫，故名如來。」（大正1 • 69c21-70a2) 
32 ｛相應部｝ (22) ＜蘊相應〉（日譯南傅14 • p.150）。
33 三種不善覺：貪、慧、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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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相三昧是依四念處而修的。四念處是：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

無常，觀法無我，是解脫的一乘道。依此而修無相三昧，不取一切

相，不取法有，也不取法無，真能修到無所取著，就能自證涅槃了。

（四）經中常說：依四念處，修七覺支而得解脫。每一覺支的修習，都是

「依遠離，依離欲，依滅，向於捨（捨即不著一切）」的。不取著

一切相的無相三昧，可說就是「依滅，向於捨」的修習。

九、不依一切想而修的「無相三昧」與「強梁禪」 34 ( p.41-p.42) 

（一）不取著一切法的三昧，與佛化設陀迦茄延的未調馬一一強梁禪，應

有一定程度的關係，如《雜阿含經》（「如來記說」〉卷33 ( 926 

經〉說：

虫叮是說陀！比丘如是（不念五蓋，住於出離如實知）禪者，不依地

修禪，不依水、火、風、笠、識、無所有、非想非非想而修禪﹔不

依此世，不依他世，非日（非〉月，非見、閣、覺、識，非得、非

求，非隨覺、非隨觀而修禪。說陀！比丘如是修禪者，諸天主、伊

溼渡羅、渡闇渡提，恭敬合掌，稽首作禮而說，偈言：南無大士夫，

南無士之上！以我不能知，依何而禪定？

佛告跋迦利：比丘於地想能伏地想，於水、火、風，．．．．．．若覺、若

觀，悉伏彼想、跋迦利！比丘如是禪者，不依地、水、火、風，乃

至不依覺、觀而修禪。

（大正2 • 236a-b) 

（二）於地等能伏地等想，不依地等一切而修的，是無相禪。《別譯雜阿

含經》引申為：「皆悉虛偽，無有實法，但以假號因緣和舍有種種

名，觀斯空寂，不見有法及以非法」。 35 「不見有法及以非法」’

與佛〈教迦搞延經〉的不起有見、無見相合﹔也與離有見、無見，

不見一法可取而無罪過說相舍。 36

34 參見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278-p.285 。

35 （別譯雜阿合經〉卷8 （大正2' 431a17-19）。

36 (1) （雜阿合經》卷12 (301經）：「佛告﹝跳－兆＋散﹞陀迦鴉延：世間有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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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所依而修禪，見於〈增支部〉「十一集」 37 已衍化為類似的十經。

（四）各部派所謂的經文，有不少出人，大抵合於自宗的教義。 38 然從

〈雜阿合經〉與《增支部〉相同的來說，這是不依一切想而修的無

相禪。

十、以見道說無相（ p.42-p.44 ) 

（一）〈大昆婆沙論》卷40 （大正27 '209b）說：

大目乾連！底沙梵夭不說第六無相住者耶？．．．．．．若有 ;st 鉤，於一切

相不復思惟’證無相心三摩地具足住，是名第六無相住者。

卜論中廣引經文（應是有部的〈增壹阿合經〉）：底沙梵天對大目乾

連說：部分的梵眾天，能夠知道誰是俱解脫，．．．．．．誰是信勝解。目乾

連告訴了如來，如來以為：「一切聖者，總有七人39」。底沙梵天從

俱解脫說到了信勝解，只說了五人，沒有說第六無相住者。無相住者

是證得無相心三摩地具足住的，這是梵天所不能知道的﹔這與諸天主

不知其實禪是依何而禪定一樣。

依。若有、搭無，為取所觸，取所觸故。或候有、或依無。若無比取者，

心境繫著使不取、不住、不計我苦生而生，苦誠而滅。於彼不疑、不惑，

不由於他而自知，是名正見，是名如來所施設正見，所以者何？世間集如

實正如見，若世間無者不有，世間滅如實正如見。若世間有者無有，是名

離於二邊說於中道。」（大正2 • 85c20-28) 
(2) ｛雜阿合經〉卷10 (272經）：「善男子、善女人信無出家，修習無相三

昧，修習多修習已，住甘露門，乃至究竟甘露涅槃。我不說此甘露涅槃，

依三見者。何等為三？有－種見如是如是說，命則是身。復有如是見，命

其身異。又件是說，色是我，無二無異，長存不變。多聞聖弟子作是忠

惟’世間頗有一法可取，而無罪過者﹔思惟已，都不見一法可取，而無罪

過者。我若取色，即有罪過。若取受、想、行、識則有罪過。作是如己，

於諸世間，則無所取。無所取者，自覺涅槃，我生已畫，梵行已立，所作

已作，自知不受後有。」（大正2 ' 72a28-b10) 
37 《增支部〉〈十一集〉（日譯南傅22下， p.491 ）。

38 參見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278-p.284 。
39 －！：：：聖者： 1 、隨信行， 2 、隨法行， 3 、信勝解， 4 、見至， 5 、身證， 6 、慧解

脫， 7 、俱解脫。（參見〈俱舍論〉卷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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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佛所說的第六無相住者，《大昆婆沙論〉解說為：「一切聖者，總

有七人」’底沙己說了五人，所以無相住者，就是「隨法行」與

「隨信行人」。

3 、隨法行與隨信行，是見道位。見道位有十五心，是速疾道，是側目

道，不可安立施設，所以隨法行與隨信行，綜合名為無相住者。 40

（二）〈大昆婆沙論〉所引經文，見於〈增支部〉，但略有不同。底沙梵

天說了六人一→具解脫．．．．．．隨法行，沒有說第七無相住補特伽羅41 ' 

那末第七無相住人，是專指「隨信行人」了。

（三）為什麼隨信行人，特別名為無相住人呢？

卜關於經說的第六無相往人，《大昆婆沙論〉說到：「有於彼經不了

其義，使執緣滅諦入正性離生，見道名為無相往故，唯滅諦中無諸

相故」 42 。這是法藏部的見解，如〈大昆婆沙論》卷185 （大正

27 • 927c4-12 ）說：

云何作意入正性離生，乃至廣說。

問：何故作此論？

答：欲止他宗顯己義故。謂或有說，三三摩地隨一皆能入正性離

生。今遮復意顯唯二三摩地隨一能入，而非無相故作斯論。

40(1) ｛大昆婆沙論〉卷40 ：「問：云何得知隨信、法行名為第六無相住者？

答：一切聖者總有七種，底沙梵天已說五種，未說，隨信、隨法行者，故如

此二合為第六無相住者。所以者何？此二無相不可安立，不可施設，在此

在役。若苦法智忍，若苦法智，廣說，乃至若道類智忍，以此無相不可安

立，不可施設，在此在役，故名第六無相住者。問：何故此二令立一耶？

答：即此文說此二俱無相，不可安立，不可施設故。復次，此二俱不起，

不相似心故﹔此二俱有十五心故﹔此二心品現行等故﹔此二俱是連痕道

故﹔ 1比二意無俱不起故﹔此二俱是微知道故﹔此二俱是不可安立施設法

故﹔此二俱是難覺道故﹔此二俱是不現見故。」（大正27 • 209c3-16) 

(2) ｛大昆婆沙論〉卷105 ：「於見道說無相聲者。如說：目連不說第六無相住

者。云何第六無相往者？謂隨信行、隨法行者。不可施設在此在復﹔不可

施設在苦法智忍乃至在道類智忍故。問：何故見道說名無相？答：見道速

系不越期心，不可施，設比往相故。」（大正27 • 541c25-542al) 

41 ｛增支部〉〈七集〉（南傳20 ' p.326-p.328 ）。

42 ｛大昆婆沙論〉卷40 （大正27 ' 209b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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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復有說：唯無相三摩地，能入正性離生，如達摩趨多部說。彼說以

無相三摩地，於涅槃起泉靜作意，入正性離生。

為遮彼執，顯唯無相三摩地不能入正性離生，故作斯論。

A 、說一切有部：唯空三昧、無願三眛能入正性離生。

B 、法藏部（達摩趨多部）：唯無相三昧能入正性離生。

2 、入正性離生，就是見道。依經典明文，隨信行人等所以被名為無相住

者，是由於「於一切相不復思惟’於無相心三摩地具足住」，而不是
〈大昆婆沙論〉所說那樣的。

3 、見四諦得道，見滅諦得道，是部派佛教的三大系。依第六名無相住者

來說，在聖道的修行中，知苦、斷集而證誠諦，名為聖者，也許見滅

得道說更合於經義呢！

十一、凡夫的無相心三昧、聖者的無相心三眛（p.44)

無相心三眛’是有淺深的：

（一）凡夫的無相心三昧：淺的還可能會退墮。（有漏的無相心三昧）

（二）聖者的無相心三昧：深的是見滅得道，成為聖者﹔最究竟的，當然

是一切煩惱空，阿羅漠的不動，心解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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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阿含》一一空與解脫道

第七節 空與笠性（p.47～p.56)

釋厚觀。004.5.12)

一、以空為主題而集出的〈阿合經｝ (p.47) 

〈中阿含經〉的〈小空經〉與〈中部〉的〈空小經〉相當﹔《中阿含

經》的〈大空經〉與〈中部〉的〈空大經〉相當’是以空為主題而集

出的經典。
這兩部「空經」，都淵源於《雜阿合經》中的空住1 ，經不同的傳宏，

而分別集出來的。都是依空觀的進修而達究竟解脫的。在修行的方便

上，兩部經是不同的，但都深深影響了發展中的佛教。

1 、﹛中阿含經〉卷 49 (190) （小空經〉（大正 1 • 736c-738的。

2 、〈中部｝ ( 121) ＜空小經〉（日譯南傳11下， p.119-p.127 ﹔漠譯南

傳12 ' p.89-p.94 ）。

3 、〈中阿含經〉卷49 ( 191) （大空經〉（大正 1 • 738a﹒740c）。

4 、《中部） ( 122) （空大經》（日譯南傳11下， p.127-p.139 ﹔漢譯南

傳12 ' p.95-p.103 ）。

一 〈小空經﹜內容大要（p.47-p.50) 

（一）三世如來都行真實空（p.47)

1 （雜阿含經〉卷9 (236經）：「佛告令利弗：今入何等禪住？舍利弗白佛言：世
尊！我今於林中入空三味禪住。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舍利弗！汝今入上

坐（座）禪往而坐禪，若諸比丘欲入上座禪者，當如是學。若入城時、若行乞

食時、若出城時，當作是思惟：我今眼見色，頗起欲、恩愛、愛念、著不？舍

利弗！比丘作如是觀峙，若回民識於色有愛急聽著者，往比丘為斷惡不善故，當

勤欲方便堪龍，繫念修學。．．．．．．若比丘觀察時，若於道路、若眾落中行乞食，

若出眾落，於其中間， a民識於色，無有愛念擔著者，使比丘願以此喜樂善根，

日在精勤，繫念f學習，是名比丘於行、住、坐、臥，淨除乞食，是故此經名清

淨乞食住。」（大正2' 57b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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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曾經為阿難說，「我多行空」（住）為緣起﹔以三世如來，都

「行此真實堂，不顛倒，謂漏畫、無漏、無為心解脫」 2作結 3 。這

是一切佛所多住的，所以成佛之道的大乘法，特別舉揚空性的修

證，是可以從此而得到線索的。 4

（二〉《小空經》的空義（p.47)

卜依《小空經〉說：空，不是什麼都沒有，而是空其所空，有其所有

的。如說「鹿子母堂堂」’這是說鹿子母堂中，空無牛、羊、人、

物，而鹿子母堂是有一一不空的。 5

2 、依於這一解說，後來瑜伽大乘說：「謂由於此，使無所有，即由彼故

正觀為室。復由於此，餘實是有，即由餘故如實如有：如是名為悟入

空性，如實無倒。」 6所以，「若觀諸法所有自性畢竟皆空，是名於

空顛倒趣入」 7 ，成為大乘有宗的根本義。

3 、《小空經〉所說的空（性），是依名釋義的﹔提出不空，作空與不空

的對立說明，實是一項新的解說。

（三）〈小空經〉觀空的方法（ p.48-p.49) 

A 、依世問道修空：

卜村落想、人想空，但無事想不空：

2 ｛中阿會經〉卷49 ( 190經）（小空經〉（大正1 • 737c28-29）。
3 「漏畫、無漏、無為心解脫」’（大昆婆沙論〉卷105 ，引經作：「能速盡諸

竭，證得無漏，無加行解脫。」（大正27 ' 543a) 
4 印順法師著〈華雨集〉（第四冊） p.69: 

釋尊在盤中說：「阿難！我多行宣」。〈瑜伽師地諭》卷90解說為：「世尊於

昔f學習菩薩行位，多修室住，故能進證阿耨多轟三說三菩提。」（大正

30 • 813a6-8) ······大乘經的多明一切法笠，即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修菩薩
行成佛的大方便！

5 ｛中阿含經〉卷49 ( 190經）〈小空經〉：「我從蘭時及至於今，多行生也。阿
難！如此鹿子母堂堂無象、馬、牛、羊、財物、穀米、奴悴，然有不空，唯比

丘眾。是為，阿難！若此中無者，以此故我見是空﹔若此有餘者，我見真實

有。阿難！是謂行真實、堂、不顛倒也。」（大正1 ' 737a7-12) 

6 ｛瑜伽師地論〉卷36 ＜本地分〉（大正30 • 488c28-489a2 ）。

7 ｛瑜伽師地論〉卷90 ＜攝事分〉（大正30 ' 812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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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空經〉所說的空住，是適應於住阿蘭若（缸aiifi.a）者而展開的

修法，所以從阿蘭若一一無事處說起。修行者專心憶念（即「作

意」）無事想（叫宜a-sa晶磊），不起村落想，人想，因村落想及人

想而引起的疲勞，是沒有了 8 。這樣，村落想空，人想、空，而無事
想不空，「是謂行真實空（性）不顛倒」。 9

2 、人想、無事想、空，但地想不空：

進一步，不憶念人想與無事想，專一憶念地想，觀地平如掌﹔人想

空，無事想空，（因人想、無事想而引起的疲勞沒有了），而地想

不空，「是謂行真實生（性）不顛倒」。 10

自「疲勞」’﹛中部》（ 121) （空小經〉作「患惱」。〈瑜伽師地論〉卷90 ，解

說為：「,i,重，不在靜住，及鳩然等。」（大正30 ' 812c17) 
9 (1) ｛中阿含經〉卷49 (190經）〈小空經〉：「比丘若欲多行室者，往比丘莫

念村想，其念人想，當數念一無事想。彼如是如空於村想，空於人想，然
有不笠，唯一無事想。若有疲勞，困村想故，我無是也。若有疲勞，因人

想故，我．亦無走。唯有疫勞，因一無事想故。若役中無者，以此故，往見

是堂，若彼有餘者，彼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奎、不顛倒也。」

（大正 1 • 737a12-19) 
(2) （小空經〉中「若往中無者，以此故，彼見是堂，若往有餘者，彼見真實

有」之文句，《瑜伽師地論〉卷90 （攝事分〉譯為：「於此處，使非有

故，正觀為空 a 若於此處，所餘有故，如實知有。」（大正30' 812b20-
22 ）《瑜伽師地論〉並舉例說明：「譬如客令於一時間無詩人物，說名為

空。於一時間有諸人物，說名不空。或即此舍，由無一頰，說，名為笠，謂

無材木，或無覆苦，或無門戶，或無關鍵，或隨一分無所有故﹔然非此舍

即令禮堂。」（大正30 • 812b22-c6) 
10 ｛中阿含經〉卷的 (190經）〈小空經〉：「比丘若欲多行空者，使比丘莫念人

想，其念無事想，當數念一地想。往比丘若見此地有高下，有蛇眾，有棘刺

叢，有沙有石，山＇＊深河，其念位也。若見此地平正如掌，觀望處好，當數念

役。阿難！猶如牛皮，以百釘張，極張托已，無皺無縮。若見此地有高下，有

蛇眾，有揀刺叢，有沙有石，山檢深河，其念投也。若見此地平正如掌，觀望

處好，當數念役。復如是如空於人想，空無事想，然有不堂，唯－地想。若有

疲勞，因人想故，我無是也。若有疲勞，國無事想故，我亦無走。唯有疲勞，
因一地想故。若役中無者，以此故挂見是笠，若位有餘者，往見真實有。阿

難！是謂行真實、笠、不顛倒也。」（大正 1 • 737al 9-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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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想、空無邊處想、識無邊處想、無所有處想次第進修觀空：

這樣的次第進修，專念空無邊處想而地等想空。專念識無邊處想而

空無邊處等想空。專念無所有處想，不念識無邊處等想，識無邊處

等想空，而無所有處想不空，「﹔是謂行真實生（性）不顛倒」。 11

4 、以上依世問道修空﹔這樣的「行真實生性」’是有漏的，有淺深層

次的。

（村落想、人想、無事想、地想、空無邊處想、識無邊處想、無所
有處想）

B 、依聖道修空：

以下，依聖道修空，〈小空經〉（大正1 ' 737cl-21 ）這樣說：

若欲多行生者，彼比丘莫念無量識處想，莫念無所有處想，當數念一

無想心定。彼如是如：空無量識處想，空無所有處想，然有不空，唯

一無想心定。．．．．．

佳作是念：我本無想心定，本所行，本所思，若本所行、本所思者，

我不無彼，不求彼，不應往往。如是知，如是見，欲漏心解脫，有漏

（心解脫），無明漏心解脫。解脫己，便知解脫，生已畫，梵行已

立，所作已辨，不更受有，如如真。使如是如：室欲漏，生有漏，空

無明漏，然有不笠，唯此我身六處命存。若有疲勞，因欲漏故，我無

是也。若有疲勞，因有渴、無明漏故，我亦無走。唯有疫勞，因此我

身大處命存故。若役中無者，以此故往見是空﹔﹔若在起有餘者，使見真

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空（性）不顛倒也，謂漏畫，無漏，無為心

解脫。

11 （中阿含經〉卷49 ( 190經）（小空經〉：「比丘若欲多行空者，往比丘莫念無
事想，其念地想，當數念一無量笠處想。復如是知，空無事想，空於地想，然

有不堂，唯一無量空處想。........往比丘其念地想，其念無量空處想，當數念一

無量識處想。彼如是知，空於地想，空無量空處想，然有不堂，唯一無量識處

想。.......往比丘其念無量空處想，其念無量識處想，當數念一無所有處想。彼

如是知，空無量生處想，空無量識處想，然有不笠，唯一無所有處想。若有疲

勞，因無量空處想故，裁無是也。華有痕勞，因無量識處想故，我亦無走。唯

有疲勞，國一無所有處想故。若役中無者，以此故搜見是堂，若使有餘者，彼

見真實有。阿難！是謂行真實、堂、不顛倒也。」（大正1 ' 737b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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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空經〉中的「無想心定」’依《空小經〉，知道是「無相心三

昧」的異譯。

2 、經說「然有不笠，唯一無想心定」’與上文「然有不室，唯一無所

有處想」等不同，不再說不空的「想」，因為無所有處等是有想

定，無相心定是無想、定。 12

3 、但無想心定，還是有為法，還是「有疲勞」一一惱患的，所以如樂

著無想心定，就是非想非非想、處。 13

如觀無想心定，是本行所作的有為法，不樂、不求、不住，那就以

慧得解脫一一空欲漏，空有漏，空無明漏，得究竟解脫，也就是無

相心解脫中最上的不動心解脫。

4 、〈小空經〉中的「無想、心定」有「疲勞」及「不樂住」二類，沒有

別立非想、非非想處，與《淨不動道經） 14是相同的。〔無所有處→

無想心定（無相心三昧）〕

5 、《瑜伽論〉分為「世問道修」與「聖道修」二類說：「以主旦進修

習空性，當知為趣乃至土極無所有處，漸次離欲。自斯已後，金聖

墓笠，漸次除去無常行等，能趣非想非非想處，畢竟離欲」。 15

12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37-p.38 ：「無所有處以下，是初禪到無所有處
定，是有想而不覺如﹔無想心定是無想而不覺知。．．．．．．這可見無所有處以上，

就是無想的無相心三味。．．．．．．這是說，無所有處定以下，是有想定，與〈雜阿

令經〉所說相同。」

13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38-p.39 ：「得比無想定的，如有所受（取）一一

9輯、著、住，那就受 u約有想無想處的呆報。無相心定而有所樂著，所以是無

想而又有不明了的細想現行，因而名為非想非非想處定。如心無取著，那就是無

相心解脫了。」

14 ｛中阿合經〉卷18 (75經〉〈淨不動道經〉：「復次，多聞聖弟子作如是觀：
若現，世欲及後世欲，若現世色及後世色，若現世欲想、復世欲想，若現世色

想、後世色想及不動想、無所有處想，彼一切想是無常法，是苦、是滅。彼於
蘭時而得無想，使如是行、如是學，如是修習而廣布，便於處得心淨。於處得

心淨已，比丘者或於此得入無想，或以惡為解﹔使於後峙，身壤命終，因本意

故，必至無想處，是謂說淨無想道。」（大正1 • 543al-9);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30 。

15 ｛瑜伽師地論〉卷90 （攝事分〉（大正30 , 812c28-813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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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想非非想處」畢竟離欲，與《小空經〉的「無想心定」相合。

6 、南傳的〈空小經〉在無所有處以上，別立非想、非非想、處 16 。然後說

無相心三昧，空於非想、非非想處﹔再依無相心三昧，觀有為是無常

滅法，得獨盡。這對於依無相心三昧，而分立非想非非想處的古

義，巳隱覆而不再見了。

〔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無相心三昧〕

c 、小結（ p.49-p.50) : 

卜《小空經〉的悟入空性，是次第悟入的，通於有漏定的。空的是什

麼？是想，是依想而引起的疲勞，所以無想心三昧為最上。

2 、無想心三昧，空車←切煩惱，畢竟離欲，而我們的身心一一六（內）

處，在命終以前是不空的，但不再為煩惱所動亂，心解脫自在。並

知道：「我生已畫，梵行已立，所作已辨，不受後有」 17 。

3 、空住與無相心三昧，初修的方便，雖有些差別，而究竟終歸是一致

的。所以〈大昆婆沙論〉說：智果智功德的無相心三摩地，是空三

摩地的異名。 18

16 《中部） (121) ＜空小經〉

復次，阿難！比丘不作意空無邊處想，不作意識無邊想，唯作意無所有處想之
一緣。．．．．．．復次，阿難！比丘不作意識無邊處想，不作意無所有處想，唯作意

非想非非想處之－緣。．．．．．．復次，阿難！不作無所有處想，不作意非想非非想

處想，唯作意無想心定之一緣。．．．．．．阿難！如是復思惟：「比如實性、不顛

倒、清淨是空類。」（日譯南傳11下， p.123-p.125 ﹔漢譯南傳12 ' p.92-p.93 ) 

17 《中阿合經〉卷49 (190經）〈小空經〉：「生己畫，梵行已立，所作已辨，不

更受有。」（大正1 • 737c13-14) 
18 (I) （大昆婆沙論〉卷104 ：「於室三產生說無相聲者。如契經說，：有一嘉興

得無相心定，然根鈍故，不如此定有何果報有何勝利。故作是念：尊者阿

難，佛及弟子，常所稱歎，我應往間。．．．．．．遲遲六年竟不聞說，彼懷疑久
鈍仲閉言：若有獲得無相心定不沈不舉，攝持諸行，如水堤塘，解脫故

住，住故解脫，佛說此定有何果報？有何勝利？阿難聞已使反問言：汝得

此定耶？佳作是念：我昔所處今呆得之，使獸然而住。阿難告言：佛說此

定得解呆報、得解勝利。解謂智生、修道、畫漏，汝亦不久當得此

事。．．．．．．解脫故住者，是自性解脫住故。解脫者，是相續解脫，些主皇蠱

我、我所相故名無相而實是笠，以往瑟館專修此定，能初證入正性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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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空經〉內容大要（ p.50-p.54 ) 

（一）〈大空經》與〈小空經》的異同（p.50)

1 、〈大空經》與〈小空經》，都是如來與弟子共同修證的法門。

2 、《小空經〉是由下而上的，豎的層層超越，順著禪定的次第，最後

以無相心三昧，不取著而漏盡解脫。

《大空經〉卻是由外而內，橫舉四類空作意（四種空觀），修習成

就而得究竟。四類空作意是：（ 1 ）外空作意，（ 2）內空作意，

(3 ）俱空（〈中阿合經〉作內外空）作意，（4）不動保章。

（二）《大空經〉與南傳〈空大經〉之差異（p.50)

四類作意的修習，《大空經〉與南傳《空大經〉，說明上略有

差別。

卜依〈大空經〉說：修學者先要「持內心往止令一定」’也就是修得

拉車（二禪、三禪、四禪），得四增上心（四禪），然後依定起

觀。念（即「作意」）內空，如「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

不住，不解於內空」 19 ，那就念外空。如外空叉不住，不解，那就

念內外空。又不住，不解，那就念不（移）動。別

於最役時盡諸漏故。〈法印經〉說：若觀色、聲、香、味、觸相，而捨諸

相名無相定，往觀境界相而捨有情相，謂以空定觀色等法，捨有情想，於

中都無女男尊故。由此尊者妙音說曰：諸有情想依境界相故，觀境相捨有

情想，女、男相無，名無相定，而實是空三摩地。」（大正27' 54lb9-

cl5) 
(2) ｛輯婆沙論〉卷13 ：「比丘！此三味智呆智功德者，取詮得呆竭盡故，說，

智呆智功德。於是往比丘聞尊者阿難善方喻說，內懷歡喜誦習受持已，禮

尊者阿難足，鏡尊者阿難已而去，往比丘困尊者阿難教授，獨靖寂燕坐心

不放逸，精勤遊已知法至得阿羅漢，比是空三味說，無想。」（大正

28 ' 514b4-9) 

(3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36 。

19 ｛中部｝ (122) （空大經〉作：「心不勇躍，不欣喜，不定住，不解脫。」

（日譯南傅11下， p.130 ﹔漢譯南傳12 'p.96-p.97）。

20 ｛中阿合經〉卷49 ( 191經）〈大空經〉：
阿難！如是比丘持內心住止令得一定。往持內心住止令一定已，當念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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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要修習多修習，達到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淨，住，解於

內空．．．．．．不（移）動。 21 （瑜伽論〉也這樣說。 22

2 、南傳〈空大經〉別別的說明四類作意，沒有展轉次第的意義。

（三）四類作意之意涵（ p.50-p.52) 

1 、〈瑜伽師地論〉以「所證空」與「所修空」分判四類作意：

四類作意的定義，經文沒有確切的說明，﹛瑜伽論） 23解說為：

挂念內空已，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於內空也。

阿難！是比丘觀峙，則如念內堂，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

於盟主者，使比丘當念企室。復念外空己，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

不住不解於外堂也。

阿難！若比丘觀峙，則如念外笠，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

於企呈者，值比丘當念且企室。復念內外空己，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

澄，不住不解於內外堂也。阿難！若比丘觀峙，則知念內外笠，其心移動，不

趣向近，不得清渣，不住不解於且企室者，往比丘當念丕重重色。挂念不移動

己，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於不移動也。

（大芷1 • 738c2-18) 
21 ﹛中阿合經〉卷49 ( 191經）〈大空經〉：
阿難！若比丘觀時，則如念不移動，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

解於不移動者，使比丘往往心於往往定，御復御，習復習，軟復軟，善，拱柔

和，攝樂遠離。若往往心於往彼定，御復御，習復習，軟復軟，善快柔和，攝

無遠離已，當以內空成就避。往內空成就避己，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

住，解於內空。阿難！如是比丘觀時，則如內空成就避，心不移動，趣向於

近，得清澄住，解於內空者，是謂正如。

阿難！比丘當以企室成就避，彼外空成就遊己，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

住，解於外空。阿難！如是比丘觀峙，則知外室成就避，心不移動，趣向於

近，得清澄住，解於外生者，是謂正如。

阿難！比丘當以且企室成就避，位內外畫成就遊已，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

清澄住，解於內外宜。阿難！如是比丘觀峙，則如內外生成就避，心不移動，

趣向於近，得清澄住，解於內外空者，是謂正如。

阿難！當以丕重金成就遊，往不移動成就遊已，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

住，解於不移動口阿難！如是比丘觀時，則如不移動成就避，心不移動，趣向

於近，得清澄住，解於不移動者，是謂正如。 （大正1 • 738c18-739a12) 

22 ﹛瑜伽師地論〉卷90 （攝事分〉（大正30 • 813a-b）。
23 ﹛瑜伽師地論〉卷90 （攝事分〉：「復次有二種生：一者、應所詮笠，二者、

應所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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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空一一一一超過一切五種色想（離欲貪〉

所證空→
L 內空一一一一於內諸行斷增上慢（離我慢）

「內外空一一一修無我見

所修空→
L不動一一一一修無常見

依經文的四類作意，而分別為所證空與所修空，先證而後修，不過

是論師的一項解說吧！

2 、從〈瑜伽論〉的解說，也可發見經義的線索。

如《中阿合經〉《大空經〉（大正1 '739b）說：

〔觀五欲無常，證外空而離貪欲〕

有五欲功德，可樂，（可）意，所（可字的說寫）念，（可）愛，

色欲相應24 。自良知色，耳知聲，鼻知香，舌知味，身知觸。若比丘

心至到（？），觀此五欲功德，．．．．．．觀無常．．．．．．，如是比丘觀時則

如者，此五欲功德，有欲有染，往已斷也，是謂正如。

〔觀五取陰生滅無常，證內空而離我慢〕

應所證空，略有二種：一者、外笠，二者、內堂。企室者：謂超過一切五種色

想，則五妙欲之所引發。於離欲貪，正能作證。內空者：謂於內諸行，斷增土

慢，正能作證。

應所修笠，亦有二種：一、於內外諸境界中，金蠱金主﹔二、即於往金蠱堂

見。．．．．．

又於此中，若諸瑟詢、為離欲貪，精勤修學觀察作意、增土力故﹔﹔於欲界繫詩

不淨相，勉勵思椎。很於外空未作詮故，於其正道未善修故，趣§學習故，於·tt

室性心不證入，不愛樂故，使於其中，由我慢門，心不流散等隨觀察，以在靜

相思惟內堂。

使由我慢未永斷故，於其正道未善修故，亦於此中心不證入。進於內外一切行

中，查蠱金主。

於無我見未善修故，亦於其中心不證入。乃於內外一切行中，金盔堂皇，令心
不動。於諸行中，見無常故，一切種動，皆無所有﹔故無常見，名不動界。」

（大正30 ' 813all-b22) 
M 參照《雜阿合經〉卷13 (311經），作：「眼見可愛，可樂，可念，可意，長養

欲之色。」（大正2' 89b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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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盛（盛是取的古譯）陰：色盛陰，覺（受的古譯）、想、行、

識盛陰。謂比丘如是觀興衰，．．．．．．若有比丘如是觀時，則如五陰中

我慢已滅，是謂正知。

※經文釋義：

( 1) 依經文所說，觀五欲功德，是外離欲貪﹔觀五取陰，是內離我

慢。

(2）〔內空：〕五取陰和合，是個人自體﹔觀瓦陰生滅無常，（無常

故苦，無常苦故無我），所以可說是證內空而離我（見、我愛、

我）慢。

(3 ）〔外空：〕五欲功德，是眼、耳、鼻、舌、身一一五根﹔於色、

聲、香、味、觸境，起可樂、可意、可念、可愛，與欲貪相應﹔

觀五欲無常，可說是證外空而離欲貪。

3 、四類作意之先後次第：

(1 ）這四類作意的次第，《瑜伽論〉先外空而後內空 25 ﹔《空大經〉

與〈大空經〉’卻是先內空而後外空。

(2）不過，〈大空經〉標舉如來所住時說：「我此異（其是殊勝的意

思）住處，正覺盡覺，謂度一切色想，行於企室」 26 。先舉度一

切色想的外空，與《瑜伽論》的先說外空相合。

(3）但《空大經〉作：「如來住勝等覺，即不作意一切諸相，且主成
就住」 27 。

25 （瑜伽師地論〉卷90 （攝事分〉：「缺於外空未作詮故，於其正道未善修故，

趣學習故，於外空性心不證入，不愛樂故，使於其中，由我慢門，心不流散等

隨觀察，以寂靜相思惟內室。」（大正30 ' 813b13-16) 

26 《中阿合經〉卷49 ( 191經）〈大空經〉：「阿難！若有比丘不欲嘩說，不無嘩
說，不合會嘩說，不欲於車，不無於旱，不合會眾，欲離於眾，常無獨往遠離

處者，得時愛無心解脫，及不時不移動心解脫者，必有是處。所以者何？我不

見有一色令我欲樂，往色敗壞變易，異時生越戚啼哭、憂苦、懊惱，以是故草地

此異住處，正覺盡覺，謂度一切色想，行於企室。」（大正1 ' 738b8-15) 

27 （中部） ( 122) （空大經〉：「如來所勝等覺，即作意一切諸相，而當成就內

室住。」（漢譯南傅12 ' p.96-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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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四類作意思想之開展：

(1) （空大經〉廣說內空作意與不動作意，而外空與俱空作意，只簡
略的提到名目。 28所以這一修空的教授，起初可能只有二類：

一、（空於五欲的）五欲空﹔二、（空我我所的）五蘊空。

(2）由於五欲是內根、外境相關涉而引起的，所以觀五欲，可以分別

的觀外境的無常、內根的無常、內外緣生欲貪的無常。在傳授

中，分為內空，外空，內外空。空於五欲的分別觀察，其實是內

外關聯著的，先觀外空或先觀內空，都是可以的。

(3）空於五欲的空觀，分為外空、內空、內外空，於是對外空五欲而

本有內空意義的，觀五取陰而空於我慢的，名之為不動了。

五欲空叫苦三告空

（四）〈大空經〉的空行，源於〈雜阿含經〉的「空住」（ p.52-p.53 ) 

1 、〈大空經〉的空（住）行，本於〈雜阿合經｝ 29所說，被稱歎為上座

28 （中部） (122) （空大經〉：「彼作意內室。為作意內笠，於內笠，使之心不
踴躍、不欣喜、不定住、不解脫。阿難！如是之時，如是往比丘知：為作意內

笠，於內笠，我心不踴躍、不欣喜、不定住、不解脫。如是，其時有正如。

佳作意外堂。佳作意內外堂。

佳作意不動。禹作意不動，於不動，鐘之內心不踴躍、不欣喜、不安住、不解

脫。阿難！如是之時，彼比丘如是知：為作意不動，於不動，我心不踴躍、不

欣喜、不定位、不解脫。如是，其特有正如。」（日譚甫傳11下， p.130-

p.131 ﹔漢譯南傳12 'p.97) 
29 （雜阿含經》卷9 (236）：「佛告舍利弗：今入何等禪住？舍利弗白佛言：世

尊！我今於林中入空三昧禪住。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令利弗！汝今入上

坐（座）禪住而坐禪，若諸比丘欲入上座禪者，當如是學。若入城時、若行乞

食時、若出城時，當作是思惟：我今眼見色，頗起欲、恩愛、愛念、著不？令

利弗！比丘作如是觀峙，若自民識於色有愛念擔著者，彼比丘為斷惡不善故，當

勤欲方便堪龍，繫念修學。．．．．．．若比丘觀察時，若於道路、若眾落中行乞食，

若出眾落，於其中間，眼識於色，無有愛念擔著者，往比丘願以此喜樂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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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住的空住 30 。入上座禪住的，在入城乞食時，道路上，見色等如有
愛念染著的，應該為斷而修精勤﹔如了知沒有愛染，就這樣的喜樂善

法，精勤修習。名為「清淨乞食」’也略說行、住、坐、臥。

2 、與此相當的〈中部〉《乞食清淨經） 31 ，所說要廣得多。內容為：入

城乞食往來，六根於色......法，應離欲貪等煩惱（與〈雜阿含經〉大

同）。然後說五妙欲斷，五蓋斷，五取蘊遍知，修四念住．．．．．．八支

道、止觀，證明、解脫。

日在精勤，繫念修習，是名比丘於行、住、蠱、臥，淨除乞食，是故此經名清

淨乞食住口」（大正.2 ' 57b3-28) 
30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4-p.5 : 

室住，是佛教初期被尊重的禪慧，〈雜阿令經〉卷九（大正2. 57b）說：今利
弗白佛言：世尊！我今於林中入生三味禪住。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舍利

弗！汝今入上座禪住而坐禪。此經，巴利藏是純入〈中部〉的，名為〈乞食清
淨經〉。比較起來，〈雜阿含經〉的文句，簡要得多，應該是初集出的。〈乞

食清淨經〉中，舍利弗說，：「我今多住室住」。佛讚歎說：「室住是大人

住」。大人住， 《雜阿會經〉作「土產禪住」。土座，或譯「尊者」’所以

〈瑜枷諭〉作「尊勝室住」。無論是大人住，尊勝室住，都表示了在一切禪慧

中，空往是偉大的，可尊擎的。傳說佛減百年，舉行七百結集時，長老一切去

多入笠住。分別說靠的律典，也稱之為「太人三味」﹔〈十誦律〉作「上三昧

行」。可見空住一一空三昧，在佛教初期，受到了佛教界的推崇。

31 ﹛中部｝ (151) ｛乞食清淨經〉：
「舍利弗！汝之諸根淨明，皮膚之色編淨、清白。舍利弗！如何之住？汝今日

多位耶？」﹝舍利弗曰：﹞「世尊！我今日至全莖益。」﹝世尊曰：﹞「善哉！善

哉！舍利弗！舍利弗！汝實今日多住於太人住。舍利弗！．．．．．．若比丘之願：今

日多住於室住。令利弗！往比丘應如是思惟：通行－路，我為乞食入村，於一

地避行乞食，從一路由村乞食還歸，其峙，於我眼〔等六根〕所識之諸色，有
心之欲、或貪、或曉、或接耶？···...舍利弗！其比丘應為此等之惡、不善法，

嘗不可不精進。......舍利弗！其比丘應以其喜悅，晝夜，不可不隨學諸善法而

住。復次，令利弗！比丘慮如是思惟：我已斷五妙欲耶？舍利弗！若比丘善觀

察，如是知：我既未斷五妙欲者。舍利弗！能比丘應為斷五妙欲不可不精進。

舍利弗！若復比丘之善觀察者如是如：載自己塹丕堂皇生者。會利弗！往比丘應以

其喜悅，晝夜不可不隨學諸善法而住。．．．．．．我已塹丟革者。．．．．．．我編知丟生益

者。．．．．．．我已修回金住者。．．．．．．我已修入文聖道者。．．．．．．我已停止、觀

者。．．．．．．我已證明與解脫者。舍和j弗！彼比丘應以其喜悅，畫在不可不隨學諸

善而住。舍利弗！．．．．．．實如是，汝等慮如是學。」（日譯南傳11下， p.426-

p.432 ﹔漢譯南傳12 ' p.321-p.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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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住，當然是禪觀﹔但要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中部〉的〈乞食清淨

經〉’與〈空大經〉是非常接近的。

（五）《大空經〉之內容架構 32 ( p.53-p.54) 

〈大空經〉近於《乞食清淨經〉，然以四類作意為核心，重於日常
生活的應用，內容更廣。 33

卜策勉比丘樂獨住遠離處

比丘如喜樂多眾聚會，是不能得「出離樂，遠離樂，寂靜樂，等覺

欒」的，也不能得阿羅漢的究竟解脫。這是策勉比丘們，「常樂獨住

遠離處」’住於適合修行空住的地方。”

2 、空住者的心境喜樂自在

佛舉自身的證得：「我不見有一色令我（生）欲樂」 35 ，所以一切色

法的變異，不會引起憂苦懊惱。佛自住勝等覺，即度一切色想（《空

大經〉作「一切諸相」 3勻，空住成就。成就了空住，所以比丘們來
會，心住遠離寂靜喜樂﹔為大眾說法，也是絕對沒有煩惱的。”這是

佛以自證作證明，表示空住者心境的喜樂自在。

3 、四類作意之修習

正說空住，依四禪而修內空作意、外空作意、內外空作意、不動作

意，修習成就 38 。

4 、明「空住」的斷惡向善

住於空住的，行，（住），坐，（臥）一一四威儀中，正知而不會引

32 另見印旗法師著〈性空學探源） p.90 。

33 參見印旗法師著〈空之探究） p.5 。

34 詳見〈中阿合經〉卷49 ( 191經）（大空經〉（大正1 • 738a18-b2）。
35 ｛中阿合經〉卷49 (191經〉〈大空經〉：「我不見有－色令我欲棋，使色敗壞
變易，其時生毯戚啼哭、憂苦、懊惱，以是故我此異住處，正覺畫覺，謂度一

堂皇豆豆，行於企室。」 （大正1 ' 738bl2 -15) 
36 ﹛中部） (122) ＜空大經〉：「往往由如來所勝等覺。即不作意一切諾相，而

當成就盟主生。」（日譯南傳11下， p.129 ﹔漢譯南傳12 'p.96) 

37 詳見〈中阿含經》卷49 ( 191經）（大空經〉（大正1 ' 738bl2-20 ）。

38 詳見〈中阿含經》卷49 ( 191經）（大空經〉（大正1 ' 738b20-739a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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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貪憂惡不善法。

如為眾說法，不說非聖無義的種種世俗論，而說戒、定、慧等正論。

尋思時，正知而不起三不善尋，起三善尋，都不起貪憂惡不善法”。

外對五欲境時，觀無常而不起欲染。

內觀五取蘊時，觀無常而斷我慢。

這是一向善的，無漏出世間的，不落惡魔之手的（究竟解脫）。 40

5 、禪定有退轉，應以修「空住成就」為要務

師、弟子、梵行的煩苦。簡單說：如住在阿蘭若處，得四增上，心，因

人眾往來，引起惡不善法而退轉的，就是煩苦。

這表示了禪定是可退的，修出離行，應以修空住成就為要藩。 41

6 、尊師慈悲為弟子說法，弟子應依教奉行

「尊師為弟子說法，憐念感傷，求義及饒益」’出於利他的慈悲心。

弟子們應該「受持正法，不遠師教」。 42

四、辨「空」與「空，陸」（ p.54-p.55) 

進一步來論究「空」與「空，性」。

（一）新譯、舊譯之別（p.54)

卜舊譯：在舊譯中，都是一律譯為「空」的。

2 、新譯：自玄笑譯出瑜伽系的論典，才嚴格的分別「空」與「空，性」

以為「空」是遮遣妄執的，「空性」是空所顯性，是離妄執而顯的法

性，所以是如實有的。 43

39 （中阿含經〉卷49 ( 191經）〈大空經〉：「阿難！彼比丘行此住處心，若欲有
所念者，往比丘若此三惡不善之念：欲念、志念、害念，其念此三惡不善之

念﹔若此三善念：無欲念、無忌念、無害念，當念此三善念。如是念已，心中

不生貪伺、憂戚、惡不善法，是謂正如。」（大正1 ' 739a20-24) 

40 詳見〈中阿合經〉卷49 ( 191經）〈大空經）（大正1 • 739a12-b28 ）。

41 詳見〈中阿合經〉卷49 ( 191經）〈大空經）（大正1 ' 739b28-740bl3 ）。

但詳見〈中阿合經〉卷49 ( 191經）〈大空經）（大正1 '740bl3也1 ）。
的 (1 ）世親造〈辯中邊論〉卷2 ：「室有三者：一、無性笠，謂過計所執。此無

理趣可說為有，由此非有說，為空故。二、異性堂，謂依他起。如妄所執不



（二）初期聖典中的「空」與「空d性」之別異（p.54)

初期佛典中，「空」與「空J性」有什酌于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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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空：如「空諸欲」 44 ，「空世間」 45 ，「貪空、瞋空、癡空」 46 ' 

「空欲漏、空有漏、空無明漏」’「我我所空」，「無常、苦、

空、無我」，在巴利文中，都是「空」（sufili.a）。

2 、空性：如「空心解脫」 47 ，「空解脫」，「空三昧」’「空等至」’

「空住」峙，「內空、外空、俱空」（以上三種空，在〈無礙
道論〉中，也是空） 49 ，《空小經〉，〈空大經〉：凡是作為

單盔、是金或經盔的，都是「空，︱生」（ sufuia:唱）。

如是有，非一切種性全無故。三、自性笠，謂團成實。二空所顯為自性

故。」（大正31 ' 469a25-29) 
( 2）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 p.254 ：「三無自性性，是依三相而立

的。．．．．．．三、勝義無自怯性，通於依他起典團成實相。．．．．．．團成實相是勝

義，也可以名為勝義無自性性，如說：「是一切法勝義諦址，無（過計所

執）自性性之所顯故』。這就是空性，瑜枷學者解說為『空所顯性』。」

(3 ）印順法師著〈佛法是救世之光》 p.204 ：「唯識者解堂為二：－、實無自性
的妄所執性一一遍計所執性，是堂的，堂是沒有自體的意思。二、實有自

噓的真實理性一一團成實性，這是從修空所顯的﹔從空所顯，所以稱之為

堂，其實是『生所顯性』’空性是有的。」

44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6 ：「宣諸欲，《雜阿含經〉的宣五欲說，而實

不限於五欲的。諸欲的欲，色會了貪、欲、愛、渴、熱煩、渴愛，正是繫縛生

死的，緣起文中渴愛文的種種相，也就是四諦中愛為無諦的愛。室諸欲典室住

的意義相遍，都是著重於離愛而不禁著的。」

45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6-p.7 ：「世間，佛的眼等內六處，色等六外
處，六識，六觸，六受說。這些，都是可現壤的，稜壤法所以名為世間。六處

等我義所堂，名為空世間。」

46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7 ：「不動心解脫者，染欲室，瞋急室，車癡

堂。．．．．．．貪、嗔、攘，是煩惱的大巔，可以總攝－切煩惱的。離－切煩惱的不

動心解脫，就是阿羅漠的見法涅槃。涅槃或無為，〈阿含經〉是以貪欲滅，瞋

急滅，起i痕滅一一貪、嗔、癡的滅畫來表示的。」

的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7 ﹔ p.20-p.23 。

48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4-p.6 0 

49 詳見〈無礙解道〉（日譯南傳41 'p.119）。另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113-p.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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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印順導師認為：

「空」不只是否定詞，離妄執煩惱是空，也表示無累的清淨、寂靜。”

「空性」’是空的名詞化。初期聖典中的「空性」’並無「空所顯

性」的意義﹔只有「出世空性」’是甚深的涅槃。 51

五、別論〈小空經〉之「空」 ( p.54-p.55) 

（一）「空」在初期聖典中，與離煩惱有關

〈小空經〉所說的「行真實笠，不顛倒」’〈空小經〉作：「如實

性，不顛倒，清淨空類」。但空類，空是有淺深不間的（系列）。

「空」在初期聖典中，是與離煩惱有關的。 53

（二）〈小空經〉的特色

《小空經〉所說，不起人想、村落想，而想阿蘭若處﹔阿蘭若處想

成就，沒有人想、村落的煩囂，就名為「空」。進一步，不起人

想、阿蘭若想，而觀想、大地，想大地平坦，一望無涯，自有空曠無

寄的境地，也就名為「空」。

這種以一想而除其他的想，正如以一淨念而除種種雜念一樣。這樣

的以不空而去空的，是〈小空經〉的特色。

（三）〈大乘入楞伽經〉對〈小空經〉空義之評論

〈大乘入楞伽經〉，稱這種空為「彼彼空」’評論為：「此彼彼

50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5 ：「離去愛念染著，是生﹔沒有愛念染著的清

淨，也是空：笠，表示了離愛難而清淨的境地。」

51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8 ：「出世間空性，是難見難覺，唯是自證的還

蠱甚深。．．．．．．涅槃是無為，走出世間，也是生一一出世閉室性。」

也詳見《中阿合經〉卷49 ( 190經）〈小空經〉（大正I • 736位9-738al ）﹔〈中

部｝ ( 121) （空小經〉（日譯南傅11下， p.119-p.127 ﹔漢譯南傳12 'p.89-

p.9吽）。

臼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4-p.8 ﹔ p.20-p.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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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七種〉空中最龜，汝應遠離」。 54以不空而說空，被評為最
麗的，應該遠離的。 55

六、歸結「空」之重要性

總之，大、小「空經」的集出，在四種心解脫中，不是無量、無所

有、無相一一三者可及的﹔在佛法中，「空」是越來越受到重視了！

54 《大乘入楞伽經〉卷2 : 

大慧！略說空性有七種，謂 (1 ）相笠、（2）自性笠、（ 3）無行笠、（4）行

笠、（ 5）一切法不可說笠、（6）第一義聖智大笠、（7）往往堂。．．．．．．云何

往往室？謂於此無鐘，是名彼往宜。譬如鹿子母堂無象、馬、牛、羊等，我說

很堂堂，非無比丘眾。大慧！非謂堂無堂自性，非謂比丘無比丘自性，非謂餘

處無象、馬、牛、羊。大慧！一切諸法自共相，往往求不可符，是故說名往往

堂。是名七種堂。大慧！此彼往堂，空中最龜，汝應遠離。（大正16 • 598c24-

599al5) 

55 另見印順法師著〈性空學探源｝ p.87-p.90 ; p.236-p.238 °印順法師著〈中觀今

論） p.75-p.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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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阿含》一一空與解脫道

第八節堂為三三昧先導 (p.56~ p.60) 

釋厚觀｛2004.5.26)

壹、解脫生死的要道，主要是空三昧、無相三昧、無所有三眛

( p.56-p.57 ) 

《雜阿合經〉中，質多羅長者，對當時類集為一組的四種心三昧（無

量心三昧、空心三昧、無相心三昧、無所有心三昧），也名心解脫，
一一的論究他的岡異，而歸結於「貪空、瞋空、癡空」的究竟一致。 1

其中四無量，是遍緣十方世界眾生的，被教界論定為嚴淺的三昧，被

忽視了 2 。這樣，解脫生死的要道，主要就是三三眛一一空，無

相，無所有了。

貳、論究「空三眛」、「無相三昧」、「無所有三眛」之關逼使

( p.57-p.59 ) 

〔問題的提出〕

1 ｛雜阿合經〉卷21 (567經）（大正 2 • 149c6-150a16 ）。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21 ：「經中說無量、無所有、無相，卻沒有說

到童心解脫，這因為空於貪、嗔、瘓的不動心解脫，就是空心解脫的別名。從

文異而義同來說，無量心解脫，無所有心解脫，無相心解脫，達到究竟處，典

空心解脫一一不動心解脫，平等平等。依觀想的方便不同，有回種心解脫的名

目，而從室一切煩惱來說，這是一致的目標，如萬流入海，都是鹹味那樣。」

2 (1) ｛大昆婆沙論》卷 82 ：「問：此四無量於三種（自相作意、共相作意、勝
解作意）中，為與何等作意俱生？答：唯典勝解作意俱生假想起故。」

（大正.27 ' 423a3-5 ) 
(2）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27 ：「一般聲聞學者，都以為：四無量心緣

廣大無量的眾生，無量是眾多難以數計，走路解一一假想觀，所以是世間

定。但量是依局限性而來的，如觀一切眾生而超越限量心，不起自他的分

別，就典無我我所的空慧相應。質多羅長者以為：無量心解脫中最上的，

是空於食、嗔、癡的不動心解脫，堂就是無量。這一意義，在大乘所說的

無緣慈中，才再度的表達出來。」

(3）另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26-p.27 ﹔〈性空學探源） p.86 ﹔〈華雨集〉

（一）（大樹緊那羅玉所間經偈頌講記） p.但－p.66 ﹔〈華雨集》（四） p.54 。



第八節空為三三陳先導 91 

空，無相，無所有，雖有究竟的共同意義，而在修習的方法上，到底

是有所不同的。如上文的分別論究 3 ，可見這三者在佛教界分別傳授

修習的情形。

康生生死流轉的原因，一切眾生是相同的，解脫生死的法門，當然也

是一致的。那麼傳授修習中的三種三昧一一空，無相，無所有，到底

是怎樣的關係呢？

〔依《雜阿含經〉《聖法印知見清淨經〉作答〕

說一切有部的《雜阿含經〉（西元五世紀譯），有經名為「聖法印知

見清淨」的，正是對上一問題提出了說明。 4

一、《雜阿含經》第 80 經之異譯本（p.57)

〈雜阿含經〉（第 80 經）《聖法印知見清淨經〉之異譯本，有：

（一）《佛說聖法印經〉，西晉元康四年（西元二九四），竺法護在酒泉

譯出的〈佛說聖法印經） 5是最早的譯本，文字晦澀些、內容與

〈雜阿含經》相同。

（二）〈佛說法印經﹜ 6 ，趙宋施護譯，譯出的時代極遲，內容有了很大的

出入。 7
二、《雜阿會經》（第8帽〉《聖法印知見清淨經》之內容大要

( p.57-p.59 ) 

依《雜阿會經〉第80車莖所說，全經可分為三段 8 : 

3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三節〈空與心解脫） p.20-p.24 ﹔第五

節〈無所有） p.29-p.34 ﹔第六節（無相） p.34-p.47 ﹔第七節〈空與空性） p.47-

p.56 。印順法師著《住空學探源｝ p.76-p.86 。

4 ( 1) ｛雜阿合經〉卷 3 （第80經）（大正2 ' 20a25-b27) 。
(2）見參見﹛瑜伽師地論〉卷87 ＜攝事分〉（大正30 '791c28-792b7）﹔印順

法師編〈雜阿合經論會編〉（上） ' p.127-p.130 。

5 ｛佛說聖法印經〉（大正2 I 500a4-b9 ）。

6 ｛佛說法印經〉（大正2 • 500b21-c27 ）。
7 參見印順法師著〈佛法是救世之光〉〈法印經略說〉’ p.209-p.220 。

8 參見印順法師著〈性空學探源〉’ p.83-p.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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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段經文：「空三眛」為三種三眛之先導

1 、哥︱經文
如是我開：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圈。

爾峙，世尊告諸比丘：「當說聖法印，及見清淨。諦聽，善思。

若有比丘作是說：我於空三昧未有所得，而起無相、無所有、離慢

知見者，其作是說！所以者何？若於空未得者，而言我得無相、無

所有，離慢知見者，無有是處。

若有比丘作是說：我得笠，能起無相、無所有、離慢知見者，此則

善說。所以者何？若得堂已，能起無相、無所有、離慢知見者，斯

主主車。」 9

2 、釋義（p.58)

能修得空三昧的，才能進而得無相、無所有三眛﹔如沒有修得空三

昧的，那無相、無所有是不能修得的。這樣，在空，無相，無所有

一三種三昧中，空三眛是有基礎的先導的地位。

這不是說空是更高深的，而是說：如沒有空無我我所的正見，不可

能有無相、無所有的正三昧﹔即使有類似的修驗，也是不能究竟解

脫的。

（二）第二段經文：未離慢、知見末清淨之有漏三昧（p.57-p.59) 

1 、引經文（p.57-p.58) 

(1 ）若比丘於空間處，樹下坐，善觀色無常，磨滅，離欲之法。如是

觀察受、想、行、識，無常，磨滅，離欲之法。觀察復陰無常，

磨滅，不堅固，變易法，心無清淨解就，是名為室。如是觀者，

亦不能離慢知見清淨。

(2）復有正思惟三昧，觀色相斷，聲、香、味、觸、法相斷，是名無

相。如是觀者，猶未離度如見清淨。

(3）復有正忠惟三昧，觀察貪相斷，嗔忌、接相斷，是名無所有。如

是觀者，猶未離慢知見清淨。（大正2 , 20b8-16) 

9 ＜雜阿合經〉卷3 (80經）（大正 2 ' 20a25-b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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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釋意（ p.58-p.59) 

不能離慢清淨的三種三昧，是有漏的三昧。

(1 ）空三昧 10 ：觀五陰是無常磨滅法。

〈瑜伽論〉解說為：「依觀諸行無常性忍，由世間智，於無我性發

生勝解」 11 ，心向於清淨解脫。

(2）無相三昧 12 ：觀色、聲等六境相斷。

「斷」是什麼意義？

A 、〈大昆婆沙論〉引「〈法印經〉說：若觀色、聲、香、味、

觸相而捨諸相，名無相定，使觀境界相而捨有情相」 13 。

B 、〈瑜伽論〉說：「於眼所識色，乃至意所識法，等隨觀察，

我我所相不現行故，說名為斷」 14 。
依論師的意見，是捨斷有情相的。

c 、印順導師：然依無相三昧的通義，境相不外乎色等六境﹔六境

相斷，就是「於一切相不作意」的無相三味。的

10 參見印順法師著〈性空學探游〉’ P咒－p.80 。

11 ｛瑜伽師地論〉卷87 ＜攝事分〉（大正30 • 792al-3 ）。

12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34-p.44 。印順法師著《性空學探源﹜ p.80-

p.83 。

13 ｛大昆婆沙論〉卷104 （大正27 • 541 b9-cl5) : 
於空三摩地說，無相聲者，如契經說，： ......。此定觀無我、我所相故名無相﹔而

實是堂。．．．．．．

〈法印經〉說：「若觀色、聲、香、味、觸相，而捨諸相，名無相定。」缺觀

境界相而捨有情相，謂以空定觀色等法，捨有情想，於中都無女、男尊故。

由此尊者妙音說曰：詩有情想依境界相故，觀境相捨有情想，女男相無，名無

相定，而實是空三摩地攝。

〈雜阿合經〉卷 3 (80經）說：「復有正思惟三昧，觀色相斷，聲、香、味、

觸、法相斷，是名無相。」（大正2 ' 20b12-13）但《大昆婆沙論》所引的〈法
印經》未提「法相」，只說到「若觀色、聲、香、味、觸相，而捨諸相，名無

相定。」

14 《瑜伽師地論〉卷87 （大正30 '792的－5 ）。

15 另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36-p.37 、 p.42 、 p.61 、 p.79 。印順法師著〈性空

學探源） p.80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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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所有三眛 16 ：觀貪、瞋、癡相斷，觀察而不起現行，說名為斷。

這樣的三三昧，都還沒有離慢，知見也沒有清淨。慢，論師解說為

「增上慢」’「聶我慢」’就是修行者自以為能修能證，覺得自己

勝過別人的慢心。 17

（三）第三段經文：解脫道的三昧

1 、哥！經文（p.58)

復有正忠惟三昧，觀察我、我所從何而生？觀察我、我所，從若

見、若閣、若喚，若嘗、若觸、若識而生。

復作是觀察：若因、若緣而生識者，彼識因緣為常，為無常？

復作是恩准：若因、若緣而生識者，彼因、彼緣皆悉無常。

復次，往因、復緣皆悉無常，住所生識云何有常！

無常者，是有為，行，從緣起，是患法，滅法，離欲法，斷知法，

是名聖法:i=p知見清淨。 18是名比丘當說聖法印知見清淨，如是廣說。

16 另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29-p.33 。印順法師著〈性空學探源｝ p.83 。

17 （瑜伽師地論﹜卷87 （攝事分〉：「又能制伏四外繫所攝貪、瞋、癡三種所

有：謂貪欲身瞥，攝貪所有﹔瞋志身瞥，攝瞋所有﹔餘二身繫（戒禁取身繫、

此實執取身繫），攝癡所有。當如此中極鄙穢義，是所有義。離笙主還無我智

者，如理作意共相應故，定地攝故，當如此智，由二因緣不善清淨：一者、即

於此時，謂於趣入1嘖決擇分善根位峙，有車金盤隨入微細現行作意間無間轉。

由是因緣，作如是念：我今於空能修、能誼，堂是我有﹔由是空故，計我為

勝。去四笠，無相及無所有，當知亦醋。二者、能令使法現行因緣，謂於諸欲或

薩迦耶有樂愛識。由於如是有樂愛識，不過了知增上力故，便為諸欲、薩迦耶

愛之所漂溺。由此意樂，於往返槃不能趣入，其心退遷，如前已說。」（大正

30 , 792a5-18) 

四身繫，參見〈阿昆達磨集異門足論〉卷8 （大正詣， 399c22- 400a21 ）。

18 （瑜伽師地論〉卷87 （攝事分〉：「又於此中，已誡壞故，滅壤法故，說名無
常。諸業煩惱所集成故，說名有品。由昔願力所集成故，名思所造。從自種

子，現在外緣所集成故，說名緣生。於未來世衰老法故，說名畫法。死建法

故，說名及法。未老死來，為痕病等種種災橫所逼惱故，名破壞法。由依現量

能離欲故，能斷減故，名於現，法得離欲法及以減法。當如此中，除離欲法及以

減法，由所餘相，略觀三世所有過息，由所除相，觀搜出離。若由如走過忠、

出離，過如往識，名善遍知。一切法中無有我性，名諸法印。即此法印隨論道

理，法玉所邊，於諸聖身不為惱害，隨喜能得一切聖財，由此自然吉安，超度

生死廣大險難長道，是故亦名眾聖法印。當如此中，由前名通達智，由後名善

清淨見。」（大正30 ' 792a20-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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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大正2 ' 20b16-27) 

2 、釋意 19 (p.59) 

( 1) 離慟日見清淨的三昧，依經所說，是從因緣生滅而反觀自心的。

(2）前段所說：觀五陰無常、無我，觀色等相斷，觀貪等相斷，都是

觀所觀法的空、無相、無所有。

(3 ）然解脫道的三昧，以無我我所為本。

我我所是怎樣生起的？從見、閩、覺、知而生識，世俗的識，是

有漏、有取的，有識就不離我我所。所以離慢而知見清淨的三

昧，要反觀自己的心識，從因緣生。從無常因緣所生的識，當然

是無常的。觀無常（的識）法，是有為（業煩惱所為的），行

（思願所造作的），緣所生（的）法。緣所生法是可滅的，終歸

於滅的，所以是離欲法，斷知法。

這樣的觀察，從根源上通達空無我性，才能離我慢而得清淨知見

一一無漏智。加

(4）這與《大空經〉的先外空瓦欲，次觀五取陰而內空我慢，有同樣

的意義。 21

19 另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65: 
施護其擇的《佛說，法印經〉，對離慢知見清淨部分，解說為：「識蘊既室，無

所進作，是名無作〔無願的異譯〕解脫門。．．．．．．如是名為聖法印，即是三解脫

門」。（大正 2 • 500c22-26）三法印與三解脫門合一，雖是曉期所擇，文義有
了變化，但重視無常、無願，不失原始佛教的本意。

20 （雜阿合經〉卷10 (270經）：「云何修無常想，修習、多修習，能斷一切欲

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若比丘於室露地，若林樹間，善正思惟，

觀察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如是思惟，斷一切欲愛、色愛、無色愛、

掉、慢、無明。所以者何？無常想者，能建立無我想。聖弟子住無我想，心離

我慢，順得涅槃。」（大正2 • 70c2-7la3) 
21 ( 1 ）《中阿合經〉卷49 (191) ＜大空經〉：「復次，阿難！有五欲功德，可

樂，意，所念，愛，色欲相應。目良知色，耳知聲，鼻知香，舌知味，身如

觸。若比丘心至到，觀此五欲功德，．．．．．．觀無常．．．．．．，如是比丘觀時則如

者，此五欲功德，有欲有槳，往已斷也’是謂正如。復次，阿難！有五盛

陰：色盛陰，覺、想、行、識盛陰。謂比丘如是觀興衰，．．．．．．若有比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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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這是一切聖者修證的必由之道，成為佛法所以為佛法的特質，所

以名為聖法印泣。

是觀時，則如五陰中我慢已滅，是謂正知。」（大正 1 '739的－21)

另見〈中部） (122) ＜空大經〉（漢譯南傳 12 ' p.99-p.100）。

(2）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51-p.53 。

22 (1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64:

〈雜阿含經〉卷10說：

「無常想者，能建立無我想回聖弟子住無我想，心離我慢，順得涅槃。」

（大正2 • 71al-2) 
「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洹槃在滅。」（大正2 • 66c7-8) 
《雜阿含經〉雖集成三旬，但沒有稱之為法印。集為一聚而名為三法印
的，出於〈根本說一切有部昆奈耶〉（卷9 ，大正23 • 670c）。上文所說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57-p.59），稱為聖法印的空，無所有，

無相一一三三昧，重於道的實路，表示了出世聖慧的特相，是約觀慧方面

說的。能導向解脫涅槃的觀慧，是正知見，如質的通達諦理，而與諦理相
契合的。這樣，從所觀、所證方面說，足以表示佛法諦理的，也不妨名為

法印了。

(2）印順法師著〈性空學探源》 p.85 -p.86: 
此〈聖法印經〉有兩種異譯本，西晉笠法護譯的意蟲典〈雜令〉同﹔越宋

施護擇的則已改為修行三解脫門的次第﹔但同謂此三三味還有慢在，未得

究竟。故以堂為出發，經無相、無所有（或無顧），再觀無我我所而涅槃

泉滅﹔這過程是完全一致的。此笠、無相、無所有三三昧，典三解脫門的

關餘，也更可顯見其令一。此經名「聖法印」’〈雜阿含﹜雖處處說到無

帝、無我等義，但並未名之回法印﹔這要到《增一阿含〉（卷18 ，大正

2 • 639a ﹔卷23 ，大正2 • 668c ﹔卷36 ，大正2 • 749a）才見明說。那磨這
組的「法印」’究竟是什麼？不是三法印或回法印，應該是證入解脫涅槃

之門的三解脫門。

(3）《佛說法印經〉：「走時佛告嘉措取言：汝等當知，有聖法印，我今為汝

分別演說。．．．．．．佛言：莘蜀，空性無所有，無妄想，無所生，無所滅，離

諸如見。何以故？空性無處所，無色相，非有想，本無所生，非知見所

及，離詩有著。由離著故，攝一切法，住平等見，是真實見。嘉興！當

知，生性如是，諸法亦然，是名法fp 0 復次，諸葛錯！此法fp者，即是三

解脫門，是諸佛根本法，為諸佛眠，是即諸佛所歸趣故。是故汝等諦聽、

諦受、記念、思惟，如實觀察。」（大正2 • 500 b21-c5) 

(4）另見〈瑜伽師地論〉卷87 ＜攝事分〉（大正30 ' 792b2-6) : 
一切法中無有我性，名諸法印。即此法印隨論道理，法王所造，於諸聖身

不為惱害，隨喜能得一切聖財，由此自然、吉安，超度生死廣大險難長道，

是故亦名眾聖法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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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三三昧、三觸、三法印（p.60～p.67)

釋厚觀。004.5.26)

一、三三昧、三觸、三法印之名目（p.60)

〈雜阿含經〉所說的空三昧、無所有三昧、無相三昧，集為一聚，而被

稱為「堇達旦」 1 。後來，依此而演化出意義相關的三組：

（一）、空三昧，無願三昧，無相三昧一一三三昧，也名三解脫門。

（二）、不動觸，無相觸，無所有觸一一三觸。

（三）、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一一三法印。

二、「三三眛」（三解脫門〉之成立（ p.60-p.62 ) 

在空、無相、無所有一一三三眛中，除去無所有，加入無願，這樣的

三三昧組成一聚，是佛教界所一致的。然對比漢譯與巴利藏所傅，非

常的不一致。

（一）南北傳經論有關三三眛之說，彼此有無不定，次第先後不－

1 、漢譯與巴利藏對應的經典，彼此有無不定

1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一章第八節〈空為三三昧先導） p.56-p.60 。
《雜阿含經〉卷 3 (80 經）：「若於空未得者，而言我得無相、無所有，離慢

知見者，無有是處。......若得空己，能起無相、無所有，離慢知見者，斯有是

處。......善觀色無常磨滅離欲之法，如是觀察受、想、行、識無常磨滅離欲之

法，........心無清淨解脫，是名為空﹔如是觀者，亦不能離慢知見清淨。復有正

忠惟三昧，觀色相斷，聲、香、味、觸、法相斷，是名無相﹔如是觀者，猶未

離慢知見清淨。復有正思惟三昧，觀察貪相斷，嗔忌、痕相晰，是名無所有﹔

如是觀者，猶未離慢知見清淨。．．．．．．復有正忠推三昧，觀察，．．．．．．我我所，從
若見、若聞、若嗅、若嘗、若觸、若識而生。復作是觀察：．．．．．．若園、若緣而

生識者，彼因彼緣皆悉無常。復次，往因搜緣皆患無帝，彼所生識云何有常！

無常者是有為，行，從緣起，是患法，減法，離欲法，斷如法，是名聖法印如

見清淨。」（大正 2 ' 20a25-b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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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中阿合經〉的〈大拘締羅經〉說：「室，無願，無相，此三法

其義其文」 2 ，這就是名稱不同，意義也不同。與之相當的《中

部〉（有明大經〉，沒有這一段艾。

(2) ＜相應部〉「無為相應」，有空等三三昧 3 ' ＜雜阿合經〉與之相

當的（卷 31 ' 890經，大正2, 224ab）卻沒有。

(3) （長部〉的《等誦經》 4 ，《長阿合經〉的〈眾集經） 5 ，在所說的

三法中，有空等三三昧，而此經的論一一《阿昆達磨集異門足

論〉，卻沒有。

以上，是彼此的有無不定。

2 、南北傳經論所談三三昧，次第先後不一

(1 ）次第方面，如〈中阿合經｝ 6' （長阿合經｝ 7 ，《大昆婆沙論戶，

〈瑜伽論） 9 ，都是以空、無願、無相為次第。

2 ｛中阿含經〉卷 58 (211經）〈大拘締羅經〉：

復問曰：「賢者拘捕羅！笠、無願、無相，此三法異義、其文耶？為一義、異
文耶？」尊者大拘錦羅答曰：「空、無廟、無相，此三法異蠱、異文。」 （大

正 1 • 792a23-26 ) 

3 ｛相應部》（ 43) （無為相應〉：「諸比丘！又何者為達無為之道耶？室三生。
諸比丘！此稱為遠無為之道。．．．．．．諸比丘！又何者為違無為之道耶？蠱扭三

墓。諸比丘！此稱為達無為之道。．．．．．．諸比丘！又何者為遠無為之道耶？蠱璽

三盤。諸比丘！此稱為達無為之道．．．．．．．」（日譯南傳 16上， p.79 ﹔漢譯南傳

17 ' p.68-p.69) 
4 ｛長部） ( 33) （等謂經〉：「復三定：笠定、無相定、無願定。」（日譯南傳

8 'p.298 ﹔漢譯南傳8 'p.236) （大正 1 ' 50bl-2) 

s ｛長阿合經〉卷 8 (9經）〈泉集經〉：「復有三法，謂三三味：生三昧、無願

三昧、無相三味。」

6 ｛中阿會經〉卷 58 (211經）〈大拘稀羅經〉（大正 1 ' 792 a23-26 ）。

7 ｛長阿會經〉卷 8 (9經）（泉集經〉（大正 1 ' 50bl-2) 
8 ｛大昆婆沙論〉卷104 （大正 27 • 538 a19）：「﹔有三三摩地，謂笠、無願、無
墊。」

9 ｛瑜伽師地論〉卷 12 （大正 30 • 337a27-c16) : 
「三三摩地者，云何空三摩地？．．．．．．云何無願心三摩地？．．．．．．云何無相心三摩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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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而南傳的《相應部） 10, （長部） 11 ，《增支部） 12 ，都以空、重要

姐、盤區為次第。

3 、小結

這樣的次第先後不定，彼此的有無不定，可以推定為：這雖是佛教界

所共傳的，而成立稍遲、受到了部派的影響。

（三）三三昧中，略去「無所有三昧」而增入「無願三昧」之理由

到底為了什麼，三三昧中，略去「無所有」而增入「無願」呢？

卜這可能，「無所有」已成為「無所有處」 13 ，與「空」相通的意義，

漸漸的被忽略了。

2 、同時，佛法的要義，是如實知無常，苦，無我我所一一空﹔厭，離

欲，滅而得解脫。對於世間的有為諸行一一苦，厭離而不顧後有，是

修解脫這者應有的，已頃。這所以「無願」取代「無所有」的地位吧！

3 、還有，空，無所有，無相一一三三昧，究竟是重於空離一切煩惱的，

有為法的正觀。但在佛法開展中，對超越一切的涅槃，也增加了注

意。

( 1) 如《中阿含經） (211經）〈大拘締羅經〉（大正 1 ; 792b）說：

「有二困二緣，住無想定。云何為二？一者，不念一切相﹔二者，

念無想界。是謂二因二緣住無想定。」

(2) （中部〉與此經相當的，是〈有明大經） 14 ，「無想定」是「無

不目心定」的異譯。所說的無相，有二方面：一是不作意一切相的

10 《相應部｝ ( 43) （無為相應〉（日譚甫傳 16上， p.79)

11 （長部｝ (33) （等誦經〉（日i譚甫傳 8, p.298 ）。

12 《增支部》〈三集〉（日譯南傳 17 ' p.495 ﹔漠譯南傳19 'p.431) 
諸比丘！為了如於貪，應修三法。云何為三法耶？室三產生、無相三摩地、蠱

盟主星些走。諸比丘！為了如於貪，應修此三法。

13 參見〈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三節〈空與心解脫〉’ p.21 ﹔第一章第五節〈無所

有＞ 'p.29～p.34 。

14 （中部｝ ( 43) ＜有明大經〉（日譯南傅 10 'p.19 ﹔漢譯南傳 lO•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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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盤，一是超越一切相的無相界一一涅槃。

(3）修無相三昧的，要不作意一切相，叉要作意於無相。如佛〈化說陀

迦蹄延經》 15 ，本來只是不依一切相一－無一切相，而依此經演化

所成的，無想以外，叉要有想。有想的是：「此寂靜，此殊妙，謂

一切行寂止，一切依定棄，愛畫，離貪，滅畫，涅槃」 16 ﹔「有滅
涅槃」 17 。

(4）這樣，空是重於無常、無我的世間。 〔空：世間〕

無相是離相以外，更表示出世的涅槃。〔無相：涅槃〕

無願是厭離世間，向於寂滅的涅槃。 〔無願：世間→涅槃〕

空、無願、無相一一三三昧，三解脫門，就這樣的成立了。

15 ｛雜阿含經〉卷33 (926經）（大正2 '23臼11-19) : 
如是說陀！比丘如是禪者，不依地修禪，不依水、文、風、堂、識、無所有、

非想非非想而修禪﹔不依此世、不依他世，非日、月，非見、閣、覺、識，非

得、非求、非隨覺、非隨觀而修禪。說陀！比丘如是修禪者，諸天主伊濕波

羅、渡闡述提，恭敬合掌，稽當作禮而說偈言：南無大士夫！南無士之土！以

我不能知，依何而禪定。

16 ｛增支部〉〈十一集〉（日譯南傳22下， p.291 ﹔漠譯南傅25 'p.262) : 
友阿難！此處，比丘有如是之想：「此乃泉靜，此乃球妙也，謂：一切行之岳王

止，一切依之定棄、愛畫、離食、滅畫、涅槃也」。友阿難！若能如是，比丘

乃獲得如是之三昧，謂：於地無地想，於水無水想，於火無火想，於風無風

想，於空無邊處無空無邊處想，於識無邊處無識無邊處想，於無所有處無無所

有處想，於非想非非想處無非想非非想處想，於比世無此世想，於他世無他世

想，見、閩、覺、知、得、求，於意所尋亦無想，然畫畫也。

17 ｛增支部〉〈十集）（日譯南傳22上， p.209-p.210 ﹔漢譚甫傳話， p.173) : 
友阿難！蘭時，我住舍衛國之安陀林，入如是三昧，謂：「於地無地想，於水

無水想，於火無火想，於風無風想，於空無邊處無空無邊處想，於識無邊處無

識無邊處想，於無所有處無無所有處想，於非想非非想處無非想非非想處想，
於此世無此世想，於他世無他世想，而有想。」

具壽舍利弗，當時，以何為想耶？

友！於我「有滅乃涅槃，有滅乃涅槃」之想生起，或想息滅。
走！譬如一團火燃燒之時，或焰生，或焰滅。

走！如是，於我「有識乃淫槃，有識乃淫槃」之想生起，或想息滅。

友！其時，我乃以「有識乃涅槃，有識乃涅槃」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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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觸」的考察（ p.62-p.64 ) 

三觸，也是與空、無所有（或無願）、無相有闋的。

（一）巴幸u藏與漢譯經論提及之「三觸」（p.62)

1 、〈中部〉的〈有明小經） 18說：「從想受減起比丘，觸三觸：室璽上

無相觸，無願觸。」

2 、《中阿含經〉與之相當的﹔這樣說：「從滅盡定起峙，觸三觸。云何

為三？一者、不移動觸﹔二者、無所有觸﹔三者、無相觸」。 19 （大

昆婆沙論） 20與〈瑜伽論｝ 21 ，也是這樣說的。

（二）「三三眛」與「三觸」名目的對比（p.62)

三三昧與三觸，當然意義不同，但名目相遇，是顯然可見的。試列

表對比如下：

二現干古說空 無所有 無相

無願 無相新說空

二觸干 含
無所有 無相

無願22 無相﹛中部〉 空

（二）「三觸」之得名與次第（ p.62-p.63 ) 

卜空觸與不動觸之立名

18 《中部》（44) ＜有明小經〉（日譯南傅10 'p.27 ﹔漠譯南傳10 'p.23 ）。

19 《中阿含經〉卷58(211 ）（大拘締羅經〉（大正1 • 792 a19-20 ）。
20 《大昆婆沙論〉卷153 ：「聖者諾基島等出滅定時，為觸幾觸。~獨尼告昆今怯

言：觸三種觸，－、不動觸﹔二、無所有觸﹔三、無相觸。」（大正27 ' 781 
b7-9) 

21 《瑜伽師地論〉卷12 ：「出滅定時，觸三種觸：－、不動觸﹔二、無所有觸﹔

三、無相觸。」（大正30 • 341 a7-8) 
22 ｛中部〉原三觸次第是：空、無相、無願。今為與〈中阿舍經〉對比，故將

「無願」與「無相」次序互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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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是從觀慧得名的﹔不動，不為苦樂等所動，是從定得名的。

2 、「三觸」之次第

不動與無所有、無相為一聚，使我們想到了〈中部〉的〈善星經〉鈞、

《不動利益經） 24一一漢譯名〈淨不動道經〉鈞。

這兩部經所說不動﹔不動以後，是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一一漠譯

無想處（即無相心處）。這與不動、無所有、無相一一三觸的次第’
是完全符合的。

（四）「不動」與「第四禪」的關係

卜在〈淨不動道經〉中，不動，無所有，無相，都是依慧而立定名的。

淨不動道的，如不能依慧得解脫，就生在「不動」詣。不動是在欲、

色以上的。

2 、依〈大空經〉說：得四增上心（四禪），修內空、外空、內外空，不

23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五節〈無所有） p.29: 

《中部） ( 105經）〈善星經〉說，：眾生心的傾向有五類： (1）傾向於主且且

孟益。（ 2）傾向於丕盒而離欲結。（ 3）傾向於無所有處而離不動結。

(4）傾向於非想非非想處而離無所有處結。（ 5）傾向於逞笙而離非想非非想

處結。這五巔，是世間人心所傾仰的﹔也是修行者的次第升進，以涅槃為最高

理想。傾心於前回類，是不能出離的。

另參見〈中部》 (105經）〈善星經〉（日譯南傳11上， p.331-p.332 ﹔漢譯南傳

11 ' p.268-p.269）。

24 （中部） (106) （不動利益經〉（日譯南傳11上， p.341-p.343 ﹔漠譯南傳

11 ' p.275-p.277）﹔參見〈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五節〈無所有〉’ p.29-p.34 。

25 （中阿合經〉卷18 (75經）（淨不動道經〉（大正 1 • 542 b6-543a9）﹔參見印

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五節（無所有） p.29-p.34 。

2后〈中阿含經〉卷18 (75經）〈淨不動道經〉：「復次，多聞聖弟子作如是觀：
若現世欲及後世欲，若現，世色及後世色，若現世欲想﹒後世欲想，若現世色

想﹒後世色想，後一切想是無常法﹒是苦﹒是滅，彼於爾時必得不動想。復如

是行﹒如是學，如是修習而廣布，使於處得心淨。於處得心淨已，比丘者或於

此得入丕盒，或坐莖金盤，使於後峙，身壤命終，因本意故，必至不動，是謂

第三說淨不動道。」（大正 2 • 542c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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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以「不移動」為目標 27 。所以，不動是依第四禪而向解脫的空三

睦﹔不得解脫而生於不動，就是一般所說的筆且盤。

3 、〔約觀慧說〕

三觸是與此有關的，論師有多種解說28 ，其中，「有說：室走不動

27 ｛中阿會經〉卷49 ( 191經）（大空經〉：「阿難！如是比丘持內心住止令得一
定。往持內心住止令一定已，當念內室。彼念內空己，其！立登塾，不趣向近，

不得清渣，不住不解於內堂也。

阿難！若比丘觀峙，則如念內笠，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

於盟主者，使比丘當念企室。復念外空已，基：立笙塾，不趣向近，不得清澄，

不住不解於外生也。

阿難！若比丘觀時，則知念外堂，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解

於企皇者，往比丘當念且企室。復念內外空己，主：笠笙塾，不趣向近，不得清
澄，不住不解於內外堂也。

阿難！若比丘觀峙，則如念內外笠，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

解於且企主者，值比丘當念丕笙盒。復念不移動己，主：注重盒，不趣向近，不
得清澄，不住不解於不移動也。

阿難！若比丘觀峙，則如念不移動，其心移動，不趣向近，不得清澄，不住不

解於丕登車者，彼比丘-11£彼心於往往定，御復御，習復習，軟復軟，善快柔

和，攝無遠離。若往往心於彼往定，御復御，習復習，軟復軟，善拱柔和，攝

無遠離己，當以內室成就避。往內生成就遊已，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

住，解於內室。阿難！如是比丘觀峙，貝。如內生成就避，心不移動，趣向於

近，得清澄住，解於內空者，是請正如。

阿難！比丘當以外空成就道，往外空成就道己，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

住，解於外室。阿難！如是比丘觀峙，則如外生成就避，心不移動，趣向於

近，得清澄住，解於外空者，是謂正知。

阿難！比丘當以內外空成就道，彼內外室成就遊己，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

清澄位，解於內外堂。阿難！如是比丘觀時，則如內外生成就道，心不移動，

趣向於近，得清澄住，解於內外空者，是謂正如。

阿難！當以不移動成就避，往不移動成就避已，心不移動，趣向於近，得清澄

住，解於不移動。阿難！如是比丘觀峙，則如不移動成就道，心不移動，趣向

於近，得清澄住，解於不移動者，是謂正如。」（大正 1 • 738 c2-739a12) 

參見〈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七節〈空與空性〉’ p.53 。

28 《大昆婆抄論〉卷153 ：「又問：聖者！諸革獨尊出裁定時，為觸幾觸？
：嘉興足，告昆舍怯言：觸三種觸。一、不動觸，二、無所有觸，三、無相觸。

問：如是三觸有何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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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無願是無所有觸，無相是無相觸」訝。這是約盟畫畫所作合理的

解說。

不動觸＝堂。

無所有觸＝無願。

無相觸＝無相。

4 、〔約定境說〕

不動與第四禪有關，更引〈中阿合經） ( 211) （大拘締羅經〉說

（大正 1 ' 792a-b）為證：
回國四綠生不移動定，云何為四？若比丘離欲離惡不善之法，

（乃〉至得第四禪成就遊。．．．

三因三緣生無所有定，云何為三？若比丘度一切色想，（乃）至

得無所有處成就避。．．．

二因二緣生無想定，云何為二？－者、不念一切想﹔二者、念無想界。

( 1) 從初禪到四禪的修習（四）因緣 30 ，得不（移〉動定。

(2）從度一切色想（空無邊處），到無所有的修習（三）因緣31 ，得

無所有處定。

(3 ）依二因緣 32得無想定一一無相心定﹔不得解脫的，成非想、非非想、

處定。

(1 ）尊者世友作如是說：空無邊處、識無邊處，是不動觸。無所有處，是無

所有觸。非想非非想處，是無相觸。

(2）有說：堂是不動觸，無願是無所有觸，無相是無相觸。

(3）有說：無漏、無所有處、緣涅槃者具名三觸。謂無漏故名不動觸，無所

有處攝故名無所有觸，緣涅槃故名無相觸。

(4）大德說曰：諸瑟獨尊出減定時，若起非想非非想處心，不起餘不同分

心，當言觸無相觸。若起無所有處不同分心，當言觸無所有觸。若起識

無邊處不同分心，當言觸不動觸。」（大正27 , 781 b7-20) 

29 ｛大昆婆沙論〉卷153 （大正27 ' 781 b12-13 ）。
30 四因緣：初禪、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
31 三因緣：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

32 二因緣：不念一切想，念無想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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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約定境說三觸，那就是第四禪、無所有處定、及無想定。

不動觸＝第四禪。

無所有觸＝無所有處定。

無相觸＝無想定（非想非非想處定）。

四、「三法印」的考察（ p.64-p.65 ) 

（一）「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之「三法印」（p.64)

《雜阿合經〉卷10 (270經）（大正 2 • 71al-2 ）說：

「無常想者，能建立無我想。聖弟子往無我想，心離我慢， j順得

涅槃」

《雜阿含經〉卷10 (262經）（大正.2 ' 66b14 ）說：
「一切行無帝，一切法無我，涅繫寂滅」。

《雜阿合經〉雖集成三句，但沒有稱之為法印。集為一聚而名為三法

印的，出於〈根本說一切有部昆奈耶） 33 。

（二）「空、無所有、無相」之「聖法印」（p.64)

上文所說 34 ，稱為重盜凹的空、無所有、無相一一三三昧，重於造的

實踐，表示了出世聖慧的特相，是約觀慧方面說的。能導向解脫涅槃

的觀慧，是正知見，如實的通達諦理，而與諦理相契合的。這樣，從

所觀、所證方面說，足以表示佛法諦理的，也不妨名為「法印」了。

33 （根本說一切有部昆奈耶〉卷 9 ：「世尊即為說三句法，告言賢首：諸行皆無

常，諸法悉無我，在靜即涅槃’是名三法印。」（大正.23 • 670 b29-c3 ) 
34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一章第八節〈空為三三昧先導） p.59 ：「觀五陰
無常、無我，觀色等相斷，觀貪等相斷，都是觀所觀法的堂、無相、無所有。我

我所是怎樣生起的？從見、閣、覺、知而生識，世俗的識，是有漏、有取的，主

識就不離我我所。所以離慢而知見清淨的三昧，要反觀自己的心識，從因緣生。

從無常因雄所生的識，當然是無常的。觀無常（的識）法，是有為（業煩惱所為

的），行（思願所造作的），據所生（的）法。緣所生法是可滅的，終歸於滅

的，所以是離欲法，斷如法。這樣的觀察，從根源上通達空無我性，才能離我慢

而得清淨知見一一無漏智。．．．．．．這是一切聖者修盡量的必由之道，成為佛法所以為

佛法的特質，所以名為主生盒。」（大正23 • 670 b29-c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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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行的層次與「三法印」的特色（ p.64-p.65 ) 

卜從知而行而證解脫

佛說法，有知與行（也可說知是行的一分）。

如實知「無常故苦，無常苦故無我我所」﹔或說：「無常，苦，笠，

無我」

即知而行的，如《雜阿合經〉說：

( 1 ）「正觀（觀，應作見）者則生厭離，厭離者喜貪畫，喜貪盡者

說心解脫」 35

(2）「如是觀者，厭於色，厭受、想、行、識，厭故不樂，不無故

得解脫」 36 。

(3 ）「於色（等）生厭，離欲，滅畫，不起諸漏，心正解脫」 37 。

(4）「是名如實知。輸屢那！如是於色、受、想、行、識生厭，離

欲，解脫」 38 。

35 《雜阿合經〉卷 1 (1 經）：
蘭時，世尊告諸比丘：「當觀色無常，如是觀者，則為正觀﹔正觀者則生厭

離，厭離者喜貪畫，喜貪盡者說，心解脫。如是觀受、想、行、識無常，如是觀

者，則為正觀﹔正觀者則生厭離，厭離者喜會畫，喜貪畫者說心解脫。」（大

正 2 • 1 a7-12) 
36 ｛雜阿合經〉卷 1 ( 9 經）：

兩峙，世尊告諸比丘：「色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如

是觀者，名真實正觀。如是受、想、行、識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

者亦非我所﹔如是觀者，名真實觀。聖弟子如是觀者，厭於色，厭受、想、

行、識。厭故不樂，不樂故得解脫，解脫者真實智生。」（大正2 '2 a3-10) 

37 ｛雜阿會經〉卷 1 (28 經）：「佛告比丘：於色生厭，離欲，滅畫，不起諸

誦，心正解風，是名比丘見法涅槃。如是受、想、行、識，於識生厭，離欲，

滅畫，不起諸漏，心正解脫，是名比丘見法追槃。」（大正 2 '6 a6-9) 
38 ｛雜阿合經〉卷 1 (30 經）：「輸屢那！當知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

內、若外，若處、若徊，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復一切色不是我，不異

裁，不相在，是名如實知。如是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

若內、若外，若廳、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後一切識不是我，不異

我，不相在，是名如實知。輸屢那！如是於色、受、想、行、識，生厭，離

欲，解脫，解脫知見：我生已畫，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

（大正2 ，的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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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聖道的修行中，一再說：「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 39 。

( 6) （大昆婆沙論〉引經而解說：「依厭離奈，依離染解脫，依解脫
涅槃」 40 。

從經論的一再宣說，可見知而後能行。修行的重要層次，主要為：厭

離，離欲，滅，解脫。

2 、三法印的特色：包含了「現實的諦理」與「理想的證得」

無常，苦，無我（空），當然也可說是法印，但從知而行而證的佛法全

體來說，無常等是偏於現實世間的正觀，而沒有說至I腥想－解脫涅槃的

實現。這樣，諸行無常與厭離，諸法無我與離欲染，涅槃寂靜與滅盡、

解脫，固然是相互對應的，而諸行無常與諸法無我，是現實的諦理，還

槃寂靜是理想的證得。這樣的三法印，表徵著全部佛法的特色。

現實的諦理弋一一諸行無常一一一厭離

＼諸法無我一一一離欲染

理想的證得一一一涅槃寂靜弋一一滅盡

＼解脫

（四）、「三法印」與「三三昧」（三解脫門）之關係（p.65)

卜空等三三昧，與無常等三法印的關係，如下：

39 ｛雜阿含經〉卷27 (727經）：
兩峙，世尊厚囊僧伽樂枕頭，右脅而臥，足足相累，繫念明相，正念、正智，

作起覺想。告尊者阿難：「汝說七覺分」！時尊者阿難即白佛言：「堂皇lJ笠

謂念覺分，世尊自覺或等正覺說，依遠離，依無欲，依識，向於捨﹔擇法、精

進、喜、椅、定、捨覺分，世尊自覺成等正覺說，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

於捨。」（大正2 • 195 c6-12) 
40 ｛大昆婆沙論〉卷28:
如世尊說：獸歸林華，鳥歸虛笠，聖歸涅槃，法歸分別。如是四種至所歸處方
得安樂，是故智者應於契經善分別義，不應如說而使作解。若如說，而解者，則

令聖教前後相違，亦令自心起顛修！！執。如世尊說：革謂當知，依厭離柴，依離

紮解脫，依解脫洹槃，乃至廣說。（大正27 • 145 cl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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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丹：
空 無所有 無相

空 無願 無相

三法印 諸法無我 諸行無常 涅槃寂靜

2 、從空、無所有、無相，著重於正觀的三三昧，演化為空、無願、無相

的三三昧，只是著重於出世道的出發於厭離，終於不顧後有生死的相

績而解脫。在聖道中，依無常（苦）而引發的厭離（無願），是有重

要意義的。

3 、施護異譯的〈佛說法印經﹜，對離慢知見清淨部分，解說為：「識起

既笠，無所造作，是名無作（無願的異譯）解脫門。．．．．．．如是名為聖

法印，即是三解脫門」 41 。三法EP與三解脫門舍一，雖是晚期所譯，

文義有了變化，但重視無常、無願，不失原始佛教的本意。

41 宋施護譯〈佛說法印經〉卷 1 : 
蘭時，佛在舍衛國典嘉措眾俱’是時佛告嘉措眾言：「汝等當如有聖法印，我

今為汝分別演說。汝等應起清淨知見，諦聽諦受，如善作意，記念忠惟。」

時諸蕊獨即白佛言：「善哉世尊！願為宜說，我等無閣。」

梯言：「嘉興！主且無所有，無妄想，無所生，無所滅，離諸知見。何以故？空

性無處所。無色相，非有想，本無所生，非如見所及，離持有著口由離著故，攝

一切法，住平等見，是真實見。革'3 當知，空性如是，諸法亦然，是名法印。

復次，諸其獨！此法印者即是三解脫門，是諸棉根本法，為諸佛眠，是即諸佛

血壁壘益。是故汝等，諦聽諦受記念忠惟，如實觀察。

復次， ;St 揖若有修行者，當往林間或居樹下諸寂靜處，如實觀察，色是苦，是

堂，是無常，當生厭離住平等見。如是觀察，受想行識，是苦，是堂，是無

常，當生厭離住平等見。諸葛錯，諸蘊本堂，由心所生，心法識己，諸矗無

件，如走了知，即正解脫。正解脫已，離諸知見，是名莖盤旦旦。

復次，住三摩地，觀諸色境，皆悉滅畫，離諸有想。如是聲香味觸法，亦皆滅

盡離諸有想。如是觀察名為無想解脫門。入是解脫門已，即得知見清淨，由是

清淨故，即貪瞋癡皆悉滅畫。彼識盡已，住平等見。住是見者，即離我見及我

重且，即了諸見，無所生起。無所依止。
復次，離我見已，即無見無閣，無覺無知，何以故？由因緣故。而生諸識，即

彼因緣及所生識，皆悉無常。以無常故，識不可符，識蘊既笠，無所造件，是

名無作解脫門。入是解脫門已，如法究竟，於法無著，證法處滅。」

佛告詩：基揖：「如是名為聖法印，即是三解脫門。汝詩：嘉興若修學者，即得知

見清淨。」

時諾基餌，聞是法已，皆大歡喜，頂禮信受。（大正 2 • 500 b21-c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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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阿含》一一空與解脫道

第十節勝解觀與真實觀（p.67～p.78)

一、四禪的重要性及其特勝（ p.67-p.68) 

（一）四禪的重要性（p.67)

釋厚觀｛2004.6.9)

四禪、八定、九次第定等一切定法，原本只是四禪，其餘是由觀想

而成立的。四禪在佛法中的重要性，上文已引經說明。 1

（二）四禪的特勝（p.67-p.68)

從經文所說的四禪異名，也可以了解四禪的特勝，如《瑜伽師地

論〉卷11說：

是言者靜處名差別者，或名增上心，謂由心清淨增上力正事處故。或

名樂住，謂於此中受極樂故，所以者何？依諸靜處，領受喜樂、安

樂、捨樂、身心樂故 2 。又得定者，於諸靜處，數數入出，領受現

法安樂住故。由此定中現前領受現法無住。從走起已，作如是言：

1 EP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13-p.14:
佛教所說，的種種定法，多數是依觀想成就而得名的。其中，最原始最根本的定

法，應該是四種禪，理由是：

(1 ）佛是依第回禪而成正覺的，也是從第回禪出而後入涅槃的．．．．．．。

(2）依經文的解說，在各種道品中，正定是回禪﹔定覺文是四禪﹔定根走回

禪﹔定力也是四禪。

(3 ）四禪是心的安定，典身一一生理的呼吸尊密切相關．．．．．．。次第進f膏，達到

最融和最泉靜的境地。禪的修學，以「離五欲及（五蓋等）惡不善法」

為前提，與煩惱的解脫（空）相處，不是世俗那樣，以修精鍊氣為目

的。從修行的過程來說，初禪語言減而輕安，二禪尋伺滅而輕安，三禪

喜誠而輕安，四禪（無識）入自息減而輕安，達到世間法中，身心輕

安，最長靜的境地。四禪有禪支功穗，不是其他定法所能及的。

(4）在戚、定、慧的修行解脫次第中，．．．．．．經一致的說：得四禪而後漏盡解

脫﹒或說具三明，或說得六通，主要是盡漏的明蓮。

依此四點，在解脫道中，四禪是佛說定法的根本，這應該是無可懷疑的！

2 遁倫〈瑜伽論記〉卷 4 ：「今依身心俱有四樂：喜樂、樂樂、安樂、捨樂，故

回靜慮得無往名。欲界無後二，無色無初二，故雖無現前，不名為無住。又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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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領受如是無住，於無色定無如是受，是故不說彼為無住。．．．．．．

或復名為往分涅槃，亦得說名差別涅槃。由諸煩惱一分斷故，非決定

故，名投分j呈槃﹔非究竟涅槃故，名差別涅槃﹔復次，此四靜處亦得

名為出諸受事，謂初靜處出離憂根，第二靜處出離苦根，第三靜處出

離喜根，第四靜處出離無根。（大正 30 • 33 la5-22) 

比丘們依四禪得漏盡，解脫，是經中所常見的。如經說五安穩住，也

就是四禪及漏盡。 3

、「真實作意」（如實觀〉與「勝解作意」〈假想觀） ( p.68-p.69 ) 

（一）不動、無所有、無相是「如實觀的三眛」﹔空無邊處、識無邊處是

「世俗假想觀的三昧」（p.68)

上面說到，〈善星經》與〈不動利益經〉（漢譯名《淨不動道

經〉），都以不動，無所有，無相為次第。 4第四禪名不動 5 ，在不

動與無所有中間，為什麼沒有空無邊處、識無邊處呢？ 6

無初二禪樂，安樂是第三禪樂，捨樂是第四禪樂。身心無者，簡無色界非樂住

所以。」（大正42 ' 380bl6-21) 
另參見〈瑜伽師地論略黨〉卷 5 （大正的， 69a23-28 ）。

3 《增支部〉〈五集） (10) ＜迦俱羅晶〉：「諸比丘！如是等五者，是安穩住。
何等為五？諸比丘！世間有比丘，離欲，離不善法，有尋、有何，由離而生喜

樂故，具足初靜處而住﹔尋、伺、 a靜故．．．．．．乃至．．．．．．墮且﹞室主整產．．．．．．室

主萱盧．．．．．．具足第四靜處而住﹔諸漏已盡故，無滿心解脫、重壘且，生堂皇主主

且直主主旦、生畫、基圭亞生。．．．（中略）．．．諸比丘！如是等者，是五種之安穩

住。」（日譯南傳19, p.165 ﹔漢譯南傳21 ' p.144) 
4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63 ：「《中部〉的〈善星經〉，〈不動利益
經〉一一漢譯名〈淨不動道經〉。這兩部經所說不動﹔﹔不動以後，是無所有

處，非想非非想處一一漢譯無想處（即無相心處）。這與不動、無所有、無相

一一三觸的次第，是完全符合的。」

5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63 ：「依〈太空經〉說：得四增土心（四
禪），修內堂、外堂、內外堂，不動，以不移動為目標。所以，不動是依第四

禪而向解脫的空三味﹔不得解脫而生於不動，就是一般所說的第四禪。」

6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30 ：「﹔不動，一般的說，是回禪。．．．．．．不動一一

四禪以上，是無所有處，無想處一一非想非非想處，為什麼四禪以上，典無所
有處、無想處中間，沒有空無邊處典識無邊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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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不動、無所有、無相，是如實觀的三昧，而空無邊處與識無

邊處，是世倒葭想觀的三昧。 7

（二）自相作意、共相作意、真如作意是「真實作意」﹔勝解作意是「假

想作意」（ p.68-p.69) 

1、如實觀與假想觀這二類觀想的分別，如《大昆婆沙論〉說：「有三

種作意，謂自相作意，共相作意，勝解作意。．．．．．．勝解作意者，如

不淨觀，持息念，（四）無量，（八）解脫，（八）勝處，（十）

遍處等」。 8

2 、〈瑜伽師地論〉說：「勝解作意者，謂修靜處者，隨其所欲，於諸

事相增益作意。真實作意者，謂以自相，共相及真如相，如理思惟

諸法作意」。 9

3 、依此可以知道：

自相作意、共相作意、真如作意，是一切法真實事理的作意。

勝解作意是盤墾盟，於事是有所增益的。如不淨觀，想青瘀或臆爛

7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71 : 
古代的修行者，觀色法的不淨（對治貪欲），進而觀色法的清淨．．．．．．或超越色

相，觀虛空相，勝解為過一切處，如不能依之發慧得解脫，生在虛空無邊處。

或進一步的觀識相，假想為過一切處（後代所說的「心包太虛」’「心遍＋
方」，都由此定境而來），不能解脫的，生在識無邊處。無色界的前二天（及

定），依此修得的定境而來。

8 （大昆婆沙論〉卷11 ：「﹔有三種作意。謂自相作意、共相作意、勝解作意。

自相作意者﹔忠惟金是變礙相，全是領納相，盤是取像相，笠走進作相，墊走

了別相，些是堅相，生是濕相，~是媛相，且是動相，如是等。

共相作意者﹔如土主立起等。

勝解作意者﹔如丕垂直、金產盒，（四）無量，（入）解脫，（八）勝處，

（＋）遍處等。」（大正27 • 53a13-19) 
〔四諦十六行相一一苦諦四行相：無常、苦、空、無我﹔集諦回行相：集、

困、生、緣﹔滅諦四行相：滅、靜、妙、離﹔道諦四行相：道、如、行、

出。〕

男參見﹛俱舍論〉卷 7 （大正”， 40a7-11 ）。

9 （瑜伽師地論〉卷11 （大正30 • 332c22-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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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觀自身及到處的尸身，青瘀或膜爛，這是與事實不符的。是誇

張的想像所成的定境，所以說是「增益」。 10

三、八解脫、八勝處、十遍處（ p.69-p. 71 ) 

（一）八解脫、八勝處、十遍處之對應關係（p.69-p.70)

佛法中的八解脫，八勝處，十遍處， 11 都是勝解作意。彼此的相互

關係，對列如下：

八勝處 十遍處（十一切處）／又解脫（八背捨〉

內有色想觀外色少＼

內有色想觀外色多／

內無色想觀外色少＼

內無色想觀外色多／

內有色想觀外色

不
淨
觀

內無色想觀外色

淨
觀

l
〉
︱

慵
懶
慵

懶
鸝
敵
礦
排
懶

解
無
無
所
想
受

淨
空
識
無
非
想

︱
卜
一
一

單
單
單
譚
譚

舖
績
一
切
的

外
外
外
外

想
想
想
想

她
鮑
純
純

內
內
內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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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脫，遍處（不淨念在內），勝處，這三類定法，相通而叉有所不

同﹔都出發於色的觀想，在不同的宏傳中，發展成三類不同的定

法。古人將這三類，總集起來，解說為淺深的次第。 13

2 、勝處的前四勝處，與解脫的前三解脫相當，是不淨觀。

3 、勝處的後四勝處，與第三解脫的「淨解脫身作證」相當，是淨觀﹔

遍處的前八遍處，也是淨觀。

4 、青、黃、赤、白，是所造色﹔所造色依於能造的四大一一地、水、

火、風，所以有前四遍處。前三儷盼，前八瀰暉， A盤處，都是依

色界禪定，緣欲界色為境的，都是勝解的假想觀。

（二）空無邊處及識無邊處之安立：（p.70-p.71)

卜十遍處中，在地、水、火、風（及依四大而有的青、黃、赤、白）

遍處以上，有（虛）空遍處，識遍處，這不是地、水、火、風、虛

空、識一一六界嗎？

10 參見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 p.402-p.403 : 
佛法是重於止、觀，或定、慧修持的，通稱為瑜伽。修止的，如修四根本禪，

典身體一一生理有密切關係’所以有「禪支」功德，而無色定是沒有的。金星星

盞，有膳解作意與其實作意。

勝解作意是假想觀，如不淨觀﹝念﹞或說，見到處是青痴釀爛。

基宜生童中，有自相作意，如念出入息﹔共相作意，如觀「諸行無常 l 等。主

如作意，如觀「一切法空 l ’「不生不滅 l 等。
勝解作意對修持有助益的，但不能得解脫。勝解觀成就，自心所見的不淨或清

淨色相，與事實不符，所以是「顛飼作意」。

11 八解脫、八勝處、十遍處：參見〈大昆婆沙論〉卷84 （大正27 '434b-

435b）﹔卷的（大正27 • 438c-439c）﹔（大正27 ，峭的－44lb）﹔卷141 （大正

27 • 724al-25 ）﹔〈大智度論〉卷21 （大正詣， 215a7-216c22 ）。

12 ｛大智度論〉卷21 ：「走時行者得受喜樂遍滿身中，是名淨背捨’緣淨故名為

淨背捨。進主皇盔，故JU鳥身聾。得是心樂，背捨五欲，不復喜樂，是名背

捨。」（大正詣， 215b28-c2)

13 ｛大昆婆沙論》卷的：「問：解脫、勝處、遍處有何差別？答：．．．．．．下品善根

名解脫，中品善根名勝處，上品善根名遍處。小善根名解脫，大善根名勝處，

無量善根名遍處。．．．．．．得解脫未必已得勝處、遍處，若得勝處必已得解脫未必

已得過處，若得過處必已得解脫及勝處。所以者何？從解脫入勝處，從勝處入

過處故。是謂解脫、勝處、遍處差別。」（大正27 , 442b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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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界是說明是牛自體所有的特質，構成是牛自體的因素。

四大是色法，血肉等身體。

盧室是鼻孔、咽喉、毛孔等空隙，可見可觸，是有局限性的。

識是自身的心理作用。康生自體，只是這六界的綜和﹔如沒有識

界，那就是外在的器世界了。

2、古代的修行者，觀色法的不淨（對治貪欲），進而觀色法的清淨，

就是前三解脫，前八遍處，八勝處。或超越色相，觀虛空相，勝解

為遍一切處，如不能依之發慧得解脫，生在虛空無邊處。

或進一步的觀識相，假想為遍一切處（後代所說的「心但太虛 l ’

「心遍十方 l ，都由此定境而來），不能解脫的，生在識無邊處。

無色界的前二天〔空無邊處天、識無邊處天〕（及定），依此修得
的定境而來。

四、九次第定的成立（p.71-p.72)

（一）四禪名為不動。〈中阿合經〉的《大空經） 14 中，內空，外空，內

外空，與不動並列。內空、外空、內外空，是從根、境、識的相關

中，空於五欲﹔不動是觀五陰無常、無我，內離我慢。不動修習成

就，就是空住的成就。如著空而不得解脫，就稱四禪為不動。 15

（二〉〈善昂的、《不動利益串的等說：不動，無所有，無相為次第16 , 

是諦理的如實觀。如有著而不得解脫的，生在（四禪），無所有

處，無想處一一非想非非想處（更進而立滅受想定）。 17

不動＝第四禪

無所有＝無所有處

無相＝無想處（非想非非想處）

14 ｛中阿合經〉卷49 (191經）（大空經〉（大正 1 • 738a-740c ）。

15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七節〈空與空性＞ p.51-p.52 。

16 ｛中部｝ ( 105) ＜善星經〉（日譯南傅 11上， p.331-p.333 ﹔漢譯南傅

11 'p必6）﹔《中部｝ ( 106) ＜不動利益經〉（日譯南傅 11上， p.340-

p.346 ﹔漢譯南傳11 'p.275 ）。

17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五節〈無所有） p.29-p.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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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四禪與無所有處間，本沒有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的。由於十遍處

（地水火風青黃赤白等八遍處及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的修得，依

六界的次第進修，而在四禪與無所有處間，結合空無邊處，識無邊

處，而成四禪、四無色定一一八等至﹔更加滅受想定，成九次第等

至（定）。總列如下：

九次第定十遍處

四禪

空無邊處解脫十空無邊處定

識無邊處解脫＋識無邊處定

無所有處定

非想、非非想處 ： 非想非非想
處定

滅受想、解脫一卡滅受想、定

三禪 18

嘲
一
一
欄

種種想

欲

地水火風遍處

不動斗四禪÷青黃赤白遍處←內無色想
觀青黃等（四）

三禪

三禪

色

空遍處

識遍處

無所有

無相

18 ｛大昆婆沙論〉卷的：「問：何故第三靜處無解脫、勝處、遍處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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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遍處、八勝處、八解脫」與「四禪八定」之關係

1 、《大昆婆沙論〉卷 84:

此八解脫，界者：初三解脫是色界。前三無色處解脫，有渴者是無

色界，無漏者是不繫。後二解脫是無色界。地者：初二解脫在初二

靜處及未至定、靜處中間。（大正27 • 434c 10-13 ) 

2 、《大昆婆沙論〉卷的：

此八勝處：界者，皆是色界。地者，前四勝處在初二靜處及未至

定、靜慮中間，後四勝處在第四靜慮。（大正 27 • 438c14-16) 

3 、《大智度論〉卷21 : 

初二背捨、初四勝處，初禪、二揮中攝﹔淨背搶、後四勝處、八一

切處，第四禪中攝﹔二一切處，即名說空處，空處攝﹔識處，識處

攝。（大正 25 • 216c15-17) 

五、空慧的異名一一依觀慧的加行不同，名為「空」、「無所有」、「無

相」（p.73)

（一）佛法的解脫道，是依庄四禪，發真實慧，離欲而得解脫的。真實慧依

於如實觀：「無常故苦，無常苦故無我」﹔「無我無我所」一一空，

是一貫的不二的正觀。能離一切煩惱，離一切相，契入超越的寂滅。

答：（ 1) 非田器故，乃至廣說。

(2）復次，對治欲界、初靜慮中識身所引綠色貪故，初、二靜處主緣不淨

解脫、勝處。第二、第三靜處無識身所引綠色貪故，第三、第四靜

處不立綠色不淨解脫、且事處。前三靜處有尋伺喜樂.＆.入出息擾亂事

故無淨解脫，後四勝處、前八遍處緣淨妙境，能伏煩惱其事甚難，

是故必依無擾亂地乃得成就。

(3）復次，第三靜處去欲界邊，於靜慮中又非最搏，故無解脫、勝處、過

處。

(4）復次，第三靜慮如第三無色，無多功籠，故無解脫等。謂笠、識無邊

處有無邊行相功穗，非想非非想處有滅定功德，無所有處無無邊行

相又無減定，是故此地功德減少。第三靜慮如往（第三無色），亦

無解脫、勝處、遍處功德。

(5）復次，第三靜處有生死中最勝受樂，能令行者耽著迷亂，故無解脫、

勝處、遍處。」（大正27 ' 44lbl8-27) 



第十節勝解觀與真實觀 117 

（二）依於觀慧的加行不間，名為空，名為無所有，名為無相。如止觀相

應而實慧成就，依觀慧立名，名為空（性）心三昧，無所有心三

昧，無相心三昧。心三昧，或名心解脫。雖因加行不同而立此三

名，而空於一切煩惱，是一致的。 19

（三）其實，加行也有共通處，如：

1 、〈空力的說：「不作意－切相，內空成就住。」 m 〔無前目與空桶重〕

2 、《不動利益經〉說：「空於我及我所，是第二無所有處道。」 21

〔無所有與空相通〕

空與無相，無所有與空，不是明顯的相通嗎！所以能得解脫的其實

慧，雖有不同名稱，到底都不過是空慧的異名。 22

六、「假想觀」與煩惱的對治（p.73-p.74)

（一）勝解的假想觀雖不得究竟解脫，但能降伏煩惱（p.73-p.74)

勝解的假想觀，是不能得究竟解脫的，但也有對治煩惱，斷除

19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一節〈引言） p.7 ﹔第一章第三師（空與

心解脫） p.21-p.23 。

20 《中部） (122) （空大經〉（日譯南傳11下， p.129 ﹔漢譯南傳12 'p.96）。

21 (1) ｛中部） (106) （不動利益經〉：

復次，諸比丘！聖弟子行至阿蘭若，或行至樹下，作如是思念：「些坐
我、或依我所層之物，為室。」復如是行．．．．．．乃至．．．．．．身壤命終後，由

識之導引，連於無所有處，諸比丘！此稱之為第二無所有處利益行道。

（日譯南傅11上， p.343 ﹔漢譯南傅11 ' p.276-p.277) 

(2）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五節〈無所有） p.31 : 
聖弟子作這樣的思惟：我，屬於我的，是堂的。這樣的專心安住而得心

淨，也有得無所有處定，或依慧得解脫的二頰。〈中阿令經〉說﹔「聖

弟子作如是觀：此世（間）生：生於神、神所有（我我所有的舊譯）﹔
室有帝，堂有恆，空長存，童不變易」。這是說一切有部經論，從常、

恆、不變易法空 無帝，以明我我所室的意義。修無我我所的空觀，

得無所有處定，古人雖有多種解說，其實是堂與無所有的同一意趣。

n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三節〈空與心解脫） p.23 ：「無量，無
所有，無相，無諱，不動，從煩惱堂而清淨來說，都可以看作堂的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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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煩惱，增強心力的作用。 23 所以釋尊應用某些方便來教

導弟子。

（二）假想觀中，主要是不淨觀（p.73)

假想、觀中，主要是不淨觀，如青瘀想，膜爛想，骨想、等。障礙出家

弟子的猛利煩惱，是淫欲愛，為了對治貪淫，佛開示不淨觀法門。

（三）不淨觀之重要性及其副作用（p.73)

卜不淨，與無常、苦、無我相聯合，成為四念處。四念處中，觀身不

淨是應該先修習的。

2 、假想不淨觀，引起了副作用，由於厭唐、情緒的深切，有些比丘自

殺，或自願為人所殺，這是經、律一致記載的。 24 

〈四）以「入出息念」及「淨觀」，改善「不淨觀」哥胞的鞠育（p刃－p. ) 

卜改善不淨觀的修習，一方面，佛叉開示入出息念法門鈞。一方面，
由丕逆盟而轉出逆置。 26

n 《大昆婆沙論〉卷11 （大正27 • 53a13-19）﹔另參見《俱舍論〉卷4 （大正

”， 19位1-22）﹔《瑜伽師地論〉卷11 ：「勝解作意者，謂修靜處者，隨其所

欲，於諸事相增益作意。」（大正30 • 332c22-23 ）﹔〈成唯識論〉卷5 （大正

31 ' 28b10-14）﹔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 p.403 ：「勝解作意對修持

有助益的，但不能得解脫。勝解觀成就，自心所見的不淨或清淨色相，與事實

不符，所以是「顛倒作意』口」

24 (1 ）《雜阿含經〉卷29 (809經）：「蘭時，世尊為諸比丘說不淨觀，讚歎不

淨觀言：「諸比丘！修不淨觀、多修習者，得太呆、大福利』。時諸比

丘修不淨觀己，極厭患身，或以刀自殺，或服毒勢，或繩自紋，投巖自

殺，或令餘比丘攏。」（大正2 ' 207b22-26) 

(2) （相應部） (54) （入出息相應〉（日i譚甫傅16下， p.193-p.196）。各部

廣律四渡羅夷的殺戒，都載有此一因緣。

25 （雜阿含經〉卷29 (809經）（大正2 • 207c21-208a3 ）。
26 參見印順法師著〈華雨集〉（第二冊） p.246-p.247 : 
有的修不淨觀，不著意於離貪欲，只是厭，皂白身，這就是觀不淨而自殺的問題

所在，所以修淨觀來對洽。從白骨流光，觀器世間（膏、黃、赤、白）與自

身，清淨莊嚴，就是淨解脫。從不淨而轉起淨觀，名為（改〉「易觀」，如

〈禪祕要法經〉說：「不淨想成峙，慎莫棄身﹝自殺﹞’當教易觀。易觀法者，
想諾（骨）節問白光流出，其明織盛，猶如雪山。見此事已，前不淨眾，夜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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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八解脫的第三解脫，八勝處的後四勝處，十遍處的前八遍處，都

是淨觀。 27

七、假想的勝解觀對「清淨身」、「清淨土」及「唯心思想」等之影

響（ p.74-p.77) 

不淨觀與淨觀，都是緣色法的，假想的勝解所成。 28

與不淨觀、淨觀有關的，可以提到幾則經丈。

（一〉〈雜阿合經） (456經）：勝解淨相，引發了理想、中的清淨土、清淨

身說。（p.74)

《雜阿含經》卷17 ( 456經〉說：

「世尊告諸比丘：有（ 1 ）光界，（ 2）淨界，（ 3）無量堂入處

界，（4）無量識入處界，（ 5）無所有入處界，（6）非想非非想

入處界，有（7）滅界。」 29

吱去。」（大正15 , 244b29-c2）「見此事時，心大驚怖，求易觀法。易觀法
者，先觀佛像」。〈思椎要略法〉也說：「若極厭惡其身，當進（修）白骨

觀，亦可入初禪。」（大正15 , 298cl6-17）從不淨觀而起淨觀的方便，是白骨
流光，依正莊嚴﹔或觀佛像。這是「佛法」禪觀而漸向「大乘佛法」禪觀的重
要關鍵。

27 參見印順法師著〈修定一一修，心如住心﹒秘密乘〉《華雨集〉（第三冊） p.154: 
（一）八解脫的前二解脫，是不淨觀，第三「淨解脫身作證」是淨觀。

（二）入勝處的前四勝處，是不淨觀﹔後四路處一一內無色相外觀色膏，黃，赤，

白，是淨觀。

（三）十遍處中的前入過處一一地過處，水，火，風，青，黃，赤，白過處，都

是淨觀。如地過處是觀大地的平正淨潔，沒有山陵溪流﹔清淨平坦，

一望無際的大地，於定心中現前。水，火，風，也都是清淨的。觀青色

如金精山，黃色如瞻要花，赤色如赤蓮花，白色如白雪，都是清淨光顯

的。淨觀是觀外色的清淨，近於清淨的器世間。

另參見《住空學探源） p.96 。

28 (1) （大昆婆沙論〉卷40 ：「此不淨觀．．．．．．唯緣欲界色處為境。」（大正

27 • 206c20-24）。

(2）參見印順法師著〈方便之道〉（《華雨集〉（第三冊） p.246 ：「不淨觀
典淨觀，都是以色法為所緣境的。」

29 （雜阿含經〉卷17 ( 456經〉（大正2 • 116c13-15 ）。



120 第一章〈阿含﹜一一空與解脫道

「彼光界者，緣闇故可知。淨界，緣不淨故可知。」 30

卜經中立七種界，在虛空無邊處以前，有光界、淨界。光界與淨界，

與第二禪名光天，第三禪名淨天的次第相合。 31 禪天的名稱，是與
此有關的。

2 、依修觀成就來說，光是觀心中的光明相現前，如勝解而能見自骨流

光，就能由不淨而轉淨觀， 32觀地、水、火、風、青、黃、赤、白

等。光與淨，都依勝解觀而成就。

3 、清淨土與清淨身

(1 ）觀的內容，如地等清淨，是清淨的國土相。

(2）青等清淨，通於器界或眾生的淨色相。

勝解淨相，在定中現見清淨身、土，漸漸引發了理想中的清淨土、清

淨身說。

（二）《中阿合經｝ ( 73) （天經〉：「勝解觀」與「唯心思想」（p.74-

p.75) 

1 、《中阿含經｝ (73）《天經〉說：

「（ I ）我為智見極明淨故，便在遠離獨住，心無放逸，修行精

勤，．．．．．．即得光明，便見形色﹔（ 2）及與往天共同集會，共相慰

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 3）亦如彼夭如是姓，如是字，如是

生﹔（4）亦如彼天如是食，如是受苦樂﹔（ 5）亦如往天如是長

壽，如是久住，如是命盡﹔（6）亦知彼天作如是如是業已，死此生

彼﹔（ 7）亦知往天（屬）往彼天中﹔（ 8）亦如彼夭土，我曾生

（其）中，未曾生（其）中也。」 33

30 ﹛雜阿合經〉卷 17 < 456經〉（大正2 • 116cl9-20）﹔另參見〈相應部〉

(14) ＜界相應〉（日譯南傳13 ' p.222-p.223 ）。
31 參見印順法師著《性空學探源〉’ p.95 ：「光界、淨界，典二禪（少光、無量
光、光音）、三禪（少淨、無量淨、遍淨）相當。」

32 參見即順法師著〈修定一一修心與唯心﹒秘密乘》〈華雨集﹜（第三冊） p.153-

p.154 。

33 《中阿合經》卷18 (73經〉（大正1 • 540b8-l 7）﹔另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

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848 ：「〈天經》中說修得光明，見形色﹔典天
（神）共相聚會﹔典天共相慰勞，有所論說，有所答對﹔知道天的名字﹔如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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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經，巴利藏編入（增支部〉「八集」（成立可能遲一些），下接勝
處與解脫。 34得殊勝知見，是修定四大目的之一。 35

2 、本經的精勤修行，共分八個層次

(1）先勝解光明相，如光相成就，能於光明中現見色相，色相是（清

淨的）天色相。光明相現前，現見清淨天色相，與解脫、勝處的

淨觀成就相當。

(2）進一步，與諸天集會，互相間答。這樣的定境，使我們想起了：

A 、〈般舟三昧經〉的阿彌陀佛現前，佛與修行者問答（不但見色

相，還聽見聲音）。 36

B 、無著修彌勒法，上升兜率天，見彌勒菩薩，受〈瑜伽師地
論〉。 37

受的苦無﹔天的壽命長短﹔﹔夫的業報﹔知道自已過去生中，也曾生在天中。這

樣的修習，逐漸增勝的過程。」

34 ﹛增支部〉〈八集〉（日譯南傳21 ' p.241- p.249 ：漢譯南傳23 'p.208-

p.210 ）。

35 ﹛大智度論〉卷47 ：「如佛說有四修定：一者、修是三昧，得現在歡喜樂﹔二

者、修定得知見，見眾生生死﹔三者、修定得智慧分別﹔四者、修定得漏

盡。」（大正25 ' 400a5-8 ）﹔另參見《集異門足論〉卷7 （大正詣， 395c8-

28）﹔（俱舍論〉卷28 （大正”， 150a16-b4）﹔《瑜伽師地論〉卷12 （大正

30 • 339all-23）﹔印順法師〈華雨集〉（第三冊） (p.151- p.159）：修定的四

種功德： (1 ）為得現法樂住，（2）為得勝知見，（3）為得分別慧，（4）為

得漏永盡。

36 (1) ｛般舟三眛經〉：「菩薩於此間國土愈阿彌陀佛，專急故得見之。．．．．．．欲

見佛，即見﹔見即間，問即報，聞組大歡喜。」（大正13 ' 899a27-b25) 

(2）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847 ：「成就般井三味
的，能見阿彌陀佛。不只是見到了，而且還能典佛問答，聽佛說法。這

是修習三昧成說，出現，於佛弟子心中的事實。這一類修輸的事實，在佛

教中是很普遍的。」

37 ( 1 ）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頓與開展》 p.847:
西元三月五世紀間，從北印度傳來，佛弟子有什麼疑問，就入定，上升兜

率天去問彌勒。西元四世紀，「無著菩薩夜昇天宮，於慈氏菩薩所，受

瑜伽師地論。」（﹛大唐西域記〉卷5 ，大正51•896b)

(2）參見印順法師著《辨法法性論講記〉〈華雨集〉（第一冊） p.174 ：「依

唐玄槃所傅，無著菩薩在阿瑜陀國時，夜晚上升兜率天，從彌勒菩蘆聽

受《瑜伽師地論〉﹔白天，在瑜遮那講堂，為大眾說法。西藏傳說，無



122 第一章〈阿含﹜一一空與解脫道

c 、密宗的修習成就，本尊現前，也能有所開示。 38

原則是一樣的，只是修行者信仰對象不同而已。”

(3）勝解的假想觀，助成了唯心思想的高揚。

A 、依《般舟三昧經〉說：所見的不是真實佛，是自己的定心所現。 40

著精進苦行十二年，才見到讀勒菩薩現身﹔然後土升兜率天，在六個月中，從

彌勒菩薩學《瑜枷行地論〉（即《諭伽師地論》〉」。男參見印順法師〈說一

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輿論師之研究） (p.640 ）。

38 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867- p.868 ﹔印順法師著〈印

度佛教思想史） p.244 。

39 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海與開展｝ p.848 : 
在「厚、錯佛教」中，佛與大弟子們，往來天界的記載不少。但那時，佛與大弟

子們，對於定中所見到的，是要開示他們，呵斥他們，警讓他們，所以佛被稱

為「夫人師」。佛涅槃以後，演化為在定中，見當來下生成佛，現在兜率天的

彌勒菩薩。十方佛現在說興起，「大乘」佛弟子，就在定中見他方佛。在「秘
密大乘」中，佛弟子就在定中，見金剛在叉。在定中有所見，有所問答，始將

是－致的。但起初，是以正法教誨者的立場，教化天神﹔後來是請求佛、菩

薩、夜又們的教導。這是佛法的進步昇華呢？佛教精神的迷失呢？

40 (1 ）《般舟三眛經〉：「菩薩於此間國土念阿彌陀佛，專急故得見之。．．．．．．欲

見佛，即見﹔見即間，間即報，開經大歡喜。作是念：佛從何所來？我

為到何所？自念：佛無所從來，我亦無所至。自念：欲處，色處，無色

處，是三處意所作耳。我所念即見，心作佛，心自見，心是佛，心（是
如來）佛，心是我身。（我）心見佛，心不自知心，心不自見心。心有
想為瘓，心無想是涅槃。是法無可樂者，設使念為堂耳，無所有也。」

（大正的， 899位7-c2）﹔另參見〈酸舟三昧經〉卷上（大正的， 905c27-

906a2) 

(2）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864-p.865 : 
到了三昧成就，佛現在前，不但光明徹照，而且能答間，能說，徑。然當

時，佛並沒有來，自己也沒有去﹔自己沒有天眼通、天耳通，卻見到了

佛，聽佛的說法，那佛到底是怎樣的？於是覺察到，這是「意所作

耳」，只是自心三味所現的境界。類推到：三界生死，都是自心所作

的。自心所現，的，虛妄不實，所以心有想為愚摸（從思瘓而有生死）

心無想是涅槃。不應該起心相，就是能念的心，也是空無所有的，這才

入空無相無願一一三解脫門。嚴格的說，這是念佛三味中，從「觀相」

而引入「實相」的過程。然這一「唯心所作」的悟解，引出瑜伽師的

「唯心（識）論」’所以立「唯心念佛」一類。

(3）另參見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 p.4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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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攝大乘論本〉說：「諸瑜伽師於一物，種種勝解各不同，種種

所見皆得成，故知所取唯有識」。 41

勝解的假想觀，多采多姿，在佛教的演進中，急劇的神教化，

也助成了唯心思想的高揚。 42

（三）《中阿含〉〈有勝天經〉與〈中部〉〈阿那律經》：「光天」與

「淨天」（p.75-p.77)

〈中阿含經〉的《有勝天經〉，〈中部〉作《阿那律經〉。 43

1 、〈中阿含〉《有勝天經〉之三種天

〈有勝天經〉說：「有三種夭：光天，淨光天，過淨光夭」。 44
這三天，「因人心勝如（如是不如，勝如即優劣）故，修便有精

A ﹔因修有精A故，得（至天）人則有勝如」。 45

不但有差別，每一天的天人，也有勝妙與不如的。所以有差別，是

由於因中的修行，有精麗不同。

(I ）光天

以光天來說，國中「意解作光明想成就避（成就避，其譯作具足

住），心作光明想極盛」。 46

然由於勝解的光明想，有大有小，所以「光天集在一處，雖身有異

而光不其」。 47如各「各散＊峙，其身既異，光明亦異」。 48

41 （攝大乘論本〉卷上（大正31 '137b）。
42 參見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867- p.868 ﹔印順法師〈修

定一一修心與唯心﹒秘密乘〉〈華雨集〉（第三冊） p.139-p.220 。

43 （中阿合經〉卷19 (79經）（有勝天經〉（大正1 • 549b-550c）。〈中部〉

(127) （阿到轉經〉（日譯南傳11下， p.179-p.190 ）。

44 （中阿合經〉卷19 (79經）〈有勝天經〉（大正1 '550b4-5）。印順法師著〈空

之探究｝ p.78 ：「三天說，又見〈中阿令經｝ ( 78) （梵天請佛經〉（大正

1 • 548a）」。
45 （中阿含經〉卷19 (79經）〈有勝天經〉（大正1 • 550c28-29 ）。

“〈中阿含經〉卷19 (79經）〈有勝天經〉（大正1 ，鈣的26-27 ）。

47 《中阿含經〉卷19 (79經）〈有勝天經〉（大正1 ' 550bll) 。

48 （中阿含經〉卷19 (79經）〈有勝天經〉（大正1 ' 550bl4-15 ）。



124 第一章〈阿含﹜一一空與解脫道

(2）淨光天

淨光天的差別，是因中「意解淨光天遍滿成就遊」’”
如不再修習，生在淨光天中，就「不得極泉靜，亦不得盡壽吃」。 5。

如「數修數習」’生天時就能「得極寂靜，亦得盡壽」。 51

(3 ）遍淨光天

遍淨光天生在一處，也是有差別的，那是雖罔樣的「意解過淨光天

遍滿成就避」 52 。如「不極止睡眠，不善息調（調，是掉舉的舊

譯）悔」’那就「彼生（天）已，光不極淨」。 53

如「極止睡眠，善息調悔」’「復生（天）已，光極明淨」。”

2 、〈中阿合〉《有勝天經〉與〈中部〉之《阿那律經〉之比較

(I) （有勝天經〉的三天（光天，淨光天，遍淨光天），《阿那律

經〉作四天：少光天，無量光天，雜染光天，清淨光天。

(2）少光天與無量光天，與《有勝天經〉光天的二類相當。

雜染光天與清淨光天，與《有勝天經》中，清淨光天（遍淨光天）
的「光不極淨」’「光極明淨」二類相當。

(3）三天或四天，不外乎光與淨，與七界 55 的光界、淨界 56相當。
其實，清淨（色相）是不能離光明的。 57

49 ｛中阿含經》卷19 (79經）〈有勝天經〉（大正1 • 551a9-10 ）回

到〈中阿含經》卷19 (79經）〈有勝天經〉（大正1 • 551a12-13 ）。

但〈中阿合經》卷19 (79經〉〈有勝天經〉（大正1 , 551a29-bl ）。

但〈中阿含經》卷19 (79經〉〈有勝天經〉（大正1 , 551b13-14）。

53 ｛中阿含經》卷19 (79經〉〈有勝天經〉（大正1 , 551b14-16 ）。

”〈中阿合經》卷19 (79經〉〈有勝天經〉（大正1 , 551cl-2 ）。
55 ｛雜阿含經〉卷16 ( 456.經）：「有（ 1) 光界，（2）淨界，（3）無量堂入處

界，（ 4）無量識入處界，（ 5）無所有入處界，（ 6）非想非非想入處界，

(7）有滅界。」（大正2 • 116c13-15) 
56 參見印順法師著〈性空學探源》 p.95-p.96 ：「光界是定中生光而見色，〈中阿
含經〉中阿那律對此特為著重。淨界，成實論主解作空觀，不如一切有部的觀

清淨色為走。八解脫的前三解脫，八勝處與十遍處中的前八過處，都只是光中

見色典淨色的禪定。」

57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78 ：「光明想的修習，應用極膺，如睡時作光

明想，或解說，光明為法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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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含〉〈有勝天經〉 ﹛中部〉〈阿那律經〉

少光天
光天

無量光天

淨光天

－｛光不極淨 雜染光天
遍淨光天

光極明淨 清淨光天

3 、四禪諸天名稱之安立（p.76-p.77)

成就四禪而不得解脫的，感得四禪天的果報。四禪諸天的名字，

也是漸次成立的。

(I ）初禪天之安立（梵天）

經中常見的「天、魔、梵」 58 ：魔以下有種種天，如超出魔界，就

名為梵天，這是適舍於印度教的。

佛教中，欲界以魔天（欲界第六天，他化自在天）為最高，如出魔

界，也就是離欲界的禪天，所以初禪天就名為梵天。 59

A 、天：六欲天之前五天（四王天、切利天、夜摩天、兜率天、

化樂天）

B 、魔：六欲天之第六天（他化自在天）。

c 、梵：初禪天。

(2）第二禪天（光天）、第三禪天（淨天）之安立（p.77)

佛弟子修勝解觀，依光明相而現起，所以綠色法而修勝解的，不外

乎主盟主且與清淨色相。修此而感報的，也就是主去與邊去，作為三

盟墓、三單萃的名字。

58 ｛長阿含經〉卷3 (2經）〈遊行經〉（大正1 ' 16b）﹔另參見印順法師《華雨
集〉（第三冊） p.73-p阱。

59 參見印順法師著《佛法概論） p.127-p.128 : 
他化自在天有「魔」宮﹔以上即到達色界的「梵」夭。這大體是印度舊有的傳

說：欲天是不離欲、不脫生死苦的，沒有超出魔的統轄。如能破魔得解脫，即

遷歸於梵，到達不死的地方。神格的大梵天，即稱為一切世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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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光明相等有優劣，所以叉分每一禪天為三天（或二天）。 60

(3 ）第四禪天之安立（廣果天） (p.77) 

在初期聖典中，四禪天的名字，是梵天，或梵眾天（初禪）﹔光音

天（第二禪）﹔遍淨天（第三禪）﹔廣果天（第四禪）。第四禪只

是廣果天，這一名稱，可能初期以此為最高處，定或依慧得解脫，

第四禪是廣大果吧！

（四）小結：

佛教假想觀及如實觀的發達，對於上二界諸天的安立，是有直接關

係的。 61

副參見印順法師著《成佛之道｝ p.89-p.90 : 

色界天，略分為回禪天，細分為十八夭。
初禪有三天一一梵眾，梵輔，大梵。這雖沒有男女的差別，但還有君巨人民的

國家形態。

二禪有三天一一少光，無量光，光膏。

三禪有三天一一少淨，無量淨，過淨。

四禪有九天一一無囊，福生，廣果，無想，無煩，無熟，善現，善見，色究竟

夭。．．．．．．

無色界也有四天一一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夭。

三界諸天，共有二十八。

61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義之次第禪定化〉〈性空學探源｝ p.86-p.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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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部派一一空義之開展

第一節笠義依聞思而開展（p.79～p.81)

釋厚觀。004.9.29)

一、修行觀態而離煩惱，主要的方便是空、無所有、無相（p.79)

佛說的一切法門，是隨順於解脫的。解脫的道，是如實知無常，苦，

（空），無我﹔依厭，離欲，滅，無所取著而得解脫。

解脫要依於慧一一般若﹔修行如實觀慧而能離煩惱的，守主要的方便，

是空，無所有，無相。空於貪、瞋、癱的，也是無相、無所有的究竟

盞﹔所以在佛法的發揚中，空更顯著的重要起來。

二、「空」與「無相」從「重於觀慧的離惑」發展到「所觀察的理性」

(p.79) 

在聖道的修習中，空、無所有、無相，都重於觀慧的離惑。但空與無

相，顯然有了所觀察的理性意義。

（一）無相

如無相，本是「不作意一切相」’「不取一切相」，而《有明大

經〉說：「二緣入無相心解脫：一切相不作意，及作意無相界。」 1

這樣，要入無相心解脫（或作「無相心三昧」）的，不但不作意一

切相，而且要作意於無相。無相界，是無相寂靜的涅槃。

涅槃的體性如何，部派中是有靜論的，但都表示那是眾苦寂滅而不

可戲論的。 2 所以「作意無相界」’涅槃是所觀想的境界一一義理

或理性的。

1 ｛中部） ( 43) ＜有明大經〉（日譯南傅 10 ' p.19 ﹔〈漠譯南傳〉

10 'p.16）﹔〈中阿含經） ( 211經）〈大拘締羅經〉（大正1 '792b）。參見

《空之探究） p.61 。

2 參見印順法師著〈性空學探源） p.224-p.232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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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

空也居議：無我無扭扭丹是空，空是切法遍適的義理，也是所觀的。

叉立「出世空性」’以表示空寂的涅槃。 3

（三）小結

這樣，空與酬日，不只是實踐的聖道一一〔三〕三昧，〔三〕解脫4'

也是所觀、所思的法義了。

三、空羲依聞思而發揚（p.80)

（一）慧為離煩，斷專解脫的根本

佛法重於修行，修行是不能沒有定的，但真能離煩惱得解脫的，是

如實智，平等慧如實觀。 5

（二）閩、思為慧學不可或缺的方便

與定相應的慧學，在次第修學過程中，有四入流分（預流支）：親

近善士，聽聞正法，如理作意，法隨法行。 6

佛的化導，以語言的教授教誠為中，所以弟子們要由閩、恩、修的

學程，才能引發無福智慧，知法見法，得預流果。

《雜阿合經〉中，每〔相〕對〔於〕「愚癡凡夫」’說「多聞（或

作「有閒」）聖弟子」。「見聖人，知聖人法，善順聖人法﹔見善知

識，鰱繃怯，轍獸日識法」。驅塵世，經閩、恩、修習，才能引

3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8 。

4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145: 
笠、無相、無顧，是三解脫門。「出世堂性」典「無相界」’〈阿令經〉己用

來表示涅槃。三解脫是行門，依此而得（解脫）涅槃，也就依此來表示涅槃。

5 平等慧如實觀，或譯為如實正觀，其實正觀。平等慧，巴利原語為

姐回國.ppafi鼠，即正慧。

6 (1) （雜阿合經〉卷30 ( 843經）：「繭峙，世尊告尊者舍利弗：所謂流者，何
等為流？令利弗白佛言：世尊所說就者，謂入聖道。復問舍利弗：謂入流

分，何等為入流分？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有回種入流分，何等為回？謂

親近善男子、聽正法、內正忠惟、法次法向。復問舍利弗：入流者成就幾

法？舍利弗白佛言：有四分成就入流者，何等為四？謂於佛不壞淨、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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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壤淨、於僧不壞淨、聖戒成就回佛告舍利弗：如汝所說。流者。謂八聖

道。入就分者有四種，謂親近善男子、聽正法、內正思惟、法次法向。入

流者成就四法，謂於佛不壞淨、於法不壞淨、於僧不壞淨、聖戒成就。」

（大正2 ' 215bl6-28) 

( 2) ＜相應部） ( 55 ）「預流相應」（日譯南傅16下， p.228 ﹔〈漢譯南傳〉

18 ' p.208 ）。

(3）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309 : 
修學而趣入預流呆的方便，經說有二類：一、「親近善友，多間正法，如

理思惟，法隨法行」為回預流文，的四諦說證入，是重於智詮的方便。

二、「於佛不壞淨，於法不壞淨，於僧不壞淨，成就聖戒」為四預流文，

是以信成為基，引入定慧的方便﹔證入名得「四證淨」。這二者，一是重

慧的，是隨法行人，是利根。一是重信的，是隨信行人，是鈍根。這是適

應根機不同，方便不同，如證入聖呆，都是有信與智慧，而且是以智慧而

悟入的。

(4）參見印順法師著〈華雨集〉（二） p.41-p.42 : 
預流文是盡量入預就呆的文分。先要親近善士：佛及聖弟子是善士﹔佛弟子

而有正見、正行的，也是善士。從善士 佛及弟子聽聞正法，不外乎回

諦（一切法門可說攝於四諦中）。這是古代情形，等到有了書寫（印刷）

的聖典，也可以從經典中了知佛法，典聽聞一樣，所以龍樹說：「佛法從

三處聞：從佛閣，從弟子間，從經典闇」。無倒的聽聞正法，能成就「聞
慧」。如所閉的正法而客正思。惟，如理作意能成就「思慧」。如法隨順法

義而精勤f學習，法隨法行能成就「修慧」。聞、忠、修一一三慧的進修，

能見諦而得預流果。

(5）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1237-p.1238 : 
「回依」（依法不依人、仗義不依語、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智不依

識），本是共聲聞法的，是開思修慧學進修的草繩。佛法重智證，但證入要

有修學的條件一一四預流文，而四依是預流文的抉擇。如慧學應「親近善

士」，但親近善知識，目的在聞法，所以應該依所說的法而不是依人一一

「依法不依人」。「聽聞正法」，而說法有語言（文字〉典語言所表示的意

義，聽法是應當「依義不依語」的。依義而作「如理作意」（思惟），而佛

說的法義，有究竟了義的，有不徹底不了義的，所以「如理作意」’應該

「依了品經不依不了義經」。進一步要「法隨法行」，而行有取識的行，智
慧的行，這當然要「依智不依識」。「四依」走開思修慧的抉擇，是順俗而

有次第的。

(6）關於「回預流支」’另參見印順法師著〈學佛三要｝ p.182于188 。

(7）《大昆婆沙諭〉卷181 ：「云何法？答：長減涅槃。云何隨法？答：八丈聖

道。云何法隨法行？答：若於此中隨義而行，所謂為求涅槃故，修習八支

聖道故名法隨法行。能安住此，名法隨法行者。」（大正27 ’ 910c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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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無漏智，所以對從佛而來的丈旬，從事於聽閩、思惟’是慧學不

可或缺的方便。

（三）注重教法的問思而促進「空」義的發揚

為了佛法的正確理解，為了適應外界的問難而有所說明，佛教界漸

漸的注重於教法的聞思，於是乎論阿昆達磨 7 ，論昆陀羅 8 出現了

。佛教初期的聞思教法，雖重於事類的分別抉擇，而「空」義也依

聞思而發揚起來，這是部派佛教的卓越成就！

四、結說（p.80)

部派佛教的文獻，現存的以說一切有部，赤銅鍊部為詳備，其他也有

多少傳述。初期大乘論，如《大智度論〉’〈瑜伽師地論〉，也有可

參考的。部派佛教思想，本來都是依經的。但各部所誦本，文句不完

全相同，相同的也解說不一致，所以在空義的閱闡中，當然也有所不

同。事實上，部派佛教在印度，演進到「一切法空」的大乘時代。

7 參見印順法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 p.38 ：「阿昆違磨是直

觀的，現證的，是被證甚深法（緣起、法性、寂識等）的無渴慧。這是最可稱

歎的，超勝的，甚深庸大的，無比的，究竟徹證的。阿昆違磨，就是這樣的

（膳義）阿昆違磨。但在阿昆違磨的修證中，依於分別觀察，所以抉擇，覺

了，分別，通於有漏的觀察慧。．．．．．．阿昆達磨，本為深入法性的現觀一一伸法

的最深處。修詮的方法次第等傳承下來，成為名句的分別安立（論書）。學者

依著去分別了解，經聞、忠、修而進入於現證。從證出教，又由教而趣聾，該

括了阿昆違磨的一切。」（有關「阿昆達磨」（ah趾dharma）的意義，參見印順

法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輿論師之研究〉’ p.33-p.42)

S 參見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 p.51 : 

昆陀羅（vedalla），是法義的問答，如蘊典取蠱，慧與識，五根與意根，死與

滅畫定等。重於問答分別，聽者了解後，喜悅而加以讚歎﹔這樣的一項一項的

問下妾，也就一再的歡喜讚歉。南傳的「昆陀羅」，在其他部派中，就是「方

廣」（vaipulya）：廣說，種種甚深法，有廣顯義理的曲線，廣破無知的作用。方

廣，後來成為大乘法的通稱。論阿昆曇輿論昆陀羅，後來是合一了，發展成阿

昆違磨論典，是土產部特有的。

關於「昆陀羅」的成立與發展，詳見印順法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p.573-

p.584 ﹔印順法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輿論師之研究） p.47-p.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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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部派一一空義之開展

第二節 勝義空與大空（p.81～p.85)

釋厚觀。004.9.29)

一、「說一切有部」內之二大系：持經譬喻者及阿昆達磨論師（p.81)

說一切有部是特長於法義論究的部派。說一切有部內，有三大系：重

經的是持經、譬喻者，重論的是阿昆達磨論師。後來，阿昆達磨論師

系，成為說一切有部的正宗，於是乎持經譬喻者演化為說經部。

有部與經部的法義，對大乘佛教，大乘論師的主流，中觀與瑜伽二

派，思想上有密切的關聯。

（圖一）大眾都所傳之部派分化國1

I （阿昆達磨論師）→根本說一切有部
「說一切有部一一→

（持經譬喻者） →說經部

上座部一一→ γ 正量部

i 法上部
L←嘖子部

賢胃部

I 六城部

根本大眾都
東山部

西山部

王山部

大眾部 i 雪山部
制多部

義成部

牛住部

「－化地部
i 飲光部

分別說部
; 法藏部
L 赤銅鍊部

1 參見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337-p.3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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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fpJ1頂法師考定之部派分化圖2

一說部

大眾部一十！ C說出世部）

「多閻部
雞措L部一寸

L說假部

r-C東山部）

制多部才

積子部

＇－－（西山部）︱

法上部

賢胃部

I i L于部I I f、句抗口IJ

「 L上座（說一切有）部L說一切有部︱

I I 「l化地部
上座部---1 ! I I I ︱︱法藏部

L! （上座）分別說部

飲光部

銅錄音E

說大空部

（方廣部）

說轉部

一、《雄阿含經》中以空為名之二經（《第一羲空經》、《大空法經》〉

(p.81) 

漠譯《雜阿合經〉’是說一切有郡的誦本，與赤銅鍊部的《相應

部〉相當。《雜阿合經〉中，有以空為名的二經’是〈相應部〉所

沒有的，可以說是屬於部派的（但也不只是有部的）

（一）《第一義空經〉（﹛雜阿合經〉卷13 ( 335經〉，大正2 ' 92c12-26) 

（二）《大空法經〉（〈雜阿含經〉卷12 (297經〉，大正.2 ' 84c 11-85a10) 

2 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347 。



三、《第一義空經》之探討（ p.82-p.83 ) 

（一）舉契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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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義鶴的，如〈總可含經〉卷13 (335.經）（大正2 ，必12必說：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拘留搜調牛眾落。

商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為汝等說法，初、中、後善，善

義、善味，純一滿淨，梵行清白，所謂第一義空經。諦聽，善思，

當為汝說。

云何為第一義空經？諸比丘！回民生時無有來處，滅時無有去處。如

是眠，不會而生，生已盡滅，有業報而無作者，此陰減已，異陰相

績，除俗數法。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說，除俗數法。

俗數法者，謂此有故彼有，比起故復起，如無明雄行，行緣識，廣

說乃至純大苦聚集起。又復此無故投無，此滅故往滅，無明滅故行

滅，行減故識滅，如是廣說乃至純大苦眾滅。比丘！是名第一義空

全盤。」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略釋經義

1 、第一義空，是勝義空的異譯﹔趙宋施護的異譯本，就名《佛說勝義

空經） 3 。

2 、有業與報，而無作者

經中，以眼等六處的生滅，說明生死相續流轉中，有業與報

（報，新譯作「異熟」），而作者是沒有的。這是明確的「法有

我無」說。

3 、無作業者與受報者，而唯有俗數法

沒有作業者，也沒有受報者（作者，受者，都是自我的別名），所

以不能說有捨前五陰，而續生後五陰的我。不能說有作者一一我，

有的只是俗數法。 4

3 參見趙宋施護譯〈佛說勝義空經〉，（大正15 • 806c-807 a）。
4 「除俗數法」’〈雜阿合經〉卷13 ( 335經）：「有黨報而無作者，此陰減已，

其陰相績，除俗數法。」（大正2 • 92c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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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俗數法」之意義

(1 ）《順正理論〉

俗數法是什麼意義？〈阿昆達磨順正理論〉引經 5說：

。如世尊說：「有業有異熟，作者不可符，謂能捨此蘊及能

續餘鐘，唯除法假。」（卷25 ，大正29 • 485a) 

。《勝義空經〉說：「此中法假，謂無明緣行，廣說乃至生緣

老死。」（卷28 ，大正29 • 498b-c) 

依玄毋庸的《順正理論〉，可知「俗數法」是「法假」的異譯。

法假即法施設（dharma-p吋iiapti) 6 ，施設（ p吋iiapti）可譯為安

立或假名 7 。法施設一一法假，就是無明緣行等十二支的起滅。

玄突譯〈俱舍論〉卷9 ：「世尊亦言：有葉，有其熟，作者不可符，謂能捨此矗

是能續餘趣，唯除法假。」（大正29 • 47c4-5) 
真諦譯〈阿昆達磨俱舍釋論〉：「佛世尊亦說：有葉，有呆報，作者不可得。

由無故，故不可說：此我能捨此陰，受往陰，若離法假名。」（大正

29. 20吽b15-17)
〈俱舍論〉梵文本：「 evaqi 個蚵a.qi bhagav甜甜ti karmasti vip位曲 karakas 個

nopalabhya能 ya 扭曲ps ca skandhanniqipati any祉ps ca 此and個n pratisaqidadhaty 

anyatra dharmasa1pketiit I」（ Abhidharmako8abha~ya, ed. P. Pradhan, 
p.129) （世尊說：有業，有異熟，除了法之名言施設以外，能捨此蘊及能續餘
蘊之作者不可得。〉作者不可得，有的只是法之名言施設而已。

5 ｛俱舍論〉（卷9 ，大正.29, 47，。4-5 ﹔卷20 ，大正妞， 105b ﹔卷30 ，大正訝， 155b）中
亦引用到此經。

6 印順法師此處將「法假」（法施設、俗數法）之梵文解作曲arma-prajfia阱，但

依梵本〈俱舍論〉所引契經，此「法假」梵文作曲anna-s問Ik翩。（參見

Abbi曲armak.o臼b恤串戶， ed. P. Pradhan, p.129, p.299, p.468 ﹔山口益﹒舟橋一哉
譯，《俱舍論原典解明一世間品一〉’京都，法藏館，昭和30年11月 1 日第1

刷﹔昭和62年5月 10日第2刷， p.145 。）

此中， satpke但是世俗之約定俗成的意思，漠譯有「假名」、「假說」、「俗

數」、「名字」、「安立」、「建立」、「施設」、「世流布語」、「隨俗假

言說」等譯語。（參見荻原雲來《漠譯對照梵和大辭典） p.1381) ｛成實論〉

卷12譯作「諸法但假名字」（大正32 • 333a），似與「諸法只是隨俗假言說」
意義相近。

7 pr吋ftapti漠譯為「施設」或「假名」’﹛大品般若經〉及《大智度論〉中提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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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實論〉

鳩摩羅什所譯〈成實論》’譯此經文為：「諸法但假名字﹔假

名字者，所謂無明因緣諸行．．．．．．。」 8

(3) （瑜伽論〉

《瑜伽論》解說「法假」為：「唯有諸法從眾緣生，能生諸

法。」 9

( 4) （佛說勝義空經〉

《勝義空經〉作：「別法令黨，因緣所生。」 10

所以經義是：唯有樹葭施設，緣起的生死相績，有業有異熟，而沒有

作業受報的我。

種假：法假（曲arm呵呵iiapti）、受假（ upaday呵呵iiapti）、名假（晶na

pr.啪apti），詳見《空之探究〉第四章第五節（假名一一受假〉’ p.233-p.242 。

川成實論〉卷12云：
問曰：「經中不說，：『有業有果報，但作者不可得』耶？」

答曰：「此因諸法說作者不可得，是說假名堂。如經中說：「諸法但假名字﹔

假名字者，所謂無明因緣諸行，．．．．．．乃至老死諸苦無滅。』以此語故知：「五

陰亦第一義故無。』」（大正32 • 333a16-21) 
9 《瑜伽師地論〉卷92云：

以無我故，呆性諸行空無受者，國性業行輩無作者，如是名為受者、作者二種

皆空。作者、受者無所有故，唯有諸行於前生識，唯有諸行於後生生，於中都

無捨前生者取後生者，是故說言唯有諸法從軍綠生，能生諸法。又一切法都無

作用，無有少法能生少法，是故說，言此有故位有，此生故彼生。但唯於復因果

法中，依世俗諦假立作用，宜說此法能生彼法。（大正30 • 826b26-c6) 
10 ｛佛說勝義空經〉云：
諸革揖！此中云何名勝義空？謂自民生時而無少法有所從來，又眼滅時亦無少法

離散可去。諸；$ 獨！其眼無實，離於實法。以要而言，有業有報，作者不可

得：此蘊既悴，復他蘊攝，別法令黨，因緣所生。耳鼻舌身意亦復如

走。．．．．．．別法令黨，此合無法無實可得，因緣所生。此緣生者，所謂無明緣

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囊，愛緣取，
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如是即一大苦蘊生。此所生法無實可

符，生已即滅。由是，無明滅即行滅，行滅即識滅，識滅即名色滅，名色滅即

大處滅，六處藏即觸滅，觸滅即受減，受減即愛滅，愛滅即取滅，取滅即有
滅，有滅即生滅，生滅即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即一大苦蘊滅。如是等所說，

是為勝義室。（大正的， 807al-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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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說（俗數法有，第一義空：二諦義之啟發）

(1 ）緣起法假有，無我勝義空

緣起法是假有，我不可得是勝義空。《勝義空經》的俗數法

（法假）有，第一義空，雖不是明確的二諦說，而意義與二諦

說相舍，所以《瑜伽論〉就明白的說：「但唯於往因果法中，

依世俗諦假立作用。」 11

(2）二諦與空假中義從〈勝義空經》中得到啟發

法假施設是假（名），勝義空是空﹔假與空，都依緣起法說。 12

依緣起說法，〈雜阿含經〉是稱之為：「離此二邊，處於中道而說

法」 13 的。龍樹的〈中論〉說：「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

「取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笠，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14 。

二諦與空假中義，都隱約的從這《勝義空經》中啟發出來。

6 、略標生滅義

〈第一義空經〉的前分，有關生滅的經義，留在下一節 15 ，與其他

有關的經文一同解說。

四、《大空﹝法﹞經》之探討（ p.83-p.85) 

（一）舉契經

〈大空經〉：如〈雜阿含經〉卷 12 < 297經〉（大正2 , 84cll-

85a10）說：

如是我開：一時，佛住拘留搜調牛眾落。爾時、世尊告諸比丘：

「我當為汝等說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一清淨，梵行

11 ｛瑜伽師地論〉卷92 （大正30 • 826c）。
12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123: 
在〈雜阿含經〉中，是緣起生死相續中，有黨報而沒有作者（我的其名）。緣

起因果是俗數法一一法假，無我是勝義。依諸行無我而說勝義空（性），是說

一切有部余所說。

13 ｛雜阿含經〉卷12 < 301經〉（大正2 • 85c ）。
14 ｛中論〉卷4 ＜觀四諦晶第24) （大正30 • 32c 、 33b ）。

15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三章第三節〈無來無去之生誠如幻） p.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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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白，所謂太空法經。諦聽，善思，當為汝說。

云何為大空法經？所謂此右故極右，比起故往匙，謂雄無明行，雄

行諧，乃至純大苦鼓掌。緣生垂死者，若有問言：彼誰岩死？岩死

屆誰？彼則答言：我即幸死﹔今素死層我，是死是我所。言命即是

身，益言命真身翼，此則一壘，而說宿＃肇雄。若目言命即是身，被

替杆岩所集右﹔苦續居言命且身旱，替自杆岩所學右。於此二全膏，心

所未峙，正向中道，腎喜P 由壘都會、本誼4蚓、正昂，謂鑑J.f: d會見。

如是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行。緣無明故

有行，若復問言﹔誰是行？行屬誰？很則答言：行則是我，行是我

所，復如是命即是身﹔或言命異身異。彼見命即是身者，梵行者

（所）無有﹔﹔或言命其身其者，梵行者亦無有。離此二邊，正向中

道，賢聖出世如實、不顛倒、正見，所謂緣無明行。

諸比丘！若無明離欲而生明，位誰老死，老死層誰者，老死則斷、

則知，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於未來世或不生法。若比丘無明

離欲而生明，彼誰生，生層誰﹔乃至誰是行，行屬誰者，行則斷、

則如，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於未來世成不生法。若比丘無明

離欲而生明，彼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純大苦眾滅，是名大空法

經」。佛說此經己，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二）釋經義

1 、「我即老死」（命即是身）與「老死屬我」（命異身異）

〈大空﹝法﹞經》所說，是否定「老死（等）是我」’「老死屬

我」的邪見，與「命即是身」’「命異身異」的二邊邪見相同，

而說十二緣起的中道正見。

(1 ）命即是身一一我即老死（以身為我）

(2）命異身異一一老死屬我（以身為我所）

。命（jiva）：是一般信仰的生命自體，也就是我（姐姐〉的別名。

。身：是身體（肉體），這裡引申為生死流轉（十二支，也可約

五陰，六處說）的身心綜合體。

。假如說：我即老死（生、有等），那是以身為自我一一「命即

是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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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說：老死屬於我，那是以身為不是我一一「命異身異」

了。身是屬於我的，我所有的，所以命是我而身是我戶斤。

這一則經文，〈相應部〉「因緣相應」中，也是有的，但沒有

《大空﹝法﹞經〉的名稱 16 。

2 、「大空」之意義

(1 ）《瑜伽論〉之解釋

有部所誦的〈雜阿合經〉，特地稱之為〈大空﹝法﹞經〉，到底

意義何在？

〈瑜伽論〉解說為：

「一切無我，無有差別，總名為堂，謂補特伽羅無我及法無我。

補特伽羅無我者，謂整一切緣生行外，別有實我不可得故。

法無我者，謂!E一切緣生諸行，性非實我，是無常故。

如是二種略攝為一，彼處說，此名為大堂。」 17

依〈瑜伽論〉說：補特伽羅無我與法無我，總名為大空。

。補特伽羅無我，是「命暴身具」的，身外的實我不可得。

。法無我是「命即是身」的，即身的實我不可得。

這二種無我，也可說是二種空，所以空總名為大空。

所說的法無我，與「一切法空」說不同，只是法不是實我，還

是「法有我無」說。

(2）有說「大空」為我法皆空

不過，有的就解說「大空」為我法皆空了。 18

16 ｛相應部） ( 12）「因緣相應」’〈日譯南傳｝ 13 ' p.88-95 ﹔《漢譯南傅〉

14 ' p.71-p.77 。

17 ｛瑜伽師地論》卷93 （大正鉤， 833bl5-20）。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92-p.93 : 
漢譯〈雜阿含經》說：「若有問言：彼誰老死？老死屬誰？往則答言：我即老

死﹔今老死屬我，老死是我所」﹔並典「命即是身」’「命其身異」相配合

〔《雜阿會經〉卷12 （大正2 • 84c）〕。依「室門」的見解，這是說法室的，
如〈大智度論〉說：

「太空者，聲聞法中，法室為大室。如《雜阿含〉〈太空經〉說：生因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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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若有人言：「是老死、是人老死』二俱邪見。是人老死，（人不可

得），則眾生室。是老死，（老死不可得），是法堂」。（卷31 ，大正

25 • 288all-15) 
「若說誰老死，當知是虛妄，是名生堂。若說是老死，當知是虛妄，是名法

室。」（卷18 ，大正25 • 193a4-5) 
生空一一眾生堂，法笠，「空門」是成立二堂的。經說，「今老死屬我，老死是

我所」’是邪見矗妄的，因而說「是老死，是法空」。這是以無我為我笠，無

我所是法堂的。與〈成實諭〉（卷12 ，大正32 • 333a）所說，：「若遮某老死，
則桂假名﹔遮此老死，則破五陰」 （破五陰即法室）的意見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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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部派一一空義之開展

第三節 無來無去之生滅如幻（p.86～p.92)

釋厚觀（2004.10.13)

一、說一切有部之思想對「一切法空」大有影響（p.86)

說一切有部說「三世實有，法性恆有」’似乎與大乘法空義背道而

馳，其實，在說一切有思想的開展中，對「一切法空」是大有影響

的，真可說是「相破相成」。此再舉三經來說：

（一）《勝義空經〉（《第一義空經〉）：《雜阿合經〉卷13 (335經）

（大正 2 ' 92c12-26 ）。

（二）〈撫學騙到：《雜阿合經〉卷11 (273經）（大正2 • 72b20-73al) 。

（三）〈幻網經〉：《順正理論〉卷4哥︱此經（大正29 ' 350c8-11 ）﹔《成

唯識實生論〉卷4也引述此經（大正31 • 91b29-c9）。

以上三經為說一切有部與經部共誦經典。

二、《時義空經》（p.86)

《勝義空經〉一一《第一義空經〉，說有業報而沒有作者，上文（《空

之探究） p.81-p.83）已說過了。怎樣說明有業有報呢？

（一）眼等報體從緣生滅，來無所從，去無所至

1 、《雜阿含經》卷 13 ( 335經〉說：

「眼（等），生時無有來處，滅時無有去處。如是眼（等）不實而

生，生已盡滅，有業報而無作者。」 1

1 ｛雜阿含經〉卷13 ( 335經）：「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拘留搜調牛眾落。繭峙，
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為汝等說法，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一滿淨，

梵行清白，所謂第一＂空組。諦聽善思，當為法說。云何為第一義空經？諸比

丘！ Iii民生時無有來處，滅時無有去處。如是眠不實而生，生已盡滅，有業報而

無作者，此陰減已，其陰相績，除俗數法。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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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等六處，是依前業所生起的報體，所以初生時，是「諸蘊顯現，

諸處獲得」﹔「得陰，得界，得入處，得命根，是名為生。」 2

為了說明依業招感報體，沒有作者，所以先說眼等報體的生滅

情形。

2 、這一段經文，玄失所譯《阿昆達磨順正理論〉卷51說：

「如〈勝義生契經〉中說：眼根生位，無所從來﹔眼根滅時，無所

主金﹔本無今有，有已還去。．．．．．．有業有異熟，作者不可得。」

（大正29 • 625c28-626b2) 

眼等根是從緣而生滅的，生滅是「無所從來」’「無所造集」的，

這是什麼意義呢？

A 、釋三世有（p.87)

(1 ）「未來有」：佛法中，在沒有生起以前，可能生起，有生起的

可能，那就與「沒有」不間，所以說「未來有」’「當有」。

(2）「過去有」：眼等是生而叉剎那減去的，雖已成為過去，不可

能再生，但有生起後果的作用，不可能說「沒有」’所以說

「過去有」’「曾有」。

(3 ）「現在有」：是當前的生滅。

B 、釋無所從來，去無所至（p.87)

(1）「眼根生位，無所從來」：如眼根是色法，是微細的色（物

質）。眼極微從因緣生，名為從「未來」來「現在」。說眼根

未生起時，在未來中，但未來沒有空間性，不能說從未來的某

處來，所以說「無所從來」。

俗數法。俗數法者，謂此有故使有，比起故復起。如無明緣行，行緣識，廣說，

乃至純大苦眾集起。又復此無故彼無，此減故復滅。無明滅故行滅，行減故識

滅，如是廣說，乃至純大苦環滅。比丘！是名第一義空法經。」（大正

2 , 92c12-25) 
2 ｛相應部｝ (12) （因緣相應〉（日譯南傳13 , p.4 ﹔漢譯南傳14 'p.3 ）：「諸
比丘！何為生？於各種眾生之類，各種眾生之出生、出產、降生、誕生、諸蘊

之顯現，諸處之獲得，諸比丘！以此謂之生。」

《雜阿會經〉卷12 (298經）：「云何為生？若往彼眾生，使彼身種類一生，超越

和合出生，得陰﹒得界﹒得入處﹒得命根是名為生。」（大正 2 ' 85bll-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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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眼根滅時，無所造集」：現在的眼極微，是依能造的地等四

大極微等和集而住的。剎那間滅入過去，不能說沒有了﹔成為

過去的眼根，不再是四大等極微和集而住，所以說「滅時無所

造集」。

無所造集，〈瑜伽論〉解說為：「滅時，都無所往積集而住，

有已散滅」。 3

眼根等「來無所從’去無所至」（往），所以說：「不實而生，

生已盡滅」。

3 ( 1) ｛瑜伽師地論〉卷92 ：「若說，但時一切諸行唯有因果，都無受者及與作
者，當知是名勝義諦室。應如此笠，復有七種：一、復際笠，二、前際

笠，三、中際堂，回、常堂，五、我堂，六、受者笠，七、作者堂。

當如此中，無有諸行於未來世實有行眾自性，安立諸行生時從復而來。若

有是事，往不應生，於未來世諸行自性已實有故﹔又不應有無常可符，既

有可得，是故當知諸行生時，無所從來，本無今有，是名後際堂。

又無諸行於過去世有實行眾自性，安立己生、已滅諸行，往往積集而住。若

有是事，不應施設諸行有滅，過去行眾自性，儼然常安住故。若無有滅，往

無常性應不可知，既有可知，是故諸行於正滅時，都無所往積集而住。有已

散滅，不符餘園，自然減壤，是名前際章。

又於朵1］那生滅行中，唯有諸行暫時可符，其中都無餘行可得，亦無別物，

是名中際空。

當知亦是常堂，我堂。以無我故，呆性諸行空無受者，因性業行空無作

者，如是名為受者、作者二種皆空。作者、受者無所有故，唯有諸行於前

生滅，唯有諸行於後生生，於中都無捨前生者取復生者，是故說，言企盡量

法從車緣生，能生諸法。又一切法都無作用，無有少法能生少法，是故說

言此有故很有，此生故彼生。但唯於彼因果法中，依世俗諦假立作用，宣

說此法能生在支法。」 （大正30 ' 826b20-c6) 

(2）參見印順法師著《性空學探源） p.109-p.110 : 

〈瑜枷師地論〉所說的七種空．．．．．．這是根揖〈第一義空經〉（雜含335經）

的空義而立名的。如經說，「眼（等諸法）生時無有來處」’就安立為前際

空。經說諸法「滅時無有去處」’就安立為後際室。經說「如是眼（等諸

法）不實而生，生已盡滅」，現在是剎那不住的，就安立為中際堂。經說

「空諸行，常恆住不變易法空」’就安立為常堂。經說「無我我所」’就
安立為我室。經說「有業報而無作者」，只有感業困線所戚受的如幻生

死，沒有一個真實有自體的作者我或受者我，就安立為「受者室」、「作

者宣」。所以，室的名字雖有七個，總不出〈第一義宣經》，而都是的義

立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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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滅」’玄突譯為「有巳散滅」，或「有己還去」﹔散滅與還

去，都不是沒有。

這樣，從緣生誠的眼根，有三世可說，而實是來無所從，去無所至的。

（二）三世實有，法性恆住

說一切有部說三世實有，說過去與未來是現在的「類」’是同於現

在的。但在未來與過去中，盒遠沒有極微的和集相，公遠也沒有心

聚的了別用。卻說過去與未來的法性，與現在的沒有任何差異，所

以說「三世實有，法性恆住」。

說一切有部的法性實有，從現在有而推論到過去與未來﹔過去與未

來的實有，有形而上「有」的傾向。 4這才從現在的眼根生滅，而得

出「生時無所從來，滅時無所往至」的結論。

（三）「來無所從，去無所至」一一以這樣的語句說明現有，不正與大乘

如幻、如化的三世觀，有某種共同嗎 ？ 5

4 參見印順法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輿論師之研究》 p. 708: 
剎那現在法，眼能見（可以不見），耳能間，時間可說長短，物質（極微和

合）佔有空間，心識能夠緣慮。而未來法典過去法，雖法體一如，與現在一

樣，名「現在類」。可是，跟不能見，耳不能閣，時間沒有長短，物質不佔空

間，心識不能緣慮。說一切有部的過＊未來有，是近於形而上的存在。三世法

體一如，不能說是「常」’「常」是「不經世」一一趕時間的。但可以稱為

「恆」’「恆」是經於三世（可能有生有減）而自艦不失的口

5 大乘中觀家主張「三世緣起幻有」’與經量部或唯識家主張「現在有，過去未
來無」不同。中觀家雖也主張「三世」，但與說一切有部的「三世實有論」也
不相同。

印順法師於〈中觀今論） p.122-p.123中提到佛教中各學派的時間觀：

（一）〔經量部等〕 佛法中，現在實有者說：過金、未來是依現在而安立的。

他們是以當下的剎那現在為實有的，依現在的因果諸行，對古名今，對今

名古，對現在說過去未來。離了現在，即無所謂過去未來。這也有它的相

對意義：例如考古學家，國現在掘得出土之物，能考知其多少年代與及從

前如何如何，沒有此，過去即無從前，起。故離了現在，就不能理解過去，

並無真實的過去。

（二）〔說一切有部〕三世實有論者一一薩婆多部，把三世分得清清楚楚，過

去是存在的，不是現在未來﹔現在不是過去未來，未來也是存在的，不是

過安現在。

（三）〔唯識家〕唯識家也是現在實有者，所以只知觀符現在而說過去未來，
而不知觀待過去未來而說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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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撫掌喻經） ( p.88) 

（一）《撫掌喻經〉，從「譬如兩手和合相對作聲」的譬喻得名。

（二）以「來無所從，去無所至」’說明諸行的虛偽不實

1 、〈雜阿合經〉卷11 (273經）說：「比丘！譬如兩手和舍，相對作

聲。如是緣眼、色生眼識，三事和合觸，觸俱生受、想、思。此

等諸法，非我、非常，是無常之我，非恆、非安睡、變易之我。

所以者何？比丘！謂生、老、死、沒、受生之法。比丘！諸行如

幻，如炎，剎那時頃盡朽，不實來、實去，是故比丘於空諸行，

當知、當喜、當念：空諸行，常、恆、住、不變易法笠，無我我

所。譬如明目士夫，手執明燈，入於空室，使空室觀察。如是比

丘於一切空行，心觀察歡喜，於空法行常、性、住、不變易法，

空我我所。」（大正2 ' 72c8-18) 

2 、〈順正理論〉引此經說：「諸行如幻，如燄’暫時而住，遠遠謝

滅。」 6

3 、《瑜伽論》作了分別的解說：「又此諸行，以於諸趣種種自體生

起差別，不成實故，說如幻事。想、心、見倒迷亂性故，說，如陽

燄。起盡法故，說有增滅。剎那性故，名曰暫時。數數壞已，速

疾有餘頻頻續故，說為速瘓。現前相績，來無所從，往無所豆，

是故說為本無今有，有已散滅。」 7

《撫掌喻經〉從剎那生滅，來無所從，去無所至，說明諸行的虛偽不

實，與〈勝義空經〉的見解，是完全一致的。

（四）〔中觀家〕 〈中論﹒觀去來品〉說：「離已去末去，去時亦無去」。去

時，即正去的現在，離了已去典末去，是不可得的，此即顯示中觀典唯識
的不同。中觀者說：過未是觀符現在而有的﹔同時，現在是觀待過未而有

的。．．．．．．若沒有過去未來，也就沒有現在，所以時間不是現在實有而過未

假有。離了現在，過去未來也就不可說，所以時間也不是三世實有的。

6 《阿昆達磨順正理論〉卷14 ：「如〈攝掌喻契經》中言：‘孟晶！諸行如幻如焰，

暫時而住，連還謝滅。豈不由斯已證對法所說諸行有暫住峙。」 （大正

29 • 411c23-25) 
7 （瑜伽師地論〉卷91 （大正30 • 820c21-27）﹔參見印順法師著〈雜阿含經論會

編（上）〉’ p.354 - p.355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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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幻網經》（ p.88-p.89) 

《十誦律〉所傳的「多識多知諸大經」中，有「摩那間藍，晉言化

經」。 8 「摩那」應該是摩耶（maya）的誤寫﹔「摩耶閩藍」（maya

j剖a），譯為「幻網」。「幻網」與「撫掌」，都是有部所誦的。《幻

網經〉沒有漢譯。

1 、〈阿昆達磨順正理論〉卷四引此經說：

「佛告多用諸聖弟子，汝等今者應如是學：諸有過去、未來、現

在眼所識色，此中都無常性、恆性，廣說乃至無顛倒性，出世聖

諦，皆是虛偽妄失之法，乃至廣說」。（大正紗， 350c8-11)

2 、〈成唯識寶生論〉卷四也引述此經，「都無常，性」以下，譯為：

「無有常定、無妄、無異（的）實事可得，或如所有，或無倒

性，悉皆非有，唯除聖者出過世間，斯成真實。」 9

這是說：一切世間法，都是虛偽妄失法，沒有常、恆、不異的實性可

得。〈幻網經〉也有如「見幻事」的譬喻 10 ，與〈撫掌喻經〉相同。

五、「諸行如幻」、「眼所識色等都無常性」之意義（ p.89-p.90 ) 

（一）以上三經（〈勝義空經〉、《撫掌喻鱷〉、〈幻網經〉），是有部

8 ｛十誦律﹜卷24 （大正23, 174b19）。

9 護法造，義淨譯〈成唯識寶生論〉卷 4:

又復於往〈幻網經》中，如佛為於色等境處生分別者作如是說，：即此眼識所知
之色，不見實有及以定住，但於妄情起邪分別，作決定解，而生言論：「唯斯

是實，餘義或非。」如是廣陳，乃至於法次第說云：「多聞聖弟子應如是學：
我觀過去、未來、現在眼識觀住所有諸色，然於往處無有常定、無妄、無其實

事可符，或如所有，或無制性，悉皆非有，唯除聖者出過世間，斯成真實。」

（大正31 • 91b29-c9) 
10 《阿昆達磨順正理論〉卷50:

又彼所言〈幻網〉中說：「緣非有見」’理亦不然。即位經中說「緣有」故，

謂使經說，見幻事者，雄所執無，非無幻相，若不許繭，幻相應無。幻相是

何？謂幻術果。如神通者所化作色，如是幻相，有實顯形，從幻衛生，能為見

境，所執實事是畢竟無，故往經中說為非有。由諸幻事，有相無實，能惑亂

他，名能亂眠。（大正29 • 623b27-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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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經部所共誦的，而解說不同。

卜查血以為：三世法性是實有的，為了遣除常、恆、我我所等妄執，

所以說虛妄、她7喻等。 11

2 、盤盤解說為沒有實性，並引用為「無緣也可以生識」的教證。 12

3 、經文的本義，也許近於有部，但不可能是有部那樣的實有。

11 ｛阿昆達磨順正理論〉卷4 ：「起夫長夜於色等境，妄執常等真實性相，是故如
來教聖弟子，如實觀佳，離諸妄執。謂去來今，六識所識，如彼妄執常等都

無，皆是虛偽妄失之法。此顯妄執所取境虛，不顯所緣皆非是實。故使經後復

作是言：有能如是如實觀者，於去來今自民所識色，諸邪勝解想、心、見、各l 、

貪身繫等，廣說乃至，使皆永斷。是故於中意夫妄見所執常等，佛聖弟子觀為

虛偽妄失之法，非觀境體為虛儡等，是謂契經不違理義。」（大正29 '351 

b19-28) 
12 ( 1 ）《阿昆達磨順正理論》卷4 ：「此中土座作妒是言：五識依緣，俱非實

有，極微一一不成所依所緣事故，眾微和舍，方成所依所緣事故。為成此

義，謬引聖言：佛告多聞諸聖弟子，汝等今者應如是學：諸有過去、未

來、現在眼所識色，此中都無常性、恆性，廣說乃至無顛制性，出世聖

諦，皆是虛偽妄失之法，乃至廣說。往謂五識若緣實境，不應聖智觀往所

緣皆是虛偽妄失之法。由此所依亦非實有，准所緣境，不說而成。」（大

正29 • 350c5-14) 
(2 ）參見印順法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 p.706 -p.707 : 

說一切有部阿昆連磨論師，依佛所說的「．二緣（根典境）生識」’認為：有

心－定有境﹔境一一所緣不但為識所了別的對象，而且有能生識的力用，名

為所緣緣。所以，所緣一定是有的﹔「非有」是不能生識的。經部譬喻師以

為：「有及非有，二種皆能為境生覺」。這是說：所認識的境，不一定是有

體性的﹔「非有」也是可以成為認識的。這樣，二都說對立起來。

攘說一切有部說：境界，有實有的、假有的（假必依實）﹔對於境的認

識，有正確的、有錯誤的，也有猶豫而不能法定的。認識可以錯誤或猶

豫，而不能說所緣是沒有實性的。如旋火成輪，看作火輪是錯誤的。這一

錯誤認識，是依文足而起﹔如沒有文題為所緣，怎麼也不會看作文輪的。

但有境，依於實有，也是這樣。所以，我們的認識畢竟都以客觀存在的為

所緣﹔客觀存在的所緣，有力能引發我們的心識。

譬喻師以為：實有的可以成為所緣，假有的也可以成為所緣，假有的就是

無實（實無）。這裡面色含一項意義：我們的認識對象，或是假有的，或

是實有的。假有的不是實有，是虛妄。這是將認識的對象，龐然的分為不

同的二類。

(3 ）另參見印順法飾著〈印度佛教思想史） p.234-p.2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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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生無所從來，去無所至，虛偽不實，如幻如燄」去觀察「實我

不可得」

我（atman），外道雖有妄執離蘊計我的，其實，「沙門、婆羅門計

有我，一切皆於此五受陰計有我」。 13

如五陰一一一一法是常、是恆、是不變易，那一一法可說是我了。

但五陰等諸行，無常，無恆，是變易，所以實我是不可得的。

《中阿含經〉〈想、經〉說：「彼於一切有一切想，一切即是神（我

的舊譯），一切是神所，神是一切所。使計一切即是神已，便不知

一切」。 14

如於一切法而有所想著，一切就是我我所。所以通達無我，要如實

知一切（行）是無常，變易，虛偽妄失法，不著於相（想）。如實

知諸行無常、無恆等，正是為了顯示我不可得。然我所依、所有的

諸行，從生無所從來，去無所至，虛偽不賞，如幻、如燄去觀察，

那末實我不可得，諸行也非實有的思想，很自然的發展起來。

13 （雜阿合經〉卷3 (63經）：「世尊告諸比丘：有五受陰，謂色受陰，受﹒想﹒

行﹒識受陰。比丘！華沙門﹒婆羅門計有我，一切皆於此五受陰計有我。何等

為五？諸沙門﹒婆羅門，於色見是我﹒異我﹒相在。如是受﹒想﹒行﹒識，見

是我﹒其我﹒相在。如是龜瘓無聞尺，夫，計我﹒無明﹒分別。如是觀，不離我

所，不離裁所者，入於諸根，入於諸根已，而生於觸。六觸入所觸，是i痕無聞

凡夫生苦樂，從是生此等及餘。」（大正2 , 16bl4-22) 
《相應部》（22) （蘊相應〉（日譯南傳14. p.72 ﹔漢譯南傳15 . p.67) （自洲
晶〉：「一類之沙門、婆羅門，觀種種有我之觀見，彼等皆觀五取蘊，或觀其

隨－ 0 」

14 （中阿會經﹜卷26 （想、經） ( 106經）：「世尊告諸比丘：若有沙門、梵志，於
地有地想，地即是神，地走神所，神是地所，使計地即是神已，便不知地。如

是水﹒火﹒風﹒神﹒天﹒生主﹒梵夭﹒無煩﹒無熱，往於淨有淨想，淨即是

神，淨是神所，神是淨所，彼計淨即是神已，便不知淨。無量空處﹒無量識

處﹒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一－別﹒若干﹒見﹒闇﹒識﹒知，得觀意所

念﹒意所思，從此世至挂世，從復世至此世，往於一切有一切想，一切即是

神，一切是神所，神是一切所。往計一切即是神已，便不知一切。」（大正

1 , 596bl2-22) 

〈中部》（一〉〈根本法們經〉（日譯南傳9. p.2 ﹔漠譯南傳9. p.2) （根本
法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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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為法虛備不實之害喻（ p.90-p.91 ) 

有為法是虛偽不實的，《雜阿含經〉早已明確的說到了。

（一）色如聚沫等五陰之譬喻

如五陰譬喻：色如聚沫，受如水泡，想如野馬（陽燄的異譯），行

如芭蕉，識如幻（事）。所譬喻的五陰，經上說：「諦觀忠惟分

別，無所有，無牢，無實，無有堅固﹔如病、如雄，如刺、如殺，

無常、苦、笠、非我」。 15

〈相應普~﹜也說：「無所有，無實，無堅固」。 16
五譬喻中：

聚沫喻，水泡喻，都表示無常，不堅固。

芭蕉喻，是外實而中虛的。

幻事喻，是見也見到，聽也聽到，卻沒有那樣的實事。 17

15 ｛雜阿合經〉卷10 (265經）：「譬如恆河大水暴起，隨流眾沫，明目士夫諦觀
分別。諦觀分別時，無所有﹒無牢﹒無實﹒無有堅固。所以者何？往眾沫中無

堅實址。如是諸所有色，若過＊﹒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晨﹒若

個﹔﹔若好﹒若醜﹔若違﹒若近。比丘！諦觀思惟分別，無所有﹒無牢﹒無實﹒

無有堅固。如病﹒如癢﹒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所以者何？色無

堅實故。．．．．．．觀色如眾沫，受如水上泡﹔想如春時燄，諸行如芭蕉﹔諸識法如

幻，日種姓尊說。」（大正.2 ' 68c 1-69a20) 
16 ｛相應部） ( 22) ＜蘊相應〉（日譚甫傳 14 • p.219-p.221 ﹔漠譯南傳15 • 

p.199) ＜第三華品〉：「譬如此但河起大眾沫，具眠之士夫，見此觀之，則如
理於觀察。位見於此觀之，如理於觀察：無所有、無實、無堅園。諸比丘！如

何於眾球有堅實耶？」

17 ﹛大智度論〉卷6 ：「諸法相雖笠，亦有分別可見、不可見。譬如幻化象、馬及

種種諸物，雖如無實，然色可見、聲可閣，與大情相對，不相錯亂。諸法亦如

是，雖堂而可見、可間，不相錯亂。．．．．．．佛言：諸法相雖笠，尺，夫無聞無智

故，而於中生種種煩惱，煩惱因緣作身口意葉，業因緣作後身，身因緣受苦受

樂。是中無有實作煩惱，亦無身口意葉，亦無有受苦無者。譬如幻師幻作種種

事。......佛言：汝頗見頗聞幻所作故無不？答言：我亦聞亦見。佛問德女：若

幻堂，欺雄無實，云何從幻能作使樂？德女白佛言：世尊！是幻相圖，雖無根

本而可聞見。佛言：無明亦如是，雖不內有，不外有，不內外有﹔﹔不先世至今

世，今世至後世﹔﹔亦無實性，無有生者、滅者，而無明因緣諸行生，乃至眾苦

陰集。如幻息，幻所作亦息﹔無明亦繭，無明畫，行亦畫，乃至.；.苦無皆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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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馬喻，如〈大智度論〉說：「炎，以日光風動塵故，曠野中見如野

馬﹔無智人初見謂之為水」。 18 野馬，是迅速流動的氣。這

一譬喻的實際，是春天暖了，日光風動下的水汽上升，遠

遠的望去，只見波浪掀騰。渴鹿會奔過去喝水的，所以或

譯為「鹿愛」。遠望所見的波光盪漾，與日光有關，所以

譯為炎，燄，陽燄。遠望所見的大水，過去卻什麼也沒有

見到。陽燄所表示的無所有、無實，很可能會被解說為虛

妄無貫一一空的。

（二）琴音譬喻

還有琴音的譬喻，如〈雜阿含經〉卷34' 1169經（大正2 • 312c6-

16）說：

有王聞未曾有好彈琴聲，極生愛樂。．．．．．．王語大臣：我不用

琴，取其先開可愛樂聲來！大臣答言：如此之琴，有眾多種

具，謂有柄，有槽，有麗，有絃，有處，巧方便人彈之，得~

具因緣乃成音聲。．．．．．．前所聞聲，久已過去，轉亦盡滅，不可

持來。蘭時，大王作是念言：咄！何用此虛鴿物為！ 19 

復次，是幻譬喻示眾生，一切有為法生不堅固﹔如說：一切諸行如幻，欺誰小

兒，屬因緣、不自在、不久住。是故說諸菩薩知諸法如幻。」（大正

25 ' 101c18-102bl) 
18 ｛大智度論〉卷6 ：「如臭者，炎以目光風動塵故，曠野中見如野馬，無智人初

見謂之為水。男相女相亦如是，結使煩惱目光熱諸行塵，邪惦念風，生死曠野

中轉，無智慧者謂為一相，為男、為女，是名如吏。復次，若遠見吏，想為

水，近則無水想。無智人亦如是，若違聖法不知無我，不知諸法笠，於陰界入

性生法中，生人相男相女相﹔近聖法，則如譜法實相，是時虛書在種種妄想盡

除。以是故，說諸菩薩知諸法如吏。」（大正筍， 102bl-11)

19 ｛相應部） c 35) （六處相應〉（日譯南傳 15 ' p.306-p.307 ﹔漢譯南傳

16 ' p.252-p.253) : 
國王或王大臣，有未曾開琵琶之音者，使闇琵琶之音，而作如是曰：「友！

此何音耶？如是斯之愛、美，足以令人心狂而怠。」．．．．．．王曰：「此琵琶於

余為無用，唯將音帶來與余。」復等言於王曰：「責人！此所謂琵琶者，有

種種之成章，有大成素，由種種之成幸而發音。」曰：「緣於胸、緣於皮、

緣於掉、綠於首、緣於結、緣於弓，又須人之適宜努力。責人！如是琵琶有

種種之成素，有大之成素，由種種成素而發膏。」往王遂以此琵琶’碎為十分或百分，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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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是虛偽的，琴音是從眾緣生，剎那減去的。依此譬喻，可見一切為

有為法，都是虛偽不賞的。「虛妄劫奪法者，謂一切有為」。 20

有為是虛妄的，虛偽的，由於剎那生滅的探求，得出「生時無所從

來，滅時往無所去」一一不來不去的生滅說。這無疑為引發「一切法

空說」的有力因素。

十分或百分碎為－丹丹，一丹丹則以文燃燒，以火燒成友，成友或被大風吹

去，或被河川之急就漂去。如是往言：「凡稱琵琶者，大眾為此長時就逸就

溺、此琵琶為虛偽也。」

20 (1 ）分別明菩薩釋論，渡羅頗蜜多羅譯〈般若燈論釋〉卷8 : 
如偈曰：「要伽婆說佳，虛妄劫奪法。」

釋曰：云何如彼諸行等法是處妄耶？往諸行等自體無故，誰尺，夫故，邪智

分別，謂為可符，故是虛妄。又能為往第一義諦境界念等妄失因，故是虛

妄法。「婆伽婆說」者，謂於諸經中，告諸比丘作如是說：「往虛妄劫奪

法」者，謂一切有為法。最上實者，謂涅槃真法。如是諸行，是劫奪法，

是滅壤法。聲聞法中作如是說，大乘經中亦作是說：詩有為法皆是虛妄，

諸無為法皆非盛宴。此二阿令皆明諸行是虛妄法，比義得成。（大正

30 , 90a23-b3 ) 

(2) ｛中論〉卷2譯作「虛証妄取」（大正30, 1布）。〈中論〉卷2 ＜觀行晶第

13 ）：「如佛經所說，虛誰妄取相，諸行妄取故，是名為廬諱。佛經中

說：虛言表者，即是妄取相﹔第一實者，所謂涅槃非妄取相。以是經說故：

當如有諸行，盧誰妄取相。」（大正30 , 17a27-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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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部派一一空義之開展

第四節聲聞學派之我法二笠說（p.92～p.103)

釋厚觀（2004.10.20)

一、前言（p.92)

聲聞部派中，有說一切法空的。由於文獻不充分，不明瞭究竟是那些

部派，但說法空的部派，確實是存在的。如龍樹《大智度論〉’說到

三種法門﹔「一者、棍勒門，二者、阿昆曇門，三者、空門」 1 。

三種法門中的「空門」，有的屬於聲間，引聲聞三經來說明。

又於說「一切法空」時，引六（或七）經，明「三藏中處處說法空」 2 。

〈大智度論〉叉說：「若不得般若渡蘿蜜法入阿昆曇門，則墮有中﹔

若入室門則墮無中﹔若入蜈勒門則墮有無中」 3 。

1 《大智度論〉卷18 ：「智者入三種法門，觀一切佛語皆是實法不相違背。何等是

三門？一者規勒門，二者阿昆曇門，三者生門。
問曰：云何名棍勒？云何名阿昆曇？云何名堂門？

答曰：星星豈有三百二十萬言，佛在世時大迦梅延之所遣。佛滅度後人壽轉施，

憶識力少不能廣誦，諸得道人撰為三十八萬四千言，若人入棍勒門論議則無

窮。．．．．．
云何名旦旦量且？或佛自說諸法義，或佛白說諸法名，諸弟子種種無述解其

義。．．．．．

空門者，生笠、法空。．．．．．．如是尊處處聲聞經中說諸法室。」（大正

25 • 192a28-193cl) 
參見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 p.137-p.138 。

2 ｛大智度論〉卷31 （大正詣， 295b22-c5）﹔詳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98-

p.101 。

3 ( 1) ｛大智度論〉卷18 ：「若人入比三門則如佛法義不相違背，能知是事即是

般若渡羅密力，於一切法無所罣礙。若不得般若渡蘿蜜法，入阿昆曇門則

墮有中，若入空門則墮無中，若入現勒門則墮有無中。」（大正

25 ' 194a24-b 1 ) 
(2）參見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 p.138: 

阿昆曇分別法的自相、共相，因而引起－一法實有自性的執見，所以墮在

「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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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見，廣引聲間經而說一切法空的，不是龍樹自己，而是聲間的

部派。

以下，依〈大智度論〉所引的經說，可以了解「空門」是怎樣解說法

空的。

說法空的聲間經典：

（一）聲間三經

1 、〈大空﹝法﹞經〉：《大智度論〉卷18 （大正25 ' 192c26-193a3）所引〈佛

說大空經〉﹔〈雜阿合經〉卷12 (297經）（大正2 • 84cll-85a10）。

2 、〈梵網經〉：《大智度論〉卷18 （大正妞， 193a6-9）所引〈梵網

經〉﹔〈長阿含經〉卷14 (21經）〈梵動經〉（大正1 ' 88b12-94a13) 

3 、《義品〉：《大智度論〉卷18 （大正25 ' 193b19-cl ）所引偈《義品

偈〉﹔《經集〉〈義晶〉〈波須羅經） ( 824-834偈） （日譯南傳

24 ' p.320-p.324）﹔《佛說義足經》卷上〈勇辭梵志經第八〉（大

正4 • l 79c4-180a12 ）。

（二）《大智度論〉卷31所引七經（大正筍， 295b22-c5)

1 、《先尼梵志經〉：《雜阿fj;經〉卷5 (105經）（大正2 , 31c15-32cl ）。

2 、〈義品〉（強論梵志）：〈經集〉〈義品〉〈波須羅經） ( 824-834 

偈） （日譯南傅24 ' p.320-p.324）﹔〈佛說義足經〉卷上（〈勇辭梵

志經〉第八）（大正4 • 179c4-180a12 ）。

3 、〈大空﹝法﹞經〉：〈雜阿含經〉卷12 (297經）（大正2 • 84cll-85a10 ）。

生門說法笠，如方廣道人那樣，就是墮在生「無」中。
現勒是大迦務延所造的論，依真諦的〈部執異論疏〉說：大眾部分出的分

別說（宮槃譯作「說假」）郁，是大迦務延弟子：「此是佛假名說，此是

佛真實說﹔此是真諦，比是俗諦」。分別的說實說假，說真說俗，很可能

墮入「有無」中的。
這種種論議，都淵源於佛（《阿令》）說，只是偏執而以對方為「乖

錯」。如得般若述蘿蜜，也就是通達緣起即空即假名的中道，那可說，都派

異義，都有其相對的真實性，於一切法門無所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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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羅陀經〉：〈雜阿合經〉卷 6 ( 122經）（大正2 ' 40a4-18 ）。

5 、《械喻經〉：《中阿舍經〉卷54 (200經）〈阿梨時經〉（大正

1 ' 764b18-c14）。

6 、《波羅延經） 4 ：《經集〉《彼岸道晶〉（日譯南傳24 'p.370-

p.436）。

7 、《眾利經〉：〈經集〉的〈義晶〉〈第一八偈經） ( 796-803偈）

（日譯南傳24 'p.310-p.312）。

、《大空﹝法﹞經》（p.92)

（一）舉經文

漢譯〈雜阿合經〉卷12 (297經）說：「若有問言：位誰老死？老死

屬誰？往則答言：我即老死﹔今老死層我，老死是我所」 5 ﹔並與

「命即是身」’「命異身異」相配合。

（二）〈大智度論〉之解釋

依「空門」的見解，這是說法空的，如〈大智度論〉說：

4 （大智度論〉卷 4亦引用了〈波羅延經〉：「菩薩得無生法忍故，－切名字生死

相斷，出三界不墮眾生數中。何以故？聲閹人得阿羅漢道，滅度已尚不墮眾生

數中，何況菩薩？如《渡羅延經〉〈優渡戶難中偈〉說：『已滅無處更出不？

若已永滅不出不？既入涅槃常往不？唯願大智說其實！』佛答：『滅者即是不

可量，破壞因緣及名相，一切言語道已過，一時都盡如火滅。」如阿羅漢一切

名字尚晰，何混菩薩能破一切諾法，如實相、得法身而不斷耶？」（大正

詣， 85b4-11 ）此偈頌與〈經集〉〈彼岸道品〉第1075-1076頌相似 C Bl譯南傳

24 ' p.406-p.407 ）。
5 （雜阿含經〉卷12 (297經）：「緣生老死者，若有問言：在支誰老死？老死屬

誰？復則答言：我即老死，今老死層我，老死是我所，言命即是身。或言：命

異、身異。此則一義，而說有種種。若見言命即是身，往梵行者所無有﹔若復

見言命異身異，梵行者所無有。於此二邊，心所不隨，正向中道，賢聖出世如

實、不顛倒、正見，謂緣生老死。如是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

色、識、行，緣無明故有行。」（大正 2 I 84c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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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聞法中，法室為大室。如《雜阿含〉〈大空﹝法﹞經＞ 6說生因緣

老死，若有人言是老死、是人老死，二俱邪見。是人老死，（人不

可得），則眾生空。是老死，（老死不可得），是法室。」（卷

18 ，大正25 • 288a) 

「若說誰老死，當知是虛妄，是名生宜。若說是老死，當知是虛

妄，是名法空。」（卷18 ，大正筍， 193a)

生空一一眾生空，法空，「空門」是成立三空的。

經說「令老死層我，老死是我所」’是邪見虛妄的，因而說「是老

死，是法空」。這是以無我為我空，無我所是法空的。與《成實

論〉所說：「若遮某老死，則破假名﹔遮此老死，則破五陰。」 7

（破五陰即法空）的意見相合。

－、《梵網經》（p.93)

（一〉引經文（p.93)

如〈大智度論〉卷18 （大正25 • 193a6-10）說：

「〈梵網經〉中六十二見。若有人言：神常、世間亦常，是為邪

見。若言神無常、世間無常，是亦邪見。神及世間常亦無常，神及

世間非常亦非非常，皆是邪見。以是故知諸法皆空是為實。」

（二）略釋經義（ p.93-p.97) 

1 、《梵網經〉是〈長阿含經〉的一經 0 8 經說六十二見，是綜舉印度

6 《雜阿合經〉卷12 (297經）：「詩比丘！若無明離欲而生明，使誰老死？老死

屬誰者？老死則斷，則如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於未來世成不生法。若比

丘無明離欲而生明，使誰生？生屬誰？乃至誰是行？行屬誰者？行則斷，則如

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於未來世成不生法。若比丘無明離欲而生明，往無

明滅則行滅，乃至純太苦眾滅，是名太空法經。」（大正2 ’的al-9)

7 《成實論》卷12 ：「又《太空盤〉中說：若人言比老死，某老死。若人說，身即是
神，若說，身其神異。此言異而義同，若有此見，非我弟子，非先行者。若遮某

老死，則破假名，遮比老死，則破五陰。又說，生緣老死名為中道。當知第一義

故，就無老死﹔世諦故，說生緣老死。」（大正32 ' 333a21-27) 
8 ｛長阿合經｝ ( 21) ｛梵動經〉（大正1 • 88bl2-94a13 ）。〈長部｝ (1 ）《梵

網經〉（日譯南傳6 , p.15-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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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外道們的異見，內容為過去十八見，未來四十四見。 9

〈論〉文所引神及世間常、無常等，是六十二見的前四見。常、無

常等四見，在〈雜阿含經〉中，是十四不可記 10的前四見。

2 、本來只是單且常、無常等，而《梵網經〉作宜及重盟常、無常等。

神，是我（a恤組）的古譯。

世間（ loka），《雜阿含經〉約六根、六境、六識、六觸、六受

說11 ，是眾生的身心活動。

9 ﹛長阿合經｝ (21) 《梵動經〉：「諸有沙門、要羅門於本劫本見、末劫未見，

種種無數，隨意所說，盡入六十二見中。．．．．．．諸沙門、婆羅門於本劫本見，種
種無數，各隨意說，盡入十八見中。........諸有沙門、婆羅門於末劫末見，無數

種種，隨意所說，使盡入四十四見中。．．．．．．」（大正1 • 89c23-93cll) 
過去世十八見：（ 1) 世間常存論：四種。（ 2）世間半常半無常論：四種。

(3）世間有邊無邊論：四種。（4）異問異答論（詭辯論）：四種。（ 5）無

因而有論：三種。

未來世四十四見：（ 1）世間有想論：十六種。（ 2）世間無想論：八種。

(3）世間非有想非無想論：八種。（4）眾生斷誠無餘論：七種。（5）現在生
中涅槃論：五種。

10 ( 1) ｛雜阿含經｝ 34卷（ 962經）：「佛告要蹉種出家：『若作是見：世間

堂，此則真實，餘則虛妄者，此是必j見，比是觀察見，此走動搖見，比是

括污見，比是結見，是苦、是閩、是惱、是熱，見結所繫。是1痕無聞凡

夫，於未來世，生老病死、憂悲惱苦生。要蹉種出家！若作是見：主且皇

帝，常無帝，非常非無常﹔﹔有邊，無邊，邊無邊，非有邊非無邊，是命是

身，命異身異﹔如來有後死，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此是飼

見，乃至憂悲惱苦生。』」（大正2 • 245c10-19) 

(2) ｛相應部》（ 33) ＜婆蹉種相應〉（日譯南傳14 ' p.418-p.419）作十見：
要磋種出家者白世尊言：「尊霍曇！依何因？依何緣？於世間生如是種種

成見耶？謂：世間為常、世間為無帝、世間為有通、世間為無邊，命即是

身，命與身異，如來死後有，如來死後無，如來死後亦有亦無，如來死後

畫畫畫金。」
﹝世尊言：﹞「要哇！於色無知故，於色無無知故，於色減無知故、於順色

滅道無知故，於世間有生如﹔是種種之成見。謂：世間為常．．．．．．乃至．．．．．．如

來死後非有非無。要哇！依此固、依此緣，於世間有生如是種種之成見。

謂：世間為常．．．．．．乃至．．．．．．如來死後非有非無。」

11(1) ｛雜阿合經〉卷9 (231經〉：「佛告三彌離提：危脆敗壞，是名世間。云

何危脆敗壞？三彌離提！眼是危脆敗壞法，若色. II良識﹒眼觸﹒自民觸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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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阿合經〉分別為盤星星與堂盟，那是益與遠對舉，也可說以眾生

自體與山河大地相對論，也就是一般所說的眾生（世間）與（器）

世間了。

3 、〈大智度論〉解說「神我及世間常、無常等是邪見，諸法皆空是真

實」（p.94)

〈大智度論〉依「空門」，以神我及世間常、無常等邪見，解說為

「諸法皆空，是為（如）實」。依經文，並沒有法空說的明文，這

經過怎樣的理解而論定是空呢？

神我是不可得的，所以說我是常是無常等，都是邪見。但「佛處處

說有為法，無常、苦、笠、無我，令人得道，云何（〈梵網經〉）言

（世間）無常墮邪見？」

在佛的不同教說中，似乎存有矛盾！《大智度論〉引經而加以解

說，如卷18說：

佛告摩訶男：．．．．．．蒼（人）身壞死時，善心意識，長夜以信、

戒、聞、施、慧意，心故，必得利益，上生天上。 12 （以上引經，

以下解說）

生受。內覺若苦﹒若無﹒不苦不樂，彼一切亦是危脆敗壞。耳﹒鼻﹒舌﹒

身﹒意亦復如走。是說危脆敗壞法，名為世間。」（大正2 ' 56bl4-19) 
(2) ｛相應部》（35) （六處相應〉 （日譯南傅的， p.64 ﹔ p.86-p.87 ）。

12 (1) ｛雜阿合經〉卷33 (930經）：「佛告摩訶男：汝亦如是，若命終時，不

生惡趣，傳亦無惡。所以者何？汝已長夜修習念佛﹒念法﹒念僧，若命終

峙，此身若火燒，若棄塚間，風飄日曝’久成塵末，而心意識久違長夜正

信所葉，成﹒施﹒聞﹒慧所束，神識上昇，向安無處，未來生夭。」（大

正2 • 237c2-7) 
(2）參見印順法師著〈成佛之道｝ p.73: 

大名長者問佛：「我平時念佛，不失正念。可是，有時在十字街頭，人又
多，象馬又多，連念佛的正念也忘了。我想，那時候如不幸而身死，不知

道會不會墮落？」

佛告訴他說：「不會墮落的。你平時念佛，養成向佛的善習，即使失去正

念而死，還是會上升的口因為業力強大，不一定與心相應的。如大樹傾向

東南而長大的，一旦鋸斷了，自然會向東南倒的。」所以止惡行善，能造

作重大的善葉，當然很好﹔最要緊的，還是平時修行，養成善黨的習性，

臨持自然會因業力而向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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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一切法念念生滅無常，佛云何言諸功德薰•.；：，；故必得土生？以是故

知非無常性。

問曰：「若無常不實，佛何以說無常？」

﹝答曰：﹞「佛隨眾生所應而說法：破常顛倒，故說無常。以人不

知不信後世故，說，心去後世，土生夭上﹔罪福業因緣，百千萬劫

不失。是對治悉墟，非第一義悉檀’諸法實相非常非無常。

佛亦處處說諸法空，諸法空中亦無無常。以是故說世闊無常是邪

見，是故名為法空」。（大正25 ' 193a23-b7) 

4 、佛指出無常的事實，令眾生起厭離心而向於解脫（p.95)

佛說無常，使人得道，這是原始佛教的事實。「諸行無常」的無

常，原語為也tya ﹔無常性是 anitya倍。佛不但說無常，也說無

恆、變易、不安隱等。〈瑜伽論〉依經說：

於諸行中，修無常想行有五種，謂由無常性，無恆性，非久住

性，不可保性，變壞法性。 13

佛說無常等，不是論究義理，而是指明事實。如四非常偈說：「積

聚（財富）皆鋪散，崇高（名位、權勢〉必墮落，（親友）合會要

當離，有生無不死」 14 。這是要人對這現實世間（天國也在內），

不可迷戀於不徹底的，終究要消失的褔樂，起厭離心而向於解脫。

于如實知見「色身」與「心意識」是無常（p.95)

然而，一切凡夫，都是寄望於永恆而戀著這世間的，所以〈雜阿含

經》卷12 (290經）（大正 2 , 8lc5-17）說：

患寢無聞凡夫，於四大身，厭忠、離欲、背捨而非識。所以者

13 （瑜伽師地論〉卷86 ：「於諸行中，修無常想行有五種：謂由無常性，無恆

性，非久住性，不可保性，變壞法性故。此中剎那剎那壤故無常﹔自體繫屬

有限住壽故無恆﹔外事劫後決定無住故非久住﹔壽量未滿，客被緣壞非時而

死故不可保﹔乃至兩所時住，於其中間不定安樂故變壞法。」（大正

30 ' 778b23-29) 
14 ﹛根本說一切有部昆奈耶雜事〉卷20 ：「如有頌言：積聚皆銷散，學高必墮

落，合會皆別離，生者成歸死。」（大正24 • 299cl-3) 
另參考印順法師著〈成佛之道） p.4-p.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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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見四大身有增、有識，有取、有捨，而於心、意、識，是癡

無聞凡夫，不能生厭，離欲，解脫。所以者何？往長夜於此保惜

繫我，若得、若取，言是我，我所，相在，是故患癱無聞凡夫，

不能於復生厭，離欲，背搶。

最i瘓無聞凡夫，寧於四大身繫我我所，不可於識繫我我所。所以

者何？四大色身，我見十年住，二十、三十乃至百年﹔若善消

息，或復小過。往心意識，日夜時刻須史轉變，其生其滅的。猶

如瀰猴遊林樹間，須央處處攀捉枝條，放一取一。彼心﹒意﹒識

亦復如是，異生異滅。

愚癡無間的一般人，對於四大色身一一肉體，有的還能生厭離心，

而對於心識，卻不關厭離，固執的執我我所。

依佛的意思，對於四大色身，執我我所而不制厭離，多少還可以原

諒。因為我們的色身，有的活了十年，二十年，有的能活到一百

歲。如將護調養得好，有的還少少超過了一百歲。有這樣的長期安

定，所以不免迷戀而執著。

我們的立畫畫，是時刻不停的在變異，前滅的不同於後起的，所

以說異生異滅。這樣的剎那生滅變異，而竅生卻固執的執為我我

所，如一般所說的靈魂，玄學與神學家，稱之為真心、真我。這

都以為在無常變化中，有生命的主體不變，從前生到今生，從今

生到後世。

鐘針對世俗的妄執，對生死流轉中的一切，宣說「諸行無常 l 。無

常，是要人不迷戀於短暫的褔樂，而向於究竟的解脫﹔這是被稱為

「如實知 l 與「芷見︱的。

6 、諸行無常是正見，世間無常是邪見（p.96)

說到世間（常與）無常是邪見，無常的原語是a倒V呦，雖同樣的

譯為無常，但與諸行無常不同。邪見的世間無常，是以為：有情世

間是一死了事，沒有生死流轉，是斷擴論者，順世的唯物論者的見

解。在佛陀時代的印度，順世派是少數。

15 參照〈相應部） (12) ＜因緣相應〉（日譯南傅的， p.136-p.1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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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行無常是正見，世間無常是邪見，在原始佛教裡，應該是沒有矛

盾的。

正見的諸行無常，邪見的世間無常，是沒有矛盾的。但在佛法法義

的論究中，兩種無常有點相同，那為什麼一正一邪呢？

(1）世間無常，是前滅而以後沒有了，犯了中斷（uccheda）的

通車。

(2）諸行無常，是有為生戚的。

如經上所說，心是時刻不住的生滅，前前與後後不同。論究

起來，即使是最短的時間一一剎那，也是有生滅的，這就是

「念念生滅無常」。

四大色身，不是十年、二十年．．．．．．百年沒有變異的，也是年

異、月異、日異，即使一剎那間，也是生滅無常的。

這樣的剎那生滅，前剎那沒有滅，後剎那是不能生起的。如

前剎那己滅，已經滅了，也就不能生起後剎那。如所作的善

惡業，也是剎那滅的，業滅而成為過去，叉怎能招感未來，

也許是百千萬億劫以後的善醉區呢？

因果相績的諸行無常，由於「剎那生滅」’前誠後生的難以

成立，就與世間無常的中斷一樣，那為什麼一正一邪呢？

7 、諸行剎那生滅，如何成立因果前後相續（p.97)

(1 ）〔說一切有部〕為了剎那生滅而叉要成立前後相績，益二盟

有部依三世有 16 說，法性恆有，滅入過去而還是存在

（有）的，所以能前後相績而起。

(2）〔經部〕經部依現在有說，滅入過去，是成為黨習而保存於

現在，所以能前後續生。

但部派的意見不一，不是大家所能完全同意的。

(3）〔說法空的制反〕說法空的部派，以為「佛處處說無常，處處

說不減」 17 （不誠就是常），「佛隨眾生所應而說法」。

16 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今論｝ p.105 。

17 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今論） p.172-p.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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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諸行無常，為了破常顛倒，一切法「非實性無常」，不能

說是滅而就沒有了。

說「心去後世，上生天上」 18等，為了破斷誠見，並非說，心
是前後一如的。這都是隨順世俗的方便，如論究到諸注會相

（實相是「實性」的異譯），早非常非征常的。舉恃拘a旱非

常非每當的，息招誠僧鍾常學一甘1戲論章批開a的，所以佛說十

四事不可記（不能肯定的說是什麼，所以佛不予答覆 19) ; 

六十二見是邪見，正表示了一切法空的正見。

四、《羲晶》（ p.97-p.98) 

（一）引偈頌（ p.97) 

如〈大智度論〉卷18 （大正詣， 193b19-cl ）說：

佛說《義品〉偈：

各各請究竟，而各自愛著，各自是非後，是皆非究竟。

是人入論眾，辯明義理峙，各各相是非，勝負懷憂喜。

勝者墮矯坑，負者墮憂獄，是故有智者，不隨此二法。

論力汝當知！我詩弟子法，無虛亦無實，汝欲何所求！

汝欲壤我論，終已無此處﹔一切智難勝，過足自毀壞。

如是等處處聲開經中說諸法堂。

18 ｛大智度論〉卷18 ：「佛隨眾生所應而說法：破常顛倒，故說無常。且主丕全
不信後世故，說心去後世，上生天上﹔罪福業因緣，百千萬劫不失。是對治悉

撞，非第一羲悉撞，詩法實相非常非無帝。佛亦處處說諸法堂，諸法空中亦無

無常。以是故說世間無常是邪見，是故名為法堂。」（大正詣， 193bl-7)

19 印順法師著〈中觀今論） p.141-p.142 : 
外道問佛：「我與世間常，我與世間無常，我與世間亦常亦無常，我與世間非
常非無常」等一一有邊無邊、去與不去、一與其等十四不可記事，佛皆默然不

答。不但外道所間的神我，根本沒有而無從答起﹔外道兼問法，如所云「世

間」’佛何以不答？佛的默然無言，實有甚深的意義！有人謂佛是實際的宗教

家，不尚空誤，所以不答。此說圈也是有所見的，但佛不答的根本意趣，實因

問者異見、異執、異信、異解，自起的分別妄執黨心，不達緣起的我法如幻，

所以無從答起，也無用答覆。答覆它，不能信受，或者還要多興排謗。佛陀應

機說法，緣起怯生的意義甚深，問者自性見深，答之不能令其領悟，不答則反

可使其自省而自見所執的不當。佛陀默然不慮，即於無言中顯出緣起空盔的甚

深羲趣。

另參見〈大智度論〉卷2 （大正.25 • 74c15-75a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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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義晶〉的異譯本（p.98)

（義晶〉一六經，巴利藏編入〈小部〉的《經集） 20 ，與《義晶〉
相當的，有吳支謙所譯的〈佛說義足經〉，二卷，一六品 21 。法礦

部稱此為「十六句義 22」或「句義經」 23 。句是pada的義譯，有足

跡的意義，所以譯為《義足經〉的，可能是法藏部的誦本。

（三）〈大智度論》、﹛瑜伽師地論〉等引用〈義晶〉明法性離育空寂

(p.98) 

（大智度論〉一再引用《義品〉：

卜如上引瓦偈明法空。（〈大智度論〉卷18 ，大正25 t 193bl9-cl ) 

2 、叉明第一義悉檀’引〈眾義經） 24 三偈。

3 、明無靜法，引〈阿他婆書經） 25 ( （阿他婆書〉是《義品〉的

音譯）三偈。

4 、引〈利展經〉（利眾即眾利，利是義利的利），明不取著一切

法一一法空 26 。

20 （經集〉〈義品〉（目譯南傳24 , p.295-p.370）。

21 吳支謙譯〈佛說義足經〉（大正4 • 174b8-189c24）。
22 （四分律〉卷39 ：「蘭時世尊件是念：善哉比丘！十六句義，不增不或不壞經

法，音聲清好，章句次第了了可解。」（大正22 • 845c23-25) 
23 （四分律〉卷54 ：「《優要提令經〉、〈句義經〉、〈法句經〉、〈渡轟延

經〉、〈雜難經〉、《聖偈經〉，如是無為雜藏。」（大正22 , 968b24-26) 
到〈大智度論〉卷1 ：「如〈眾義經〉中所說偈：各各自依見，戲論起詩競，若能

知位非，是為如正見。不肯受他法，是名龜寢人，作是論事義者，真是患癡人。

若依自是見，而生諸戲論，若此是淨智，無非淨智者。此三偈中，佛說第一義

悉禮相。」（大正妞， 60cl3-6la3)

25 （大智度論〉卷1 : 
如說《阿他婆者經〉，摩槌提難偈言：「決定諸法中，橫生種種想，悉捨內外

故，云何嘗得道？」佛答言：「非見聞知覺，亦非持身記得，非不見聞等，非不

持成符，如是論悉捨，亦捨我我所，不取諸法相，如是可得道。」摩鍵提問

曰：「若不見聞等，亦非持贏得，非不見聞等，非不持戒得，如我心觀察，持
啞法得道。」佛答言：「汝依邪見門，我知汝嚷道，汝不見妄想，蘭時自當

啞。」復次，我法真實，餘法妄語，我法第一，餘法不實，是為閱詩本，今如

是義，示人無言手法。（大正25 ’的c12-64all)

26 （大智度論〉卷31 ：「〈渡羅延經〉《剎車經〉中說：智者於一切法不受不

著，若受著法則生戲論，若無所依止則無所論。諸得道聖人於諸法無取無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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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引《佛說利眾經） 27二偈’明如實知名色。

〈瑜伽師地論〉也引〈義品〉，明一切法離言法性。 28

〈義品〉的成立很早，〈贈可含經〉（「弟子諸位」）已經解說到了29 。

從《大智度論〉與《瑜伽論》的引用，可見《義品〉對大乘法性空寂

離言的思想，是有重要影響的。

上丈所引的五偈’是論力（〈義足經〉作勇辭 30 ，勇辭是論力的異

譯。〈經集〉〈義品〉作波須羅 31 ）梵志舉外道的種種見，想與佛
論靜誰是究竟的。佛告訴他：人都是愛著自己的見解，以自己的見

解為真理，自是非他的互相論謗，結果是勝利者長僑慢心，失敗者

心生憂惱。

若無取捨能離一切諾見。如是等三藏中處處說法室。如是等名為一切法室。」

（大正訝， 295cl-6)

27 《大智度論〉卷27 ：「復有－切法所謂名色，如《佛說，利取經〉中偈：若欲求

真觀，但有名與色，若欲事實知，亦當知名色。雖瘓心多想，分別於諸法，史

無有異事，出於名色者。」（大正25 ' 259b23-28) 
28 ＜瑜伽師地論〉卷36 ：「又佛世尊〈義品〉帝說，：世間諸世俗，牟尼皆不暑，

無著孰能取，見聞而不愛。云何此頌擷如是載，謂於世間色等想事所有色等種

種假說，名詩世俗，如往假說於此想事有其自性，如是世俗牟尼不著。何以

故？以無增益損減見故，無有現，前顛倒見故，由此道理名為不著。如是無著誰

復能取？由無見故，於事不取增益損滅，於所知境能正觀察，故名為見。聽聞

所知境界言說，故名為鬧。依此見閣，會愛不生，亦不增長，唯於往緣畢竟斷

減安住上捨故名不愛。」（大正30 ' 489a23-b7) 
29 《雜阿含經〉卷20 (551經）：

「如世尊〈義品〉答摩授提所問偈：斷一切諸流，亦塞其流源，眾落相習近，

牟尼不稱歎。虛空於五欲，永以不遠滿，世間諱言訟，畢竟不復誨。」（大正

2, 144 b2-8) 
「是故世尊說〈羲品〉答摩槌提所問偈：﹔華斷一切流，亦塞其流源，眾落相習

近，牟尼不稱歎’虛空於諸欲，永已不還滿，不復與世間，共言語詩訟。」

（大正2 • 144cll-16) 
另參見《相應部｝ (22) ＜蘊相應〉（日譯南傅14, p.13-p.14）。

30 ＜佛說義足經〉卷上（〈勇辭梵志經〉第八）（大正4 • 179c4-180a12）。
31 ＜經集〉〈義品〉〈渡須羅經） ( 824-834偈）（日譯南傳24 ' p.320-p.3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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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昧著：真理是不能在思辨論詩中得來的，引向法性離言空寂的

自盒。

五、《大智度論》卷 31 引六（或七〉經說法空（p.98)

說法空的聲聞學派，引了〈大空經〉、〈梵網經〉、〈義晶〉一一三

經，並說「處處聲聞經中說諸法空」。

〈大智度論〉在說「一切法空」後，叉簡略的引述了聲聞藏的六（或

七）經，如〈論〉卷31說。

（一）《先尼梵志經） ( p.99-p.100) 

〈大智度論》卷31 : 

「有利根梵志，求諸法實相，不厭老病死，著種種法相，為是

故說法笠，所謂先尼梵志，不說五眾即是實，亦不說離五眾是

實」。（大正詣， 295b22-25)

六經中第一，仙尼梵志事，見〈雜阿合經） 32 。佛與仙尼的問答，

是：色（等五陰）是如來？異（離）色是如來？色中有如來？如來

中有色？

如來（包也iiga旭）是我的異名詞，如如不動而來去生死的如來，不

即色，不離色，如來不在色中，色不在如來中 34一→量就是一般所

32 ｛雜阿含經》卷5 ( 105經）（大正2 • 31c15-32cl) 。

33 印順法師著《中觀論頌講言己） p.394 ：「如來是佛陀的別號，梵語多陀阿伽多。

本有三個意思：如法相而說﹔如實相法的原樣而悟解﹔詮覺如實法相而來的。

平常說：「乘如實道，來成正覺』’就是如來的解釋。雖有三說，通常都直譯

如來。然如來，外道也有這個名字，但是作為梵我的其名看的。如如不變，來

往三界，這就是神我了。」

34 ｛雜阿含經〉卷5 (105經）：「復問：云何？仙尼！色是如來耶？答言：不

也，世尊。受﹒想﹒行﹒識是如來耶？答言：不也，世尊。復問：仙尼！其色

有如來耶？異受﹒想﹒行﹒識有如來耶？答言：不也，世草。復問：仙尼！色

中有如來耶？受﹒想﹒行﹒識中有如來耶？答言：不也，世尊。復問：仙尼！

如來中有色耶？如來中有受﹒想﹒行﹒識耶？答言：不也，世尊。復問：仙

厄！非色﹒非受﹒想﹒行﹒識有如來耶？答言：不也，世尊。」（大正

2 ' 32a27-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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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非是我，異我，不相在」 35 。〈論〉文所說「不說五眾

（五陰）即是實，亦不說，離五眾是實」’「實」就是如來，無實即

無如來一一我。這是二十句我我所見，而法空說者，依四句不可說

是起盔，解說為法空。

《先尼梵志經〉，可能是法空派所誦本，文句略有出入。

《般若經〉的原始部分，曾引先尼梵志的因信得入一切智，是繼承

聲聞法空派的解說，集入〈般若經） 36為例證的。

（二〉強論梵志（〈義品〉）

復有強論梵志，佛答：「我法中不受有無﹔法何所論？有無是戲論

法，結使生處。」（大正.25 ' 295b25-27) 

第二，強論梵志，如上面〈義晶〉所說的 37 。「強論』就是「論

力」’《義足經〉是譯為「勇辭」的。

35 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227 : 
又如〈觀如來品〉說：「非陰非離陰，比往不相在，如來不有陰，何處有如

來」？觀我（我與如來，在世俗言說中，有共同義）典五陰，「不即、不離、不

相在」’是〈雜阿令經〉一再說到的。即陰非我，離陰非我，這是一、異一一根

本的二邊﹔不相在是我不在陰中，陰不在我中。這四句，如約五陰分別，就是二

十句我我所見。

36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 ：「若色無受則非色，受想行識無受則非識，般若述
蘿蜜亦無受。菩薩慮如是學行般若渡蘿蜜，是名菩薩諸法無受三味廣大無量無

定，一切聲開辟支佛所不能壤。何以故？是三味不可以相符。若是三昧可以相

符，先尼梵志於薩要若智不應生信。先尼梵志以有量智入是法中，入已不受

色，不受受想行識，是梵志不以得門見是智，不以內色見是智，不以外色見是

智，不以內外色見是智，亦不離內外色見是智，不以內受想行識見是智，不以

外受想行識見是智，不以內外受想行識見是智，亦不離內外受想行識見是智，

先厄梵志信解薩婆若智，以得諸法實相故得解脫。得解脫已，於諸法中無取無

搶，乃至i里槃亦無取無捨。」（大正8 • 537c10-24) 

參見《大品般若經〉卷3 （大正8 • 236a8-bll ）﹔《大智度論﹜卷42 （大正

詣， 368位1-25)

37 《空之探究） p.97-p.98 ﹔〈佛說義足經〉卷上〈勇辭梵志經第八〉（大正

4 ' 179c4-180al2）﹔《經集〉《義晶〉〈波須羅經） ( 824-834偈）（日譯南

傳24 ' p.320-p.324）。



第四節聲聞學派之我法二空說 165 

（三）〈大空﹝法﹞經〉
「及〈雜阿含》中，〈大空盤〉說二種堂，眾生空、法空。」

（大正詣， 295b27-28)

第三，﹛大空﹝法﹞經〉，已在上文 38 說過。

（四）﹛羅陀經〉

《羅陀經〉中說：「色眾破裂分散，令無所有。」（大正

25 ' 295b28-29) 

第四，〈羅陀經〉，見〈雜阿含經｝ ( 122經），如說：「於色境

界，當散壞清滅﹔﹔於受、想、行、識境界，當散壞消滅。斷除愛

欲，愛盡則苦畫。」 39

五陰的散壞消誠，或依此立「散空」。 40

（五）《織喻經） (p.100) 

〈械喻經》中說：「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大正25 '295b羽毛1)

38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83-p.85 ﹔ p.92-p.93 。

”〈雜阿合經〉卷6 (122經）：
如是我閣，一時佛住摩拘轟山。峙，有侍者比丘名白蘿陀白佛言：「世尊，所

謂眾生者，云何名為眾生？」佛告羅陀：「於色柴著纏綿名曰眾生﹔﹔於受﹒

想﹒行﹒識擔著纏綿名曰眾生。」佛告羅陀：「我說於色境界當散壞消滅，於

受﹒想﹒行﹒識境界當散壞消滅。斷除愛欲，愛盡則苦畫，苦盡者我說作苦

邊。譬如眾落中諸小男小女嬉戲，眾土作識郭宅舍，心愛樂著，愛未盡﹒欲未

盡﹒念未盡﹒渴未畫，心常愛樂﹒守護。言：我城郭’我舍宅。若於往土眾愛

盡﹒欲盡﹒念盡﹒渴畫，則以手撥足E麓，令其消散。如是羅陀！於色散壞消識

愛畫，愛盡故苦畫，苦畫故我說作苦邊。」佛說此經己，羅陀比丘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大正2 • 40a4-18) 
另參考〈相應部》（23) （羅陀相應〉（日譯南傅14 'p.300 ）。

40 （大智度論〉卷31 : 
散空者：散名別離相，如諸法和合故有，如車以輻輔轅章是眾合為車，若離散各

在一處則失車名﹔五眾和合國緣故名為人，若別離五旱，人不可得。（大正

25 • 291c21-24) 
如經中說：佛告羅陀！此色眾桂壤散滅，令無所有。餘眾亦如是，是名散空。

復次，譬如小兒，眾土為臺殿、城郭、聞里、宮舍，或名為末，或名為趣，愛著

守護﹔日暮將歸，其心捨離，蹋壞散滅。凡夫人亦如是，未離欲故，於諸法中生

愛著心﹔﹔若得離欲，見諸法皆散壤棄捨’是名散空。（大正訝， 292a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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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檢喻經〉，見《中阿含經〉的《阿梨時經） 41 。

「法尚處搶，何況非法」的經意是：佛說的一切法（九分教或十

三企塾42），善巧了解，目的是為了解脫。所以聞恩法義，對解

脫是有用的，是有必要的﹔但為了解脫，就不應取著（譯論）文

義，因為一有取著，就不得解脫。如一般所說：「渡河須用筷，

到岸不用船」。

從此可見，如來說法，只是適應眾生說法，引導泉生出離，而不是

說些見解，要人堅固取著的。無邊法門，都不過適應眾生的方便。

「法（善的正的）尚應捨，何況（惡的邪的）非法 l ’表示了一切

遠室。

（六）《波羅延經〉、（七）〈利眾經） (p.101) 

「〈渡羅延經〉、《利lfl.i經〉中說：智者於一切法不受不著，若受

著法，則生戲論，若無所依止，則無所論。諸得道聖人，於諸法無

取無捨，若無取捨，能離一切諸見。如是等三藏中處處說法生」。

（大正25 ' 295cl-6) 

第六，〈波羅延經〉是《經集〉的《彼岸道晶） 43 。〈眾利經〉是

《經集》的〈義晶〉。長行略哥仁經的經意，明智者於一切法不受

不著，不取不捨。與〈義品〉的「第一八偈﹝經﹞」 44相當。

41 ｛中阿合經〉卷54 (200經）〈阿梨時經〉（大正1 , 764bl8-c14）﹔〈中部》

(22) ｛蛇喻經〉（日譯南傳9 , p.247-p.248 ）。

《中阿含經〉卷54 (200經）：

世尊告曰：「如是，我為汝等長喪說，械喻法，欲令棄搶，不欲令受。若汝等知

我長夜說械喻法者，當以捨是法，況非法耶！」（大正1 ' 764c12-14) 
但九分教：修多羅、祇夜、記說、伽陀、優陀那、本事、本生、方廣、未曾有法。
十二分教：修多羅、祇夜、記說、伽陀、優陀那、本事、本生、方廣、未曾有

法、因緣、譬輸、論議。有關九分教及十三分教，詳見印順法師著《原始佛教

聖典之集成〉第八章〈九分教與十二分教） p.493-p.621 。

的〈經集﹜〈彼岸道晶〉（日譯南傳24 , p.370-p.436 ）。

44 ﹛經集〉〈義晶〉（第一八偏經〉（背6捌偈）（日譯南傳到， p.31(}.p.312）﹔〈佛

說讓足經〉卷上（大正4 , 178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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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說（p.101)

聲聞的法空學派，引聲聞經以說法空的，主要的理由是：

一、無我所。
二、五陰法散滅。

三、不落二邊一一四句的見解。

四、佛法是非靜論處。

五、智者不取著一切法。 45

法空的學派，與阿昆曇門的辨析事相，是不同的。這是著眼於佛法的

理想，方便引導趣入、修證的立場。

衍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128: 

法空說，的主要理由，上文（p.101 ）曾歸納為五項。除「無我所」為法堂外，都

與涅槃空有關。「五陰散滅」’是行者滅五陰，愛盡苦盡而作苦邊際。「不落

四句」’涅槃正是不能以四句一一有、無、亦有亦無、非有非無來說，明的。

「非詩論處」’這是言說，所不及，超越於名言的。「智者不取著－切」’正由

於涅槃智的自證。法生說，是從i里槃空（或佛詮境）來觀一切法的。一切法

笠，所以修行者隨順、越向、臨入於「無對」（絕對的）的注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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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部派一一空義之開展

第.£.節常笠、我我所空（ p.103~ p.105) 

釋厚觀（2004.10.27)

一、序說（學契經中關於「常空」與「我我所空」 1之教說） (p.1的）

（一）關於「空諸行，常、恆住、不變易法空，無我我所」

﹛雜阿合經〉卷 11 (273經）《撫學渝經〉（大豆豆， 7屆必-c20）說：

如是我開：一時，佛住令衛國祇樹給孤獨圈。時有其比丘獨靜思

惟：台何為我？我何所為？何等是我？我何所住？從禪覺已，往

詣佛所，稽首禮足，退住一面。白佛言：「世尊！我獨一靜處，

作是思惟：云何為我？我何所為？何法是我？我於何住？」

1 (1 ）參見印順法師著〈性空學探源） p.33-p.34 : 
佛法的初義，似乎只有無帝、苦、無我三句。把「空」加上成為四行相，

似乎加上了「空」義，而實是扼空說小了。這因為，照〈雜阿令〉其他的

經文看來，空是總相義，是成立無常、苦、無我的原則，如265經云：「諦

觀思惟分別時，無所有，無牢，無實，無有堅固，如病如褲，如刺如攏，

無常、苦、堂、非義。」（大正2 • 68c6-8) 

叉2η經云：「空諸行﹔常恆住不變易法空，無我我所。」（大正2 • 72c14-1S) 
這都先生而後無常、苦、無我﹔堂的是總一切的「諸行 l ﹔堂是貫穿了常

與我我所。以總相義的生來否定常，及我、我所，指出帝、我、我所的不

可符。依遠見地，不但截堂、我所堂，無常也是堂。

(2）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今論） p.32-p.33 : 
無常等即是空龜，原是〈阿令經〉的根本思想，大乘學者並沒有增加了什

磨。如《雜阿令） (232經）說：「眼（等）笠，常怪不費品法笠，我我所

空。所以者何？此性自繭」。 273經也有此說，但作「諸行堂」。堂：區丕笙
易法盒，即是無帝，所以無常是常性不可得。我我所生即是無我，所以無

我是我性不可得。無常、無載即是室的異名，佛說何等明白？眼等諸行一

一有島的無常無我笠，是本性自蘭，實為自性空的根雄所在。這樣，一切

法性笠，所以縱觀（動的）緣起事相，是生滅無帝的﹔橫觀（靜的）即見

為因緣和合的﹔從一一相而直觀他的本性，即是無常、無我、無生無滅、

不集不散的無為空痕。因此，無常所以無我，無我我所所以能證得涅槃，

這是《阿含經〉本有的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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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告比丘：「令當為汝說於二法，諦聽，善思。云何為二？盤二

色為二，耳、聾，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為二，是名

士生。比丘！若有說，言：「沙門霍曇所說二法，此非為二，我今

捨此更立二法。』彼但有言數，問已不知，增其疑惑，以非境界

故。所以者何？緣眼、色，生眼識。

比丘！益監畫，是肉形，是內，是因緣，主呈，是受，是名目良肉

形內地界。

比丘！若眼肉形，若內，若因緣，童畫，是受，是名眼肉形內水界。

比丘！若往眼肉形，若內，若因緣，明暖，是受，是名眼肉形內

火界。

比丘！若往眼肉形，若內，若因緣，輕飄動搖，是受，是名目良肉

形內風界。

比丘！譬如兩手和舍，相對作聲。如是緣眼、色生日良識，三事和

合觸，觸俱生受、想、思。此等諸法，非我、非常，是無常之

我，非恆、非安躍、變易之我。所以者何？比丘！謂生、老、

死、沒、受生之法。

比丘！諸行如幻，如炎，剎那時頃盡朽，不實來、實去。

是故比丘於室諸行，當知、當喜、當念：空諸行，常、恆住、不

變易法室，無我我所。譬如明目士夫，手執明燈，入於空室，使

空室觀察。如是比丘於一切生行，心觀察歡喜，於空法行常、

帳、住、不變易法，空我我所。如眠，耳．．．．．．。鼻．．．．．．。

舌．．．．．．。身．．．．．．。意、法國緣生意識，三事和合觸，觸俱生受、

盤二豆。此諸法無我、無常，乃至生我、我所．．．．．．。」

空諸行，經約根、境、識、觸、受、想、思說。

（二）關於「空世間」 2

與此（空諸行）意義相同的，是空世間，如《雜阿會經〉卷

9 (231經）說：

2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6-p.7 ：「空世間是什麼意義？．．．．．．世間，佛的
E良等內大處，色等六外處，六識，大觸，大受說。這些，都是可破壞的，破壞

法所以名為世間。大處等我我所盒，名為空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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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名為世間空？佛告三彌離提：眼（等）笠，常、恆、不變易

法堂，（我）我所室。所以者何？比性自爾」。 3

〈相應部〉也有此經，約根、境、識、觸、受說世間，只說「我我

所空故名堂世間」。 4

二、關於「常、恆、不變易法空」及「我、我所空」之論究（ p.103-

p.104) 

（一）問題的提出

空，是以無我我所為主的，〈雜阿會經〉為什麼說「常、恆、不變

易法空」呢？

（二）說「常、恆、不變易法空」的理由

1 、關於「無常故苦」等的考察

〈雜阿合經〉（與〈相應部〉）常見這樣的文句，如說：「無常即

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 5

叉常見這樣的問答，如說：

於意云何？．．．．．．（色）、受、想、行、識，為常為無常耶？答言：

無常。

叉開：若無常者，是苦耶（無耶）？答言：是苦。

3 《雜阿舍經〉卷9 (231經）（大正2 J 56b24必）。
4 《相應部｝ ( 35) （六處相應〉（日譯南傅的， p.87-p.88 ﹔漠譯南傳

16 'p.72）：「阿難！眼於我、或於我所是室。色於我、或於我所是室。眼識
於我、或於我所是室。自民觸於我、或於我所是空。．．．．．．耳．．．．．．鼻．．．．．．舌．．．．．．

身．．．．．．意．．．．．．凡以意觸為據所生之受，或樂、或苦、或非誓非樂，此於載、或

於我所亦是室。阿難！於星星、或於是社所是宣故，是故，稱之為宣世間。」

5 ( 1) （雜阿合經〉卷1 (10經）（大正2 • 2a13-14）。
( 2）《相應部﹜（ 22) （蘊相應〉（日譯南傅 14 J p.33-p.34 ﹔漢譯南傳

15 'p.31) : 
諸比丘！色是無帝，無常者是苦，苦者是無我，無我:t-~~我所，非我，非

我之我。應以正慧如實作如是觀。

受是無常，無常者是苦，苦者是無我，無我者非我所，非我，非我之我。

應以正慧如實作如是觀。

想是無常．．．．．．行是無常．．．．．．識是無帝，無常者是苦，苦者是無我，無我者

非我所，非我，非我之載。應以正慧如實作去四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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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問：若無常苦者，是變易法，聖弟子寧於中見（色、受、想、

行、）識是我、異我、相在不？答曰：不也。 6

五陰、六處等無我我所，是從無常、苦，變易法而得到定論的。

。如依丈釋義，無常，苦，變易法，無我我所一一空，文字不同，

意義當然也有所差別。

。依文義相成來說，那無常等都可說是空了。

2 、特別關於「依文羲相成說無常等可說是空」之探討

(1 ）舉契經說「諸行無常、諸受皆苦」

無常故苦，苦是依無常而成立的，如〈雜阿含經〉卷17

( 473經）說：「佛告比丘：我以一切行無常故，一切諸行變

易法故，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大正2 ' 121a26-28) 

(2 ）關於「諸所有受悉皆是苦」的考察

A 、約三受說

一般的說，受有三類：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

約三受說，不能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 l 的。

B 、從深層意義說

3 、小結

然從深一層說，一切行是無常、變易法，是不可保信的，不

安隱的，終於要消失過去的，所以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

一般所執的自我，一定是常（恆、不變易），是樂（自在），而一

切行非常非樂，這那裡可說有我呢！無常是苦義，無常苦（變易

法）是無我義﹔無常、苦、無我是相成的。這樣的論究，不但我我

所是空，常、恆、不變易法也可說是空7 。

（三）關於分別說系的見解

卜這樣的解說，不只是說一切有部這樣說。

2 、屬於分別說系的〈舍利弗阿昆曇論） 7 ，也說：「以何義生？以我

6 （雜阿合經〉卷1 ( 31經）（大正2' 6c20-24 ）。

7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108 : 
〈舍利弗阿昆曇論〉’是印度本土分別說者的論典。〈論〉上說，：空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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笠，我所亦堂，常宜，不變易空」。 8

巴利藏《小部〉的《無礙解道〉也說：「我、我所、常、堅固、

恆、不變易法空」。 9

（四）結說

這可見，依我我所空，進而說常、恆、不變易法空，是上座部系的

一致意見。

三、關於經未說「苦」是「空」之論究（ p.104-p.105) 

（一）舉《經〉說明「不自在、苦，即無我」

印度文化中的我，曾發展到與宇宙的本體一一梵，無二無別，然原

本只是眾生的自我。我，一定要有「自在 l ，「樂 l 的屬性，如不

自在，苦，那就不能說是我了。如〈雜阿含經〉卷2 (33經）（大正

2 t 7b23- c7）說：

若色（受、想、行、識）是我者，不應於色病苦生﹔亦不應於色

欲令如走，不令如走。以色無我故，於色有病有苦生﹔亦得於色

欲令如走，不令如走。

（二）《經〉未說「苦」是「空」的理由

經說無常故苦，無常苦故無我，是一貫的，相依相成的，盛企E聖

經上只說：無我、我所、常、恆、不變易法空，而沒有說是苦是

空呢？

佛教界的論究，傾向於客觀事相的觀察，觀一切法（不限於眾生自

體）都是無我一一空的，但不能說器世界是無常故苦，苦故無我，

只能說是無常，無我一一空。傾向於客觀的事相觀察（阿昆達磨的

特性如此），所以說：「無我、我所，常、恆、不變易法空」了。

何義空？以我笠，我所亦笠，常室，不變易空」。室的內容，與〈雜阿含經〉

的〈接掌喻經〉相令。

8 （舍利弗阿昆曇論〉卷16 （大正詣， 633a24-25 ）口

9 （無礙解道〉（日譯南傅41 , p.114）為海南的赤銅謀部所傳。
上座部分出兩大部：一為說一切有部，另一為分別說部。分別說部再分化為四

部：化地部、法藏部、飲光部、赤銅謀部。其中赤銅謀部遠在海南的錫蘭，其

餘三部則位於印度本土。參見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 p.2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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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派一一空義之開展

三三摩地 (p.106~ p.110) 

釋厚觀（2004.11.3)

一、「空」在三三眛中的重要性（p.106)

（一）空、無所有、無相雖方便不間而究竟歸結於「空」

空、無所有、無相，是方便不同而究竟一致的﹔究竟一致的，就是

空。 1

後來演化為三三昧：空，無願，無相﹔叉名三解脫門 2 ，這已在前

1 (1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三節（空與心解脫） p.21 ：「經中
說無量、無所有、無相，卻沒有說到空心解脫，這因為空於貪、棋、凜的

不動心解脫，就是空心解脫的別名。從文異而義同來說，無量心解脫，無

所有心解脫，無相心解脫，達到究竟處，典空心解脫一一不動心解脫，平

等平等。依觀想的方便不同，有四種心解脫的名目，而從空－切煩惱來

說，這是一致的目標，如萬流入海，都是鹹味那樣。」

(2）參見印順法師哥哥《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三節〈空與心解脫） p.22-p.23 ：「回
種心解脫（無量、無所有、無相、童心解脫）中最土的﹔是空於貪、忌、

瘓的不動心解脫，或無掙住，也就是心解脫（或心三味）而達究竟，不外

乎空的究竟完成。無量、無所有、無相、無言亭、不動，從煩惱堂而清淨來

說，都可以看作空的其名。」

2 ( 1)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一章第八節〈空為三三昧先導） p.56-

p.57 ：「《雜阿會組〉中，質多羅長者，對當時類集為－姐的四種心三

昧，也名心解脫，一一的論究他的同異，而歸結於「貪堂、瞋堂、癱空』

的究竟一致。其中四無量，走過緣十方世界眾生的，被教界論定為＆淺的

三昧，被忽視了。這樣，解脫生死的要道，主要就是三三味一一笠，無

相，無所有了。」

(2）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九節〈三三眛、三觸、三法印〉

p.60-p.62 ：「在笠、無相、無所有一一三三味中，除安無所有，加入無

願’這樣的三三味組成一眾，是佛教界所一致的。．．．．．．但到底為了什麼，

三三味中，略去無所有而增入無顧呢？這可能，無所有已成為無所有處，

與生相通的意義，漸漸的被忽略了。同時，佛法的要義，是如實知無常，

苦，無我我所一一空﹔厭，離欲，減而得解脫。對於世間的有為詩行一一

苦，厭離而不顧後有，是修解脫道者應有的心境。這所以無願取代無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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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 3說明了。

（二）空為三三昧先導

在三三昧中，顯然空是更重要的，如〈雜阿含經〉說：「若得生

已，能起無相、無所有，離慢知見者，斯有是處」。 4這是說，基正

的無所有（或無願）、無相，要先得空住，才有修得的可能。

（三）「空定」是肉道不共法

《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104 （大正27 • 540b22-c2 ）說：

空三摩地，是諸內道不共住處。．．．．．．外道法中，雖無真實無願、

無相，而有相似，謂A行相等5相似無願，靜行相等6相似無相。

九十六種外道法中，尚無相似空定，況有真實！故唯說，空定是內

道不共法。

空定（定即三摩地、三昧的義譯）是內道不共法，也就是說：佛法

與一般宗教的根本差別所在，就是空三昧。的確，佛法的最大特

色，是（無常苦故）無我一一空。

二、說一切有部之「三三昧」（ p.106-p.108) 

的地位吧，！還有，笠，無所有，無相一一三三昧，究竟是重於空離一切煩

惱的，有為法的正觀。但在佛法開展中，對超越一切的涅槃，也增加了注

意。．．．．．．這樣，堂是重於無常、無我的世間﹔無相是離相以外，更表示出

世的涅槃﹔無願是厭離世間，向於泉滅的涅槃：空，無廟，無相一一三三

昧，三解脫門，就這樣的成立了。」

3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三節〈空與心解脫） ( p.20-p.23 ）﹔第
八節〈空為三三昧先導） ( p.56-p.60）﹔第九節〈三三昧、三觸、三法印〉

( p.60-p.67）。
4 （雜阿合經〉卷3 (79經）（大正2 '20b4-5 ）。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58 ：「能修得空三昧的，才能進而得無相、無

所有三味﹔如沒有修得空三昧的，那無相、無所有是不能修得的。這樣，在

堂，無相，無所有一一三種三味中，空三味是有基礎的先導的地位。這不是說

堂是更高深的，而是說：如沒有空無我我所的正見，不可能有無相、無所有的

正三味﹔即使有類似的修駝，也是不能究竟解脫的。」

5 盾、苦、障。

6 靜、妙、離。



第六節三三摩地 175 

建立三三昧之差別，〈大昆婆沙論〉卷104 （大正27 • 538a27-c10）舉

三家說法：

卜三三昧由對治、期心、所緣等三緣而建立。

2 、三三昧皆由對治差別建立。

3 、三三昧皆由行相差別建立。

（一）由三緣（對治、期，心、所緣〉故建立三種三昧（ p.106-p.107) 

三三眛一一空，無顧，無相，說一切有部以三緣來建立他的差別。

如《大昆婆沙論〉卷104云：

有三三摩地，謂笠、無願、無相。．．．．．．

問：若爾世尊何故增一減無量等，建立三種三摩地耶？

答：由三緣故唯建立三。一對治故，二期心故，三所緣故。

對治故者，謂空三摩地是有身見近對治故。．．．．．．

期心故者，謂無願三摩地，諸修行者期心不願三有法（欲有、色

有、無色有）故。．．．．．．雖於聖道非全不顧，而彼期心不顧三有，

聖道依有，故亦不願。

所緣故者，謂無相三摩地，比定所緣離十相故，謂離色、聲、

香、味、觸及女、男、三有為相（生、住異、滅）。．．．．．．（大正

27 • 538a19-c2) 

卜空是約對追說的。

2 、無願是約盛主說的。

3 、無相是約盟畫畫說的。

（二）由對冶差別故建立三三摩地

《大昆婆沙論》卷104云：

有作是說：三三摩地皆由對治差別建立。

謂空三摩地，近對治有身見。

無願三摩地，近對治成禁取。

無相三摩地，近對治疑。

由此為先，對治一切。（大正27 • 538c3-6) 

（三）依行相差別故建立三三摩地（p.107)

也有依行相差別建立的，說一切有部立四諦十六行相，《大昆婆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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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卷104云：

復有說者：三三摩地皆依行相差別建立。

謂生三摩地，有笠、非我二行相。

無願三摩地，有苦、非常，及集、道各四行相。

無相三摩地，有滅四行相。

故三摩地唯建立三。（大正27 ' 538c6-10) 

A 、約能為四諦下煩惱對治的無漏智說：空與無我唯屬苦諦下之行相

卜空三摩地一一苦諦之二行相：空、非我。

「苦諦之二行相：苦、非常。

2 、無願三昧----1 集諦之四行相：因、集、生、緣。

L道諦之四行相：道、如、行、出。

3 、無相三眛一一滅諦之四行相：滅、靜、妙、離。

B 、約有漏智所緣行相說：空與無我二行相，通於四諦

如約有漏智所緣行相說：空與無我二行相，是通於四諦、一切法

的。 7不但有漏的苦與集，是空的，無我的﹔無漏有為的聖道，無漏

無為的滅，也是空的、無我的。含義雖與大乘不同，而可以說「一

切法空︱的。

7 ｛大昆婆沙論〉卷：9 （大正.27 ' 44c25-45c3 ) 
問：此中所說，緣一切法非我行相，由何其經知有如是緣一切法非我行相耶？

答：如其經說：「若時以慧觀，一切法非我，蘭時能厭苦，是道得清淨。」由

此契盤，如有如是緣一切法非我行相。．．．．．．

問：亦有空行相，能緣一切法，此中何故不說耶？

答：是作論者，意欲繭故，乃至廣說．．．．．．

問：若非我行相與空行相， 4真能緣一切法者，此二行相有何差別？

答：非我行相對治我見，空行相對治我所見。．．．．．．是謂二種行相差別。

問：何故有漏非我行相，緣一切法﹔無漏非我行相，唯緣苦諦耶？

答：有漏非我行相，非煩惱對治故，能緣一切法。

無漏非我行相，是煩惱對治故，不據一切法，非一切法順煩惱性故。

有說：有漏非我行相，非藏飼對治故，能緣一切法。

無滿非我行相，是顛倒對治故，不緣一切法，非一切法順顛倒性故。

有說：有漏非我行相，無分齊緣故，若緣一切法。

無漏非我行相，有分齊緣故，不緣一切法，緣我見境為非我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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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空」與「無我」（p.107)

1 、「空」通於「無我」、「無我所」

空是通於無我無我所的，如經說「世閉室」是：「我我所生故，名

堂世間」。 8

「空諸行」是：「無我我所」。 9這可見無我是空，無掰斤也是空。

2 、有部認為「空行相」對治「我所見」﹔「非我行相」對治「我見」。

但說一切有部，以為空就是無我（我所），只是說明上有些不同。 10

(1 ）「一切法無我」是了義

如《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9 （大正.27 , 45a24-b3 ）說：

有說：．．．．．．謂空行相義不決定，以一切法有義故笠，約他性

故﹔有義故不笠，約自性故。

非我行相無不決定，以約自他俱無我故。

由此尊者世友說言：我不定說諸法皆空，定說一切法皆無我。

這是說－·切有部的正義。說一切法無我，是確定的，徹底的，因為

不論什麼法，即法異法，都非是我，所以一切法決定是無我的。

有說：有漏非我行相， f學觀時用毒故，能據一切法，以修觀時觀一切法為非

我故。

無漏非我行相，現觀時勝故，不緣一切法，以現觀時但緣苦諦為非

我故，現觀位中別觀諦故。

由此因緣，有漏非我行相，能緣一切法。無渴非我行相，但緣苦諦。

8 ｛相應部） (35) （六處相應〉（日譯南傳15 . p.88 ﹔漠譯甫傳16. p.72) : 
阿難！自民於我、或於我所是室。色於我、或於我所是室。自民識於我、或於我所

是室。眼觸於我、或於裁所是室。．．．．．．耳．．．．．．鼻．．．．．．舌．．．．．．身．．．．．．意．．．．．．凡以

意觸為緣所生之受，或樂、或苦、或非苦非樂，此於我、或於我所亦是堂。阿

難！於我、或於我所是空址，是故，稱之為空世間。

9 《雜阿合經〉卷11 (273經）：「於－切空行，空心觀察歡喜。於空法行常、

恆、住、不變易法，空我、我所。」（大正.2 • 72c16-18) 
10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117:
說一切有部的阿昆達磨論師，對於堂的意義，著重於經說的：「常空，恆生，

不變易法堂，我我所空」。堂是無我，無我所﹔如雙舉堂與無我而辨其差別，

那末堂是「無我所」義。「非我行相與空行相，俱能緣－切法」’所以可說－
切法是空、無我的。不過，這只是有漏的，如果是無漏的室與無我行相，那就

唯緣苦諦，不過於一切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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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部認為「一切法空」是不了義

說諸法皆空一一一切皆空，這是不能依丈取義的。這一見解，是

依《中阿含經〉〈小空經） 11 的。如說鹿子母堂空，是說鹿子母

堂中沒有牛、羊、人、物，不是說鹿子母堂也沒有。鹿子母堂自

性是不空的，空的是鹿子母堂內的人物。這名為「他性空」’就

是約他性說空，約自性說不空。

依此來說空、無我，無我是了義說，一切法是無我的。

「諸法皆空」是不了義說，空是無我，我空而法是有一一不空的。

(3）印順法師之評論

《相應部〉多說「無常，苦，無我」（無我所），《雜阿含經》

多說「無常，苦，笠，無我」。

說一切有部立十六行相，無常、苦、空、無我，是苦諦的四行

相。在十六行相中，空與無我，是二種不同的行相，差別是：

「非我行相對治我見，空行相對治我所見」。 12

這是論師的一種解說，如依經文，「空」那裡只是「無我所」呢！

11 ｛中阿合經〉卷49 ( 109經）〈小空經〉：「我從蘭特及至於今，多行生也。阿
難！如此鹿子母堂堂無象、局、牛、羊、財物、穀米、奴蟬，然有不空，唯比丘

眾。是為，阿難！若此中無者，以此故我見是生﹔若此有餘者，我見真實有。阿

難！是謂行真實、空、不顛倒l也。阿難！比丘若欲多行空者，使比丘其念村想，

其念人想，當數念一無事想。復如是知空於村想，空於人想，煞有不堂，唯－無

事想。若有接勞，困村想故，我無是也。若有痠勞，因人想故，我亦無走。唯有

疲勞，因一無事想故。若役中無者，以此故，往見是笠，若往有餘者，往見真實

有。阿難！是謂行真實、堂、不顛倒也。」（大正1 • 737a8-19) 

參見〈中部） ( 121經）〈空小經〉（日譯南傳11下， p.119-p.127) ﹔參見印順

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七節〈空與空性） p.47-p.50 ﹔ p.54-p.55 。

12 《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9 （大正27 ’的b3-17) : 
問：是非我行相典空行相，俱能緣一切法者，此二行相有何差別？

答：非是先行相對治我見，空行相對治我所見。

如對治我見，我所見﹔對治己見、己所見，五我見、十五我所見，我行相、

戰所行相，戰執、我所執，我愛、我所愛，我蔥、我所龜，應知亦爾。
有說，：觀蘊非戳，是非我行相﹔觀蘊中無我，是堂行相。

如觀蘊非我、矗中無我，觀界、界中，觀處、處中，慮如亦甜。

有說，：於非有觀非有，是非我行相﹔﹔於有觀非有，是空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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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弗阿昆曇論〉（印度本土分別說者）之「三三昧」（ p.108-

p.109) 

〈舍利弗阿昆曇論〉﹔是印度本土分別說者 13 的論典。

（一）空定

《論〉上說：空定，「以何義空？以我堂，我所亦笠，常笠，不變

易空」。 14

空的內容，與﹛雜阿含經〉（第273經）的〈撫掌喻經） 15詛盒。

（二）無相定

有說，：於無觀無，是非我行相﹔於有觀無，是空行相。

有說，：觀自性堂，是非我行相﹔：觀所行堂，是空行相。

有說，：觀禮不自在，是非我行相﹔：觀內無士夫，是空行相。

是謂二種行相差別。

13 ( 1 ）參見印順法師著〈佛法概論） p.34 ：「分別說部向西南發展，後來又分為
四部﹔流行在印度本主的三部一一化地部，法藏部，飲光部，與大眾都悉

的關條很深。」（另一部為流行於海南的赤銅鍊部）

(2）參見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 p.66: 
傳說積子部誦習〈舍利弗阿昆曇論〉，但現存漢譯本，沒有不可說我，也

不立阿修羅為第六趣，不可能是賴于靠的誦本。〈舍利弗阿昆曇諭〉的組

織，典法藏部的《回分律〉，雪山部（「先土座部」移住雪山，轉名「雪

山部」）的〈昆尼母論〉所說的「論藏」大同，現存本應該是屬於印度主

座分別說悉的。

14 《舍利弗阿昆曇論》卷16 ：「何謂空定？如比丘，一切法，若一處法，思惟

堂、如堂、解堂、受堂。以何義堂？以我堂，我所亦堂，如是不放逸觀，得定

心住正住，是名堂定。

復次，生定，六空：內笠、外笠、內外笠、生笠、大笠、第一義室。

何謂內空？如比丘，一切內法，若一處內法，思惟堂、知笠、解笠、受室。以

何義堂？以我笠，我所亦堂，常堂，不變易堂，如是不放進觀，得定心住正

住，是名內堂。．．．．．

何謂笙三益主？第一謂涅槃。如比丘思惟涅槃空、知笠、解笠、受空。以何義

堂？以我堂，我所亦堂，常堂，不變易堂，如是不放進觀，得定心住正住，是

名第－義堂。

如是大室。是名堂定。」（大正28 • 633a8-b4) 

15 參見〈雜阿會經〉卷11 (273經）（大正2 • 72b20-73al) ﹔參見印順法師著

〈空之探究》第二章第三節〈無來無去之生誠如幻） p.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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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相定，「以聖涅槃為境界」。 16

有生、住異、滅三相的，是有為行﹔涅槃沒有三相一一不生、不住

異、不滅，所以思惟涅槃而得定的，是無相定。

無三相，是有部所說無十相 17 中的三相。

（三）無願定

無願定有二：

一、「以聖有為為境界」， 18 聖有為是無漏道。聖道如渡河的舟棧

一樣，渡河需要舟筷，但到岸就不用了，所以不願聖道。

二、觀有漏的諸行，「苦，忌，膚，箭，著，味，依緣，壞（變

異）法，不定，不足，可壞眾苦」 19 。這是以無常，苦行相，

觀有漏生死行所成的無顧定。

〈舍利弗阿昆曇論〉所說三三昧的內容，與說一切有部所說的，大

體相同。

四、《解脫道論》（海南分別說系赤銅鍊部）之「三三昧」（p.109)

（一〉以無常、苦、無我來分別三解脫

〈解脫道論》’是屬於赤銅鎳部的。所說的三解脫，如〈解脫道論》

卷12說：

解脫者三解脫：無相解脫、無作解脫、空解脫。．．．

16 ｛舍利弗阿昆曇論〉卷16 ：「何謂無相定？除空定，若餘定以聖涅槃為境界，

是名無相定。

復次無相定？行，有相﹔涅槃，無相。行，有三相：生、住、減﹔涅槃，無三

相：不生、不住、不識。如是行有相， j呈槃無相。涅槃是在滅，是會宅，是救

護，是燈明，是依止，是不終沒’是歸趣，是無濤、熱，是無憂惱，是無憂悲苦

惱。及餘諸行，思惟涅槃，得定心住正住，是名無相定。」（大正28 • 633b4-11 ) 
17 十相：色、聲、香、昧、觸、女、男、三有為相（生、住異、誠）。

18 《舍利弗阿昆曇論〉卷16 ：「何謂無願定？除空定，若餘定，以聖有為為境

界，是名無顧定。」（大正28. 633bll-12) 
19 《舍利弗阿昆曇論〉卷16 ：「復次，無願定，頗有二種：愛著、見著。比丘忠

惟行苦，息，痺，脅，著，味，依緣，壞法，不定，不足，可壤軍苦，不思惟

空無我，得定心，住正住。比丘愛斷、見斷，此定能斷愛見，是名無願定。」

（大正泊， 633b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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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三解脫。以觀見成於種種道。以得成於一道。

問：云何以觀見成於種種道？

答：已（以）觀見無常，成無相解脫。

以觀見苦，成無作（即無願）解脫。

以觀見無我，成生解脫。（大正32 ' 459b25-c2 ) 

三解脫，約從煩惱得解脫說。

觀無常而成無相解脫。

觀苦而成無作解脫。

觀無我而成空解脫 20 ，無我是空義。

（二）印順法師對《解脫道論〉之評論

以無常、苦、無我來分別三解脫，實不如以三法印一一無常明無

顱，無我明空，涅槃明無相來得妥切！ 21 

（三）三解脫約無溺道智得解脫說，而所得之解脫無差別

〈解脫道論〉以不同的方便（觀法），成三解脫﹔如成就一解脫，

也就是三解脫，所以說：「已得三解脫，成於一道」。 22 因為「解
脫者唯道智，往事為泥洹」。 23

三解脫約無漏道智得解脫說，而所得解脫是沒有差別的。

20 參見覺音論師著，葉均譯〈清淨道論） ( 1998年，檳城佛學院印行） p.623 : 
如果行捨（智）是思惟諸行為無常之後（以種姓）而出起，則（此道）為由無

相解脫而解脫。

若思惟為苦之後而起，則為由無願解脫而解脫。

若思惟為無我之後而出起，則為由堂解脫而解脫。這是以皇盤而得（道之）名。

因為這（道）是由於蠱堂墮盒，除了諸行堅厚（想），及捨斷常相、但相、常值

相而來，故為畫畫。

由於查血直捨斷了無想，乾竭了願與希求而來，故為蠱壘。

由於蠱盆直皇捨斷了我、有情、補特伽羅想，見諸行為（我等之）堂，故為

室。這是以基盟主而得（道之）名。

21 參見，Ell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九節（三三昧、三觸、三法印） p.64-p.的 o

n 參見〈解脫道論》卷12 （大正32 • 459c21-28 ）。

23 《解脫道論〉卷12 （大正32 • 459c28-460a2) : 
〔問：〕解脫者，解脫門者何差別？

答：唯往道智，從煩惱脫名解脫，以入超輔門義名解脫門口

復次！解脫者唯道智，往事為泥洹，此謂解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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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部派一一空義之開展

第七節空之類集（ p.110~ p.116) 

釋厚觀（2004.11.24)

一、《阿含經〉提到五種空（p.110)

在佛法中，空的重要性，漸漸的顯著起來。有〈小空經》 1與〈大空
經） 2的集出，編入〈中阿合經〉（《中部〉）中。《小空經〉是次第

深入的，有的空而有的是不空。 3 （大空經〉是內外次第觀察的，立

(1 ）內空，（2）外空，（3）內外空。《雜阿含經〉有（4）大空 4 ' 

(5）勝義一第一義空 5 。這就共有五種空了。

一、《會幸I拂阿昆曇論》的六種空（ p.110-p.111) 

（一）六空的名目

綜合而加以說明的，如〈舍利弗阿昆曇論﹜卷16說：

空定（有）六空：（ 1 ）內堂，（ 2）外笠，（ 3）內外室，（4）堂

堂，（ 5）大室，（6）第一義空6 。

《舍利弗阿昆曇論〉在說明空定一空三昧的內容時，說到了六空，除

上面（《阿含〉） 所說的五種空外，多了一種「空空」。

1 （中阿含經〉卷49 (190經〉〈小空經〉（大正1 • 736c-738a）。參見印順法師

著《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七節〈空與空性＞ p.47-p.50 ﹔ p.54-p.55 。

2 《中阿含經〉卷49 (191經〉〈大空經〉（大正1 • 738a-740c）。參見印順法師

著《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七節〈空與空性＞ p.50-p.54 。

3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47 ：「依圳、空經〉說：堂，不是什麼都沒有，

而是空其所笠，有其所有的。如說「鹿子母堂堂」’這是說鹿子母堂中，空無

牛、羊、人、物，而鹿子母堂是有一一不堂的。」

4 （雜阿合經〉卷12 (297經）〈大空法經〉（大正2 • 84c-85a）。參見印順法師

著〈空之探究〉第三章第二節（勝義空與大空＞ p.83-p.鈞。

5 （雜阿合經》卷13 (335經）〈第一義空經〉（大正2 • 92c）。參見印順法師著

〈空之探究〉第三章第三節（勝義空與大空＞ p.81-p.鈞。

6 （舍利弗阿昆曇論〉卷16 （大正28 • 633a8-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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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昆婆沙論》說：《施設論〉立「三重三摩地」，有空空三摩地 7 。
空空的名詞，可能是從〈施設論〉來的。

（二）六空的空義（p.111)

1 、《舍利弗阿昆曇論〉所說的六空之空義：「以何義空？以我空，我所

亦堂，常笠，不變易空」﹔或但略說為：「以我笠，我所亦空」 8 。

7 ｛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105 ：「有三重三摩地，謂室笠三摩地，無願無顧三

摩地，無相無相三摩地。〈施設論》說，：云何堂堂三摩地？謂有革興，思惟有

漏有取諸行皆悉是室，觀此有漏有取諸行室，無『常、健、不變易法、我及我

所』﹔如是觀時無間，復起心心所法，息，推前空觀亦復是笠，觀此空觀亦笠，

無『帝、恆、不變i法、我及我所』。如人積眾眾多柴本以火焚之，手孰長竿
周旋傲撥，欲令都畫，既如將畫，所執長竿亦技文中，燒令同畫。

云何無顧無顧三摩地？謂有嘉興，思惟有湯有取諸行皆悉無常，觀此有游有取

諸行，非常、非恆、是變易法，如是觀時無間，復起心心所法，忠惟前無常觀

亦復是無帝，觀此無常觀，亦非常非但、是變易法，喻如前說。

云何無相無相三摩地？謂有革錯，思惟擇滅皆是在靜，觀此棄搶諸依愛盡離

滅，涅槃﹔如是觀時無間，復起心心所法，思惟在靜，觀非擇滅亦是泉靜，觀

此非擇滅亦無生等誼雜法址，喻如前說。」（大正27 ' 543a26-bl5) 
8 ｛舍利弗阿昆曇論〉卷16 ：「空定，六空：內笠、外空、內外笠、空笠、大笠、

第一義室。

何謂內空？如比丘，一切內法，若一處內法，思椎笠、如笠、解堂、受堂。以

何義生？以我笠，我所亦笠，常笠，不變冕堂，如是不放逸觀，得定心住正

住，是名內堂。

何謂企皇？如比丘，－切外法，若一處外法，思惟堂、知堂、解堂、受堂。以

何義空？以我堂，我所亦堂。如是不放逸觀，得定心住正住，是名外空。

云何且生室？如比丘，一切內外法，若一處內外法，思惟笠、如笠、解笠、受室。

以何義宣？以我笠，若是所亦室。如是不放逸觀，得定心住正住，是名內外室。

何請堂皇？如比丘，成就空定行，比丘J恩惟笠、如笠、解笠、受堂。以何義

空？以我笠，我所亦笠，常笠，不變i 笠，如是不放進觀，得定心住正住，是

名堂堂。

何謂太空？如比丘，一切法，思惟堂、知堂、解堂、受堂口以何義空？以我

堂，我所亦堂。如是不放逸觀，得定心位正住，是名大堂。

何謂笙二益主？第一謂涅槃。如比丘忠惟涅槃笠、知笠、解奎、受室。以何義

宣？以我笠，我所亦笠，常笠，不變易室，如是不放逸觀，得定心位正住，是

名第一義堂。

如是六堂。是名堂定。」（大正28 • 633all-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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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昆婆沙論〉哥︱《施設論〉，也說：「謂有英弱，思惟有漏有取

諸行，皆悉是室。觀此有漏有取諸行，空無笠、盔、不變易法、金

及金血汗。
3 、以無常（無恆、無﹝不﹞變易）無我、無我所為空義，與《舍利弗阿

昆曇論〉說相同，也與說一切有部所說：「非常，非恆，非不變

易，非我我所，故皆名堂」 10 ，意義一致。

《阿舍經〉五空與〈舍利弗阿昆曇論〉六空之對照

〈中阿含經〉
《雜阿含經〉 《舍利弗阿昆曇論〉

〈大空經〉

(1) 內空 (1）內空

(2）外空 (2）外空

(3）內外空 (3）內外空

(4）大空 (5）大空

(5 ）勝義（第一義）空 (6）第一義空

(4）空空

三、《施設論》的寸種空（p.111-p.113)

（一）十空的名目（ p.112-p.113) 

﹛大昆婆沙論》卷104說：「《施設論〉說空有多種，謂（ 1 ）內堂，

(2）外笠，（ 3）內外笠，（4）有為笠，（ 5）無為笠，（6）無邊際

笠，（7）本性笠，（ 8）無所行笠，（ 9）勝義笠，（ 10）堂堂。」 11 。

9 ｛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105 c大正27 ' 543a28-bl ）。
10 ｛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104 ：「空三摩地走室亦無願、無相，無願三摩地走
無願亦堂、無相，無相三摩地是無相亦笠、無廟。
問：此三何故一一具三？

答：一一自體有三義故。謂此一一非常，非恆，非不變易，非我我所，故皆名

堂。不願生長貪瞋摸等及後有故，皆名無願。離色聲香味觸女男七種相故，皆

名無相。是名三三摩地。」 （大正27 • 538c24-539a2) 
11 ｛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104 c大正27 ' 540a20-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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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昆婆沙論〉卷 8 ，也說到「十種空」 12 ，但「無所行空」譯為
「散壤空」。

對比《舍利弗阿昆曇論〉六空如下：

《施設論》十空與〈舍利弗阿昆曇論〉六空對照

〈施設論〉十空 〈舍利弗阿昆曇論》六空

(1) 內空 (1) 內空

(2) 外空 (2) 外空

(3) 內外空 (3) 內外空

(4) 有為空

(5) 無為空

(6) 無邊際空

(7) 本性空

(8) 無所行空（散壤空）

(9) 勝義空 (6) 勝義

( 10) 空空 (4) 空空

(5) 大空

兩論對比起來，〈施設論〉多了（4）有為空，（5）無為空，（6）無

（邊）際空，（7）本性空，（8）無所行空（散壤空）一五空，卻少

工去室。〈雜阿含經〉說大空，在《相應部〉中有同樣的經文 13 ，卻

沒有大空的名稱。所以，〈施設論〉綜集為十空而沒有大空，可能那

時還沒有大空的名目。

12 《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8 ：「薩迦耶見，是十種空近所對洽，所以偏說。十

種空者，謂（ 1) 內笠，（2）外笠，（ 3 ）內外笠，（4）有為笠，（ 5）無為

笠，（ 6）散壞笠，（ 7) 本性空，（ 8）無際笠，（ 9）勝義笠，（ 10）堂

堂。」（大正27 • 37a12-15) 

13 （相應部〉〈因緣相應〉（日譯南傳13冊， p.88-p.95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

探究〉第二章第二節〈勝義空與大空） p.83-p.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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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設論〉中五空（有為空，無為空，無際空，本性空，無所行

空）的含義（ p.112-p.113) 

(4）有為空一一經上說：「世間空」 14 ，「諸行空」 15 ，都約有為

法說，所以立有為空。

(5 ）無為空一是滅諦、涅槃空。

(6）無（邊）際空一如〈雜阿合經〉說：「眾生無始生死以來，長在

輪轉，不知苦之主監」 16 。生死流轉的開始，是不可言切。的 17 。

沒有ll的前際（以後叉引申到後際）可得，所以說無際空。

(7）本性空一如經說：「眼（等）笠，常、恆、不變易法笠，我

（我）所堂。所以者何？此性自爾」 18 。

14 ｛雜阿含經〉卷9 (231經）：「云何名為世閉室？佛告三彌離提：眼（等）

堂，常、帳、不變易法堂，（載）我所堂。所以者何？比性自商。」 （大正

2 ' 56b24-26）﹔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6-p.7 ：「空世間是什麼意

義？．．．．．．世間，佛約目良等內六處，色等大外處，六識，大觸，大受說。這些，
都是可破壞的，破壞法所以名為世間。大處等我我所笠，名為生世間。」另參

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103 。

15 《雜阿合經〉卷11 (273經）《撫掌喻經〉：「空諸行，帝、恆住、不變易法

笠，無我我所。」（大正2 ' 72c14-15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二章

第五節〈常空、我我所空） p.103-p.107 。

16 ｛雜阿合經〉卷33 (938經）：
世尊告諸比丘：「~生無始生死以來，長喪輪轉，不知苦之本際。」佛告諸比

丘：「於意云何？恆河流水，乃至回大海，其水為多？為汝等長在輪轉生死，
流淚Ji多？」諸比丘白佛：「如我解世尊所說，義，我等長在輪轉生死，流淚甚

多，過於4區水及四大海。」（大正 2 • 240c26-241 a2) 
17 《雜阿合經〉卷34 (965經）：

時有外道出家，名曰疇低迦’來詣佛所，典世尊面相問訊，慰勞已，退坐一

面。白佛言：「翟曇！云何霍曇！世有邊耶？」佛告爵低迦：「此是無記。」

曹低迦白佛：「云何翟曇！世無邊耶？有邊無邊耶？非有邊非無邊耶？」佛告

菁低迦：「此是無記。」（大正 2 , 247c15-20) 

18 ｛雜阿會經〉卷9 (232經）：「『世尊！所謂世閉室，云何名為世間空？』佛
告三彌離提：『自民堂，常、恆、不變易法笠，我所堂。所以者何？此性自蘭。

若色，自民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一若苦、若樂、不苦不嘿，往亦笠，常、

恆、不變易法笠，我所室。所以者何？比性自商。耳、鼻、晉、身、意，亦復

如走。是名生世間。』」（大正 2 ' 56b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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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 svabhava）與本性，說一切有部是看作異名同實的，如

〈大昆婆沙論〉說：「如說自性，我，物，自噓，相，分，本

性，應如亦商」 19 。

約自性說空，有部是限定於我我所空的。

(8）無所行空（散壤空）一如佛為羅陀說：「於色境界當堂皇消

滅，於受、想、行、識境界當堂皇藍消滅。」 20

（三）〈施設論〉十空與〈舍利弗阿昆曇論〉六空的比較（p.113)

卜在這《施設論〉十種空中，如依前六空的定義 21 來說，那無為法

不生不游（ ( 5）無為空），只能說無我我所空，可不能說是「非

常，非恆，非I不122 變易法 l 空了。

2 、如以生死無始為空（ ( 6 ）無邊際空），五陰散壞為空（ ( 8 ）無所

行空），都不能以「無我我所」﹔「非常、非恆、非﹝不﹞ 23 變易

法，非我我所」的定義，說明他是空了。

3 、沒有論文可考，不能作確切的定論，但十空說的內容，顯然已超

越了說一切有部的空義。要知道，〈施設論〉是說一切有部六分

19 （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1 （大正27 ' 4a10-11 ）。
20 （雜阿合經〉卷6 ( 122經）：

佛告轟陀：「於色染著纏綿，名曰眾生﹔﹔於受、想、行、識接著纏綿，名曰眾

生。」佛告轟陀： 「我說於色境界，當散壞消滅﹔﹔於受、想﹒行、識境界當散

壞消滅，斷除愛欲﹔愛盡則苦畫，苦盡者我說，作苦邊。」（大正2 • 40a6-

10）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99-p.100 。

21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111 : 
六堂之堂羲：「以何教堂？以我笠，我所亦堂，常堂，不變易空」﹔或但略說，

為：「以我笠，我所亦室。」〈舍利弗阿昆曇論〉卷16 （大正28 ' 633all-b4) 
22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113原作「非常、非恆、非費品法」，但從丈義

看來，作「非常，非恆，非不變易法」較不會產生誤解。參見印順法師著《空

之探究） p.111 ：「以無常（無恆無變暑）無我無我所為室義，與《舍利弗阿昆
曇諭〉說相同，也典說一切有部所說：非常，非恆，非不變易，非我我所，故

皆名堂。〈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104 （大正27 '538c），意義－致。」

23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113原作「非常、非恆、非變易法」’依丈義，
改作「非常，非恆，非不變易法」。理由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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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曇24的一分，但〈施設論〉是不限於說一切有部的話。

四、南傅《無礙解道》的二十六種空（ p.113-p.116) 

《小部〉的〈無礙解道〉，有〈空論〉一章。先引〈相應部﹜〈六處

相應〉的「空」經 26 ，然後廣列二十六空，一一的給以說明。二十六

種空是 27:

( 1) 堂堂，（ 2）行堂，（ 3）壤笠，（ 4）最上笠，（ 5）相笠，

(6）消除室，（ 7）定堂，（ 8）斷堂，（ 9）止滅笠，（ 10）出離室，

( 11 ）內笠，（ 12）外室，（ 13）俱笠，（ 14）同分笠，（ 15）異分

笠，（ 16）尋求笠，（ 17）攝受室，（ 18）獲得笠，（ 19）通達室，

(20）一性笠，（21) 異性笠，（ 22）忍笠，（ 23）攝持笠，（ 24）深

解堂，（25a）及正如者流轉永盡、（25b）一切空性中勝義堂。 n

24 六分昆曇叉稱為六足論，六足論是：（ 1) ｛法蘊足論） ' (2) （集異鬥足
論〉’（ 3) ＜施設足論〉’（ 4) ｛品類足論〉’（ 5) ｛界身足論〉’
( 6) （識身足論〉。參見印順法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輿論師之研

究） p.121-p.171 。

25 參見印順法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輿論師之研究｝ p.142-p.144 : 
〈施設諭〉’起初極可能為「世間施設」部分，後又增編成八品。．．．．．．〈施設

論〉’是有古代的論說為基過的。其淵源，與〈長阿含經》的集成，可能有

關。《施設諭〉的成立，典〈世記經〉、〈立世阿昆曇論〉等同時，適應當時

佛教界的一般需要而進作。．．．．．．離阿育王的時代不遠。﹛施設論〉’是不限於

說一切有部的。.......昆婆沙師非常重視〈施設論〉，引用的多達七十餘則。這是

由於「世間施設」’「業施設」’當時重視的問題，要借重〈施設論〉的緣故。

但〈施設論〉義，每典昆要沙師不合，有的勉強的給予會通，有的就簡單的說，：

「往不應作是說」。這也可以說，明，〈施設諭》並不是專揖於說一切有部的。但

由於說一切有部的重視，〈施設論〉畢竟成為說一切有部的論書了。

26 ｛相應部》（日譯南傳15冊， p.87-p.88）﹔〈無礙解道〉（日譯南傳41冊，

p.113-p.114）。

27 ｛無礙解道〉（日譯南傳41冊， p.114）。以下解說，見該書p.114-p. l 24 。《漢

譯南傳｝ 44冊，〈無礙解道二〉〈俱存晶第十，空論） 'p.90-p.”。

28 ｛日譯南傳） ( 41冊， p.114）僅列三十五種空。印順法師於〈原始佛教聖典之

集成） p.858亦說二十五種空：「〈無礙解道〉、〈義釋〉這兩部，在銅碟部的

論義中，如七十三智、六十八解脫、二十五種堂等，都可以看出：到了定氧精

嚴，繁瑣分別的階段。」但印順法師於《空之探究） p.113最後的「正如者就轉

永畫、一切空性中勝義空」別成三種空來解說： 1 、正如者就轉永畫，是詮得

阿羅漢呆聖者的有餘涅槃﹔ 2 、一切空性中勝義笠，則是無餘涅槃。依fp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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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方便分成八類來說明：（p.113 ～ p.116)

（一） ( 11 ）內空， (12）外空， (13 ）俱空， (1 ）空空 29

依《無礙解道〉的說明，在這二十六種空中，（ 11 ）內空，

(12）外空，（ 13）俱空（即是內外空） ' (1 ）空空：這四種空的

意義是：「我、我所、常、堅固、恆、不變易法空」’與說一切有

部等所說相同。

（二） ( 6）消除空30 ' ( 7）定空 31 （或譯彼分空） ' (8）斷空，（9）止

滅空，（ 10）出離空，（ 16）尋求空妞，（ 17）攝受空，（ 18）獲

得空， (19）通達空，（22）忍空，（23）攝持空，（24）深解空 33

師的看法，比二者皆是勝義空的一分，故在此暫將所編的序號分列為

(25a）及（25b ）。
29 ｛無礙解道〉：「如何是空空？於眠，我、我所、常、堅固、恆、不易法是

笠，於耳．．．．．．（乃至）．．．．．．於鼻．．．．．．於舌．．．．．．於身．．．．．．於意，我、我所、常、

堅固、恆、不變品法亦是室。如是是為堂堂。」（〈日譯南傳） 41 ' p.114-
p.115) 

30 ｛無礙解道〉：「如何是消除空？依畫畫壁而生全被消除是笠，依蠱藍而薑被清
除是笠，依盎盟而盤旦被消除是笠，依蠱藍色而皇基被消除是笠，依生送豆豆而

皇被消除是笠，依望而盔盟被消除是笠，依監主而丕丞幸被消除是笠，依畫畫
』藍而斗孟之J豈被消除是空．．．．．．乃至．．．．．．依且蠱星星而二星星盤被消除是空。此

是消除空。」（《日i譚甫傳） 41 'p.116-p.117) 
31 ｛無礙解道〉：「妒何是定生？依出離而欲貪是定笠，依無嗔而瞋是定笠，依

光明想而悟眠是定室，依無散亂而掉舉是定笠，依法決定而疑是定笠，依智而

無明是定笠，依勝喜而不欣喜是定堂，依初靜處而（五）革是定空，．．．．．．乃

至．．．．．．依退轉觀而今現貪是定室。此是定室。」（〈日譯南傅） 41 'p.117) 
「依退轉觀而合現食是定空」’〈清淨道論〉於〈說道非道智見清淨晶〉「十

八大觀」時提到：「修邊滅隨觀者，斷結縛住著（斷欲結奪之煩惱住著）。」

與此意相合（Visuddhimagga, p.629）。
32 ｛無礙解道〉：「如何是尋求堂？於尋求出離而欲食是堂，於尋求無瞋而嗔是

笠，於尋求光明想舟悟眠是笠，於尋求無散亂而掉舉是笠，於尋求法決定而疑

是笠，於尋求智而無明是笠，於尋求勝喜而不欣喜是笠，於尋求初靜處而

（五）蓋是空．．．．．．乃至．．．．．．於尋求阿羅漢道而－切煩惱是堂。此是尋求堂。」

（〈日譯南傅） 41 'p.120) 
33 ｛無礙解道〉：「如何是深解空？於深解出離而欲貪是堂，於深解無嗔而嗔是

笠，於深解光明想而悔自民是笠，於深解無散亂而掉舉是笠，於深解法抉定而疑

是堂，於深解智而無明是堂，於深解勝喜而不放喜是堂，於深解初靜處而

（五）革是笠，．．．．．．乃至．．．．．．於深解阿羅漢道而一切煩惱是室。此是深解

堂。」（〈日譯南傳） 41 '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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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十二種空，與〈空小經〉的方法相同，也是次第深入，一分一分

的空。

如（6）消除（或譯伏，伏惑的伏）空是：依出離故貪欲消除空，依

無瞋故瞋消除空，依光明想、故悟沈睡眠消除空，依不散亂故掉舉消

除空，依法決定故疑消除空，依智故無明消除空，依勝喜故不欣喜

消除空，依初禪故五蓋消除空，．．．．．．依阿羅漢道一切煩惱消除空。

從（6）消除空到 (10）出離空，都是依這樣的次第說空 34 。

(16 ）尋求空以下，都與出離有關，如出離尋求，．．．．．．出離深解。

所以，（ 16）尋求空是：出離尋求故貪欲空，無瞋尋求故瞋惠

空，．．．．．．阿羅漢道尋求故一切煩惱空。一直到（ 24）深解空是：出

離深解故貪欲空，．．．．．．阿羅漢道深解故一切煩惱空。

※這十二種空，都是一分一分的空，到達一切煩惱空為止﹔離（一分

或全部）煩惱為空，正是〈相應部〉中空於貪、瞋、癡的本義。

（三） (20) ＿＿，陸空，（ 21 ）異性空站，（25a）正知者流轉永盡﹝勝義空﹞ 36

從出離貪欲，到阿羅漢道一切煩惱空的次第，還有（20）二監室，

(21 ）墨盤室及（25的監畫室的一分（一切煩惱的流轉永盡，有餘

涅槃）。

貪欲、瞋等是異性﹔出離、無瞋等離煩惱是一性。思出離等一性而

貪欲等異性空，能離煩惱的一性也是空，名為（ 20）一性空、

34 參見即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116註12 ：「唯『定空」末句，作：『依退轉觀

合現貪定空」（日譯南傳41 . p.117 ）。」
35 ｛無礙解道〉：「如何是一性笠、異性空？欲貪是異性，出離是一性，若思出
離一性者，欲貪是室。棋是異性，無嗔一性，若思無瞋－性者，嗔是堂。悟眠

異性，光明想一性，如思光明想一性者則悟眠室。掉舉異性，．．．．．．乃至．．．．．．疑

是異性，．．．．．．乃至．．．．．．無明是異性，．．．．．．乃至．．．．．．不欣喜是異性，．．．．．．乃
至．．．．．．（五）革是異性，初靜處是一性，若思初靜處一性者，（五）蓋是

空，．．．．．．乃至．．．．．．一切煩惱是異性，阿羅漢道是一性，若思阿羅漢道一性者，

一切煩惱是室。此是一性笠、異性室。」（《日譯南傅｝ 41 'p.121-p.122) 
36 ｛無礙解道〉：「於此處正知者依出離而永畫欲貪之流轉，依無嗔而永盡嗔之

流轉，依光明想而永盡悟眠之流轉，依無散亂永盡掉舉之流轉，依法決定而永

盡疑之流轉，依智而永盡無明之流轉，依勝喜而永畫不欣喜之流轉，依初靜處

而永畫（五）革之流轉．．．．．．乃至．．．．．．依阿羅漢道而永畫一切煩惱之流轉。」

（《日譯南傳｝ 41 '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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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異性空。

(25a）勝義空，與說一切有部所說的不同。勝義，約涅槃說。如依

出離而貪欲的流轉永盡，到依阿羅漢道而一切煩惱的流轉永盡，煩

惱永滅而不再生起了，最究竟的是證得阿羅漢果一一有餘涅槃’是

勝義空的一分。

※以上所說的種種空，都是空於煩惱的。

（四） (25b）一切空中的勝義空 37 （無餘涅槃〉

勝義空的另一意義是：眼等滅，以後不再生起了。這是（25b）「一

切空中的勝義空」’可說是最究竟的空。約依無餘涅槃而般涅槃

說，不但煩惱空，業感的異熟身，一切生死流轉也永滅了。

（五） ( 4）最上空 38

(4）最上空是：「一切行寂止，一切取定棄，愛盡，離欲，滅，涅

槃」’也是依涅槃說（勝義空約涅槃永不生說，最上空約有為、煩

惱等滅盡說涅槃）的。在《雜阿含經〉中，作：「一切諸行空寂，

不可得，愛畫，離欲，涅槃」 39 。

空是涅槃義，在勝義空及最上空中，明顯的表示出來。

（六） (3）壤空 40

(3）壤空的意義是：色等是自性空的，已滅的色等，已壤是壞空。

37 ﹛無礙解道》：「又正如者於無餘涅槃般涅槃而永盡此之眼就轉，於他眠不生

就轉，永畫此之耳流轉．．乃至．．．．．．鼻流轉，．．．．．．舌就轉，．．．．．．，身流
轉，＇＇＇＂＇＂，意流轉，於他，不生意就轉。如是乃正知者之流轉永盡是一切空中之

勝義室。」（〈日譯南傳｝ 41 'p.123-p.124) 
38 《無礙解道〉：「如何最土空？此句是最上，此句是最勝，此句是殊勝，謂一

切行的寂止，一切取之定素，渴愛之滅畫、離欲、滅、洹槃。此是最上空。」

（《日譯南傅｝ 41 • p.116) 
39 《雜阿合經》卷10 (262經）：「一切諸行生泉﹒不可得﹒愛畫﹒離欲﹒涅

槃。」（大正2 • 66bl 7-18) 
40 ｛無礙解道》：「如何是壞空？於所生之色自性是室，已滅之色是已壞而室。

於所生之受自性是空，已滅之受是已壞而堂，所生之想．．．．．．所生之行．．．．．．所生

之識．．．．．．所生之眼...... （乃至）．．．．．．於所生之有自性是堂，已滅之有是己壞而

堂。此是壞室。」（〈日譯南傳｝ 41 '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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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蘊、六處是自性空的，所以己滅的是壞空﹔壞空與十空中的「散

壤空」相當。

（七） (2）行空 41 I ( 5 ）相空位

行有褔行，非福行，不動行﹔身行，語行，意行﹔過去行，未來

行，現在行。
相有愚相，賢相﹔生相，住異相，滅相（約五蘊，六處，十二因緣

別說）。

這些行與相，都是約「此中無他」來說空。如：

查笠中，盡量笠、丕重笠空﹔

畫畫盆中，宣盒、丕矗立空﹔

丕矗立中，宜盒、畫畫fi空。

41 《無礙解道》：「如何是行生？於行有三，是福行、非福行、不動行。於福
行，非福行、不動行是空﹔﹔於非福行，福行、不動行是空﹔於不動行，福行、

非福行是堂。此是三行。

於其他有三行，是身行、語行、心行。於身行，語行、心行是空﹔於語行，身

行、心行是空﹔於心行，身行、語行是堂。此是三行。

於其他有三行，走過＊行、未來行、現在行。於過＊行，未來行、現在行是

空﹔﹔於未來行，過去行、現在行是空﹔於現在行，過＊行、未來行是空。此是

三行。卸是是行室。」（〈日譯南傳｝ 41 , p.115) 
42 《無礙解道》：「如何是相望？於相有二，是起相與賢相。於趣相，賢相是
室﹔於賢相，是相是室。

於相有三，生相、減相、住異相。於生相，滅相、住其相是生﹔於滅相，生

相、住其相是空﹔﹔於住異相，生相、減相是堂。於色之生相，滅相、住其相是

空﹔﹔於色之減相，生相、住異相是空﹔﹔於色之住異相，生相、減相是堂。於受

之（ ...... ）想之（ ...... ）行之（．．．．．．）識之（．．．．．．）眠之（ •••••• ）乃至．．．．．．於
老死之生相，滅相、住異相是空﹔於老死之滅相，生相、住其相是生﹔於老死

之住其相，生相、減相是堂。此是相宜。」（〈日譯南傅｝ 41 • p.116) 



（八） ( 14 ）同分空的， (15）異分空 44

同分是同類，異分是異類。

( 14 ）同分空是自性中自性空。

( 15 ）異分空是他性中他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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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二十六種空中，七、八一一二類、四空〔（2）行空、（ 5）相空、

(14）同分空、（ 15）異分空〕，不知依什麼經義而立？

的〈無礙解道〉：「如何是同分室？六內處是同分章，六外處是同分笠，六識身

是同分笠，六觸身是同分堂，六受身是同分笠，六想身是同分笠，六心身是同

分堂。此是同分堂。」（〈日譯南傳） 41 'p.119-p.120) 
44 （無礙解道〉：「如何是其分生？於六內處而六外處是其分笠，於六外處而六
識身是真分堂，於六識身而六觸身是真分堂口於六觸身而六受身是其分堂，於

六受身而六想身是異分堂，於六想身而六心身是異分堂。此是其分堂。」

（《日譯甫傅） 41 '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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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部派一一空義之開展

第八節諸行堂與涅槃笠1 ( p.117~ p.123) 

釋厚觀。004.12.8)

一、諸行空（ p.117) 

（一）有部阿昆達磨論師的空義，重於「常空，恆空，不變易法空，我我

所空」

說一切有部的阿昆達磨論師，對於空的意義，著重於經說的：「常

堂，恆笠，不變易法笠，我我所空」 2 。

空是無我，無我所﹔如雙舉「空」與「無我」而辨其差別，那末空

是「無我所」義。「非我行相與空行相，俱能緣一切法」 3 ，所以可
說一切法是空、無我的。不過，這只是有漏的，如果是無漏的空與

無我行相，那就唯緣苦諦，不通去←切法了。 4

I ｛空之探究） p.123: 
堂，有二方面目畫著行堂，那是無我我所的意思﹔進而說明為：「常堂，恆堂，

不變易法堂，無我我所」。另一方面是：－切煩惱堂，堂的是煩惱（業苦），

也就以室來表示離煩惱（黨苦）的涅槃。車，出離，（止）滅，滅等，也都表

示是室的，有「出世空性」的名稱。

2 《雜阿合經〉卷11 , 273經（〈撫掌喻經〉）：「笙諸行，常、恆住、不變易法

笠，無我我所」。（大正2' 72c）﹔參見〈空之探究） p.103 。

3 《大昆婆沙論〉卷 9 : 

問：若非我行相，與空行相，俱能緣一切法者，此二行相有何差別？

答：非我行相對治我見，空行相對治我所見．．．．．．．是謂二種行相差別。（大正

27 ' 45b3-17) 
4 (1 ）《空之探究） p.107: 

說一切有部，立四諦、十六行相，「空三摩地，有堂、非我二行相﹔無願

三摩地，有苦、非常，及無（諦下四：固、集、緣、生），道（諦下四：

道、如、行、出）各四行相﹔無相三摩地，有滅（諦下滅、靜、妙、離）

四行相」。這是的能為四諦下煩惱對治的無漏智說，如約有漏智所緣行相

說，那堂與無我二行相，是通於四諦、一切法的。不但有漏的苦與集，是

堂的、無我的﹔無漏有為的聖道，無漏無為的滅，也是堂的、無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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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我所空，是法爾如此，本性如此的

卜關於我我所空，〈雜阿含經〉卷9 (232經）說：

「常、恆、不變易法笠，我（我）所堂。所以者何？比性

皇且。」 5

2 、「此性自爾」’〈瑜伽師地論〉解說為：「又此空性，離諸因緣，

法性所攝，法繭道理為所依趣」 6 。我我所空，是法爾如此，本性如

此的。

3 、〈大昆婆沙論〉也說：「住本性笠，觀法本性生無我故」。 7

「一切法本性空」’說一切有部的含義，當然與大乘 8不同，但「一

切法本性空」’說一切有部的論師，確已明白的揭示出來了！

(2）參見〈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9 （大正27 • 45bl 7-c4 ）。

5 ｛雜阿會經〉卷9 (232經）（大正2 J 56b24-25 ）。

6 ｛瑜伽師地論〉卷90 （大正30 ' 812a9-14) : 
「生有二種：一者、有為，二者、無品。此中有為，笠無常、，恆、久久安住，不

變晶法，及草地、我所。若詩無為，唯空無有我及我所。又此笠，性，離諸國緣，

法性所攝，法爾道理為所依趣。此或如是，或其、或非，過一切處，無不同歸

法兩道理。」

參見印順法師〈雜阿合經論會編（上） } p.277 。

7 ｛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105 （大正27 J 542b25-26 ）。

8 (1 ）大乘之「本性空」’參見《空之探究》 p.168 ：「本性空：本性是有為法
性、無為法性，本性如此，名為本性。有為、無為法性是生的，名本性
堂口」

(2)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 ：「何等為性生？一切法性，若有為法性、若

無為法性，是性非聲閩、辟丈佛所作，非佛所作，亦非餘人所作，是性性

室，非常非減故。何以故？性自商，是名性室。」（大正8 ' 250c8-11 ) 

(3) （大智度論﹜卷31 ：「性空者，諸法性常笠，假來相續故，似若不室。譬

如水性自冷，但火故熟，止火停久，水則還冷。諸法性亦如是，未生時立

無所有，如水性常冷﹔譜法~緣和合故有，如水得火成熱﹔軍綠若少若

無，則無有法，如火減蕩冷。如經說：自民堂，無我、無我所。何以故？性

自爾！耳、鼻、舌、身、意，色乃至法等，亦復如走。．．

性生有二種：一者、於十二入中無我、無我所﹔二者、十二入相自室。

無我、無草地所，是聲聞論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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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貪空、瞋空、癡空（p.117)

男一方面，「貪空、瞋空、癡空」一一一切煩惱空的經義，顯然的沒

有受到說一切有部論師的注意。

（一）〈雜阿含經〉是以「貪欲永盡，瞋惠永盡，愚癡永盡」來表示涅槃

與無為的。 9 「貪空、瞋空、癡空」的空，也與涅槃有關。

（二）﹛雜阿含經〉卷10 (262經）（大正2 • 66bl 7-18 ）說：

「（ 1) 一切諸行空寂，（ 2）不可得，（ 3）愛畫，（4）離欲，

﹝（ 5 ）滅﹞’（6）涅槃。」

（三）《相應部〉作：

「（ 1) 一切行裝止，（2）一切依定素，（ 3）愛畫，（4）離欲，

(5）滅畫，（ 6）涅槃」 10 。

諸行駐t ’與諸行空寂相當。一切有部所謂的〈雜阿含經〉’的確

是空寂。

摩訶衍法說：十二入我、我所無故堂，十二入性無故堂。．．．．．．性名自有，
不符因緣，若符因緣，則是作法，不名為性。諸法中皆無性，何以故？一

切有為法，皆從因緣生，因緣生則是作法﹔﹔若不從國緣和舍，則是無法﹔

如是一切諸法性不可得故，名為推堂。．

復次，性空者，從本已來室。．．．．．．又人謂五眾、十二入、十入界皆空﹔但

如、法性、實際，是其實性。佛欲斷此疑故，但分別說五萃，如、法性、

實際，皆亦是堂，是名性堂。復次，有為性三相：生、住、誠﹔無為性亦

三相：不生、不住、不滅。有為性尚堂，何況有為法！無為性尚堂，何況

無為法！以是種種因緣，性不可得，名為性室。」（大正詣， 292a28-

293a24) 
9 ｛雜阿會經〉卷31 ( 890經）：
云何無為法？謂貪欲永畫，瞋皂、思瘓永畫，一切煩惱永畫，是無為法。

云何為無為道跡？謂八聖道分：正見，正志，正語，正囊，正命，正方便，正

念，正定，是名無為道跡。（大正2' 224bl-5) 
另參見〈相應部｝ ( 43 ）「無為相應」（日譯南傳16上， p.77 ）。

10 ｛相應部｝ (22 ）「蘊相應」（日譯南傳14, p.2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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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瑜伽師地論〉卷的（大正30 • 766a22-26 ）說：

(1 ）所言堂者，謂離一切煩惱等故。

(2）蠱血笙者，謂離一切所有相故。

(3）言金主者，謂不希求未來事故。

(4）言離欲者，謂無現在受用意無故。

(5）所言述者，謂餘煩惱斷故。

(6）言星盤者，謂無餘依故。

「空」’是離一切煩惱的意思。離一切煩惱而畢竟空寂，以「空」來

表示涅槃。

實際上，涅槃是不可表示的﹔空與不可得等，都是烘雲托月式的表示

涅槃。

《雜阿含經〉說到煩惱空，一切諸行空寂，沒有受到論師們的重視，

這可以斷定：現在的《雜阿含經〉，還是說一切有部內，經師輿論師

沒有分派以前的誦本。

三、說一切有部論師所論究之涅槃義（p.118-p.119) 

（一）涅槃即是擇滅

〈大昆婆沙論〉卷32說：「如是擇滅，亦名涅槃。」 11

有部的論師們，對涅槃的空義沒有重視，而對涅槃的擇滅有相當的

論究，對「一切法空性」說，是有高度啟發性的。

11 《大昆婆沙論〉卷32 （大正27 ' 163a25-b6) : 
如是擇滅，亦名涅槃、亦名不同類、亦名非眾、亦名非顯、亦名最勝、亦名通

達、亦名阿羅漢、亦名不親近、亦名不修習、亦名可愛樂、亦名近、亦名妙、

亦名出離。
問：何故擇滅亦名涅槃？

答：槃名為趣，涅名為出，永出言者趣故名涅槃。

復次，槃名為臭，涅名為無，永無臭穢諸煩惱業故名涅槃。

復次，槃名調林，涅名永離，永離一切三火三相諸蘊調林故名涅槃。

復次，槃名為織，涅名為不，此中永無煩惱業縷，不織生死異熟呆蝸故名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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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說一切有部主張涅槃別有實體

〈俱舍論〉說：「此法自性，實有離言，唯諸聖者各別內證，但可方

便總相說言：是善，是常，別有實物，名為擇滅，亦名離繫」。 12

擇滅是「擇所得滅」’以智慧簡擇諦理，有漏法滅，但不只是有漏

法的滅無，而是得到了無為的（擇）滅。

（三）有多少有漏法，就有多少擇滅

依《大昆婆沙論） 13 說：有多少有漏法，就有多少擇滅。擇滅與有

12 (1) （阿昆達磨俱舍論〉卷6 （大正”， 34a10-12 ）。

(2）印順法師〈性空學探諒》 p.224-p.226 : 
涅槃，在後代的佛法中有著有與無、同典異的不同解釋。直覺體驗的這種

涅槃境界，不能從正面去具體說明，只可方使用世間言語形容﹔因它是世

間無常紛擾諸般痛苦的否定，所以用「常」、「泉」等詞句來形容描寫，

這是大家共許的。如〈順正理論》卷回七說：「如正法中於涅槃體雖有謂

實，謂非實異，而同許往是常是寂故。」

涅槃的有無，因為言爭論所在，但不是詩論有沒有涅槃’是說否定的當下是

不是有實在的別趟。這在薩要多部、積子部等，都主張實有的，如《俱舍

論〉第六卷云：「此法自性實有離言，唯諾聖者各別內證，但可方便總相

說言：是善是常，別有實物名為擇滅，亦名離繫。」

涅槃’是聖者各別內證一一內心直覺體驗到的，是離言不可說的......。

雖不可說，但有部他們認為是實有的﹔只是這種有，不是平常見聞覺如

到而可說的（後代發展為真常妙有），只能方便的用「常」、「善」、

「寂」等來形容它。

不像有為世象之由關棒、而有，它是超越時間性的，盡量不證悟它都是本來

如此的，所以叫「常」。

世間雖有善惡無記三性，但都是有漏雜摯的，在勝義的立場都不是善，

而唯勝義的涅槃才是純善的，它與相對可記性的世間善有絕大的不同，

所以叫「善」。

處是不動亂﹔世間一切動亂起滅相，到比皆風平浪靜，在生滅的否定意

義上，名之曰「寂」。
涅槃的建立，在學派中有著假實的不同，而遠離言常在的意氣則無不

同。

涅槃體性的擇滅無鳥，有部認為實有，是說涅槃離瞥，有渴法不生，不

單是消極的不生，是另有擇滅無為的實法，有力能使有漏法滅而不生。

這思想，在大乘的某一種立塌土看，是有意義的。

13 （大昆婆沙論〉卷31 ：「問：擇滅自性，為是一物，為多物耶？．．．．．．評曰：應
作是說，隨有漏法有國所噓，擇滅亦商。隨所擊事體有面所，離繫亦有爾所體

墓。」（大正27 • 161c21-162a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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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法，是相對應的。以智慧簡擇，某法，某一類或一切有漏法滅

了，就得一法、一類或一切的擇滅（得一切擇滅，名為得涅槃）。

（四）諸有情類，普於一一有漏法中，皆共證得一擇滅體

卜相對於一切有漏法的擇滅無為，不生不滅，本來如此。約眾生與眾

生所得來說，是同一的，所以「應作是說：諸有情類，普於一一有

漏法中，皆共證得一擇滅體」 14 。

一人所得的無數擇滅，擇滅與擇滅，也是無差別的。 15

14 ｛大昆婆沙論〉卷31 : 
問：已知擇滅隨所繫事有爾所量，諸有情類詮擇滅時，為共證一？為各別詮？

設爾何失？二俱有過。

卜若共誼一，云何涅槃名不共法？又若商者，若一有情得涅槃時，一切

有情亦應皆得﹔若爾則應不由功用自然解脫。

2 、若各別證’云何j里槃名不同飄？又其經說當云何通？如說：如來解脫

典餘阿羅漢等解脫無異。
答：應作是說，詩有情類詮擇滅時，皆共證一。

問：若爾云何涅槃名不共法？

答：涅槃體雖實是共，而約得說名不共﹔以離擊得一一有情自相續中各別起故。

問：若一有情得涅槃峙，諸餘有情何故不得？

答：若身中有涅槃得者名得涅槃，無則不繭，故無一時一切有情得涅槃失。

有餘師說：詩有情類詮釋滅時，各各別詮。．．．．．．

評曰：．．．．．．應件是說：詩有情類普於一一有渴法中，皆共詮得一擇滅艦。前說

擇滅隨所繫事多少量故，由此前說於理為善。（大正27, 162位4-c9)

的印順法師〈性空學探源》 p.229-p.23 l : 
涅槃一多的問題。擇滅無為是一是多呢？如我於貪得擇滅，於嗔也得擇滅，這

兩種擇滅是一是異呢？又如我對貪擇滅離繁，你也對貪擇識離繫，兩個人的擇
減是同是其呢？在理論說明上，這都成為問題。

(1 ）有部學者，認為－個人的各種擇滅是異體的，因為擇滅不是一時得的，從

見道到修道無學道，各階段有各階段不同擇滅，體性理應非－ .即在同

一對治上，往比兩個人雖同得擇滅，但也不應同艘，不然，往比獲證過

程的頓漸，就無法說明。

(2）在報古模的有部義，也有說能此有情所得涅槃是同一的，如〈藝沙》卷三

一說：「諸有情類，普於一一有漏法中，皆共詮得一擇滅噓，前說，擇滅

隨所繫事多少量故。」

一種有漏法，即有一種擇滅無為存在﹔你能離繫’偉、即能體驗詮得﹔我

能離擊，我即能體驗詮得﹔同一有誦的擇滅無為，是彼此共詮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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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對應於有漏有為的擇滅，不共證得而體性不二，這與（大乘〉一

切法本有寂滅性（或空性），不是非常類似的嗎？不過有部但約有

漏法說而已。 16

四、赤銅錄部中所說的涅槃空義（ p.119-p.120) 

（一）涅槃的空義，赤銅鍊部是充分注意了的。如〈無礙解道》所說的

(4）最上空 17 t (25a 、 25b）勝義空間，都是約涅槃說的。

過，在一個有情上，則又因繫一一有渴法的眾多，而擇識也別為眾多，因

為一有漏法就有一擇滅無為目有部學者，不但是有為的多元實在論者，在

無為法上還是多元，實在論。不過，這只是有部－家的見解。

( 3) （俱會》卷一、《順正理〉卷一，同說到有一家擇滅無為體性是一的主
張。如云：「有作是言：諸所斷法同一擇滅。對法者言：隨繫事別。」此

擇滅是一論者，雖不知部屬，以理推測，應是大眾分別說，悉的主張。

(4）就是純從有部立場上說，也還有一種不同的思想，如〈俱舍〉引敘到「減

無周顯」的主張，即等於說擇滅是一﹔因為如呆擇滅是多，就應該有同類

了﹔正因為擇滅是一，所以沒有同類。雖然後代以「無同類困」義來解釋
會通。有部的古義或許是主張擇滅是一的。

(5）主張擇滅同，謂是一味的﹔主張擇滅異，謂是差別的。後代大乘以虛空為

譬喻來會通一味與差別：虛堂，隨了器血的方圈，而有方圍之1肘，如這

空茶杯中的圓堂，與空箱子中的方堂，此堂不是也是堂，方圓位置不能說

無別。但，室的體性，是渾然同一的，不能說有差別。擇滅如果決定只

有一個，則一解脫一切解脫，依次的修證是徒勞的了。擇滅如果說是眾

多差別，難道直覺體戰下的注槃性還有差別相嗎？這是困難的。大乘虛
空喻的會過，就是針對這困難而發的。

16 印順法師《性空學探游｝ p.231-p.232 : 
綜合的觀察一下：擇滅涅槃是佛法的究竟歸宿所在，是直覺體盡量的境界。如果

從擇藏是一、是無相、是常寂的離言理性上去體會，則與後代大乘所說，的空性

的含羲更近。不過，堂，乃即事相之有而堂，有多少「有」，即有多少堂。

笠，一面走過一切一味的共相，一面又可說是一一差別法的自相，如〈般若

經〉土說的「色性堂、受性空」’五蘊乃至一切智智等一一法的自性生義，就

是明白的文證。這後代大乘室義上的不自不共，與擇識的不一不異的思想，正

是一樣的。不過，也稍有不同：擇藏是單在有漏法的否定上說的，空則通於有

渴無漏本性的否定，如道諦，縱是無漏，也還是室的。

17 ( 1 ）參見〈空之探究〉第三章第七節（空之類集） p.115 。

(2）《無礙解道〉（〈日i譚甫傳｝ 41 t p.116 ）。

18 ( 1 ）參見〈空之探究〉第三章第七節〈空之類集） p.115 : 

(25a）勝義堂，與說－切有部所說的不同。勝義，的涅槃說。如依出離而

貪欲的流轉永畫，到依阿羅漢道而一切煩惱的流轉永畫，煩惱永誠而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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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消除空凹， (7）定空，（8）斷空，（ 9）止滅空， (IO）出離空等，

或淺或深，而最深徹的，是依阿羅漢道而一切煩惱空。

特別是止滅與出離，就是「依離，依離欲，依（止）滅，向於捨」

的離與滅。這些文字，都表示怯除煩惱而可以名為空的﹔也可以表

示涅槃。 20

（二）所以四念住的不淨、苦、無常、無我，也被稱為淨空、樂空、常

空、我空了。 21

一切煩惱滅一一一切煩惱空，煩惱的完全出離（滅，空），就是

「滅（諦），涅槃」，如〈無礙解道〉的「離論」 22所說。

（三）涅槃，被稱為最上空，如《小部〉〈無礙解道〉（日譯南傳

41 'p.116）說：「何為最上空？此句最土，此句最勝，此句殊勝，

謂一切行寂止，一切取（或譯「依」）定棄，渴愛滅畫，離欲，

滅，涅槃。」

生起了，最究竟的是證得阿羅漢呆一一晝整理塹，是勝義室的一分。路義

室的另一意義是：自良等滅，以後不再生起了。這是（2Sb）「一切空中的

勝義空」’可說是最究竟的堂。的依無餘涅槃而般涅槃說，不但煩惱笠，

業成的其熱身，一切生死就轉也永滅了。

(2) ｛無礙解道〉（《日譯南傳） 41 , p.123-p.124）。

19 ( 1) ｛空之探究） p.114 ：「消除（或譯仗，伏惡的依）堂是：依出離故食欲

消除堂，依無嗔故嗔消除堂，依光明想故e陪沈睡眠消降堂，依不散亂故掉

舉消除堂，依法決定故提清除堂，依智故無明清除笠，依勝喜故不欣喜消

除室，依初禪故五蓋消除空，．．．．．．依阿羅漢道一切煩惱消除空。從消除空

到出離笠，都是依這樣的次第說室。」

(2) ｛無礙解道〉（《日譯南傳） 41 , p.116-p.117) 

20 參見〈四諦論〉卷3說：「汝間無餘，滅，離，滅，捨’斷，棄，此七義何其

者？答：此皆是涅槃別名。」（大正32 • 390a）。凡涅槃別名，大抵可以稱之

為空。
21 （清淨道論〉（日譯南傳駒， p.270 ）。

2 《無礙解道〉「離論」（日譯南傳41 , p.170-p.177 ﹔漢譯南傳44 , p.135-

p.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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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遮遣、超越、不可思議」之方式來衰示涅槃（ p.120-p.121 ) 

（一）最上空的內容，《雜阿含經〉也多處說到，如說：「此則寂靜，此則

勝妙，所謂搶，離一切有餘（依），愛畫，無欲，滅畫，涅槃」 23 。

除了《雜阿含經〉卷十（如上所引 24）說到「一切行空寂」外，一律
都譯作「捨」。

涅槃，在〈阿含經〉中，是以煩惱的滅盡，蘊處（身心）滅而不再生

起來表示的，如火滅一樣。但以否定（遮遺）方式來表示，並不等於

沒有。

（二）表示超越一切的，不可思議性，可以有三例：

1 、〈雜阿含經〉卷34 (958經）（大正.2 • 244 b29-c6）說：

於如來有後死則不著﹔無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則不著。

受．．．．．．。想．．．．．．。行．．．．．．。識如實知，識集、識滅、識味、識忠、識

出如實知，如實知故，於如來有後死，則不然﹔無後死，有無後死，

非有非無後死，則不然﹔甚深，廣大，無量，無數，皆悉痕滅25 。

〈瑜伽師地論〉解說為：

世尊依此，密意說言：甚深，廣大，無量，無數，是謂寂滅。

由於此中所具功德難了如故，名為甚深﹔

極寬博故，名為產主﹔

無窮盡故，名為蠱量﹔

數不能數，無二說故，名為無數。 26

23 《雜阿舍經》卷31 ( 867經）（大正2 • 220al-3 ）﹔叉卷3 (61經）（大正

2 • 15c18-22 ）。
24 ｛空之探究｝ p.117-p.118 : 

《雜阿含經〉卷10 (262經）說：「 (1 ）一切諸行空虛，（2）不可得， (3 ）愛

盒，（ 4）離欲，〔（ 5）識〕’（ 6）涅槃。」（大正2 J 66bl 7-18 ）典此經相

當的〈相應部》作：「（ 1）一切行裝止，（ 2）一切依定棄，（ 3）愛畫，

(4）離欲，（5）減畫，（6）涅槃」。諸行長止，典詩行空虛相當。－切有部

所誦的〈雜阿含經〉’的確是空竄。

25 ｛中部｝ (72）《婆蹉衛多火（喻）經〉說：「甚深，無量，莫如其底，猶如

大海。」（日譯南傅”， p.317-p.319)

26 ｛瑜伽師地論〉卷50 （大正30 J 577b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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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居法大海的難以測度來比喻的﹔這一喻說，在超越中意昧著不可思

議的內容，可能引起不同的解說。

2 、如《雜阿含經〉卷34 (962經）（大正2 • 245cl9-246a10 ）說：

要蹉種出家白佛：「霍曇！何所見？」

佛告婆蹉種出家：「如來所見已辜。要蛙種出家！然如來見，謂見此

苦聖諦，此苦集聖諦，此苦滅聖諦，此苦滅道跡聖諦。作如是知、如

是見已，於一切克、一切受、一切生、一切我、我所見、我慢、繫
著、使，斷斌、在靜、清涼、真實。如是等解脫比丘，生者不然，不

生亦不然。」

婆蹉白佛：「霍曇！何故說，言生者不然？」

佛告婆蹉﹔「我今問法，隨意答我。要蛙！猶如有人，於汝前然火，

汝見火然不？即於汝前火滅，汝見火滅不？」

婆蹉白佛：「如是，翟曇！」

佛告要種：「若有人問汝：向者火然，今在何處？為東方去耶？西

方、南方、北方去耶？如是問者，法云何說？」

婆蹉白佛：「霍曇！若有來作如是問者，我當作如是答：若有於我前

然火，薪草因緣故然，若不增薪，火則永滅，不復史起。東方、南

方、西方、北方去者，是則不然。」

佛告婆蹉：「我亦如是說，：色已斷、已知，受、想、行、識已斷、已

知，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無復生分，於未來世永不復起。若至

東方、南、西、北方，是則不然，甚深，廣大，無量，無數，永

滅。 27」

27 ( 1) （雜阿含經〉卷2 (39經）：「解脫己，於諸世間都無所取、無所暑，無

所取、無所著已，自覺涅槃：我生已畫，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
受後有。我說，使識不至東、函、南、北，四雄、上、下，無所至趣，唯

見法，欲入i里槃、泉滅、清涼、清淨、真實。」（大正8 '9a20-25) 
(2) （雜阿含經〉卷11 (276經）：「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善哉！善哉！比

丘尼！法於此義應如是觀察：彼使法蝶，生往往法﹔彼往法緣滅，使彼

生法亦復隨滅、息、沒、泉靜、清涼、真實。」（大正2 • 75all-14) 
(3) （雜阿合經〉卷3 (64經）：「解脫故於諸世間都無所取，無所取故無所

著，無所著故自覺涅槃：我生已畫，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

有。比丘！我說識不住東方，南、西、北方，回雄，上、下，除欲見法，

涅槃、滅畫、寂靜、清涼。」（大正2 • 17a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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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解說此文句，分別為：「泉滅﹔寂靜，清涼，宴

默。」 28

〈雜阿合經〉卷34 (962經）譯為「斷滅、寂靜、清涼、皇室」’此中

的「真實」，更意味著充實的內合。

3 、《雜阿合經〉卷9 (249經）（大正.2 • 60a12-21) : 

尊者阿難叉開舍利弗：「如尊者所說，六觸入處畫、離欲、滅、息、

沒已，有亦不應說，無亦不應說，有無亦不應說，非有非無亦不應

說，此語有何義？」

尊者舍利弗語尊者阿難：「六觸入處畫、離欲、滅、息、沒己，有餘

耶？此則虛言。無餘耶？此則虛言。有餘無餘耶？此則虛言。非有餘

非無餘耶？此則處言。若言六觸入處畫、離欲、滅、息、沒己，離諸

虛悔，得般涅槃，此則佛說」。

末三句，與此相當的《增支部〉，作「戲論滅，戲論寂」 29 。〈雜阿

合經〉的「虛偽」’是「戲論」的異譯。涅槃是不能是有、或是無

的﹔這些相對的語句，都不過是戲論，戲論是不足以表示涅槃的。

〈雜阿含經〉漸傾向於涅槃的真實性，所以說一切有部以為：「實有

涅槃 30」﹔「一切法中，唯有涅槃是善是常。」 31

28 ﹛瑜伽師地論〉卷87 ：「又由後有，諸業煩惱之所攝持，後有種識當知，於此

依止建立。彼無有故，當來三種如前所說，差別理趣生長廣大。當知－切悉

皆畫滅。又即由彼無所住識，因分果分不復生長，諸道所攝而得生長。又使

生解脫門為依止故，名無所為。無願解脫門為依止故，名為喜足。無相解脫

門為依止故，說名為住。於彼愛無數修習故，得善解脫。一切隨眠永滅盡

故，心善解脫，從是已後違得恆住，雖住諸行而無所畏。已得諸種任運而

滅，餘因斷故無復更生，使有滿識由永減已，過於十方皆無所趣，唯除如影

諸受，典往識蘊識樹，當知如燈皆歸亟蠱，即於有餘涅槃界中，依初纏晰，

說名畫畫。依第二斷，說名童豆豆 。依第三斷，說名畫畫色 。又由三緣，識趣、

識位，皆無所有，一、由自然非染污故。二、由所餘不染污故。三、由餘識

助伴無故。」（大正30 ' 789b7-24) 
29 ｛增支部》「四集」（日譯南傳18 'p.284）。

30 ｛大昆婆沙論〉卷34 ：「諸歸依法者，何所歸依？答：若法實有、現有、想、
等想、施設、言說，名為達磨歸依。如是愛盡離減涅槃’名歸依法。此中若

法實有者，顯實有淫槃。此言為遮有作是說：『唯眾苦滅說名涅槃，非實有

艦。』欲顯涅槃實有自噓，故作是說。」（大正27' 177b13-18) 
31 ｛大昆婆沙論〉卷31 ：「一切法中，唯有涅槃是善是常，餘不繭故名不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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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諸行空」與「涅槃空」（p.121)

赤銅鍊部說涅槃空，當然也不會說涅槃是沒有。著重於涅槃空的說明，

於是乎「諸行空性」’「涅槃空性」’可說有二種空性了。如蚓、部〉

《論事〉（日譚甫傳兒， p.365 ）注說：「有二空性，雄無我相與涅槃。

此中無我相一分，或方便說，繫層行蘊﹔但涅槃則無所繫屬。」 32

（一）從聖典的施設名言來說，有為諸行本性空，所以離有為諸行（煩

惱，業，煩惱業所感的報體）的涅槃，也說為空。

（二）直從涅槃說，一切語言都是戲論，空也是不可說的。但從諸行空，

空卻諸行可名為涅槃，當然雖不可說，而也可說是空（是滅，是出

離等）了。

依諸行滅而施設涅槃，「諸行空性」與「涅槃空性」’果真是條然不

同的二種空性嗎？

謂所餘法，有善非常、有常非善、有二俱非﹔涅槃獨具善常二義，是故獨名不

同類法。」（大正27 ' 162b19-22) 

32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720-p.721 : 
在都派佛教中，上座部~以外，業連轟派立「空性是行益所攝」﹔以為涅槃空

（無相、無願）典「諾行空」（無我）為二，詩行堂是行蘊所攝的。這是理解

到經中所說的緣起空典涅槃室。緣起典涅槃裝滿，也就是「﹔有為法」典「無為

法」’佛是稱之為甚深、最極甚深的。黨達羅學派注意到〔諸〕行空典涅槃
盒，同有空義，而還不能發見內在的統一性。當時的方廣部，說一切法空無。

部派佛教界，是相當重視空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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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部派一一空義之開展

第九節．二諦與一切法空無我 (p.123~ p.128) 

釋厚觀（2004.12.22)

一、「依諸行無我而說勝義空」與「依一切煩惱空而說勝羲空」（p.123)

（一）「諸行空」與「一切煩，惱空」（p.123)

空，有二方面：

卜諸行空，那是無我我所的意思﹔進而說明為：「常空，恆空，不變

易法空，無我我所」。 1

2 、另一方面是：一切煩惱空，空的是煩惱（業、苦），也就以空來表

示離煩惱（業、苦）的涅槃。寂，出離， （ 1日滅，滅等，也都表

示是空的，有「出世空性」的名稱。 2

這二方面，「勝義空」明顯的表示了這一意義。

勝義宣

諸行空一一一一常笠、恆笠、不變易法笠，無我我所

（有部：無我是勝義）

一切煩惱空一寂、出離、止滅、涅槃

（赤銅鏢部：涅槃是勝義）

1 (1) ｛雜阿含經〉卷9 (232經）（大正2 , 56b24-29) : 
佛告三彌離提：「眼堂，帝、恆、不費品法笠，我所空。所以者何？此性

自商。若色，眼識，目民觸，自民觸因緣生受一一若苦、若無、不苦不樂，往

亦堂，帝、恆、不變易法堂，我所堂。所以者何？比性自商。耳、鼻、

苦、身、車，亦復如走，是名堂世間。」

(2）參見〈空之探究〉第二章第五節（常空、我我所空〉’ p.103-p.105 。

2 (1 ）參見〈空之探究〉第二章第八節〈諸行空與涅槃空〉’ p.117-p.123 。
(2）《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一節〈哥︱言〉’ p.8 ：「出世間空性，是聖者所自證

的。．．．．．．出世閉室性，是難見難覺，唯是自證的涅槃甚深。．．．．．．緣起是有

為，是世間，是室，所以修空（離卻煩惱）以實現理槃﹔淫槃是無為，走

出世間，也是空一一出世閉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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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說一切有部與赤銅鎳部所說的「勝義空」

卜在《雜阿含經） 3 中，是緯起生死相續中，有業報而沒有作者（我的

異名）。緣起因果是俗數法一一法假，無我是勝義。依諸行無我而

說勝義空（牲），是說一切有系所說。

2 、在《無礙解道〉中，勝義空是一切煩惱永滅，六處永滅﹔涅槃是勝

義，依涅槃的按誠而說勝義空，是赤銅鎳部所說。

勝義空，也許不載於原始聖典，而在佛法的流傳發揚中，受到部派

的重視，是一項明顯的事實。

說一切有部一一依「諸行無我」而說勝義空

赤銅線都一一一一依「涅槃的寂滅」而說勝義空

二、《大昆婆沙諭〉中四家的二諦說（p.124)

俗數法與勝義，佛教界安立為二諦：世俗諦，勝義諦。依四諦而明二

諦的安立，〈大昆婆沙論〉列舉了四家的二諦說。 4

3 (1) 《雜阿合經〉卷13 (335經）（大正2 ' 92c16-25) : 
諸比丘！眼生時無有來處，滅時無有＊處。如是眠，不實而生，生已盡

滅，有黨報而無作者，此陰減已，其陰相績，除俗數法。耳、鼻、苦、

身、意，亦如是說，除俗數法。俗數法者，謂此有故往有，比起故彼起，

如無明緣行，行緣識，廣說乃至純太苦聚集起。又復此無故往無，此滅故

往滅，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如是廣說乃至純大苦眾滅。

(2）參見《空之探究〉第二章第二節〈勝義空與大空〉’ p.81-p.83 。

4 ﹛大昆婆沙論〉卷77:
餘其經中說有二諦：一世俗諦﹔二勝義諦，問：世俗、勝義二諦云何？

－、有作是說：於回諦中前二諦是世俗諦，男女行住及瓶衣等，世間現見諸世

俗事，皆入苦無二諦中故。後二諦是膳義諦，諸出世間真實功德，皆入減道二

諦中故﹒

二、復有說者：於四諦中前三諦是世俗諦。苦集諦中有世俗事，義如前說。佛

說減諦如城、如宮、或妒彼岸，諸如是等世俗施設滅諦中有，是故滅諦亦名世

俗。唯一道諦是勝義諦，世俗施設此中無故。

三、或有說者：四諦皆是世俗諦攝。前三諦中有世俗事，義如前說。道諦亦有

諸世俗事，佛以沙門、要羅門名說道諦故。唯一切法堂、非我理走路義諦，

笠、非我中，諸世俗事絕施設故。

四、評曰：應作是說，四諦皆有世俗、勝義。苦集中有世俗諦者，義如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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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家之三諦說（苦、集為世俗，滅、道為勝義） (p.124) 

第一家，以苦、集二諦為世俗，滅、道二諦為勝義。這是世間虛

妄，出世間真實的二諦說，與說出世部相近。 5

（二）第二家之二諦說（前三諦為世俗，道諦為勝義） (p.124) 

第二家，以前三諦為世俗，道諦為勝義。 6

苦諦中有勝義諦者，謂苦、非常、笠、非我理﹔集諦中有勝義諦者，謂困、

無、生、緣理固減諦中有世俗諦者，佛說，減諦如園、如林、如往岸等﹔滅諦中

有感A諦者，謂滅、靜、妙、離理。道諦中有世俗諦者，請佛說，道如船義、如

石山、如梯睡、如臺觀、如花、如水﹔道諦中有勝義諦者，謂道、如、行、出

理。由說回諦皆有世俗、勝義諦故，世俗、勝義俱攝十八界、十二處、五蘊﹔

虛笠、非擇滅亦二諦攝故。 （大正27 • 399c8-400a3 ) 

5 印順法師〈性空學探源） (p.121-p.122) : 
﹛要沙》卷七七說有回家的建立二諦，第田家是自宗主張的軍事二諦，這典後

來〈俱舍〉、《順正理》所說的不同，其第一家，如論說，：「有件是說，：於回

諦中，前二諦是世俗諦，男女行住是瓶衣等世間現見諸世俗事，皆入苦集二諦

中故。後二諦是勝蟲諦，諸出世間真實功穗，皆入減道二諦中故。」（《大昆

要沙諭〉卷77 ，大正27 • 399c9-13 ) 

《J頂正理論〉卷五八（大正妞， 667a8-29），也說到這種主張。這以一般苦集相

生的有福因呆為世俗諦。世俗，含有變遵的、虛偽的意思。「男女行住及瓶衣

等」一切常識所見的世俗事，都是苦、集二諦法，都是雙邊虛偽的，所以名為

世俗諦。滅、道二諦，是無漏智所體詮的境界，是「諸出世間」的「真實功

德」’故是勝義諦。

識道是真，苦集是妄，所以這二諦是真妄的二諦﹔苦集是世間，滅道走出世，

所以也就是世出世的二諦。它不是要沙自宗的主張，與傳說「俗妾真實」的說
盎芷豐思想相近。《其部宗輪論述記〉傳說出世部的主張說，：「世間煩惱從顛

倒起，此復生葉，從業生呆﹔世間諸法既顛倒生，顛倒不實，故世間法但有假

名都無實體﹒出世之法非顛倒起，道及道呆，皆是實有。」（唐窺基撰《異部

宗輪論述記〉卷1 ，已績藏的， 218a13-16）苦集從顛倒起，是處幻無體的，故

是世俗﹔滅道二諦不從顛倒起，是真實有的，故是勝義﹔這舍有勝義諦是實

有，世俗諦是無體的意思。

6 印順法師〈性空學探源》（p.123-p.126) : 
第二家的主張，如諭云：「復有說者，於回諦中前三諦是世俗諦。．．．．．．世俗施

設滅諦中有，是故滅諦亦名世俗。唯一道諦是勝義諦，世俗施設此中無故。」

（〈大昆要沙論》卷77 ，大正27 • 399c13-18）這以是否世俗言義施設來分別二
盒，所以不但苦諦無諦是世俗，滅諦經中嘗說它是「如城如宮」，也有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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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設，還是世俗諦。只有道諦，「世俗施設此中無故」，才是勝義﹒

〈順正理論》卷五八，也說有三諦世俗、一諦勝義的二諦論，不過它以是否有

為生滅的意義來安立二諦，故說道為世俗，滅為勝義。如云：「﹔有一類言：三

是世俗，有為皆是亡失法故。」（大正29 • 665c21-22) 

（一）以「道」為勝義的意渴：

(A）《要沙》引述的以道為勝義的二諦論，很有深義。滅諦是依緣起法建立

的，就在「此生故復生」的否定一一「此滅故位減」上建立的，它只是世

俗雜柴因呆的否定，不是世俗因呆象列外別立的，就是盤查也不以他為勝

義。道諦則不同，它是在清淨無漏的另一困呆~上建立的。所以阿令在說

緣起法則是真是實之外，又說八聖道文是古仙人道，也是真實的。

(B）主墨益在「緣起無為」外又建立道文無為（法寶著《俱令論疏〉卷1 ，大正

41 , 470a21-27），因為它是與有漏雜禁對立的另一系統的困呆t必然理則。

(C）《雜阿令〉卷24, 638經說，舍利弗般涅槃了，其弟子均頭沙彌取舍利回

祇圈，阿難看見了非常的悲傷，釋尊安慰他，謂：「彼舍利弗’持所受成

身涅槃耶？定身、華身、解脫身、解脫知見身涅槃耶？阿難白佛言：不

也。」（大正2 • 176cll-13 ）舍利弗涅槃了，只是有漏因呆的身心息滅，
不是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的五分法身也滅無﹔這是文示7 「道是勝

義」的思想，也就是後來無漏功德常住的思想本雄。有漏因果可以否定，

而裁定慧等無漏因呆，究竟清淨，本來常住，不可取消。

(D）這思想，學派中的大軍車，很有所發揮。如傳說是迦梅延創始的盒盔塹，

謂「道不可修，道不可壤」。〈宰輪論述記〉解釋道：「－得以去，性相

常住，無制那滅，故不可壤。」（唐窺基撰《異部宗輪論述記〉卷1 ，市

續藏的， 228a6-7）道是本有的，常在的，只要經－種困線方便，就可以

顯發出來，而且顯發後不是剎那歸於滅無的。

(E）南傳〈論事》第 19品第3 、 4章，說，大眾象案達攝學派的主虫笙笠，主張

「沙門果及道是無為」（漢譯南傳62冊﹒ p.327-p.331 ），以無漏困的道及
無漏呆的沙門果，都是常往無冉的。

這些，與此所說，的「道走路義」的見解相同，而且還是真常大乘無漏功德本有
常住思想的前身。所不同的，後代的真常論者是綜合T道與識，不再將減當作

有誦的否定看（經過一切法堂的融冶）。這「道是勝義」’是真實常住，雖只

有這丹言隻語，缺乏更多的資料，但已足以窺見它與後期真常大乘教的關舔

了。他以道諦為中心，成立無漏功德的實有常住，不以一切法空本性在減為勝

義，典後期大乘有宗的不以性室為了義，走出發於同樣的意境和要求。

（二）以「減」為勝義的意渴：
《順正理論〉所引述減為勝義的二諦論，也很有深意。連家的意思說，有為生

滅的可亡失法是世俗諦﹔苦無與道，雖有聽淨之別，其為無常亡失法，並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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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家之二諦說（四諦皆是世俗諦攝，唯一切法空非我理是勝義諦）

第三家 7以為：「四諦皆是世俗諦攝 0 ......唯一切法空非我理，是

勝義諦，空非我中諸世俗事絕施設故。」（大昆婆沙論〉卷77 ，大

正27 t 399c18-22) 

同（後代有四智菩提〔大圍繞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參見《成唯

識論〉卷10 ，大正31 • 56a12-b2）〕也是無常生滅的一大主張），所以都是世俗
諦。唯滅諦一一友身祇智的涅槃界，才是無為常住的究竟歸宿，才是勝義﹔這應

是上座率中「見滅得道」的見解。滅諦，就是擇滅無為，這在有部等認為是實

有，經部等認為非有，雖有2爭論，照《JI頓正理論》卷四七所說的：「如正法中於

涅槃禮，雖有謂實謂非實異，而同許彼是常是在故。」（〈順正理論〉卷

47 ，大正29' 6的a3-4）識諦是雜禁不復現起，常處而非變動的，實是大家共認

的真理。

(A）從消極方面引發之，經過經部的「無為無實」’可以違法法皆空的大乘

空宗，以過一切法的空處理性為勝義。

(B）從積極方面考察之，它是否定了雜樂所開頓的那內在的離言實性，走過

一切一味的妙有真常的空所顯性﹔經過經部折衷有義而遠大乘唯識學的

思想。

所以，無論以道為勝義，以滅為勝義，都是很有意義的。

7 （性空學探源） (p.126-p.127) : 
《婆沙〉引述第三家的二諦論，又把世俗擴大，主張四諦都是世俗，因為都是世

俗施設的。不但滅諦有「如宮如城」的施設安立，就是道諦，經中也以沙門、

要羅門稱之，也用如燈明等形容之。所以四諦都是施設安立的，唯有「法室非

我」的理性，才是勝義。論云：「四諦皆是世俗諦攝。．．．．．．唯一切法生非我

謹，是勝義諦﹔生非我中，諸世俗事絕施設故。」（〈大昆藝沙諭〉卷77 ，大

正27 • 399c18-22）這與空宗的思想相順。「法空非我」’固可作我堂與法空
兩種解釋，但總相觀之，是一切法章。一切有都說回諦各有回種理性一一回諦

十六行相，「笠、非我」，只是苦諦「苦、笠、無帝、無我」四行相之二。其
實不必如此，有部自宗也認為唯苦行相局在苦諦，無常已可通三諦，空無我是

可遍通四諦的。所以空無我，是一切法最高級最普遍的理性，不同其餘通此不

通往有局限性的理性。

不但大乘，小乘笠宗學者也在事相的「安立四諦」外，又建立一個生性遍通的
「平等四諦」﹔這也就是阿合法住智之通達四諦相，典涅槃智之體證過一切法

堂皇性的差別。後代以一切法室為究竟了義的大乘，都與這「法空無我理是勝

義諦」的思想有關。

向來傳說大軍車的一說部，「說世出世法皆無實體但有假名。」（《宗鏡錄〉

卷46 ，大正48 • 688a18）世法是苦、無二諦，出世法是滅、道二諦，世出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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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家之二諦說（四諦皆有世俗、勝義） (p.124) 

第四家 8是有部的評家正義：「四諦皆有世俗、勝義。．．．．．．苦諦中

有勝義諦者，謂苦、非常、堂、非我理。集諦中有勝義諦者，謂

困、集、生、緣理。．．．．．．滅諦中有勝義諦者，謂滅、靜、妙、離

理。．．．．．．道諦中有勝義諦者，謂道、如、行、出理」。（〈大昆婆

沙論〉卷77 ，大正27 • 399c22-400al) 

後二家，都是以世俗事的施設為世俗諦，而勝義諦是「絕施設」一一

不可安立的。

世俗諦 勝義諦

第一家 苦、集 滅、道

第二家 苦、集、滅 道

第三家 苦、集、誠、道 一切法空、非我理

第四家 苦、集、滅、道的事相 苦、集、滅、道的十六行相（理）

三、再論〈大昆婆沙論〉第三家、第回家之事理二諦說（ p.124-p.126) 

後二家，可說是同一意義的不同開展。對於空性為勝義空的思想，是

有重要關係的。

皆是假名無實，就與回諦皆是世俗施設的意義一樣。所以這第三家四諦是世

俗，法空非我是勝義的二諦論，近於一說部的主張－

8 （性空學探游》（p.127-p.128) : 
第四家，〈藝沙〉自宗的主張說：「捍曰：應作是說：四諦皆有世俗、勝

羲口........苦諦中有勝A諦者，謂苦、非常、堂、非我理（餘三諦例此）。」

（《大昆藝沙論〉卷77 ，大正27 • 399c22-24）這說，四諦的事相是世俗，十六
行相的四諦理才是勝裁。要通達此理，才能詮得聖道。此十六行相（理），是

殊「勝」智慧所觀的特殊境界一一「義」’故曰「勝義諦」。這裡要知道，十

六行相是共相，是此法典故法的共通性﹔這共通性是不離於差別法，因差別的

自相法，而顯出的遍遍的理性。所以這要沙自宗，與上面第三家意義是很相近

的。同以四諦的理性為勝義﹔所不同者，第三家說，的是最高的普遍理性，要沙

自宗說的是隨事差別的理性。他們同將勝義建立在聖人的特殊認識土，只因

《藝沙〉以「四諦漸現觀」得道，故是十六行相隨事差別的理性﹔假使他們能

夠主張觀一滅諦得道，那必定會與第三家一樣的建立在普通理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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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昆婆沙論〉第四家之二諦說（有部評家正義） ( p.124-p.126) 

1 、「自相」與「共相」的意涵

這應該從自相、共相說起，如《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44說：

「分別一物相者，是分別自相﹔分別多物相者，是分別共相。」 9

自相，是一法（物）所有的﹔共相是通於多法的。例如：色是自

相﹔色法的無常性，是通於心、心所等的，所以無常是共相。

進一步說，色是一蘊的總名，遇於種種色的。在色蘊中，有限、耳

等法﹔即以眼所見的色來說，也有青、黃、赤、白等多法，所以色

也還是通於多法的。

這樣的推求下去，一直到不可再分析的，一一極微自性，才是色的

自相。

所以〈大昆婆沙論〉說：「諸法自性，即是諸法自相﹔同類性是共

相。 10」

自性是一一法的自體，在有部中，與自相是相同的。

但自相依相立名﹔自性是以相而知法固體的。

共相是通於多法的，也就是遍通的理性。

2 、有部評家正義以「四諦的十六行相」共相之理為勝義諦

一般人雖說能知事相，而實不能知一一法，不知一一法的共相。姐

實知四諦共相的，能見道而向解脫，所以後代就以四諦的十六行相

盛基盤。

有部的評家正義，就這樣的論定：

A 、四諦事相是世俗諦。

B 、四諦（一一諦四行相）的十六行相，是勝義諦。

共相，近於一般所說的通遍理性，但有部不許四諦以外，別有抽象

的通遍理性，十六行相只是四諦（一一法上）所有共通的義理。

9 （大昆婆沙論〉卷44 （大正27 • 217a14-15 ）。
10 《大昆婆沙論〉卷34 ：「自體自相即彼自性，如說譜法自性，即是諸法自相，

同類性是共相。」（大正27 ' 179b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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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世俗與勝義的覺了，《大昆婆沙論〉列舉了多種譬喻，試引述

二喻，如《大昆婆沙論〉卷 44 （大正27 ' 217a22-29）說：

「如種種物近帝青11寶，自相不現，皆同彼色，分別共相慧應如

亦商。

如種種物遠帝青寶，青黃等色各別顯現，分別自相慧應如亦爾」。

「如日出峙，光明遍照，眾閉頓遣，分別共相慧應如亦商。

如日出已，漸照眾物，牆壁竅隙，山巖幽蠢，皆悉顯現，分別

自相慧應知亦爾」。

通達共相慧的帝青寶喻，與〈般若經） 12 所說：般若照見一切法

空，如高入須彌，成同金色，正是勝義慧的同一譬喻。

3 、有部正義認為：空與無我行相雖通於四諦，但無漏慧所通達的

「空、無我行相」唯是苦諦

有部是事理二諦說，四諦事是世俗，四諦所有的共相一一理是勝義。

四諦各有四行相：集、戚、道諦的四行相，是局限於集、滅、道諦

皇室，苦諦下的四行相可不同了。

苦諦的四行相：苦行相是限於苦諦的﹔無常行相，可通於苦、集、

道三諦﹔空與無我行相，是通於四諦（及非擇滅與虛空）的，所以

空與無我，是一切法中最通遍的共相一一理。以理為勝義諦，那末

空無我理，可說是一切法的勝義諦理了。

由於有部是「次第見（四）諦」的，所以說無漏慧所通達的空無我

行相，唯是苦諦， 13 假如是主張「一時見（四）諦」的，就不會有

這一區別了。

11 帝青：慧琳《一切經音義〉卷12云：「寶名也，唯夭帝有此青寶，因號帝青

也。」（大正詞， 380c12)

12 ( 1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卷21 （大正8 I 369b29-c6) : 
云何般若渡蘿蜜於五渡羅賽中第一、最上、微妙？佛告須菩提：如是！如

是！諸渡轟蜜雖無差別，若無般若渡轟蜜，五渡蘿蜜不得波羅蜜名字﹔因般

若渡轟簣，五渡轟蜜得渡轟蜜名字。須菩提！譬如種種色身，到須彌山王

邊，皆同－色﹔五渡蘿蜜亦如是，因般若搜羅賽，到薩要若中，一種無異。

(2) 〈大智度論〉卷82 （大正詣， 633b8-12）。

的（ 1) ＜空之探究〉第二章第六節（三三摩地〉’ p.107 ：「說，一切有部，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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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昆婆沙論〉第三家之二諦說（p.126)

第三家以為一切是世俗施設，「唯一切法空非我理，是勝義諦，空非我

中，諸世俗事絕施設故。」（《大昆婆沙論〉卷77 ，大正27, 399c20-

22）這也是理事三諦，但以一切法中最通遍的義理一一「空非我理是

監盞噩」。這可能與「一說部」的見解相近。世俗唯是假名施設，空

非我理是勝義，世倒葭而勝義空（非我），是近似大乘空義的一派。

四、赤銅鍊部亦主張空、無我為一切法的勝義諦理（ p.126-p.127) 

有部的「無常、苦、空、無我」’赤銅鍊部作「無常、苦、無我」

無我是空義 14 。（空）無我遍通一切法，也是赤銅鏢部所說的。

《無礙解道〉有（四） 「諦論」’引經說，四諦「是如，不虛，不

諦、十六行相．．．．．．這是的能為四諦下煩惱對泊的無漏智說，如約有漏智所緣

行相說，那堂與無我二行相，走過於回諦、一切法的。不但有漏的苦與集，

是堂的，無我的﹔無漏有為的聖道，無漏無為的滅，也是堂的、無我的口」

(2）參見〈大昆婆沙論〉卷 9 （大正27 • 45b17- c3 ）。

14 (1) ｛空之探究｝ p.108 : 
〈相處都〉多說「無帝，苦，無我」（無我所），〈雜阿令經〉多說，「無
常，苦，堂，無我」。說－切有部立十六行相，無常、苦、堂、無我，是

苦諦的四行相。在十六行相中，空典無我，是二種不同的行相，差別是：

「非我行相對治我見，生行相對治我所見」。這是諭師的一種解說，如依

經文，空那裡只是無我所呢！

(2）參見《性空學探源》 p.32-p.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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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15諦是不倒亂而確實如此的，所以諦是如，如是不異的意義。

正如〈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誠經〉所說：「月可令熱，日可令冷，佛說

四諦不可令異。」 16

〈無礙解道〉說到四諦間一通遠，也就是「一時見諦」。為什麼四諦

能同一通達？因為四諦是同一所攝：「同一所攝則一性，一性則依一

智通達，故四諦同一通達」。那末四諦依什麼而是同一所攝呢？

《論） 17依四行相，九行相，十二行相來說明。

四行相 18是：如義，無我義，諦義，通達義。每一諦都是如義，無我

義，諦義，通達義﹔四諦同有這四行相，所以說四諦是同一所攝。

15 ( 1) 〈相應部〉「諦相應」：「是妒，不離如，不異。」（漢譯南傳44冊

p.14 ﹔日譯南傳41冊， p.18)

(2) ｛雜阿合經﹜卷16 < 417經〉（大正2 • 110c2-11) 
佛告比丘：「汝云何持我所說回聖諦」？比丘白佛言：「世草說苦聖諦，

我悉受持，如妒，不離如，不其如，真實，事諦，不顛倒，是聖所諦，是

主主豆豆壘。世尊說苦無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掛聖諦，去口如，不離如，

不真如，真實，審諦，不顛倒，是聖所諦。是為世尊說四聖諦，我悉受

持」。佛告比丘：「善哉！善哉！法真實持我所說四聖諦，妒如，不離

如，不其如，真實，審諦，不顛倒，是名比丘真實持我四聖諦。」

16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誠經〉卷1 （大正12 • 1112a）。

17 《無礙解道〉〈諦論〉（目譯南傳41冊， p.18-p.24 ﹔漢譯南傳44冊， p.14-

p.18 ）。

18 《無礙解道〉〈諦論〉（日譯南傳41冊， p.19-p.21) : 
以幾何之行相四諦為同一通達？以四行相四諦是同一通達：〔即〕是 (1）如之

義、（2）無我之義、（3）諦之義、（ 4）通達之義。如是以回行相回諦是同一所

攝。同一所攝者是一性，以一智通達一性故，回諦為同一通達。

如何依如之義四諦為同一通達？以四行相依如之義四諦為同一通達：苦之苦義

是如之義，無之無義是如之義，滅之減義是如之義，道之道蟲是如之義，如是

以四行相依如之義四諦為同一所攝，同－所攝者是一性，以一智通達一性故，

四諦為同一通達。

如何依無我之義四諦為同一通達？．．．

如何依諦之義回諦為同一通達？．．．．．

如何依通達之義回諦為同一通達？以四行相依通達之義回諦為同一通達＿..：＿＿苦之

苦義是通達之義，集之集義是通違之義，滅之滅義是通達之義，道之道義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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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行相 19與十二行相卸的前四相，就是如義，無我義，諦義，通達

義。這些義相，四諦都是有的，所以是同一所攝，同一通達。如義與

諦義間，有無我義﹔四諦同有無我，可見（空）無我是通於四諦的，

與有部所說相同。

以空無我為遍遍四諦的勝義，是從「諸行空 l 而延展到「一切空無

盡斗盤。這是上座部系，著重我我所空而發揚起來的。

達之義，如是以四行相依通達之義，四諦同一所攝，同一所攝者是一性，以一
智通達一性故，四諦為同一通達。

如何而四諦為同一通達？無常者是苦，無常、苦者是無我，無常、苦、無我者

是如。無常、苦、無我、如者是諦，無常、苦、無我、如、諦lb同一所攝。同

一所攝者是一性，以一智通達一性故，回諦為同一通達。

19 （無礙解道〉〈諦論〉（日譯南傅41冊， p.21) : 
以幾何之行相四諦為同一通達？以九行相四諦是同一通達：為 (1）如之義、

(2）無我之教、 (3）諦之義、（ 4）通達之義、（ 5）通智之義、（ 6）遍智之義、

(7）斷之義、（8）修習之A 、〈的現證之載。如是以九相四諦為同－所攝。同一

所攝者是一性，以一智通達一性故，四諦為同一通達。

20 （無礙解道》〈諦諭〉（日譯南傅41冊， p.22-p.23) : 
以幾何之行相四諦為同一通達？以十二行相四諦為同一通達：〔即〕 (1）如之

義、（2）無草地之義、（3）諦之義、〈的通達之義、（5）通智之義、（6）遍智之義、

(7）法之義、（8）如之義、（9）所知之義、 (10）現證之義、（11）觸接之義、 (12）現

觀之義。如是以十二行相四諦為同一所攝。同一所攝者是一性，以一智通達一

性故，四諦為同一通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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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部派一一空義之開展

第十節 大眾部象與法空（p.128～p.135)

釋厚觀（2004.12.29)

一、聲間的法空說（p.128)

一切煩惱空，生死不再生，以涅槃為勝義空，〈無礙解道） 1 己說到

了。但著重涅槃空而發揚起來，最足以代表聲聞法空說的，是龍樹所

說的「空門」。 2

法空說的主要理由，上文會歸納為五項。 3

除 (1 ）「無我所」為「法空」外，都與「涅槃空」有關。

(2）「五陰散滅」’是行者滅五陰，愛盡苦盡而作苦邊際。

(3 ）「不落四句」’涅槃正是不能以四句一一有、無、亦有亦無、非

有非無來說明的。

1 ( 1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三章第八節〈諸行空與涅槃空〉

p.119 ：「涅槃的空義，赤銅鑼都是充分注意了的。如（無礙解道〉所說

的（4）最主堂，（2Sa 、 2Sb）勝義堂，都是約涅槃說的口（6）消時堂，

(7）定堂，（ 8）斷堂，（9）止減堂， (10）出離堂等，或淺或深，而

最深徽的，是依阿羅漢道而一切煩惱空。特別是止滅典出離，就是「依

雄，依離欲，依（止）滅，向於捨」的離典識。這些文字，都表示給除煩

惱而可以名為堂的﹔也可以表示涅槃。」

(2）《無礙解道〉之空義，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二章第七節〈空之

類集） p.113-p.116 。

2 (1) ｛大智度論〉卷18 ：「智者入三種法門，觀一切佛語，皆是實法，不相違

背。何等是三門？一者棍勒門，二者阿昆曇門，三者堂門。」（大正

25 ' 192a28-b 1 ) 

(2）部派之「空門」’詳見〈大智度論﹜卷18 c大正25 • 192c21-193cl ）。
3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二章第四節〈聲聞學派之我法二空說〉

p.101 ：「聲間的法空學派，引聲聞經以說法空的，主要的理由是：一、無我

所﹔二、五陰法散減﹔三、不落二邊一一四旬的見解﹔四、佛法是非書爭論處﹔

五、智者不取著一切法。法堂的學派，與阿昆曇門的辨析事相，是不同的。這

是著跟於佛法的理想，方便引導趣入、修證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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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靜論處」’這是言說所不及，超越於名言的。

(5 ）「智者不取著一切」’正由於涅槃智的自證。

法空說，是從涅槃空（或佛證境）來觀一切法的。一切法空，所以修

行者隨順、趣向、臨入於「無對」（絕對的）的涅槃。

二、現存都派傳說中與法空有關的資料（p.128-p.132) 

在現存的部派傳說中，與法空有關的資料不多，姑舉四說。

（一）分別說部（說假部） (p.128) 

如《佛性論〉卷1 （大正31 • 787c5-8）說：

「小乘諸部，解執不同。若依全型墊說，：一切凡聖眾生，並以堂

為其本，所以凡聖眾生，皆從空出。故堂是佛性，佛性者即大

涅槃。」

〈佛性論〉是真諦所譯的。以其諦所譯的《部執異論） 4 ，及（四諦

論〉所用的譯名，推定分別部即分別說部，為唐譯說假部的異譯。 5

4 《部執異論》：「．．．．．．分成兩部：－大眾部，二土座弟子部。至第二百年中，從
大眾都又出三部：一、一說部，二、出世說部，三、灰山住部。於此第二百年

中，從大眾都又出一部，名得多閣部。於比第二百年中，從大眾都又出一部，

名分別說部。」（大正49 ' 20a26-b2 ) 

5 參見印順法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輿論師之研究） p.598-p.599 : 
假名都與分別部，是什麼都派呢？所引分別部說，典〈大昆婆沙論〉分別論者，

並不相同，不能說是分別論者﹔那分別部是什麼部派呢？真諦所譯的〈部執異

諭〉，有分別說部（《三論玄義〉引作多聞分別部），就是〈異部宗輪論》的說

假部，〈十八部諭〉的施設部。以真諦譯來解說真諦擇，分別部及分別論

（部），說是大眾祟的說假部，應該是最適宜的。《三論玄義》（大正

45 • 9a）說：「佛在世時，大迦梅延造論解佛阿含鐘。至第二百年，大迦梅延從
阿耨達池出，史分別前多聞部中義，時人有信其所說者，故云多間分別部」。依

《三論玄義檢幽集〉卷5 （大正70 • 533a），知道嘉祥是依據其諦〈部執異論
疏〉的。並說「分別說部，即大迦務延弟子」 0 分別部一一多間分別部，傳為大
迦務延所創，是大迦務延弟子。這一部派是仲掉大迦務延為宗的﹔這與本論多引

分別部說，而〈論〉序頌說：「大聖梅延諭」’是完全契合的。但本論又有假名

部，假名也就是說假或施設的意思。如上面所說，分別部是說，假部，那假名部又

是什麼都呢？也許是同一部派而譯語不統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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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型笠說：滅有三種：一、念念滅﹔二、相連滅﹔三、無餘滅

譬如燈減」。 6

涅槃是無餘滅，約煩惱等滅遠無餘說，滅是空的異名。

依〈佛性論〉，分別部說：一切凡聖眾生，「以空為其本」’此空顯

然有了形而上的本體意義。凡聖康生，或迷而流轉，或悟而解脫，所

有凡聖、迷悟的一切現象，都是依空而有的。空是本來如此（本性

空）的，為成佛的因性，所以空就是佛性﹔離一切迷妄而成佛，空就

是大涅槃。 7

〔印順法師評〕

以空為佛性、大涅槃，我想，這是真諦的時代，分別部適應大乘學而

作的說明吧！

佛法原本是依現實的身心世間，修道斷惑而得涅槃的。現在說空為一

切所依，那是通過涅槃空義，再從涅槃常寂來說明一切的（或稱為

「卻來門」 8）。

6 (1) ｛四諦論〉卷3 （大正32 • 389c8-9）。

(2）參見印順法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輿論師之研究） p.600: 

分別都是多種心所相應俱有的。說，三種減：「－念念減，二相連滅，三無
餘減」’本論是以無餘減為減諦的。

7 參見印順法師著《性空學探源） p.115-p.116 : 
真諦譯的《佛性論〉說，：「若依分別部說，一切凡聖眾生，並以堂為其本﹔所

以凡聖眾生，皆從畫出故，生是佛性﹔佛性者即大連槃。」分別說部，有人說

是屬於大眾象的多聞分別部﹔依玄糞譯，就是大軍車的說假部。佛性，在復代

特別發揮，有種種異解，初期教中，把它解作－種成佛的可能性。分別說，都謂

「堂是佛性」，成佛以室為可能性﹔如是，把成佛典菩薩行的「多住於窒」’

貫通起來了。在理論上說，空是平等無差別性的，依之可引發出兩種思想：

一、「一切凡聖眾生並以室為其本」，而在空性上是平等無差別的，所以應發

平等大悲心企普濟有情而撞佛固，此後代所以有「法界」為無漏功德國之說。

二、「凡聖眾生皆從空出，堂是佛性」’堂是平等真理，一切眾生在空性上平等

無差別，而笠性又是成佛的因，一切眾生皆可成佛的一乘思想，是一呼即出了。
這誰是後期佛教特別發揮的，但在菩薩道的發揚中，本就蘊含有這種傾向的。

要成立菩薩道，在行為上是多住空門，在理論上以平等空運為基本，這是理論

土的必然要求。

8 參見印順法師著《如來藏之研究） p.85 ：「〈般若經〉是實踐的平等法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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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廣部（p.129)

如《大智度論〉卷1 （大正25 ' 61a28-bl ）說：

「佛法中方廣道人言：一切法不生不滅，空無所有，譬如兔角、龜毛

常無」。

南傳的〈論事〉中，有方廣部，也名「說大空」的部執。雖然所說的

問題，與﹛大智度論〉不同，然方廣部與方廣道人，一切法空無所有

與說大空，顯然是同一的。 9

方廣部以為：僧伽四雙八輩，約勝義僧說，勝義僧是無語講道果。所以

僧伽是不受供施的 10 ﹔供物是無所淨 11 的﹔不受用飲食的 12 ﹔施僧也

一切法本堂，一切法本淨，而不是特重於心性本淨的。所以說清淨，我典法，

色與心，凡與聖，道與果，沒有一法不是畢竟清淨的。這是般若正觀的平等法

門，是實踐的，向上的。

如來藏自性清淨，指出眾生本有如來性，為成佛淨因﹔或以如來藏為依止，建

立尺，聖、柴淨一切法。這是重於心（或我）的，說，明的，從上向下的（或稱之

為「笙丞且」）。
所以〈起若經〉的心性本淨說，可能引發如來藏說，卻不是如來藏說。」

9 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362: 
〈大智度論〉卷1說：「更有佛法中方廣道人言：一切法不生不滅，空無所有，

譬如兔角龜毛常無。」（大正25 ' 61a28-bl ）佛法中的方廣道人（道人是比丘
的舊譯），說－切法無，為龍樹所破斥的，應是銅鑼部所傅的方廣部，也稱說

太空部。〈論事〉一七，大．一 0 ﹔一八，一．二，說到大宣部執。《順正理
論》說：「都無論者，說一切法都無自性，皆似室花」’可能也是這一學派。

稱為方廣部，與九分教中的「：本廣」有關。大乘佛法興起，經典都名為「方

廣」（或譯方等）。「一切無」者在說一切法不生不滅的深義上，無疑已到達

大乘法的邊緣。

10 《論事〉日譯南傅紹， p.324 ﹔漢譯南傳62 'p.288 （第十七品，第六章〉：
今稱「不應言：『僧伽受供物』之論」。此處，依勝義而言，唯「道呆」是為

僧伽’道呆以外不名為僧枷’道呆，任何物皆不受。是故「不應言僧伽受供

物」者，乃是現在之太空宗一一方廣部之邪執。

11(1 ）｛論事〉，日譯南傳到， p.326 ﹔漠譯南傅位， p.290 （第十七品，第七章）：

今稱「不應言：『僧枷淨化供物』之論」。此處，唯「道呆」名為僧枷

故，此等﹝道呆﹞淨化供物事為不可能。是故「不應言『僧伽淨化供物』」

者，乃同往﹝方廣部﹞之邪執。

(2）﹛論事〉，目譯南傅呵， p.327注1 ：「淨」（淨化）者，為作大呆也。施僧

枷少物得多呆，施多物則得更多果。

12 ｛論事》，日譯南傅兒， p.328 ﹔漠譯南傳62, p.291 （第十七品，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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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得大果。 13

佛往兜率天宮，人世間佛是示現的（化身） 14 。所以施佛不得大果 15 ﹔

佛不住此世間，佛不說法。 16

〈論事》所說的方廣部執，勝義僧與佛，都是超越現實人問世的。

凡重於超越的，每不免輕忽了現實，方廣道人說一切法空無所有，如

龜毛、兔角一樣，不正是同一意境的表現嗎？

（三）東山住部（p.130)

如〈入中論〉卷2 （漢藏教理院刊本， p.31) 說：

若世間導師，不順世間轉，佛及佛法性，誰亦不能知。

雖許起處界，同屬一體性，然說有三界，是棋世間轉。

無名諸法性，以不思議名，為詩有情說，是j憤世間轉。

由入佛本性，無事此亦無，然佛說無事，是順世間轉。

不見義無義，然說法中尊，說減及勝義，是順世間轉。

不減亦不生，與法界平等，然說有燒劫，是JI頂世間轉。

雖於三世中，不得有情性，然說有情界，是順世間轉。

今稱「不應言：『僧枷受用』之論」。於此處，亦唯「道呆」名為僧伽故，無

論何物皆不受用﹔是故「不應言僧伽受用、敏、喵、品味」者，即亦偉等﹝方廣

部﹞之邪執。

13 ＜論事》，日i譚甫傳58 'p.329 ﹔漢譯南傳62 'p.293 （第十七品，第九章）：
今稱「不應言：「施於僧伽有大呆』之論」。此處，亦唯「道呆」名為僧枷

故，無論何物皆不能施於復等﹔不依於復等而受﹔施，於復等，而不希求任何之

利益﹔是故「不應言施於僧伽有大呆」者，亦同住﹝方廣部﹞之邪軌。

14 ＜論事〉，日譯南傅錯， p.337 ﹔漠譯南傳62 'p.300 （第十八品，第一章）：
今稱「人界論」。此處，執「世尊生於世間，等覺於世間，仗世間而住，不禁

於世間」之經為不如理，言「世尊出現於兜率天宮，住於其處，不來人間界，

顯示唯相色（因mi伽泊1pa）」者，如現在方廢都之邪執。

15 《論事》，日譯南傅紹， p.332 ﹔漢譯南傳62 'p.296 （第十七品，第十章）：
今稱「不應言：『施佛有大呆』之論」。此處世尊亦不受用任何物，然為共世

間隨順而受用，而示現有情，是故以無益，云「不應言『施佛有大果』」者，

如復等﹝方廣部﹞之邪執。

16 《論事〉，日譯南傅兒， p.339 ﹔漢譯南傳62 'p.302 （第十八晶，第三章）：
今稱「法說論」。此處世尊住於兜率天宮，為開示法而腸變化身，具壽阿難承

往﹝變化身﹞及投開示而說，法，佛世尊不說者，女官方廣部之邪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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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東山住部的〈隨順頌﹜。東山住部是大眾部系中，安達派的一派。

所說「蘊處界同一體性」’「無名諸法性」，「不滅不生」，在如來

如實證一一佛本性中，一切是同一的離言法性，沒有如世俗所見的我與

法，有與無，連佛、滅、勝義，這也都是無可說的。佛為眾生說有這

有那，不過「順世間轉」’隨順世間方便吧了。從如來自證的同一離

言法性說，法性是超越於世間名言的。

頌文雖沒有說「空」，然與大乘法空性說，是非常一致的。

（四）一說部（ p.131) 

〔日本之證禪撰〕〈三論玄義檢幽集〉卷5 （大正70 ' 459b29-c2 ）說：

「二益查者，真諦云：此部執世出世法悉是假名，故言一切法無有

實體，名，名即是說，故言一說部」。

這是梁真諦傳來的解說。一說部說：「世出世法悉是假名」’世間法

是苦諦與集諦，出世間法是滅諦與道諦，四諦都是假名了。

假名，一般是施設的異譯。 17 「間是一名」’正是「唯名」的意思。

一說部的教義，我們所知有限，但這是大論師所傳來的。

窺基的〈異部宗輪論述記〉，也這樣說﹔賢首所判十宗的「諸法但名

宗」，也指一說部。 18

一說部的思想，如是真諦所說那樣的「但名無實」’那與「原始般

若」的思想相合。 19

17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四章第五節〈假名一受假〉’ p.234 ﹔參見印順

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727-p.728 ° 
18 ( 1 ）窺基〈異部宗輪論述記〉（而續藏的， 21sah ）。

(2）天親菩薩遣，玄英譯，窺基註解，普泰增修〈大乘百法明門諭解〉卷上：

「．．．．．．五、俗妄真實宗，即說出世郁。六、諸法但名祟，即一說部。此二

通於大小乘。.......」（大正44 • 46c24-26) 

(3 ）法藏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第一：「．．．．．．五、俗妄真實宗，謂說出
世部等，世俗皆假，以虛妄故﹔出世法皆實，非虛妄故。六、童生堡主

宗，謂說一部等，一切我法唯有假名，都無體故，此通初教之始車知。」

（大正45 • 481c24-482a3) 

19 ( 1 ）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633-p.634 : 
〈三論玄義檢曲集〉卷5說：「真諦云：此部執世出世法悉是假名，故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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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法空說淵源於大眾部系而發揚起來（p.131) 

上來所引的四則：說分別部，方廣部，東山住部，一說部，凡與法空

說相近的，都是大眾部系統的學派，這是不能不重視的歷史事實。 20

切法無有實體﹔同是一名，名即是說，故言一說部。」（大正70 '459b29-
c2）有關一說，部的宗義，吉藏、法藏、窺基都摔用真諦的傳說。一說，部的

名義，或以為不是這樣解說，的。一說部的宗義，沒有更多的詮明，但西元

大世紀真諦的時代，印度的一說，部，是有這最宗義的。「諸法但名無

實 l ’與原始般若是相符的。這一被認為菩薩般若渡轟蟹的教授，可能與

一說都有關。

(2）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233-p.234 : 
〈般若經〉的「原始般若」’充分表示了一切法「但名」的意義，如〈小

品般若渡蘿蜜經〉卷1說：「世尊！所言菩薩菩薩者，何等法義是菩薩？

我不見有法名為菩薩。世尊！我不見菩薩，不得菩薩，亦不見、不得般若

渡羅蜜，當教何等菩薩般若述羅密？．．．．．．世尊！我不得、不見菩薩，當教

何等菩薩般若渡蘿蜜？世尊！我不見菩薩法來去，而典菩薩作字，言是菩

薩，我則疑悔。世尊！又菩薩字，無法定，無住處，所以者何？是字無所

有故。」（大正8 '537b-c) ······名字是沒有決定性的（同－名字，可以有
種種意義的），不是落實在某一法上的，名字是無所有的。一切但有名字
一一唯名，沒有實性，須菩提本著故若體梧的立場，所以這樣說。說沒有

菩薩，沒有般若，這就是為菩薩說般若述蘿蜜了。如聽了但有假名，一切

不可符，而能不疑不怖，那就是菩薩安住於般若述蘿蜜了。菩薩是人，般

若是法，人與法都是假名無實的﹔這一法門，可能從一說都演化而來。

(3）參見印順法師著〈棄理契機之人間佛教〉（勒令〈華雨集〉第四冊， p.8) : 
大眾部分出的部派，思想接近大乘，如被稱為「諸法但名索 l 的－說，部，

與《般若〉法門的「性生唯名 l ’是非常接近的，這是從聲間為本的「佛

法」’進展到「大乘佛法」的過程。

20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三章第三節（大乘『般若』與「阿會經』〉

p.152: 
大乘佛法的興起，決定是與大眾都象有關的。

(1 ）方廣部一一說大空派，以為勝義僧典佛，都是超越現實人問世的。這就

是〈大智度論〉所說，的方廣道人，說，「一切法不生不減」。

(2）東山住部的〈隨J嘖頌》，以為法性不二，佛所說的，都「是隨｝I賢世間

轉」。

(3）分別部說：凡聖一切都「以室為本」。

(4）一說部說：「世出世法悉是假名」。甚深義一一法性不二，從大軍部學

派中開展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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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座部系中見滅得道的學派，如法藏一一達摩趨多部：「以無相三摩

地，於涅槃起痕靜作意，入正性離生」。 21

赤銅錄部說：「智見清淨」，也就是聖道現前，是無相、不起、離、

滅，以「涅槃所緣 22」而入的。 23

這樣的見滅得道，滅諦可說是涅槃空寂，然對於苦、集、道一一三諦，

沒有說是空的。所以，法空說是淵源於大農學系而發揚起來。

當然，上座部系的論究法義，也有多方面啟發性的。

大眾部系的特色，是佛與聲聞果的距離，越來越遠了。從「佛身無

漏」 24開始，佛與菩薩的聖德，發展到如〈異部宗輪論〉介紹那樣。 25

重視佛德（佛法性，佛自住涅槃），也就有了超越世間及聲聞四諦的

傾向，於是乎「一切法但名無實」﹔但是「願世間轉」﹔「一切法不
生不滅，如龜毛兔角常無」等，從不同方面流傳出來了。 26

21 (1) （大昆婆沙論〉卷 185 ：「或復有說：唯無相三摩地能入正性離生，如違
摩趨多部（法藏部）說。彼說，以無相三摩地，於涅槃起長靜作主入正性

豐主。」（大正27 • 927c8-10) 

(2) （雜阿昆曇心論〉卷 11 ：「薩婆多（說一切有部）及婆援部（續子部）說

次第諦無間等﹔曇無得（法藏部）等說一無間等。．．．．．．說，一無間等

者，．．．．．．如燈俱作四專：熱器、燒紅、油畫、破闇。如是一智知苦乃至

修道，是故一無聞等。」（大正鉤， 962a19-b7)

n 覺音〈清淨道論》（日譯南傳64 'p.404）﹔（簡體中文版） ' p.615 ：「此中
無相解脫，是以無相之相的涅槃為所緣而轉起的主道。」

23 （清淨道論〉（日譯南傅64•p.431 ）﹔《清淨道論〉（簡體中文版）

p.629 ：「隨順（智）能除覆蔽諦理的煩惱黑睛，但不能以涅槃為所緣。種姓

（智）則只能以涅盤為所鐘，但不能去那蘊藏諦理的黑暗。」

24 （大昆婆沙諭〉卷76 ：「復夫，為止他宗顯正理故。謂或有執：「益主主遍』
整主墨畫。問：復何故作此執？依契經故。如契經說：『瑟揭！當知如來生在

世間，長在世間，出世閉住，不為世法之所柴污。』往作是說：『既言如來出

世閉住，不為世法之所擔污。由此故知佛身無漏。』為止彼意，擷佛生身唯是

有漏。」（大正27 • 391c26-392a4) 
25 (1) （異部宗輪論〉：「大眾部、一說部、說出世部、難成部本宗同義者，謂

四部同說：諸佛世尊皆是出世，一切如來無有漏法。」（大正49 ' 15b25-27) 

(2) （大昆婆沙論〉卷173 ：「全型童畫及生墨畫且執，佛生身是無竭法。」

（大正27 ' 871b 2-3) 

26 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頓與開展〉’ p.164-p.1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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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成實論》與《增壹阿含經》看法空說與大眾部的關係（ p.132-

p.134) 

再引一論一經，以證明法空說與大泉部的關係。

（一）〈成實論） ( p.132) 

1 、〈成實論〉的作者訶梨跋摩

〈成實論〉是訶梨跋摩所造的，為西元三、四世紀間的論師。論師出

身於說一切有部，而不滿說一切有部，是一位從說一切有部脫出

的，早期的譬喻者，思想與鳩摩羅陀相近。 27 （出三藏記集〉卷

11 ' （訶梨跋摩傳〉（大正鈣， 79a12-16）說：

時有僧祇部僧，住巴連弗色，並遵奉大乘，云是五部之本。久聞跛

星才超群彥，為眾師所忌，相與慨然，要以同止。遂得研心方等，

銳，意九部，採訪微言，搜簡幽置。

僧祇部，是大眾部。大眾部的僧晨，是不拒斥大乘的。訶梨跋摩與大

眾部的僧眾共住，也就接觸了大乘方等經，因而思想上有了突破，超

過了有部、經部，一切上座學系的傳承。

2 、〈成實論〉的見滅得道受了大眾部系的影響

《成實論〉是見減得道的，分為三個層次：先以法有減「假名心」﹔次

觀涅槃空而滅「法心」﹔宋後是「空心」也滅了，才是證入滅諦。招

27 參見印順法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 p.573-p.575 ﹔ p.579-

p.580 。

28 ( 1 ）參見﹛成實論〉卷11～卷12 （大正32 • 327a8-334b2）。
(2）印順法師《性空學探源｝ p.261-p.265 : 

《成實諭〉是依回諦組織的﹔在卷一一說明滅諦的時候，討論到這問題。

如云：「減三種心，名為滅諦。謂假名心、法心、空心。」（大正

32 • 327a8-9) 
減三心，就是指出認識上如何的認識應該進除，而于消滅。車離一種心，

不能見道﹔要三心都滅了，才能夠見滅得道。怎樣減呢？論說：「假名

心，或以多間因緣智識，或以思惟因緣智滅。法心，在媛等法中以空智

裁。童心，入減盡定識，若入無餘混洹斷相續時裁。」（大正32 • 327a9-

12）這裡的減三心，就是大乘所說的「我立」、「法室」、「宜

生」

A 、首先，「假名堂」義，如諭云：「如輪軸和令故名為車，諸陰和合故

名為人。」這只是在和令下說明的室，典薩要多部的假名無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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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諦非實有的見解，仍與經部說相同。但《成實論〉以為：觀涅槃

空而「不見五陰，但見陰滅」’名「見五陰空」。 29見滅而一切法

相同。〈成實論〉在第－重二諦上，說，假名是超越四種論的，以為常

人的認識，都是不離假名的，所以不能通達真象﹔須用闇恩龜，作析

空觀，見真實的色法心法，見法不見假名，而破假名，得到法有我無

的宜。如諭卷一五說：「一切凡夫，心不破假名，故常隨我相，將不

相離﹔雖見色，亦不離瓶等相，故凡夫心不緣實義。」凡夫流轉中不

見實相，就是假名相的障礙﹔要免流轉，第一步就要用析空觀﹔如觀

察色法，唯見色香味觸，而不見四微和合的假名相﹔破世俗假名而見

勝義真實有，就是﹛成實論〉所說的「假名堂」﹔與大乘的假名堂，

相差得遣了。
B 、其次，「減法心」得法堂，如諭云：「有實五陰心名為法心，善修空

智，見五陰笠，法心則滅。」破假名峙，分析慧所得的諸法實相，認

識雖不錯，但還不能得道﹔所以進一步說，見五起法的法心，也應該

要捨雄，而見五種空，法相不起，是為「減法心」。論說：「行者斷

有為緣心，得無為緣心，是故行者不見五陰，但見陰滅。」不起有為

緣心，得法空智無為緣心，是在四加行時候的事情。論中這裡引

證－段與經云：「知色性滅，受想行識性滅，是名無我，無我即是無

性。」〈成實論〉雖有詩行如幻不實之說，但從無常門的法法歸滅，

以證入一切法空寂，是典銅鑼部一樣的。

c 、涅槃雖已滅了法心，但還有見空相心存在，所以論云：「若緣泥洹’
是名童心。．．．．．．是心緣無所有。」這空心，還是應該滅的。怎樣減

呢？論說：「無心定中，以緣滅故滅。斷相續時，以業盡故滅。」滅

空心有兩種，一是在入無餘依涅槃峙，斷相續滅。一是在入減盡定時
減。滅畫定有二，一在八解脫祖的，一在九次第定祖的。斷煩惱的減

定，必須是八解脫的﹔誠空心的滅定，兩種都可以。三心漸次減

了，最後要以無心定才能圓滿體驗得涅槃，這是與銅鎳者共的﹔不

過，〈成實論〉謂這滅定是無為的，銅鑄者謂是非有為非無為的。

在識盡定中，一切法寂滅，空相也在減了，正如大乘所說的能所雙氓
的境界。

29 ｛成實論〉卷12 （大正32 • 332c7-16) : 
問曰：汝先言減三心名滅諦。已知滅假名心目緣，今何謂法心？云何嘗減？

答曰：有實五陰心名為法心，善修空智，見五陰笠，法心則滅。

問曰：行者觀五陰盒，謂五陰中無常法、定法、不壤法、不變法、我我所法，

以無此法，故宮其堂，非不見五陰。

答曰：行者亦不見五陰。所以者何？行者斷有為雄心，得無為緣心，是故行者

不見五陰，但見陰滅。又若見五陰，則不名為笠，以陰不生故，如是生

智則不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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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解說為法空，與法藏部、赤銅鍊部等「見滅得道」的解說不

間，這就是受了大眾部系的影響。

3 、〈成實論〉以聲聞的立場造論

〈成實論〉引經以明法空的，還是《阿合經〉文﹔全〈論〉以四諦

開章”，不失聲聞學派的立場。 31

（二）〈增壹阿合經） (p.133) 

1 、《增壹阿含經〉為大眾部末派的誦本

〈增壹阿合經〉：漠譯本，是持秦曇摩難提所譯的。經初有

「序」’可知是大泉部的誦本。 32有些與大是部本義不舍，而內容

已接觸到大乘，所以推定為屬於大眾部末派的誦本。 33集成的時代

稍遲，所以引經來證明空義，上面很少引用他。但大眾部末派，到

底可以代表聲聞部派的一流。 34

2 、須菩提見空即見佛的故事

須菩提見佛的故事，傳說為〈義足（品）經〉的事緣之~35 。《增

壹阿合經） ( 36) ＜聽法晶〉說：

若欲禮佛者，及諸最勝者，陰持入諸種，皆悉觀無常。

袁昔過去佛，及以當來者，如今現在佛，比皆悉無常。

若欲禮佛者，過去及當來，說於現在中，當觀於空法。

若欲禮佛者，過去及當來，現在及諸佛，當計於無我。（大正

2 , 707c20-27) 

善葉以先禮，最初無過者，空無解脫門，比是禮佛義。

30 參見印順法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輿論師之研究﹜ p.582:

《成實論〉，〈四諦論〉，都是以四諦為大綱，保有佛陀初轉法輪，說四諦法

門的傳統，與阿昆達磨論不同。

31 參見印順法師著〈性空學探源｝ p.261-p.265 。

32 參見印順法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p.756:

《分別功德論〉卷一說，：「薩婆多家無序」（大正詣， 34b）。〈增支部〉也沒

有序，可見土座部悉的誦本，是沒有序的。

33 參見印順法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p.755-p.756 。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2 。

35 ｛佛說義足經〉卷下（蓮花色比丘尼經第14) （大正4 • 184c24-186c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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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禮佛者，當來及過去，當觀空無法，此名禮佛義。（大正

2 I 708a17-20) 

善業，是須菩提的義譯。

禮佛見佛，應觀三世佛的無我，無常，空﹔觀一切法空無所有。佛

之所以為佛，是由於證得法性空寂，也就是佛的法身，所以應這樣

的禮佛見佛。

〈大智度論》說：「須菩提觀諸法堂，是為見佛法身」詣，與〈增

壹阿含經〉意相符。〈增壹阿合經〉上說：「法法自生，法法自

滅﹔法法相動，法法自息。．．．．．．法法相亂，法法自息﹔法能生法，

法龍滅法。．．．．．．一切所有，皆歸於空」。 37

36 《大智度論〉卷11 （大正25 I 137al-19) : 
是須菩提好行空三昧，如佛在切利天，夏安居受歲已，還下閩浮提。爾峙，須

菩提於石窟中住，自思惟：佛從切和j天來下，我當至佛所耶？不至佛所耶？又

念言：佛常說：若人以智慧眼觀佛法身，則為見佛中最。是峙，以佛從切利天

下故，闇浮提中四部眾集，諸天見人，人亦見夭。座中有佛，及轉輪聖王、諸

天大眾，眾會莊嚴。先未曾有！須菩提心念：今此大眾，雖復殊特，勢不久

停，磨滅之法，皆歸無常。因此無常觀之初門，悉知諸法空無有實﹔作是觀

峙，即得道證。蘭時，一切眾人，皆欲求先見佛，禮敬供養。有華色比丘尼，

欲除女名之惡，使化為轉輪聖王及七寶千子，眾人見之，皆避坐起去。化王到

佛所已，還復本身，為比丘尼最初禮佛。是峙，佛告比丘尼：非汝初禮，須菩

提最初禮我。所以者何？須菩提觀諸法空，是為見佛法身，得真供養，供養中

最，非以致敬生身為供養也。

37 ( 1 ）《增壹阿合經〉卷6 （利養品第十三） (7經）（大正2 I 575cll-23) : 
兩峙，尊者須菩提語釋提桓因言：「善哉！拘翼！法法自生，法法自滅﹔

法法相動，法法自息。猶如，拘翼！有毒舞，復有害毒藥。天帝釋！此亦

如是，法法相亂，法法自息。法能生法，﹝法龍滅法，﹞黑法用白法治，白

法用黑法治。天帝釋！食欲病者用不淨治，瞋患病者用態，~治，意癡搞者

用智慧治。如是，釋提桓因！一切所有，皆歸於笠，無我、無人，無毒、

無命，無士、無夫，無形、無像，無男、無女。猶如，釋提桓因！風壤大

樹，枝葉彤落﹔雷電壞苗，華＊某初茂，無水自萎﹔天降時兩，生苗得

存。如是，夭帝釋！法法相亂，法法自定。我本所息疼痛苦惱，今日已

除，無復患苦。」

(2）參見印順法師著〈性空學探源） p.249-p.251 : 
大.；..靠的空義，並不離開根本教去另起爐雄，是根據〈雜阿令〉中原有佛

所說的思想，以新的形式，加以引申發揮，推陳出斬，而又很契合於如來

本意的。這種引申發揮，〈增一阿含〉中到處可見到，如〈利養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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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生滅，可從二方面說。一方面，一切法是相動相亂的，沒有他

法的緣力，自己是不會生滅動亂的。從男一方面說，法法各住自

位，不能互相動亂的。一切法相互依存，叉各住自位，從這緣起生

滅中，「一切所有皆闕令空」’這是很深徹的觀察。

3、涅槃空，而世間但有假名

《增壹阿含經） (30) （須陀晶〉（大正2 • 659b9-15）說：

「有字者是生死結，無字者是涅槃也。．．．．．．有字者有生有死，有終

有始﹔無字者無生無死，無終無始」。 38

法法自生，法法自滅﹔法法相動，法法自息。．．．．．．法法相亂，法法自

息，法能生法，法龍滅法，．．．．．．一切所有皆歸於堂。．．．．．．法法相亂，

法法自定。

這是對緣起因果法的生、誠、動、靜，給于直覺的觀察﹔意義深長，很值得

注意。存在，是緣起法的相依相符﹔因果法的生滅動靜，都是自他兩面的。

一面看，法法是相動相亂的，沒有他法，自己不會動亂起來﹔就是要靜止，

也是有他法給予力量的，故是相靜相止。

另一方面看，又是不相動亂的，法法各住自性，靜止在自位上，互相動亂不

到的。

一面是自動自靜，一面又是他動他靜，最好舉個例子來說。

如三枝槍，交又無立著，－面看，三枝槍各有一分力量，才互相依倚靠立

起。另一面看，這技槍還是這枝槍，那枝槍還是那枝槍，力量對清，各不相

犯，還是各住本位各持自體的。因為從緣起法的相互關涉，與法法的相續保

持自身的傳統性，法爾是有這兩面性的。動靜如是，生滅也如是﹔法法各住

自性，不涉於他，所以是自生自滅﹔但離開了他法因緣，卻又不能生不能

滅，故又是他生他滅。迫不是詭辯，緣起法的晶晶觀，確是如此。

有部說，法的自體有作用﹔經部說，用是緣起和合的，但有因呆，實無作

用﹔現在〈增－阿含〉的思想，是綜合而超越了他。法法－面相互依符，－

面又是各各獨立。這從緣起以顯示諸法的各獨與相符二性，是從直觀中去體

認事事物物的緣起網的自他無礙，動靜無礙，生滅無礙，緣起大用宛然，而

當體的實動實靜實生實減又了不可得﹔這是極其深刻的真理。

38 （增壹阿合經〉卷22 ＜須陀晶第三十＞ (1經）（大正2•659b7-17):

世尊告曰：「有字、無字，義有若干？為是一義？」
沙彌白佛言：「有字、無字，義有若干，非一義也。所以然者，有字者，是生

死結﹔無字者，是涅槃也。以是言之，羲有若干，非一義也。」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須陀！如汝所言，有字者，是生死﹔無字者，是涅

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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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是生死法，始終法，就是世間法。超越名字的，是無對的涅

槃。這是從涅槃空而世間但有假名的說法。經中表示法空的，是到

處可見的。

（三）小結
從這一論一經的引述，足以證明與大眾部系有關的，都表示出我

（與）法皆空的思想。

世尊告曰：「云何，須陀！何以故，名有字是生死，無字是涅槃？」

沙彌白佛言：「有字者，有生、有死，有終、有始﹔無字者，無生、無死，無

梅、無始。」

世尊告曰：「善哉！善哉！須陀！如法所言，有字者，是生死之法﹔無字者，

是涅槃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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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般若經》一一甚深之一切法空

第一節 《般若經》之譯出（p.137～p.142)

釋厚觀｛2005.3.9)

一、發心、修行、證果，都與「空」有密切關係（p.137)

「佛法」演化到「大乘佛法」時代，空與空性，成為非常重要，可說

是大乘佛法的核心。大乘法門，是以發菩提心，修菩薩行，圍成無上

盤墨為主題的。

因行一一發心與修行中，是不離空觀與空慧的﹔

果證一一菩提與涅槃，也是不離空性的圓滿證得。

所以「空」的意義，在「經」、「論」的解說中，也許不一致，而

「空」確是遍E←切經的，特別是初期大乘經。

二、《般若經》與「龍樹論」在根本大義上雖然一致，但在方法上有些不

岡（p.137)

說到大乘空義，很自然的想到了《般若經〉與龍樹論。《般若經〉與

龍樹論，公認為著重於空義的闡揚，以一切法空為究竟的。在根本大

義上，〈般若經〉與龍樹的〈中論〉等，當然是一致的﹔但在方法

上，我以為：

「龍樹菩薩本著大乘深造廣博的理論，從緣起性空的正見中，掘發

〈阿含經〉的真義。．．．．．．〈中論〉是《阿含經〉的通論」。

「〈中論〉確是以大乘學者的立場，確認緣起、笠、中道為佛教的根

本深義。．．．．．．掘發〈阿令經〉的緣起深義，將佛法的正見，確樹於緣

起中道的學石」 1 。

這樣，〈般若經》與龍樹論，要分別來敘述。

三、《般若經》的部類（ p.138-139) 

《般若經〉的部類非常多，依古代的記載，知道有二部，三部，因

1 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今論） p.18 、 p.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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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八部，十六會2等不同傳說。時代越遲，《般若經〉的部類越

多，這表明了：《般郡的的眾知︱噸，是在發展中先後次第集臟兮。

龍樹的《大智度論〉說：「般若述蘿蜜部黨，經卷有多有少，有土

中下一一光讚、放光、道行」 3 。龍樹知道〈般若經〉有三部：「上

本」是十萬頌本，「中本」與「下本」’就是一般所說的「大晶」

與「小品」。 4

2 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592-p.598 : 
二部：即〈道行般若經〉典〈放光般若經〉’古人稱此為「小品」典「大
四”
冒冒」 • 

三部：土本、中本、下本。

四部：三部外，如一部六百偈本。更有說法是：三部以外加〈金剛起若》。

八部：第一部十萬偈（《大品〉）﹔第二部二萬五千偈（〈放光〉）﹔第三部

－萬八千偈（〈光讚〉）﹔第四部八千偈（〈道行〉）﹔第五部四千偈
（《小品〉）﹔第六部二千五百偈（〈天王問〉）﹔第七部六百偈

（〈文殊〉）﹔第八部三百偈（〈金剛般是〉）。

十六會：即玄其大師於顯慶五年（西元660）開始擇的﹛摩訶般若述蘿蜜多經〉

一一〈大般若經〉，全部梵本共二十萬頌，分十六會，譯成六百卷。

此十六會可以分為三大類：

第一類：初會－第五會。初會（十萬頌）：相當於上本般若﹔二會（二萬五千

頌）、三會（一萬八千頌）相當於中本般若﹔四會（八千頌）、五會

（四千頌〉相當於下本般若。

第二類：第六會．第十會。大會（最勝天王分）﹔七會（曼殊室利分〉﹔八會

（那枷室利分）﹔九會（能斷金剛分）﹔十會（般若理趣分）。

第三類：第十－會．第十六會。十一會（布施渡羅蜜多分）﹔十二會（淨成渡羅

實多分）﹔十三（安忍波羅蜜多分）﹔十回會（精進渡蘿蜜多分）
十五會（靜處渡蘿蜜多分）﹔十六會（艦若渡羅蜜多分）。

3 ｛大智度論》卷67 （大正鈣， 529b22-23 ）。

4 參見印順法師著〈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 p.29-p.30 : 
如《智論〉說：「般若渡蘿蜜部黨經卷，有多有少，有上中下：光讚、放光、

道行。」（卷67 ，大正25 • 529b22-23 ）又說：「如小品、放光、光讚等般若渡

蘿蜜經卷，章句有限有量，般若述蘿蜜義無量。」（卷79 ，大正25 • 620a12-

13）二說皆謂﹛般若經〉有三本，所說是一致的，只是順序顛倒了一下。〈般

若經》的下本，是《小品〉，也就是《進行般若經〉﹔中本是〈放光般若

經〉﹔上本是〈光讚般若經〉。把〈般若經〉的廣略三本，稱作「道行、放

光、光讚」’逗法計不是〈智諭〉潭、文。〈智論〉如要分別三者，那也會稱作

「十萬偈本，－萬八千或二萬偈本，八千或四千偈本」。但這對中國人來說，
不如以過＊譯經的名稱比對三本來得容~明了。附為一提：〈光讚般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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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本般若」

三部中的「下本般若」’中國古稱之為「小品」’漢文譯出而現存

的，共有七部 5 : 

1 、〈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後漠支宴迦識譯， 10卷。

2 、《大明度經〉，吳支謙譯， 6卷。

3 、〈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傳說為前秦曇摩牌共竺佛念譚，其實是

西晉竺法護譯的，現存5卷，部分已經俠失了。

4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後秦鳩摩羅什譚， 10卷。

5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分」（ 538卷起， 555卷止），唐玄突

譯， 18卷。

6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分」（ 556卷起， 565卷止），唐玄笑

譯， 10卷。

7 、《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趙宋施護譯， 25卷。

（二）「中本般若」

「中本般若」’古代稱之為「大晶」。漢文譯出而現存的，共五部：

1 、《光讚般若波羅蜜經〉，西晉竺法護譯，現存的已有俟失，僅存

10卷。

2 、《放光般若波羅蜜經》，西晉無羅叉譯， 20卷。

3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姚秦鳩摩羅什譯， 30卷。（〈大品般若

經〉）

4 、〈大般若被羅蜜多經〉「第二分」（401卷起， 478卷止），唐玄裝

譯， 78卷。

是晉太康七（西元二八六）年，笠法護在涼卅譯出的﹔到晉太元元（西元三七

六）年五月，才傳到襄陽，已是十卷的殘本。這是中本。但在那時，可能有

《光讚》是「五百卷」的傳說（吉藏〈金剛起若鐘就〉卷 1 ，大正

33 '86b），所以在《智論〉譯出時，筆受者就以〈光讚〉配上本口像這樣，
雖經名不合原文，但也不能說：《般若〉有三本的說法，是羅什所附加

上去的。

5 日本山回龍城教授將宋法賢譯﹛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 3卷，也歸入
「下本般若」。參見〈梵語佛真旬諸文獻〉附表，京都，平樂寺書店， 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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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479卷起， 537卷JC ），唐玄突

譯， 59卷。

（三）「上本般若」

「上本般若」，即唐玄突所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初分」

(1～400卷）

※以上各部，與龍樹所見的三部〈般若經》相當 6 。

四、《般若經》先後集出的次第（ p.139-p.142) 

（一）從「原始般若」到「下本般若」

卜龍樹所見的上、中、下一一三部〈般若經〉，為初期大乘所傳出，

代表般若法門的主要經典。三部是先後集出的，內容與文句，都不

斷擴充而一天天廣大起來。先後集出的次第是：先有「原始般

若」，經「下本般若」、「中本般若」，而後成立「上本般若」。

2 、﹛般若經〉的原始部分，如《道行般若經〉的「道行晶」’佛命須

菩提，為菩薩說應該修學成就的般若波羅蜜。須菩提說般若，容易

引起疑問的，由舍利弗發間，須菩提解答。這部分的成立最早，在

西元前50年，應該已經成立了。 7

3 、般若本是甚深的法門，可說是趣入不退轉菩薩的法門，但為了法門

的宏揚，宏傳者以聽間，讀，（背）誦，書寫（經文），（以經

典）施他，講說來勸人修學﹔更說般若法門的世俗一一現生與死後

的利益，信仰的功德與毀謗的過失，這才成為甚深而叉通俗的法門。

※髓撞騙自慷傅，以「廊飾賠」晰為概括，為支了「下潮艙」 8 。

（二）「中本投若」

以「下本般若」為核心，而更擴大編集的，是「中本般若」。依

6 以上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595-p.606 。

7 有關「原糊賠」’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620-p.翩。
8 以蚓、品般若波羅蜜經〉為例，原本以〈見阿閥佛國品〉為止因此下（隨知
品〉等，是後來增附的，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668-p.673 。



第一節〈般若經﹜之譯出 235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來說，全經九十品，可以分為三分：

前分：〈序品〉第1 ·· .......... ＜舌相品〉第6 〔下本般若所無〕

中分：（三假品〉第7········· ＜累教品〉第“〔大體與下本般若相當〕

後分：〈無盡晶〉第67······ ＜囑累晶〉第90 〔〈道樹晶〉第71以

下，下本般若所無〕

1 、「中本般若」的「前分」’是「下本般若」所沒有的。〈序晶〉以

下，是佛為舍利弗說般若波羅蜜。〈舌相品〉第6是「中分」的序

起，也可說是「前分」的得益（結束〉。

2 、「中分」，或是內容的增廣，或是經義解說的增廣，或是法數的增

廣，而大概的說，是與「下本般若」相當，可以相互比對的。

3 、「後分」’依「下本般若」的（見阿闖佛國晶〉末後部分，〈無盡

品〉第67以外，更廣說為〈六度相攝晶〉第68 , ＜方便晶〉第

69, ＜三慧晶〉第70 。〈道樹品〉第71以下，是「下本般若」所沒

有的。 9 「後分」是「方便道」一一得不退轉以後的菩薩大行，如

六波羅蜜，四攝，報得神遍，莊嚴淨土，成就康生，佛果功德。

末後三品一一（常啼品〉第88 , ＜法尚品〉第紗，〈囑累品〉第

90 ，舉薩陀波崙菩薩的求法故事，作為勸發求學艘若的範例。這部

分，其後也被編入「下本般若」。

（三）「上本般若」

1 、「上本般若」，即傳說的十萬頌本。論內容，與「中本般若」相

同﹔論文句，增多了四、五倍。這主要是每一法的反復敘述，一一

問答，都不厭其繁的說明。適應印度某些人的特殊愛好，在好簡易

的中國人看來，未免太冗長了！

2 、印度的經論梵本，在流傳中，是多有變化的，〈般若經〉也不

9 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675-p.6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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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例外。如「實有菩薩」 10 ，「五種所知海岸」 11 ，「常樂我淨真實

10 (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舍利于！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應
如是觀：實有菩薩。不見有菩薩，不見菩薩名﹔不見趣若渡羅蜜多，不見

般若渡蘿蜜多名：不見行，不見不行。何以故？舍利子！菩薩自性堂，菩

薩名空。所以者何？色自性生﹔不由笠故﹔色空非色﹔色不離笠，生不離

色，色即是堂，空即是色。受、想、行、識自性空﹔不由生故﹔受、想、

行、識堂非受、想、行、識﹔受、想、行、識不離堂，堂不離受、想、

行、識，受、想、行、識即是堂，空即是受、想、行、識。何以故？舍利

于！此但有名謂為菩提，此但有名謂為薩唾，此但有名謂為菩提薩鐘，此

但有名謂之為章，此但有名謂之為色、受、想、行、識。如是自性，無生

無滅，無聲是無淨。菩薩摩訶薩如是行般若渡蘿蜜多，不見生，不見滅，不

見哥哥，不見淨。何以故？但假立客名，別別於法而起分別。假立客名，隨

起言說。如如言說，如是如是生起執著。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渡羅蠻多

時，於如是等一切不見﹔由不見故，不生執著。」（大正5 ' l 7b26-c16) 

(2）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694 - p.695 : 
「實有菩薩」’典經說，的「但有假名謂之菩提薩唾」’直覺得有點不調

和。到底什麼是「實有菩薩」？世親〈攝大乘論釋〉說，：「言實有者，顯

示菩薩實有空艦。空即是艘，故名堂體」（卷4 ，大正.31 • 342c）。無性的

《論釋〉也說：「謂實有室為菩薩體」（〈攝大乘論釋﹜卷4 ，大正

31 , 405b）。原來瑜枷學者，是以「空 l 為「室所顯性 l ’團成實（空）

性是真實有的。實有空（性）為菩薩體，為「如來藏 l 、「大我 l 說，的一

重盤盤。如傳為無著所造的，〈大乘莊嚴經論〉卷3說：

「第一無我，謂清淨如。復清淨如，即是諸佛我自性。．．．．．．由佛此我

最得清淨，是故號佛以為大我。」

「一切眾生，一切諾佛，等無差別，故名為如。．．．．．．得清淨如以為自

性，故名如來。以是義故，可說一切眾生名為如來藏。」（大正

31 • 604c) 
一切眾生，一切菩薩，一切諸佛，平等無差別，名為真如。真如是佛的我

自性一一最清淨自性，所以佛稱為大我。在眾生位，就是「眾生界」、
「如來藏」﹔在菩薩位，是「菩薩界」、「菩薩實有空體」。以清淨空性

為菩薩體，這是不能說沒有的。如以為沒有，那就是「無相散動」﹔為了

對治這種妄執分別，所以佛說「實有菩薩」：這是瑜枷學者對於《般若

經〉義的解說。

11 (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54 ：「住此六渡蘿蜜多，佛及二乘能度五種所知
海岸。何等為五？一者過去，二者未來，三者現在，四者無鳥，五者不可

說。」（大正5 ' 306bl8-21) 

(2）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698 - p.699 : 
唐譯本的「五種所知」’是與嘴子部的「五法藏」說相符合的。．．．．．．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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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 12 ，本來是「上本般若」（時代遲些）的，但在玄獎所譯

「中本般若」（〈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第三
分」）中，也都有了13 ，這才與中國早期的譯本不合。

郁的「五種所知」中，三世與無為法，是一切都派所共通的，特色在「不

可說」。讀子部以為：「我」是非有為（三世法）非無冉的，是不可說

（為有為或無為）的實體。......麓樹引用了「五法藏」’唐譯的「上品般

若」、「中品般若」也都說，到了「五種所知」，但在中國古代傳譯的「中

品般若 l ，如「放光本 l 、「光讚本 l 、「大品本 l 一一龍樹﹛大智度

諭〉的所依本，都只說六地應圍浦六渡轟簣，而沒有說「能度五種所知海

岸 I o 可見「中本般若 I （典「唐譯二分本 l 相當）成立時，還沒有「五

種所知 l 說。龍樹引用「五法戴」，也知道有「十萬頌本」’所以可推論

為這是「十萬頌本」（「初分本」）所增入的。「五種所知」中的「不可

說」’是真實我，所以增入「五種所知」’與加入「實有菩薩」’是同一
理路。將「五法藏 l 中的「不可說 l 引入《般若經〉中，當然可以解說為

離言說的如如法性。但這是積子都著名的學說，「不可說 l 是「不可說

我」，使人無意中將離言說的如法性，典作為流轉、還滅的主體一一真我

相結合。「五種所知」沒有明說真我，而是晴晴的播下真我說的種子，使
般若法門漸漸的典真我說合流。

12 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700- p.701 : 

「唐譯初分本」一一〈太般若渡羅密多經〉卷332 ：「為諸有情說無倒法，謂

說生死無帝、無樂、無我、無淨，唯有涅槃泉靜微妙，具足種種常無我淨真實

功德。」（大正6 • 701cl-3 ）「唐譯二分本」、「三分本」，也這樣說。但主
國古譯的「放光本」、「大品本」’卻只說生死的無常、苦、無我、不淨。生

死是「無帝、苦、無我、不淨 l ’涅槃是「常、樂、我、淨︱’這是《大般涅

槃經〉等真常大乘的主要思想。《趣若經〉說，如化，生死、涅槃都如化﹔說，清

淨，生死、涅槃都清淨﹔一切法如，一切法不生﹔〈般若經﹜所聞示的，是般

若的不二．法門。唐譯「中品般是 l 說「生死無常苦無我不淨，涅槃常無我

淨 l ，而這是古代譯本所沒有的。「看見 l ，原是奧義書以來，印度索教文化的

主流。佛法的特蠱，是「緣起無我」。但緣起無我，眾生怎能生死延續而不

斷？聖者解脫而證入涅槃，又是怎樣？由於解說這一問題，部派佛教中，傳出

了嘴子部的「不可說我」’說轉部的「勝義我」口真我，是印度－般所容易接

受的。在般若法門流行中，世俗的真我說，也漸漸的滲入了。「實有菩薩 l

說，「五種所知 l 的「不可說 l 說，「常無我淨 l 的「大我︱說，附入〈般若
經》中，用意是一樣的。「中品般若」的官譯本沒有，而典之相當的「唐譯二

分本」、「三分本」卻有了。「土品般若」集成峙，將棋子部的真我說，編入

經中，可能與業經者的環境（中印度），都派有關。久之，在「中品般若」梵

本流傳中，也被添標進去。

13 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692-p.7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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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結（ p.141-p.142) 

從後漠到姚秦一一西元二世紀末到五世紀初，傳入中國的〈般若

經〉，都是屬於早期的。現荐的〈般若經〉梵本，是因元六、七世紀

以後的寫本，與漢譯本可能有些出入，但不能完全依現存的梵本為依

準。論到漢譯〈般若經〉的文字，當然玄笑的譯本明白，但不能忽視

的，是玄獎譯出的時代（西元660-663）遲了些。特別是，玄獎是繼承

無著、世親一系的「有宗」’是依《解深密經〉，對〈般若經〉作再

解說的學派，對空義有了不同的解說。如羅什所譯為「無所有」或

「無所有性」的，玄裝每譯為「無性為自性」。例如：

卜玄英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478 （大正7 • 420a-b) : 

「若一切法皆以無性而為自性，如是無性，非諸佛作......。無性之

法，定無作用。．．．．．．然一切法皆以無性而為自性、無性法中實無異

法，無業無呆亦無作用，無性之法常無性故」。

2 、鳩摩羅什《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6 （大正8 '412b-c) : 

「諸法性無所有，非佛所作．．．．．．。無性法中，無有業用。．．．．．．無性

法無業無呆報，無性常是無性」。

3 、無羅叉譯〈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19 （大正8 ' 139a) 

「諸法所有無所有，非佛所作．．．．．．。無所有法者，亦無作，

亦無行」。

卜是玄獎譯本， 2 、 3 、是羅什與無羅叉譯本，內容可說是相岡的，而

玄獎所譯，在短短的文段裡’卻多出了兩句，「一切法皆以無性而為

自性」’這與有宗學者的意解有關（可能原本已有此增飾） 14 。本文

在都服聊城婊控義，所以參考玄裝的譯本，而以羅什等早期譯梅轍。

14 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726-p.727 : 
「唐譯本」每說「一切法皆以無性而為自性」’晴示了「無性自性」的意義。然唐

擇的「以無性而為自性」，在「大品本」中，是譯為：「一切法性無所有」﹔「信

解諸法無所有性」（〈大品般若經〉卷23 ，大正8 '386b ﹔ 385b）﹔「諸法無所

有」（〈大品般若經〉卷詣，大正8 ，卻4c）﹔「一切法性無所有」等（〈大品般

若經〉卷3 ，大正8 • 237c）。「磨譯本 l 是睡繭總統論伽安所說，卸《構中壘，論3

說：「此無性堂，非無自性，空以桑，性為自性故，名無陸自性空 I （ 《轉中盪論》

森上，女TF31 • 466的。這是讀讀過是的「揖越軌 l ，攝示空性的不是沒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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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般若經》一一甚深之一切法空

第二節法堂性是涅槃的異名（p.142～p.147)

釋厚觀。005.3.16)

一、菩薩道的修持心要一一般若波羅蜜多（ p.142-p.143) 

「佛法」是面對生死流轉的現實，經修持而達涅槃理想的實現。

「大乘佛法」還是面對這一現實，要解脫生死而叉長在生死中度脫

眾生，達到究竟涅槃。這被稱為菩薩道的，修持心要是般若波羅蜜

多。

「大乘佛法」之般若波羅蜜與「佛法」之般若有些不同一一

般若一一慧，本為「佛法」達成解脫的根本法門，但要解脫而不捨

生死，不著生死而不急求證入涅槃，大乘的般若波羅蜜多，就與

「佛法」有點不同了。如〈般若經〉所說的「一切法空」’就充分

表示了這一特色。

二、從《阿含經〉與上座系部派佛教之空羲看《般若經〉之「一切法

空」（p.143)

〈般若經〉所說的「一切法空」’到底表示了什麼內容呢？

（一）〈阿含經〉、上座系部派佛教之空義（ p.143) 

上文 1一再說到：〈阿合經〉與部派佛教（上座系），對於「空」的

1 ( 1)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123 : 
盒，有二方面：（一）諸行盒，那是無我我所的意思﹔進而說明為：「常

笠，但笠，不變易法笠，無我我所」。（二）另一方面是：一切煩惱堂，

室的是煩惱（業苦），也就以生來表示離煩惱（業苦）的涅槃。瘓，出

離，（止）滅，滅等，也都表示是堂的，有「出世空性」的名稱。

(2）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二章第八節〈諸行空與涅槃空） p.117-

p.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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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諸行空是：「常空，恆空，不變易法空，我我所空」 2 ，空

是無我、無我所的意思。

涅槃空是：「一切諸行空寂，不可得，愛盞，離欲，（滅），涅

盤」。 3

依此佛教的早期定義，空在〈般若經〉中的意義，也就可以明白。

（二）《般若經〉之空義（ p.143-p.145) 

以下列出三則經文：

一是鳩摩羅什譯的《小品般若波羅蜜經〉’是「下本」。

二是鳩摩羅﹛十所譯的《摩訶駿若波羅蜜經〉（「中本」）。

三是玄獎所譯《大般若經〉的「第二分」（「中本」）。

三則經文的意義，大致相同，都分為三段。

2 (1) ｛雜阿含經》卷9 (232經）：「常、恆、不變易法堂，我（我）所堂。所

以者何？此性自商。」（大正2 ' 56b24-25) 
(2) ｛阿昆曇昆婆沙論〉卷46 ：「若比丘觀有漏取行是堂，此有漏取行空中，

無有常、不變易法笠、無我無我所。作如是忠惟時，復更生心心數法，觀前忠

惟心是堂，中無有帝、不變易法堂、無我無我所。」（大正28 ' 350bl6-19) 
3 ｛雜阿含經〉卷10 (262經）：「－切諸行室裝，不可得，愛畫，離欲，

（滅），涅槃。」（大正2 ' 66bl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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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第一段經證：以「甚深涅槃」為主題（ p.143-p.145) 

鳩摩羅什譯 甚深相者，即是空義，即是無相、無作（﹝願﹞）、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 無起、無生、無滅、無所有、無染、寂滅、

卷7 （大正8 , 566all-19) 遠離、涅槃羲 0 • ' ••• ＇希有世尊！以微妙方便，

障色（等法）示涅槃。

鳩摩羅什譯
深奧處者，堂是其義，無相、無作、無起、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無生、〔無減2 、無染、寂誠、離、如、法性

（﹝界﹞）、實際、還墊。須菩提！如是等法，
卷17 （大正8 • 344a3-22) 是為深奧義。．．．．．．希有世尊！微妙方便力故，

令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離色（等一切法）

處涅槃。

玄英譯 甚深義處，謂笠、無相、無願、無（﹝造］）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作、無生、無滅、在靜、涅槃、真如、法界、

（第二分）卷450
法性、實際，如是等名甚深義處。善現當知！

（大正7 • 269a5-c2) 
如是所說甚深義處種種增語，皆顯涅槃為甚

還益。．．．．．．如來甚奇！徵妙方便，為不退轉

地菩薩摩訶薩，遮遣諸色（等一切法）顯示

涅槃」。

第一段：經的上文，說阿惟越致一一不退轉菩薩，然後說甚深義，空、

無相等。這種種名字，都是涅槃的異名，這是以甚深涅槃為主題的。

所以說：為不退菩薩，遮遣（或譯「障」、「離」、「除」）色等一

切法而顯示涅槃。這樣，空與無相等相同，都是涅槃的異名之一﹔這

是依涅槃而說空的。

這種種異名，可分為三類：

(1 ）果德

無生、無滅、無染、寂滅、離、涅槃：《阿含經〉以來，就是表示

涅槃（果）的。

(2）行門

空、無相、無願’是三解脫門。「出世空性」與「無相界」’《阿

含經〉己用來表示涅槃。三解脫是行門，依此而得（解脫）涅槃，

也就做此來表示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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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境

真如、法界、法性、實際。「實際」是大乘特有的4 。

真如等在〈阿含經〉中，是表示蜂起與四諦理的。

到「中本般若」，其如等作為般若體悟的甚深義。

這三類一一果，行，理境，所有的種種名字，都是表示甚深涅槃的。 5

4 （大智度論〉卷32:

問曰：聲聞法中何以不說是如、法性、實際，而摩訶衍法中處處說？

答曰：聲聞法中亦有說，處但少耳。如〈雜阿令〉中說：有一比丘問佛十二因緣

法，為是佛作？為是餘人作？佛告比丘：我不作十二因緣，亦非餘人
作，有佛無佛諸法如、法相、法位常有，所謂是事有故是事有，是事生

故是事生。如無明因緣故諸行，言者行因緣故識，乃至老死因緣故有憂悲

苦惱。是事無故是事無’是事滅故是事滅。如無明滅故諸行滅，諸行或

故識滅，乃至老死減故憂悲苦惱滅。如是生減法，有佛無佛常耐，是處

說如。

如〈雜阿令》〈令利弗師子吼經〉中說：佛問舍利弗一句義，三間三不

能答。佛少開示舍利弗已，入於靜室，舍利弗集詩比丘語諸比丘吉：佛

未示我事端，未即能答，今我於此法七日七夜演說其事而不窮盡。復有

一比丘白棉：佛入靜室後，會利弗作師子吼而自讚歎。佛語比丘：舍利

弗語實不虛。所以者何？舍利弗善通連生土主故。

聲聞法中觀諸法生滅相是為如﹔滅一切諾觀，得諸法實相，是處說法性。

問曰：是處但說如、法性，何處復說實際？

答曰：此二事有因緣故說﹔實際無因緣故不說實際。

問曰：實際即是涅槃，為j呈槃故佛說十二部鐘，云何言無因緣？

答曰：涅槃種種名字說，或名為雄，或名為妙，或名為出。如是等則為說，實

際，但不說名字故言無困線。（大正詣， 298a8-b7)

5 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718-p.719 : 
般若表示自謹的內容，是稱為「法相」（唐譯「法性」）、「如」、「實際」

（應該還有「法性」’唐譯「法界」）的，而這就是涅槃。以「空」、「無

相」、「無作」來表示涅槃’於是空義日漸發展起來。「離」（遠離）、
「減」（寂靜、寂滅）、「淨」（無學）、「無所有」、「無生」’本來都是
原始佛教固有的街語，用來表示涅槃的。

「下品般若」將這些術語，典「堂、無相、無作（無願）」結合起來，如〈小

品放若渡轟賽經〉卷7 （大正8 • 566a）說：「甚深相者，即是生義，即是無
相、無作、無起（唐譯或作「無造作」）、無生、無滅、無所有、無藥、寂

滅、遠離、涅槃義」。依「唐譯本」’末後一句，是「種種增語，皆顯涅槃為

甚深義」。可見「奎、無相」等，都是表顯涅槃深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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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二段經文：以「一切法空性」為主題（ p.143-p.145) 

鳩摩羅什譯 我不說一切法空耶？世尊！說耳。須菩提！若空即是無

畫，若宣即是無量。．．．．．．如來所說，無畫、無量、笠、無

蚓、品般若波羅蜜經〉 相、無作、無起、無生、無滅、無所有、無柴、涅槃，但

卷7 以名字方便故說。．．．．．．一切法皆不可說。須菩提！一切法

（大正8 ' 566c15-25) 空相（﹝性﹞）不可得說。

鳩摩羅什譯
我不常說，一切法空耶？須菩提言：世尊！佛說，一切法空。

世尊！諸法空即是不可畫、無有數、無量、無邊。．．．．．．佛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以方便力故分別說，所謂不可畫、無數、無量、無邊、無

卷17
著、笠、無相、無作、無起、無生、無滅、無弟、涅槃，

佛種種因緣以方便力說。．．．．．．一切法不可說，一切法不可
（大正8 ' 45b28-c13) 

說相即是笠，是望不可說。

玄裝譯
我先豈不說一切法皆自性（「自性」二字，唐譯增）

空？．．．．．．善現！一切法空皆不可說，如來方便說為無畫，

〈大般若搜羅蜜多經〉
或說，無數，或說無量，或說，無邊，或說為笠，或說無相，

（第三分）
或說無願，或說無件，或說無生，或說無滅，或說離諱，

或說在滅，或說涅槃，或說真如，或說實際，如是等義，
卷450

皆是如來方便演說。······－切法性皆不可說。何以故？

（大正7 • 27lc7-27) 一切法性皆畢竟笠，無能宣說畢竟空者。

第二段是：接著說：如菩薩思惟修習，不離甚深般若，得無量無數功

德。什麼是無量、無數？是超越數量的空義。

所以說：「我不常說一切法空耶」’法空相（﹝性﹞），如來說為空、

無相、寂滅、涅槃、真如、實際等。一切法性是不可說的，「一切法

到了「中品般若」’史與「如」、「法性」、「實際」等相結合。如上面所引

的〈小品經〉文，在「大品本」中，就是：「深奧處者，堂是其義，無相、無

作、無起、無生、無染、寂滅、離、如、法性、實際、涅槃」。「中品般若」

進展到：「堂、無相、無作」﹔「無生、無廉、在滅、離」﹔「如、法性、實

際」 三類名字，作為同－的自證內容。〈大般若浪蘿蜜多經〉（二分）卷

469 （大正7' 375b）說：「諸室等智者，謂菩薩摩訶撞，內空乃至無性自性空

智，及其如乃至不思議界智，是名諸堂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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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說相即是堂，是空不可說」。空性也是不可說的，說為涅槃、

真如等，都不過是如來的方便假說而已。

這段文中，空與涅槃，都是其中的一名，而歸於一切法空，這是以

一切法空性為主題的。

※「涅槃」與「一切法空性」（p.146)

卜依畫且說：「涅槃」是三乘共適的，「法空性」是大乘不共的。

2 、約里說：「涅槃」與「一切法空d性」是相同的。

三、《般若鱷》的法空性，是依佛說的甚深涅槃而說的（ p.146-p.147) 

（一）引〈華嚴經》〈十地品〉

如上引經說外，《大方廣佛華嚴經〉卷26 （十地品〉（大正

9 , 564b16-c25 ）說：

菩薩得無生法忍，入第入地，入不動地。．．．．．．住不動地，一切心

意識不現在前，乃至佛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現前，何況當生

諸世間心！佛子！是菩薩隨順是地，以本願力故﹔又諸佛為現其

身，．．．．．．皆作是言：善哉！善哉！善男子！ ······－切法性，一切

法相，有佛無佛常往不異，一切如來不以得此法故說，名為佛，聲

閣、辟支佛亦得比寂滅無分別法。．．．．．．若諸佛不與菩薩起智慧門

者，是菩薩畢竟取於涅槃。

八地菩薩就是不退轉地菩薩。八地得無生法忍 6 ，悟入寂滅無分別
法，這是二乘也能得到的。如菩薩的本願力不足，沒有諸佛的勸

發，那是要證入涅槃，退落而與二乘一樣的。經佛的勸發，菩薩這

空智典真如等智，合為同一類來說明，與所說，深奧義的內容－致。

這三類名字，「在滅、遠離」等’的離一切妄執，離一切戲論說。

「如、法性」等’的沒有變異性、差別性說﹔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

「法」是那樣「法商常住」的。

「笠、無相」等’的三三味所顯發說，但並不是圍觀察而成為「笠、無相、無

作」的。

在〈般若經》中，由於這三類名義的統一，而表現為悟理、修行、得呆的無二

無別。

6 ｛華嚴經〉說八地菩薩得無生法忍。如依《大晶般若經〉或《大智度論〉，則說

七地菩薩得無生法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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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從般若起方便，）起如幻三昧，作利益眾生的大業，莊嚴功德

圓滿而成佛。

（二）引〈小品般若波羅蜜經〉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 （大正8 • 568c-569a）說：

菩薩行般若渡蘿蜜，應觀色笠，應觀受、想、行、識（等一切法）

室。應以不散（請L ）心觀法，無所見亦無所證 0 ......菩薩具足觀

笠，本已生心（即「本願」）但觀堂而不證空：我當學堂，今是學

時，非是證峙，不深攝心繫於緣中7 。．．．．．．菩薩緣一切眾生，繫心慈

三昧，．．．．．．過聲閣、辟文佛地，住空三味而不盡漏。須菩提！商時

菩薩行空（無相、無願）解脫門，而不詮無相，亦不墮有相。

〈般若經〉義，與（十地品〉說是一致的。「令是學時，非是證

重」，如以為所作已辦，大事己了，那就要證實際，盡諸漏而成為

二乘入涅槃的。

觀空而不證空，除了般若外，主要是本願與慈悲力。《般若經〉集

出要早些，還沒有說到佛力的加持勸發。

（三）小結（p.147)

總之，《般若經〉的空性，就是〈十地品〉的「寂滅無分別法」

如證入，就是涅槃。這說明了，《般若經〉的法空性，是依佛說的

甚深涅槃而說的。 8

7 (1 ）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1297: 
菩薩的般若空慧，是堂、無相、無作三三味。菩薩出發於軟廈一切眾生的

悲願’所以觀室而能夠不誼室。也要「不深攝心繫於緣中」，不能過分的

攝心而入深定，因為如定力偏勝，會證入實際而退為二乘的。菩薩的深

慧，要悲願來助成，到第七「等定慧地」’悲心深切，定與慧均等，才能
「得無生忍」。無生法是涅槃異名，通達而不盡量入，所以稱為「忍」。

(2）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152-p.153 。

8 般若，與涅槃有關的經艾不少，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

展） p.656-p.657 。「中本」、「上本」與此相當的丈句，可檢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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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般若經》一一甚深之一切法空

第三節大乘《般若》與《阿合經》（p.147～p.155)

釋厚觀（2005.3 .23) 

一、涅槃的超越絕對性（p.147)

釋迦佛說法，從現實的身心說起，指出生死的癥結所在，呵斥生

死，呵斥煩惱，從聖道去實現理想的涅槃。

涅槃’佛沒有說是這樣的，那樣的，因為涅槃是無量、無數，不能

說是有是無的。佛只是從煩惱的不再生起，苦蘊（身心）的不再生

起，以「遮」的方法來表示，如燈（火）滅一樣。

說生死是有為，那涅槃就是無為。有為法有生住滅（無常），無為

法是不生不住不減（常）。對於生死有為對里槃無為，←般是看作

對立的別體法。即使說涅槃空與無為空，也不許說是有為空那樣

的。這是後世的聲聞弟子們，為了說明佛法，出發於相對（二）的

立場，終於忽略了涅槃的超越絕對性。

二、《般若經》的甚深義一一空性、涅槃（p.148)

（一）涅槃：心行處滅、言語道斷，沒有能所對立，無二無別

〈般若經〉的甚深義，是空性，也就是涅槃。涅槃的體證’是沒有

時、空，沒有數、量，也沒有能所一一主觀與客觀的對立。渾然

的無二無別（也不會覺得是一體）的現觀，是一切不可說、不可

得的。

（二）〈般若經〉等大乘經，從無二無別的甚深體驗中，觀「一切法本

空」

《般若》等大乘經，就是從這無二無別的甚深體驗中，來觀一切

法，一切法不出於此，於是「一切法本空」’「一切法本不生

滅」’「一切法甚深」，「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本清

淨」，「一切法本自寂滅」’「一切法皆如也」，「一切法不出

於法界」’這一類文句，就這樣的弘傳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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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英譯的〈大般若經〉說：「以真法性為定量故」 1 。這是以法性

（真如、空性的異名）的現觀，為理解與修證的準量。

（三）從四十二字門，通遠不生不滅之實相（p.148)

「中本般若」的四十二字（母）門2 ，以阿（喉音）為首﹔一切語

音，都以阿為根本，依阿而申展出來的。以此為修行法門，也就是

從阿一一不、非、無、離來觀一切法。羅闇（ r.吋as）是垢義，羅

(ra）字就是「一切法離垢故」 3 。到末一字荼（ cjha）是必義 4 ，荼
就是「諸法違竟處故，不終不生」。從阿字為本來觀一切，一切都

是不、無、非、離了。 5

1 《大股若波羅蜜多經〉（第五分）卷556 （大正7 • 866c17 ）。

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743 : 
「唐譯五分本」也說：「以真法性為定量故」。量（p~a）是準確的知識﹔

定量是正確的、決定無疑的準量，值得信任的。

2 四十二字門，參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 （大正8 • 256a6-b28 ）﹔〈大智度

論》卷48 （大正筍， 408b1-409a24）。

3 (1) ｛摩訶般若渡羅蜜經〉卷5 （大正8 ' 256a5-b10) :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摩訶衍，所謂字等、語等、諸字入門﹔何等為

字等、語等、諸宇入門？「阿」宇門一切法初不生故、「聶」宇門－切法
離垢故、「渡」字門........﹒「荼」字門入諸法違竟處不可得故、不終不生

故。過荼無字可得，何以故？史無字故。諸字無礙無名亦不滅，亦不可

說、不可示、不可見、不可書。

(2) ｛大智度論〉卷48 ：「四十二字是一切字根本。因字有語，因語有名，因

名有義﹔菩薩若聞字，因字乃至能了其義。是字，初阿（ a）、後荼

( (jha），中有四十。得是字陀羅尼菩薩，若一切語中間阿字，即時隨義，

所謂一切法從初來不生相。阿提（ adi），秦言初﹔阿耨渡陀

（組utp耐心，暴言不生。若開羅（ra）字，即隨義如一切法離垢相。羅聞

(rajas），秦言垢。」（大正詣， 408b12-18)

4 《大智度論〉卷48 ：「若聞荼字，即知一切法必不可得口渡茶（ba抽am），秦言

必。茶外史無字，若更有者，是四十二字枝派。」（大正筍， 409a14-16）。

5 ( 1 ）參見印順法師著〈佛在人間｝ p.70: 
大乘法的四十二字，以阿字為本。阿是不生不識義，這即是一切法的本

性。唱誦每字，都與阿相應，即觀一切入不生不滅的實性。《華嚴》、

《般若〉中的文字陀轟尾，觀行成就’是可以證入無生法忍的。這是觀音

聲色相而龔入法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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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殊法門、《般若經》等初期大乘鱷重真諦不生不誠﹔《阿含經》重

因緣生滅（p.149)

初期大乘經雖有多方面的獨到開展，而本於一切法，性不可得一一空性

的立場，與〈般若經〉是一致的。這一立場，與〈阿含經〉以來的傳

統佛法，從現實身心（五蘊、六處等）出發，指導知﹝苦﹞、斷﹝集﹞、證

﹝滅卜修﹝道﹞以達理想一一涅槃的實現，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2）參見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 p.425-p.426 : 
〈大智度論〉說：「四十二字是一切字根本。因字有語，因語有名，因名有

義﹔菩薩若聞字（膏），因字乃至能了其義」（卷 48 ，大正

筍， 408b）。回十二字是一切字根本，而第一「阿」（a）字，是一切字根
本。「阿」是最初喉膏，經頰、苦、齒、唇，而有種種語膏，所以阿是最

初的、根本的。「阿」一一喉膏，什麼意義都不是，所以被看作超越的一一

「不」’「無」。依「阿」而發展出回十二字，一切語文（所表示的），
也就一切本質都是超越的，可從一切文字而通達實相。「阿提，幸言初﹔

阿耨渡陀，秦言不生」’所以「入阿字門，（能通達）一切法初不生

故」。如羅（ra）是塵垢的意義，所以「入羅字門，一切法離塵垢故」﹒這

樣的一一文字，能通達實相，是菩薩修行法門。（唱）誦字母而能通達深

義，如〈華嚴經〉說：「唱如是字母時，．．．．．．入無量無數般若渡蘿蜜

門。」（《大方廣佛華嚴經〉卷76 ，大正10 • 418b-c) 

(3 ）參見f[J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746-p.747 : 
四十二字（－！學），是一切字的根本。字母是依人類的發音而成立的。最初

是喉音一一「阿」’再經頓、頰、苦、齒、唇，而有種種語脅。可說一切

語膏，一切字母，是依「阿」為根源的，是從「阿」而分流出來的。喉音

的「阿」，還沒有什麼意義﹔什麼意義也不是，所以被看作否定的一一

「無」、「不」。般若法門，認為一切但是假名施設，而假名是不能離開

文字的。一切文字的本源一一「阿」’象徵著什麼也不是，超越文字的絕

對一一「無生」、「無二」、「無相」、「空」。－切文字名句，都不離
「阿」，也就不離「無」、「不」。所以般若引用四十二字母，不但可以

通曉一切文字，而重要在從一切文字，而通達超越名言的自證。如「荼」

是熟的意義，聽到了「荼」’就了悟是「﹔不熱」的。這樣，什麼都趣向於

「空」，不離於「如」。所以經上說：「善學回十二字已，能善說字法﹔

善說字法已，善說無字法。」（〈摩訶般若披羅蜜經》卷24 ，大正

8 '39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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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佛說丈殊師利淨律經） 6卷I （大正14 · 448c23必）說：

問：其佛說法，何所興為？何所減除？

答曰：其本淨者，以無起滅，不以生盡﹝滅﹞。所以者何？復土眾生，

了真諦義以為元首，不以緣合為第一也。

文殊師利是從東方寶英佛土來的。文殊說：彼土的佛法，是以真諦無

生滅法為首的﹔不如此士的佛法，以緣合（因緣和合生或緣起）為第

一，出發於因緣生滅，呵賣煩惱等教說。

文殊所說的彼土佛法，代表了印度（東南）新起的大乘。

此土以緣合為第一，當然是固有的，釋迦佛以來的傳統佛法。

卜彼土的佛法：印度（東南）新起的大乘，以真諦無生誠法為首，直由

不生滅下手。

2 、此土的佛法：固有釋迦佛以來的傳統佛法，以緣起為第一，由因緣生

滅、無常下手。

※這兩大不同類型的佛法，在方法上是對立的。

A 、〈阿合經》從生滅無常下手

如〈阿含經〉從生滅無常下手：「無常故苦，苦故無我」一一

空。甚至說：「若人壽百歲，不觀生滅法，不如一目中，而解生

滅法」 7 。如實知生激無常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B 、〈般若經〉觀不生誠為真般若

組鏡躍〉鸝勸協辟了無常自鳴穩，如《材識競諭姆體經〉卷就：

當來世有比丘，欲說投若渡蘿蜜而說相似般若述蘿蜜。．．．．．．諸比

丘說言：色是無常，......。受、想、行、識是無常，若如是求，

是為行般若波羅費。情戶迦！是名說相似起若波羅蜜。（大正

8 · 546c2-7) 

以生滅無常觀為相似般若，不生滅（不壞）觀為真般若，雖可說對某

些部派說，但在文字上，顯然是不滿傳統的《阿含經〉。

6 《佛說艾殊師利淨律經〉屬於艾殊法門的經典，參見〈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
展｝ p.879-p.880 。

7 ｛法集要頌經〉卷3 （大正4 • 7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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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含〉與〈般若〉等大乘經的對立，應該說是佛法的不幸！

四、從超然立場看部派佛教與大乘佛教（p.150)

（一）〈般若經〉之甚深義是涅槃的別名，這應是依〈阿含》思想、引

發而來（ p.150) 

《般若〉等大乘經，發菩提心，修菩薩行，圓滿佛果而外，甚深

義一一一切法空，法法皆如的闡揚，都是涅槃別名，這應該是

依〈阿含〉思想、引發而來，怎麼會到達這樣的對立呢？

傳統者指新興的大乘為非佛說，大乘者稱《阿含〉等為小乘，

尖銳的對立，能不說是佛法的可悲現象嗎！

從不拘宗派的超然立場來說，傳統佛教一一部派佛教與大乘行

人，都有些偏頗了！

（二）〈阿含經〉的中心思想是「緣起」，有為與無為同依「緣起」

而闡明（ p.150) 

《阿合經〉的中心思想，是緣起，緣起是：「此有故使有，此生

故俊生，．．．．．．純大苦聚集。此無故投無，此減故搜滅，．．．．．．純大

苦眾滅」

依緣起的相依性一一依之而有，說明生死的集，有為法。

也依緣起的相依性一一依之而無，說明生死的滅，無為法。

有為與無為，依同一原則而闡明。但傳統佛教界，似乎少有能

完滿的把握緣起﹔不是以緣起為生滅邊事（有為的），就推想

為不變的理，性（無為的） 8 。

8 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今論》 p.25-p.34 。參見印順法師著《性空學探源》 p.17-

p.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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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慧解脫」、「俱解脫阿羅漢」與「有甚深涅槃知見而不是阿羅漠的

聖者」（p.150)

（一）「慧解脫」與「俱解脫」（p.150)

1 、「慧解脫」本是一切阿羅漢的通稱，所以論佛與阿羅漠的差別，就

舉「慧解脫」為一切阿羅漠的代表人依空、無所有、無相而得心
解脫，不正就是阿羅漠的心解脫嗎 10 。

2 、但阿羅漠中，有不得深定的，有得深定的。這才方便的分為「慧解

脫」’與（心慧）「俱解脫」的三類。

（二） 三類聖者（ p.151) 

我要這麼說，因為要解說一項事實。〈雜阿合經〉中，長老比丘們

告訴須深比丘，他們是阿羅漢，但不得四禪（〈相應部〉說不得五

通）及無色定。須深覺得難以信解，佛告訴他說：「彼先知法住，

後知涅槃」﹔「不問汝知不知，且自先知法住，後知涅槃」 11 。這

是說，阿羅漢有先後層次，也可說有二類。

9 《雜阿合經〉卷3 (75經）：「比丘！如朱、應、等正覺，阿羅漢慧解脫，有何
差別」？比丘白佛：「如來為法根，為法眼，為法依，唯願世尊為諸比丘廣說，

此義！諸比丘闇已，當受奉行」。佛告比丘：「諦聽，善思，當為法說。如

來、應、等正覺，未曾聞法能自覺法，通達無上菩提﹔於未來世開覺聲聞而為

說法，謂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八道。比丘！是名

如來、應、等正覺，未得而符，未利而利，知道，分別道，說道，通道，復能

成就諸聲間，教授教識﹔如是說正順欣無善法，是名如來、羅漢差別」。（大

正2 • 19 b28-c10 ）﹔〈相應部） ( 22）「蘊相應」（日譯南傳14 I p,102-

p.103 ）﹔叉《雜阿合經〉卷26 (684經）（大正2 • 186 c2-187b5 ）。
10 （雜阿合經〉卷21 ( 567經）（大正2 • 149c-150a）﹔〈相應部） ( 41 ）「質多
相應」（日譯南傅的， p.451-p.453 ）﹔參見〈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三節〈空與

心解脫） p.21 。

11 ( 1 ）《雜阿合經〉卷 14 (347經）（大正 2 , 97 bll-12）﹔〈相應部〉

(12）「因緣相應」（日譯南傅的， p.180 ）。

(2）參見印順法師著《成佛之道〉（增注本） p.224-p.225 : 
A 、法住智：法住智是對於因果緣起的決定智。這雖然是緣起如幻的俗數

法，但卻是正見得道所必備的知見。（如不能了解緣起的世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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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法住智知：

緣起被稱為法性、法住，所以法住智是從因果起滅的必然性中，於五

蘊等如實知，厭，離欲，滅，而得解脫智：「我生已畫，梵行已立，

所作已辨，不受後有」

相對性，假名安立性，而只是信解善惡，業報，三世等，就

是世間正見，不名為智。）

B 、涅槃智：如依此而觀緣起法的從緣而生，依緣而滅，是盡相，壤相，

離相，滅相，名涅槃智。這是從緣起的無常觀中，觀一切法

如石文電光，繞生即滅﹔生無所來，滅無所豆，而其入法性

泉減口這就是：「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減減已，泉減為

樂」。

(A）法住智一一如流轉一一如國呆的必然性一一如生減一一

如有為世俗。

(B）涅槃智一一會還滅一一和國呆的空泉性一一會不生滅一一

知無為勝義。

(3）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221-p.222 : 
須深出家不久，聽見有些比丘們說：「生死已畫，．．．．．．自知不受後有」’
卻不得禪定，是慧解脫阿羅漢。須深聽了，非常提忌。佛告訴他：「位先

知法住，後知涅槃」。慧解脫阿羅漢，沒有深定，所以沒有見法涅槃的體

翰，但正確而深刻的知道：「有無明故有行，不離無明而有行」﹔「無無

明故無行，不雄無明滅而行減」（餘文例此）。這是正見依緣起滅的確定

性一一法住智，而能得無明滅故行滅，．．．．．．生滅故老死滅的果證。

(4）參見〈大昆婆沙論〉卷110 （大正27 '572a27-b29 ）。

法性智 涅槃智

知集智 知滅智

2 知苦、集智 知滅、道智

3 知苦、集、道智 知滅智

4 知流轉智 知還誠智

5 知緣起智 知緣起誠智

6 知生死智 知生死滅智

7 近分地智 根本地智

(5）參見〈大智度論〉卷23 （大正25 • 233cl-5 ）﹔〈大智度論〉卷28 （大正

25 • 266b 13-17 ）。

( 6）參見〈瑜伽師地論》卷87 （大正30 • 787b4-11 ）﹔〈瑜伽師地論〉卷94

（大正鉤， 835cl9-836a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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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沒有禪定，但煩惱已盡，生死己了。這是以慧得解脫，知一切

法寂滅，而沒有涅槃的自證。

2 、涅槃智知：

生前就能現證涅槃的絕對超越（即大乘的證入空性，絕諸戲論﹔也

類似一般所說的神秘經驗），名為得現法涅槃﹔在古代，被稱為得

滅盡定的俱解脫（不過滅盡定，論師的異解紛耘）。

這可能是二類阿羅漠，也可能是先後契入的層次。

于另一類有甚深涅槃知見而不是阿羅漠的聖者

眾生的根性不一，還有一類人，不是信仰，希欲，聽聞，覺想，也

不是「見審諦忍」’卻有「有誠涅槃」 12 的知見，但不是阿羅漢。

如從井中望下去，如實知見水，但還不能嘗到水一樣 13 。

六、大乘興起與部派佛教的關係（ p.151-p.152) 

（一）上座部系重於四諦的知見，少得現法涅槃（p.151)

部派佛教中，主要是上座部系，重於四諦的知見，少有得現法涅槃

12 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283 ：「有識淫槃」
「有」是生死，生死的止息滅盡是涅槃。

的（ 1) ｛雜阿含經》卷14 (351經）：

爾時、尊者殊勝語尊者那露：「有異信乃至異忍，得自覺如見生，所謂

有滅則在滅、涅槃」。時尊者那羅間尊者殊感言：「有異信乃至異忍，

得自覺如見生，所謂有減則在滅、涅槃者，汝今便是漏盡阿羅漢耶」？

尊者殊勝言：「我說，有滅則在滅、涅槃，而非漏畫阿羅漢也。」．．．．

時有行人，熱渴所通，繞井求覓，無蠅、無罐，諦觀井水，如實如見而

不觸身。如是我說有滅則寂滅、涅槃，而自不得漏盡阿羅漠。（大正

2 • 98c19-99a2) 
(2) ｛相應部〉 ( 12 ）「因緣相應」 （日譯南傳13 'p.170-p.171 ）。

( 3) ｛瑜伽師地論〉卷94 ：「諸學見渣，雖於有減寂靜涅槃，不隨他。信內聖

慧眼，自能觀見，然猶未能以身觸誼。譬如有人熱渴所逼，馳詣深井，雖

以肉眼現見井中離諸塵穢清冷美水，并給水器，而於此水身未觸證，如是

有學雖聖慧眼現見所求後煩惱斷，最極寂靜，而於此斷身未觸證。」 （大

正30 ' 837b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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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教義上，雖有種種阿羅漠，滅盡定等，而缺乏超越的體驗，

所以這一系的教義，被議為：「唯見浮繁妨惰，支離害志，紛結名

相，竟無妙異」 14 了。

（二）大乘興起與「大眾部系」的關係（p.152)

A 、大眾部系之「法空說、法性不二」（p.152)

大乘佛法的興起，決定是與大眾部系有關的。如上一章 15說到：

卜方廣部一一說大空派，以為勝義僧與佛，都是超越現實人間

世的。這就是《大智度論〉所說的方廣道人，說「一切法

不生不減」。 16

2 、東山住部的〈隨順頌） 17 ，以為法性不二，佛所說的，都

「是隨順世間轉」。

3 、分別部說：凡聖一切都「以堂為本」 18 。

4 、一說部說：「世出世法悉是假名」 19 。

甚深義一一法性不二，從大眾部學派中開展出來。

B 、大眾部系對「聖位菩薩」之安立（p.152)

14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11 ：「﹝訶無故摩﹞其師既器而非凡，即會1］以名典，迦務

延所造大阿昆曇’乃有數千偈’而授之曰：此論革是眾鐘之統例，三藏之要

目也，若能專精尋究則悟道不遠。於是跋摩敬承鑽習，功不諭月，皆精其文

義，乃慨焉而歎曰：吾闇佛旨虛泉，非名相所識神澄妙絕，平常情攸測，故

為先達之所遵靡，我亦注心歸仰。如今之所稟’唯見浮繁妨情，支離害志，

紛緝名相，竟無妙異。」 （大正55 • 78c3-18) 

15 參見《空之探究〉第二章第十節〈大眾部系與法空） p.128-p.132 。

16 （大智度論〉卷1 ：「佛法中方廣道人言：一切法不生不滅、空無所有，譬如

兔角龜毛常無，如是等一切論議師章，自守其法不受餘法，比是實餘者妄

語。」 （大正25 I 61a28-b2) 

17 ｛入中論〉卷2 （漢藏教理院刊本.p.31) 。

的天親菩薩造〈佛性論》卷1 ：「若依分別部說：一切凡聖眾生，並以室為其

本，所以尺，聖眾生，皆從空出故。」 （大正31 • 787c5-7) 
19 日本澄禪著《三論玄義檢幽集》卷5 ：「真諦云：此都執世出世法悉是假名，

故言一切法無有實體﹔同是一名，名即是說，故言一說郁。」 （大正

70 ' 495b29-c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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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論事〉說至I ：安達羅派以為：釋迦菩薩在迦葉佛時，入於決定20 。

2 、東山住部等也說：成佛以前的菩薩，已經得法現觀，入正決定訕。

正性決定，就是正性離生。入正性離生，是睡悟正法而成為聖者。

這樣，菩薩有二階位：一、凡夫﹔二、得正性決定的聖者。

菩薩的分為二階，與大乘所說的菩薩是一致的。

大眾部系中，

卜接悴木二，思想的開展﹔

2 、「產生」叉廣泛的流傳﹔

3 、菩薩道受到佛弟子的讀仰，有聖位菩薩的安立。

如有人發心修學，求成佛道，依佛法說，這是可能而值得讚歎的。

20 （論事〉 （日譯南傳57, p.367）。

21 ( 1) （論事〉 （日譯南傅錯， p.225 ）。

(2）參見印順法師著〈性空學探源） p.220-p.221 : 
正性離生，古譯即為正性決定。逗，有部說是在見道，離患得無生峙的

境界。但大~分別說，拿乃至現在錫蘭的銅鑄學者，都不說它是見道的境

界，而移置在前面，典三乘共十地的性地意義相近，有似於四加行中的頂

住。龍樹〈智論〉就討論到頂、決定、無生三名是同是異的問題，論中

自有解說﹔不過依此可見正性離生是有著前後的詩論，不必盡如有部所說

在見道位。《異部宗輪論》說菩薩「得決定道不退」的決定道，也就是

這個。法住，也是修行過程中的一個位次，經說「得法住智」﹔〈成實

論〉說，以闇思慧見諸法的必然理則，叫法住位。從此以後，實際修習

禪定，就是決定道。法住道典決定道，二者都是在見道以前的事。有部

以見道分凡聖，見道以前都是凡夫﹔大眾分別說系及成實論師等不錯，見

道復得初果，固然是聖人，見道以前，從聞思修慧得見法住理性，已經

不是凡夫，也可以說是無漏的，即初呆向的聖者（他們把初呆向的時間拉

長，不像有部的局在十五心）。所以見法住智得決定道，雖不是見道以

後的聖者，但已超過了尺，夫，已獲盡量到一種不可史動不可轉變不再追墮的

無為常住性，這就是法住無為典決定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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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觀空而不種實際的菩薩（ p.152-p.153) 

（一）有甚深涅槃知見而不證阿羅漠的，正是初期大乘觀空而不證實際的

菩薩模樣在佛教界，

卜慧解脫聖者是沒有涅槃智的。

2 、俱解脫者有涅槃智，是入滅益定而決定趣涅槃的。

3 、惟有另一類人（絕少數），正知見「有減涅槃」而不證得阿羅

漠的﹔不入滅盡定而有甚深涅槃知見的，正是初期大乘，觀一

切法空而不諸實際的菩薩模樣。

（二）如何觀空而不證實際：智慧深、悲願切、佛力加持、不入深定

卜大乘法中，菩薩觀空而不證實際，當然是由於智慧深，悲願切

（還有佛力加持），而最原始的見解，還有「不深攝心繫於緣

中」 22 ﹔不深入禪定，因為入深定是要墮二乘、證實際的。所

以〈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陀天經〉說：彌勒「雖復出家，不修

禪定，不斷煩惱」 23 。

2 、被稱為菩薩的持經譬喻師法救24也說：

菩薩雖伏我見，不怖邊際滅，不起深坑想，而欲廣修般羅若

故，於滅盡定心不樂入，勿令般若有斷有礙25 。

（三）無生法忍菩薩

正見甚深法的菩薩，從這樣的情況下出現。悲願力所持，自知「此

22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 （大正8 • 568c20-21) 。

23 ＜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陀天經〉卷2 （大正14 • 418c8 ）。
24 參見印順法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輿論師之研究｝ p.245-p.268 ﹔〈初期

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377-p.378 。

25 （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153 （大正27 ' 780a19-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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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學時，非是證時」詣。所以不盡煩惱，不作究竟想，不取涅槃，

成為觀空而不證空的菩薩。

最深徹的，名為無生法忍。阿昆達磨中，忍是無問道﹔稱為忍，表

示是知而不是證入的意思。

八、般若深羲的弘傅 27 ( p.153-p.154 ) 

（一）甚深空義，由有涅槃知見而不證實際的菩薩發揚起來

卜甚深（空）義，慧解脫聖者，沒有涅槃智的超越體驗，當然不會說。

2 、俱解脫聖者，有現法涅槃，但好入深定，或長期在定中，當然也不

會去闡揚。

3 、惟有有涅槃知見而不證的，在崇尚菩薩道的氣運中，求成佛道，利

益康生，才會充分的發揚起來（也有適應世間的成分）。

（二）甚深般若初期弘揚的情形

起初，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說：「是深般若渡蘿蜜，應於﹝能

得﹞阿昆跋致菩薩前說，是人閉走，不疑不悔。」 28

不退轉菩薩是少之叉少的，所以說：「無量無邊阿僧祇眾生發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中若一若二位阿冕跋致（不退轉）地。」 29

這當然是甚深義法門，還不是普遍傳宏的。

（三）大乘法門廣傳之後的情形

也許大乘法門傳開了，來學的人也漸漸多了，於是久行菩薩也能夠
信解了，所以說：

26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8 ：「佛告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具足觀堂先作是

願，我今不應空法作證’我今學時，非是證峙。菩薩摩訶薩不專攝心繫在緣

中，以是故，菩薩摩訶薩於阿耨多羅三說三菩提中不退，亦不取滿畫盡量。」

（大正8 • 350a19-24）﹔〈大智度論〉卷36 ：「今是觀峙，非是詮峙。」（大

正25 • 323a8 ）﹔〈大智度論〉卷76 （大正筍， 592a-594c ）。

27 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647-p.664 。

28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4 （大正8 • 554a22-23 ）。

29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2 （大正8. 542 cl7-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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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信解深般若搜羅賽，當知是菩薩如阿昆肢致。何以故？世尊！若

人於過去世不久行深般若渡蘿蜜，則不能信解30 。

進一步，「新發意」（應譯「新學」 31 ）菩薩也有信解可能了，如說：

若新發意菩薩隨惡知識，則驚怖退沒﹔若隨善知識，間是說者，則

不驚怖沒退32 。

再進一步，一切法空的般若深義，什麼人都能契入，如「中本般

若」說：

是（法）門，利根菩薩摩訶薩所入。佛言：鈍根菩薩亦可入是門，

中根菩薩，散心菩薩，亦可入是門。是門無礙，若菩薩摩訶薩一心

學者，皆入是門」鈞。

般若甚深法門，三根普被，人人可學可入﹔這就是直從法性平等，

法法皆空、皆如去深入的法門。

30 ｛小品投若波羅蜜經〉卷4 （大正8' 553位4-25 ）。

31 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658-p.661 。

32 ﹛小品投若波羅蜜經》卷1 （大正8' 538位3-25 ）。

33 ﹛摩訶艘若波羅蜜經》卷21 （大正8 • 372a7-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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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般若經》一一甚深之一切法空

第四節 堂之發展與類集 (p.155~ ·p.167) 

釋厚觀（2005.4.6)

一、大乘《般若經》的特色（ p.155-p.156) 

（一）〈般若經〉以超越名、相、分別的涅槃，也就是釋迦如來的自證為

根本立場。依此來觀一切法，有為與無為不二，生死與涅槃不二，

一切是無二無別，「絕諸戲論」。以此來化導，就不如釋尊那樣的

教化，不從無常、苦入手，而直從空、無相、無願等入門，這是

「大乘佛法」一一〈般若經〉的特色。

（二）表示這一內容的，如上文引述 1 ，有空、無相、無顧、不起、不生、

無所有、遠離、寂靜、如、法界、實際等種種異名，而﹛般若經〉

所獨到發揚的，是空一一一切法空。

（三）本來，〈般若經〉不是非說「空」不可的，如〈金剛般若波羅蜜

經〉，全經但說「無相」’竟沒有一個「空」字。 2

（四）被推定為「原始般若」的，〈道行般若經〉的〈道行晶〉，也沒有

說到「空」，只說「離」、「無所有」、「無生」、「無性」、

「不可得」等。

l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三章第二節〈法空性是涅槃異名） ' p.143-

p.145 。

2 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753 : （金剛般若〉著重在
「無相」（離相〉法門，如說，：「尺，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

女回來」。「無復我相、人相、眾生相、毒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離

一切諸相，則名詩佛」。「於一切相，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

相」。「不取於相，如如不動」。「無相」’與「原始般若」的「無受三

味」’「是三味不可以相符」（「唐譯五分本」），稱之為「離相門」一樣。

起若與「笙」’本沒有必然的關餘，「空」是在般若發展中重要起來的。〈金

剛般若〉說「無相」而沒有說「空」’可說保持了「原始般若」的古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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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義在「下本般若」中的發展（p.15ι·p.157)

（一）「下本般若」說到了「空」’起初說：「以空法住般若渡蘿蜜」 3 。
什麼是「到主空法」？經4上說：不住一切法﹔不住一切法的常與
無常，樂與苦，淨與不淨，我與無我，空與不空（「中本般若」 5

更不住寂滅與不寂滅，遠離與不遠離）。

（二）須菩提說：甚深法是隨順一切法的﹔是（甚深）法無障礙處，是法

無生，是法無處﹝足跡﹞。諸天子聽了，讀歎說：「長老須菩提為隨
佛生﹔有所說法，皆為空故。」 6 「皆為空故」 7 ，玄獎譯為「一切

皆與生相應故」 8 。

這可見經文所說的無障礙處，無生，無處，都與空相應，可說

都是空義。

（三）釋提桓因說：「須菩提！如（法）所說者，皆因於空」 9 。

3 參閱《小品般若渡羅蜜經〉卷1 （初晶第1) ：「菩薩發大莊嚴乘，於大乘以空

法住般若波羅蜜。不應住色，不應往受、想、行、識。」（大正8 ' 540a29-b2) 
4 《小晶般若波羅蜜經〉卷1 ＜初晶第1) ：「於大乘以立法住般若渡蘿蜜，不應住
色，不應住受、想、行、識。不應住色若常，若無常。不應住受、想、行、識

若常，若無常。不應住色若苦，若樂。不應住受、想、行、識若苦，若無。不

應住色若淨，若不淨。不應位受、想、行、識若淨，若不淨。不應住色若我，

若無我。不應住受、想、行、識若我，若無我。不應住色若堂，若不堂。不應

住受、想、行、識若空，若不堂。」（大正8 , 540bl-8) 
5 ｛摩訶般若按羅蜜經〉卷7 ：「菩薩摩訶薩色是常不應住，色是無常不應住，受
想行識亦如走。色蒼無若苦，是喜淨若不淨，若我若無我，若堂是不堂，若在減

若不直滅，若離若不離不應住。」（大正8 • 274b26- cl) 
6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6 ＜大如品第15 ）：「蘭時欲色界諸夫子白佛言：世
尊！是長老須菩提，為隨佛生，有所說法宣皇室主。須菩提語欲色界諸天子

言：汝等所說，長老須菩提為隨佛生，隨何法生故，名隨佛生？諸天子！隨如

行故，須菩提隨如來生！」（大正8 • 562b18-22) 

7 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716 ：「皆為空故」’「宋譯
本」作「皆悉空故」﹔「大品本」作「皆與空合」﹔「唐譯本」作「一切皆與

空相應故」。

8 《大般若浪羅蜜多經》卷548 ：「大德善現諸所說法，一切皆與生相應故。」

（大正7, 823b2-3) 
9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 ＜囑累晶第24）：「釋提桓因語須菩提：如所說，者，

皆因於堂而無所礙，譬如仲射虛空箭去無礙。」（大正8 , 577a29-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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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因於堂」’是說須菩提安住空法，本著空的體悟而說法，所以

一切（境）法，所行法，所得（果）法，得法者，都無所得。

（四）依據這幾則經丈，及上所引法空性的種種異名 10 ，可知「下本般

若」所說的，是在般若的實鷗中，明甚深空性。甚深空性，經聽

閩、思惟、觀察，而到達無生法忍的徹悟。

一、「空」舊在「中本般若」中的發展與類集（ p.157-p.160) 

到了「中本般若」，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將種種空類集起來。「中本

般若」是應該分為三分的。

〔依《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來說，全經九十品，可以分為三分：前

分、中分、後分〕

（一）「中本般若」〈前分〉中「空」之類集

卜經中雖並舉三解脫門，卻更重視「空」

〈前分〉：經上說：「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相應，所謂空、無

相、無作」。雖並舉三解脫門，卻更重視「空」’所以說：「是空

相應，名為第一相應」。「於諸相應中為最第一相應，所謂空

相應」 11 。

2 、「七空」之類集：

A 、〈大晶般若經〉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 ＜習應品第3) （大正8 I 222c28-

223al ）說：

10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三章第二節〈法空性是涅槃異名＞ ' p.143-

p.145 。

11 ｛摩訶般若浪羅蜜經〉卷1 （序晶第1) ：「是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相處，

所謂堂、無相、無作故，當知是菩薩如受記無異，若近受記。」（大正

8 ' 224c23-25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 （序晶第1) ：「菩薩摩訶薩於諸

相應中為最第－相處，所謂空相處，是空相應勝餘相應。菩薩摩訶薩如是習

笠，能生大慈大悲。菩薩摩訶薩，如是習相應，不生懼心，不生犯，成心，不生

嗔心，不生懈怠心，不生亂心，不生無智心。」（大正8 • 225al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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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渡蘿蜜，習應七笠，所謂：性生、自相

堂、諸法堂、無所得堂、無法堂、有法堂、無法有法空」。

「七空」’是「中本般若」所共說的，但《放光般若波羅蜜

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 12 、〈第三分） 13 ，都

沒有列舉七空的名目。

B 、〈光讚般若波羅蜜經〉：

《光讚般若波羅蜜經〉列舉了七空的名目：「內室、外笠、有

笠、無笠、近笠、遠笠、真空」（即勝義室） 14 ，叉與《摩訶

般若波羅蜜經〉所說的不同。

c 、〈放光般若經〉

〈放光〉等沒有列舉名目，而列出名目的叉彼此不間，那「七

空」到底是那七種空呢？依經文來觀察，「七空」是總結上文

的，如〈放光般若經〉說：「何謂七？上七事是也」 15 。上文

說習應空，是別觀 (1 ）五蘊空，（2）十二處空，（ 3）十八界

空，（4）四諦空，（ 5）十二緣起空，（6）一切法（若有為、

若無為）空，（7）本性空。

這就是〈前分〉所說的七空吧！

12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403 （大正7 • 13c）。

13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480 （大正7 • 435a-b ）。
14 （光讚般若波羅蜜經〉卷8 ＜摩訶般若浪羅蜜所因出衍晶第19）：「六渡蘿蜜者
則為自然，其自然者故曰為堂。其有欲令無相法生者，則為欲令內空、外堂、

有堂、無堂、近堂、遠堂、真空出生。所以者何？須菩提！其七空者則為自

然。」﹔「世間所知內空、外笠、近堂、遠堂、真笠、所有堂、無所有堂，亦

無所有，七空以無有。」（大正8 , 199b22-25 ; 203al0-12) 

叉卷9 ＜摩訶般若波羅蜜分曼陀尼弗品第22 ）：「欲界色界無色界，且主二企

笠、近虫、遠笠、真空、所有笠、無所有笠，一切平等。」（大正8 • 204cl-

3) 

15 （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1 ＜摩訶般若波羅蜜放光晶第1 ）：「菩薩云何與般若

渡蘿蜜相應？佛告舍利弗： (1 ）菩薩當知色典章舍，是為應般若渡蘿蜜。當知

痛、想、行、識典空令，是為應般若波羅賽。（2）當知眼、耳、鼻、苦、身、

意與空令。當知色、聲、香、味、細滑誠、法典章令。（3）眼色識、耳聲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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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十四空（以「一切法空」為最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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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中本般若」的〈後分〉，有十四種空的類集，如《大般若波

羅蜜多經〉〈第三分〉卷523 （大正7' 682b）說：

「菩薩摩訶薩安住般若渡蘿蜜多，觀〔 1 〕內室內空性不可得，

觀〔 2〕外室外空性不可符，觀〔 3〕內外室內外空性不可

得，觀〔 4〕大空大空性不可符，觀〔 5〕堂堂堂堂性不可

符，觀〔 6〕勝義空勝義笠性不可得，觀〔 7〕有為堂有為笠

性不可符，觀〔 8〕無為空無為空性不可得，觀〔 9〕畢竟空

畢竟空性不可符，觀〔 10〕無際空無際空性不可符，觀

〔 11 〕無散空無散室性不可符，觀〔 12〕本性空本性窒性不

可得，觀〔 13 〕相空相空性不可符，觀〔 14〕一切法室一切

法空性不可得﹔是菩薩摩訶薩安住如是十四空中」。

B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三分本〉，《放光般若經〉，〈摩訶

般若經〉’與（三分本〉相當的經文，都明確的說到了「十

四空」’這是以「一切法空」為最後的 16 。

鼻香識、舌味識、身細滑識、法性識亦繭，是為應〔般若渡蘿蜜〕。（4）當知

苦習盡道四諦之法亦典空令。（ 5）當知十二因緣。何等十二？－者、癡﹔二

者、所作行﹔三者、識﹔四者、名色﹔五者、六入﹔六者、栽﹔七者、痛﹔八

者、愛﹔九者、受﹔十者、有﹔十一者、生﹔十二者、死。此十二因緣亦典空

舍。（ 6）當如一切諸法有為法、無為法亦典生舍。（7）當知本性亦典室舍，

是為應般若渡蘿蜜。如是舍利弗！菩薩摩訶薩如七空舍。何謂七？上七事是

也，如此七事與般若渡羅會相應者。」（大正8 • 5c13-27) 
16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59 ：「善現！諸菩薩摩訶薩安住般若

渡轟蜜多，觀〔 1〕內堂、內空性不可得﹔〔 2〕外笠、外空性不可得﹔

〔 3〕內外笠、內外空性不可得﹔〔4〕堂堂、堂堂性不可得﹔〔 5〕大堂、太

空性不可得﹔〔 6〕膳義堂、路義空性不可得﹔〔 7〕有為堂、有為空性不可

得﹔〔 8〕無為堂、無為空性不可得﹔〔 9〕畢竟堂、畢竟空性不可得﹔

〔 10〕無際笠、無際空性不可得﹔〔 11 〕散無散堂、散無散空性不可得﹔

〔 12〕本性堂、本性空性不可得﹔〔 13 〕自共相堂、自共相空性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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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一種十四空的分類（以「自相空」為最末）

A 、此外，﹛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說到：「一切法以〔 1 〕內空故

笠，〔 2〕外空故堂，〔 3〕內外生故堂，〔 4〕空笠、

（〔 5〕大笠、〔 6〕第一義堂）、〔 7〕有為笠、〔 8〕無為

笠、〔 9〕畢竟笠、〔 10〕無始笠、〔 11 〕散笠、〔 12〕性

笠、〔 13 〕一切法笠、〔 14〕自相望故空」。 17

這也是十四空，但脫落了「大空」與「第一義空」。這是以

「一切法空」在前，「自相空」在後的十四空。

B 、〈大般若經〉的〈第二分〉、（第三分〉，也都是這樣的，只

是簡略的說：「由內空故笠，如是乃至（由自）相室故空」 18 0 

〔 14 〕一切法堂、一切法空性不可得。是菩薩性空性不可得、自共相空自共相

空性不可得、一切法空一切法空性不可符，是菩薩摩訶薩安住如是十四空

中。」（大正7 • 320b20-cl) 
〈放光般若搜羅蜜經〉卷15 ：「世尊！云何菩薩行般若渡蘿蜜攝取權渡蘿蜜？佛

告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渡蘿蜜，〔 1〕自於內堂不有內堂，〔2〕於外空亦不有

外堂，〔3〕自於內外空亦不有內外堂，〔4〕空笠、〔 5〕大堂、〔 6〕第－、

〔 7〕最笠、〔 8〕有為堂、〔 9〕無為笠、〔 10〕亦不有笠，〔 11 〕亦不見至

竟、〔 12〕無底堂、〔 13 〕行性笠，〔 14〕一切諸法自堂，菩薩摩訶薩住此十

四空已，亦不見五陰堂，以不空亦不知亦不有，亦不見三十七品堂。以不空亦

不知亦不有，乃至于道亦不見堂，以不空亦不見有為、無為之性堂，以不空亦

不知亦不見，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所作布施。」（大正8 J 108b7-18) 

〈摩訶艘若波羅蜜經〉卷20 ：「佛言：菩薩住般若渡蘿蜜，內笠、內空不可得﹔

外空、外堂不可得﹔內外笠、內外堂不可得﹔堂堂、堂堂不可得﹔乃至一切法

笠、一切法童不可符。菩薩住是十四生 4’，不得色相若笠、若不室，不得受想

行識相若笠、若不空﹔不得四念處若奎、若不空﹔乃至不得阿持多若不室。」

（大正8' 36布24-29)
17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3 ：「所謂阿持多羅三藐三菩提，是相皆不可見。何

以故？一切法以〔 1〕內生故笠，〔2〕外生故笠，〔3〕內外生故笠，〔4〕堂

堂、〔刮大笠、〔 6〕第一義空〕〔 7〕有為堂、〔 8〕無為笠、﹝ 9〕畢竟

堂、〔 10 〕無始笠、〔 11 〕散笠、〔 12〕性堂、〔 13 〕一切法笠、〔 14 〕自相

室益主二」（大正8 , 387b19-23) 
18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卷466 ：「如是諸法無不皆由內生故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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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的〈歎淨品第42) （屬於〈中分〉），也有

以「自相空」為後的十四空﹔《大般若經﹜〈第三分〉相同時。但

〈第三分〉與﹛放光般若經〉都沒有。所以十四空是〈後分〉的類

集，這是後來被移寫到〈中分〉去的。

4 、十四空的組集成立，為以後十六空，十八空，二十空的基礎。

（三〉「中本般若」〈中分〉中「空」之類集

1 、「十六空」

A 、十六空，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在〈中分〉說

明「大乘相」時，立十六空（〈三分〉處處說十六空）。十六

空是：在十四空的最後「一切法空」下，加「無性空」與
「無性自d性空」 20 。

如是乃至由自相空故笠，是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無不堂已。」（大正

7' 36心a23-25)
叉（「第三分」）卷529 ：「如是諸法無不皆由內空故笠，如是乃至相空故

笠，是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無不室已。」（大正7 ' 713c19-21) 
19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2 （歎淨晶第42）：「須菩提！是菩薩摩訶薩行般若

渡轟簣，以方便力故無諸憶想分別。〔 1〕內笠、〔 2〕外堂、〔3〕內外笠、

〔 4〕堂堂、〔 5〕大室、〔 6〕第一義室、〔 7〕有為笠、〔 8〕無為堂、

〔 9〕畢竟笠、〔 10〕無始奎、〔 11〕散宜、〔 12〕性奎、〔 13〕諸法笠、

〔 14〕自相室故。須菩提！是名菩薩摩訶薩行般著渡轟蜜，以方便力故無所

礙。」（大正8 ' 307c13-19) 
〈大般若渡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36 ：「布施渡羅蜜多不知布施，渡蘿蜜
多，乃至般若述蘿蜜多不知般若渡蘿蜜多。內空不知內室，乃至無性自性堂不

知無性自性室。．．．．．．起般若想起般若渡蘿蜜多想，起內空想，起外生乃至無性

皇些主盤。」（大正7 • 195b6-c14) 
20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卷488 ：「諸菩薩摩訶薩大乘相者，重重

〔 1 〕內笠、〔 2〕外笠、〔 3〕內外笠、〔 4〕大笠、〔 5〕空笠、〔 6〕勝義

笠、〔 7〕有為笠、〔 8〕無為笠、〔 9〕畢竟笠、〔 10〕無際笠、〔 11 〕無散

笠、〔 12 〕本性笠、〔 13 〕相笠、〔 14〕一切法笠、〔 15 〕無性笠、〔 16〕無

性自性生。」（大正7 '480b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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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但在〈緣起晶〉的「勸學般若」中，十六空以下，叉說「及

所緣笠、增土堂等，無堂等」 21 ，這間直得注意的。

2 、「十八空」

A 、〈中分〉「大乘相」所說的空

十八空，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在〈中分〉

「大乘相」中，立十八空﹔這是在十六空中，插入了「不可

得空」與「自性空」。同屬於「中本般若」的〈摩訶般若

經》，〈放光般若經〉，〈光讚般若經〉，也同樣的立十

八空 22 。

2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卷479 ：「若菩薩摩訶薩欲通達〔 1〕內

笠、〔 2〕外笠、〔 3〕內外笠、〔 4〕大笠、〔 5〕笠笠、〔 6〕勝義笠、

〔 7〕有為笠、〔 8〕無為笠、〔 9〕畢竟笠、〔 10〕無際笠、〔 11 〕散無散

笠、〔 12〕本性奎、〔 13〕自共相笠、〔 14〕一切法笠、〔 15〕無性奎、

〔 16〕無性自性笠、及〔 17〕所緣笠、〔 18〕增土生等、〔 19〕無室等，應學

般若述轟賣多。」（大正7 '430c4-8) 
22 （大敵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13 ：「菩薩摩訶薩大乘相者，謂內
堂、外空、內外堂、堂堂、大堂、勝義堂、有為堂、無為堂、畢竟堂、無際

笠、散無散笠、本性笠、自共相笠、一切法笠、不可得笠、無性笠、自性空、

無性自性空。」（大正7 I 73a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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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分〉「大乘相」 《摩訶般若經〉 〈放光般若經〉 《光讀般若經〉

1.內空 1.內空 1.內空 1.內空

2.外空 2.外空 2.外空 2.外空

3.內外空 3.內外空 3.內外空 3.內外法空

4.空空 4.空空 4.空空 4.空空

5.大空 5.大空 5.大空 5.大空

6勝義空 6.第一義空 6.最空 6.真妙空

7有為空 7.有為空 7.有為空 7.所有空

8無為空 8.無為空 8.無為空 8.無為空

9.畢竟空 9.畢竟空 9.至竟空 9.究竟空

10.無際空 10.無始空 10.不可得原空 10.廣遠空

（無有原空）

11.散無散空 11.散空 11.無作空 11.不分別空

12.本性空 12.性空 12.性空 12.本淨空

13.自共相空 13.自相空 13. 諸法空 13.一切法空

14.一切法空 14.諸法空 14. 自相空 14.自然相空

15. 不可得空 15.不可得空 15.無所得空 15.不可得無所有空

16.無性空 16.無法空 16.無空 16.無所有空

17. 自性空 17.有法空 17.有空 17.自然空

18.無性自性空 18.無法有法空 18.有無空 18. 無所有自然空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 ＜間乘品第18 ）：「菩薩摩訶薩復有摩訶衍，所謂：
內笠、外堂、內外堂、堂堂、大笠、第一義堂、有為笠、無為堂、畢竟堂、無

始堂、教堂、性堂、自相堂、諸法堂、不可得堂、無法堂、有法堂、無法有法

室。」（大正8 '250b3-7) 

《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4 ：「復有摩訶衍，內笠、外空乃至有無堂是也。
何等為內空？內法是，謂眼、耳、鼻、苦、身、意。眼本堂不著垢亦不壤，何

以故？本性喝。耳耳本笠，鼻鼻本笠，苦苦本笠，身身本笠，意意本笠，亦不

著括亦不壤，何以故？本性繭，是為內室。

何等At外堂，謂色、聲、香、味、細滑、法，色本空亦不著垢亦不壤，何以

故？色本性喝。聲、香、味、細滑、法皆面，何以故？本性笠故，是為外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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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勸學般若」處所說的空

( 1 ）在「勸學般若」處，〈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立

二十空 23 （與〈上本般若〉間）。

(2) ｛摩訶般若經〉，也是十八空 24 。

何等海內外空？內六衰、外六衰，是為內外法。以外法故內法堂，以內法故外

法笠，亦不著亦不壤，何以故？本性繭，是為內外室。

何等為堂堂？諸法之生持諸法空空於笠，是為堂堂。

何等為太空？八方上下皆空，是為太空。

何等為最室？花種是不著不壤，是為最室。

何等為有為空？從不著不壞本至三界堂，是為有為堂。

何等為無，»，空？不生不滅住於不異，從不著不壞皆空，何以故？本笠故，是為

無為堂。

何等為至竟堂？所可不得邊際者，是為至竟堂。

何等為不可得原室？諸可來者不知所從來無有處故，是為無有原室。

何等為無作生？於諸法無所囊，是為無作室。

何等為性堂？諸法所有性及有為無為性，非羅漢、辟文佛、諸佛世尊所不作，

是為性室。

何等為諸法空？諸法者謂五陰、十二衰、十八性、有為法、無為法，是為諸

法，從不著不壞至諸法之性，是為諸法室。

何等為自相空？色相所受相，是所持相為想，所有相便有所覺相是為識，乃至

有為無為相，從有為無為相至諸法皆悉堂，是為自相堂。

何等為無所得空？從無著無壞至無所得法，亦無所得，是為無所得室。

何等為無空？於中無所見，是為無室。

何等為有空？諸法無有偶者，於諸合會中皆無有實，是為有堂。

何等為有無空？於諸聚會中亦無有實，是為有無堂。」（大正8 • 23a4-b8) 

〈光讀般若波羅蜜經〉卷6 （大正8 • 189b2-190a17) 

23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卷402 ：「若菩薩摩訶薩欲安住內堂、外
堂、內外堂、堂堂、大堂、勝義堂、有為堂、無為堂、畢竟堂、無際堂、散

笠、無變異笠、本性笠、自相笠、共相笠、一切法笠、不可得笠、無性笠、自

性空、無性自性笠，當學般若渡蘿蜜多。」（大正7 • 8c2-6) 

24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 ：「菩薩摩訶薩欲住內笠、外堂、內外堂、堂堂、大

堂、第一義堂、有為堂、無為堂、畢竟堂、無始笠、散宜、性堂、自相堂、諸

法堂、不可得笠、無法堂、有法笠、無法有法笠，當學般若渡轟蟹。」（大正

8 • 219c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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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放光般若經〉中，脫落了「內外空」’「自相空」，「自性

空」’「無性自性空」’僅有十四種空鈞。

( 4) （光讚般若波羅蜜經》在〈勸學〉中，卻提到了「內空」、

「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究竟之

空」（畢竟空）、「所有空」、「無有空」、「有為空」、

「無為空」、「真空」（勝義室）、「無祠把空」、「無因

緣空」、「因緣空」、「自然相空」（自相空）、「一切法

空」、「不可得空」、「無所有空」（無性空）、「自然

空」（自性空）、「無形自然空」（無性自性空）、「因緣

威神空」一一三十一種空話。

與十八空相比對，少了「無際空」、「散空」與「本性

空」’卻叉多出了「所有空」、「無有空」、「無祠耙

空」、「無因緣空」、「因緣空」、「因緣威神空」。

25 （放光般若按羅蜜經〉卷1 ：「菩薩摩訶薩欲住內笠、外笠、大笠、最笠、空

笠、有為笠、無為笠、至竟空、無限笠、所有笠、自性笠、一切諸法堂、無所

椅堂、無所有堂，欲知是空事法者，當學般若渡蘿蜜。」（大正8 ' 3a27-

bl) 經中的「自性室」’是「本性生」的異譯。

26 （光讀般若渡羅蜜經〉卷1 ：「若菩薩摩訶薩欲建立諸佛國土令不斷絕，欲住內

笠、若處外堂、若內外笠、若於堂堂、是於大笠、究竟之堂、所有堂、無有

堂、有為堂、無為堂、若真空者、無祠靶，堂、無因緣堂、因緣堂、自然相堂、

一切法笠、不可得笠、無所有笠、若自然笠、無形自然笠、因緣威神室，諸行

相欲至此者，當學般若渡蘿蜜。」（大正8 • 149c25-150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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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若經〉 〈摩訶艘若按羅蜜經〉 〈放光般若經〉 〈光讚般若按羅蜜經〉

「第二分」

1.內空 1.內空 1.內空 1.內空

2.外空 2.外空 2.外空 2.外空

3.內外空 3.內外空 3.大空 3.內外空

4.空空 4.空空 4最空 4.空空

5.大空 5.大空 5.空空 5.大空

6.勝義空 6.第一義空 6有為空 6.究竟之空（畢竟空）

7.有為空 7.有為空 7無為空 7.所有空

8.無為空 8無為空 8.至竟空 8.無有空

9.畢竟空 9.畢竟空 9無限空 9有為空

10.無際空 10無始空 10.所有空 10.無為空

11.散空 11.散空 11.自性空 11.真空（勝義堂）

12.無變異空 12.性空 12.一切諸法空 12.無J祠紀空

13.本性空 13.自相空 13.無所猜空 13.無因緣空

14.自相空 14.諸法空 14無所有空 14.因能空

15.共相空 的不可得空 15.自然相空（自相空〉

16.一切法空 16無法空 16.一切法空

17.不可得空 17有法空 17.不可得空

18.無性空 18無法有法空 18.無所有空（無性生〉

19.自性空 19.自然空（自性生）

20.無性自住空 20.無形自然空

（無性自性生）

21.因緣威神空

(5）《光讚般若波羅蜜經〉出現「二十一空」的原因：

《光讚般若波羅蜜經〉這一非常不同，可與〈第三分〉比較

的，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479 （大正7, 430c ）說：

「通達內室、外空．．．．．．無性自性笠，及所緣空、增土

生等，無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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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品般若〉

1.十八空

2.四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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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分〉所說的「所緣空」、「增上（緣）空」’與《光讚

般若〉的「因緣空」、「無因緣空」、「因緣威神空」，不

是有類似的意義嗎！

原來，在報摩般若中，道盼經如9次第，各醋墨本是這繡9Z7:

B c D E 

﹛大般若經〉 〈放光般若〉 〈光讚般若〉 〈大般若經》

「第二分」 「第三分」

1.三十空 1.十四空 1二十一空 1.十六空

3.四緣 2.所蜂空等

3. （真）如等 2.真如等 2.如等 2.如來等 3真如等

21 A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 ：「菩薩摩訶薩欲住內笠、外笠、內外笠、生

笠、大堂、第一義笠、有為堂、無為空、畢竟笠、無始笠、散堂、性笠、

自相笠、諸法笠、不可得笠、無法笠、有法笠、無法有法空，當學般若渡

羅蜜。菩薩摩訶薩欲知諸法因緣、次第緣、綠綠、增上緣，當學般若渡轟

蜜。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欲知諸法如、法性、實際，當學般若浪轟

費。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應如是住般若渡蘿蜜。」（大正8 • 219c8-16) 

B 、〈大般碧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02 ：「若菩薩摩訶薩欲安住內

堂、外笠、內外笠、空笠、大笠、勝羲堂、有為笠、無為笠、畢竟笠、無

際笠、散笠、無變異笠、本性奎、自相笠、共相笠、一切法笠、不可得

奎、無性奎、自性奎、無性自性室，當學起若渡轟蜜多。若菩薩摩訶薩欲

安住一切法真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

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當學般若渡羅蜜多。若菩薩摩訶

薩欲覺如一切法盡所有性、如所有性、無顛制無分別，當學般若渡轟賣

多。若菩薩摩訶薩欲覺如一切法，因緣、等無聞緣、所綠綠、增上緣，性

無所有不可符，當學般若渡蘿蜜多。」（大正7 • 8c2-13) 

c 、〈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1 （大正8 • 3a27-b6）。

D 、〈光讚般若波羅蜜經〉卷1 （大正8 • 149c25-150a7）。

E 、《大敵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卷479 ：「是菩薩摩訶薩欲通達內

笠、外堂、內外笠、大笠、堂堂、勝羲堂、有為堂、無為堂、畢竟堂、無

際笠、散無散笠、本性笠、自共相笠、一切法笠、無性笠、無性自性笠、

及所緣笠、增土堂等、無堂等，應學般若渡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欲通達
一切法真如、法界、法性、不處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

定、法住、實際，應學般若渡蘿蜜多。」（大正7 ' 430c4-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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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可見，在十八空下，應該是四緣，而〈光讚般若〉及〈第三

分〉’卻把「因緣」、「所緣緣」、「增上緣」等，也誤作空的一

項了。這一定是梵本傳寫的錯失，是不足為據的。

至於〈第三分〉所說的「無空等」’那是十八空以外的，「有性

空」、「無性空」、「自性空」、「他性空」的略舉。

四、「空」義在「上本般若」中的發展與類集（ p.161-p.162) 

（一）「空」義在「上本般若」中，從「十／溼」演化為「二十空」的過程

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初分〉（「上本般若」），對原有的

「自相空」 （或作「不目空」或「自共相空」），分立為「自相空」

與「共相空」一一二空。原有的「散空」（或作「無散空」或「散

無散空」），分立為「散空」與「無變異空」一一三空。這樣，十

八空就演化為二十空詣。

2 、「中本般若」所有的七空，十四空，十六空，十八空，「上本般若」

一律改寫為二十空，於是空性類集的演過且程，不再能明白了。

（二）十四空、十六空、十八空、二十空的名目此對

現在，依玄獎所譚，將十四空，十六空，十八空，二十空的名目，

對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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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空 十六空 十八空 二十空

1.內空 1.內空 1.內空 1.內空

2.外空 2.外空 2.外空 2外空

3.內外空 3.內外空 3.內外空 3.內外空

4.空空 4.空空 4.空空 4空空

5.大空 5.大空 5.大空 5.大空

6.勝義空 6.勝義空 6.勝義空 6勝義空

7.有為空 7.有為空 7.有為空 7有為空

8.無為空 8.無為空 8.無為空 8無為空

9.畢竟空 9.畢竟空 9.畢竟空 9畢竟空

10.無際空 10.無際空 10.無際空 10無際空

11.散空 11.無散空 11.散無散空 11.散空

12無變異空

12.本性空 12.本性空 12.本性空 13.本性空

13.自共相空 13千目空 13.自共相空 14.自相空

15.共相空

14.一切法空 14.一切法空 14.一切法空 16.一切法空

15.不可得空 17.不可得空

15.無性空 16.無陸空 18無性空

17.自性空 19.自性空

16.無性自性空 18.無性自性空 20無牲自性空

28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51 ：「菩薩摩訶薩大乘相者，謂內笠、
外笠、內外笠、空笠、太笠、勝義笠、有為笠、無為笠、畢竟笠、無際空、散

堂、無變異笠、本性笠、自相堂、共相奎、一切法堂、不可得笠、無性堂、自

性笠、無性自性笠，是菩薩摩訶薩大乘相。」（大正5 • 290cl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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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空類集之次第增廣（p.162)

（一）種種空的類集，部分從《阿含經） 29與阿昆曇論中來。如《舍利弗

阿昆曇論〉立「六空」’《施設論》立「十種空」 30 。

（二）「六空」與「十空」的內容，就是「十四空」 31 的前十二空，只少

一「畢竟空」。

（三）所以，《般若經》是在一般的種種空以上，依般若法門，擴大類集

而成種種空的。

六、在「中本般若」中一再提到的「空」類（ p.162-p.164) 

（一）「中本般若」列舉了十六空，十八空（「上本般若」舉二十空）

這是從不同事義的觀察，以顯示一切皆空的。雖處處列舉種種空，

但尋檢「中本般若」’一再提到的：

A 、前分（「序晶」．．．．．．「舌相品）：

1. （本〉「性空」，如說：「習應性空」。

2. （自）「性空」，如說：「菩薩字d性空」。

29 參見《空之探究〉第二章第七節〈空之類集〉’ p.110-p. l 16 。
〈阿含經〉五空：《中阿含〉〈大空經〉立內空、外空、內外空﹔〈雜阿含

經〉卷12 ' (297經）《大空法經〉有「大空」﹔〈雜阿會經〉卷13 ' (335 
經）《第一義空經〉有「第一義空」。

30 1 、《舍利弗阿昆曇論〉卷16 ：「如是不放逸觀，得定心住正住，是名堂定。復

次，空定六空：內奎、外笠、內外笠、堂堂、大笠、第一義室。」（大正

28 • 633a10-12) 

2 、〈施設論〉，見〈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8 ：「薩迦耶見是十種生近所對
洽，所以偏說。十種空者，謂內笠、外堂、內外堂、有為堂、無為堂、最

壞堂、本性堂、無際堂、勝義堂、堂堂。」（大正27 • 37a12-15) 

3 、〈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叉卷104 ：「〈施設論〉說堂有多種，謂且全二lt

笠、內外笠、有為笠、無為笠、無邊際笠、本性笠、無所行笠、勝義笠、

堂堂，妒是十種空如餘處分別。」（大正27 ’”。a20-23)

31 十四空：〔 1 〕內空、〔 2〕外空、〔 3〕內外空、〔 4〕空空、〔 5〕大空、

〔 6〕勝義空〔 7〕有為空、〔 8〕無為空、〔 9〕畢竟空、〔 10〕無際空（無始

空）、〔 11 〕散空、〔 12 〕本性空、〔 13 〕自共相空、〔 14 〕一切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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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可得空」，如說：「不可得空故，但以名字說」。

4. 「自相空」，如說：「入諸法自相空」。

5. 「一切法空」，如說：「習應一切諸法空」。

6. 「畢竟空」，如說：「畢竟空，不生懼心故，．．．．．．不生癡心故」。 32

B 、「中分」（「三假晶」．．．．．．「無盡品」）：

1. （本〉「性空」，如說：「用性空智入諸法相」。

2. 「自相空」，如說：「自相空法中不應著」。

3. 「自性空」，如說：「一切法自性空故」。

4. 「畢竟空」

5. 「無始空」，如說：「畢竟空、無始空故」。

32 1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 ：「菩薩摩訶薩習應性笠，是名典般若波羅蜜相

應。如是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渡蘿蜜，習應七室。所謂性奎、自相

笠、諸法空、無所得空、無法笠、有法堂、無法有法空，是名典般若渡蘿蜜

相應。」（大正8 I 222c26-223a2) 
2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 ：「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渡轟蜜時，不見菩薩，不

見菩薩字，不見般若渡羅簣，亦不見我行般若渡蘿蜜，亦不見我不行般若

浪蘿蜜。何以故？菩薩、菩薩宇性室。」（大正8 I 22lb25-29) 

3 、〈摩訶股若波羅蜜經〉卷1 ：「舍利弗！如我但有字，一切我常不可得。眾

生、毒者、命者、生者、養育眾數人者、作者、使作者、起者、使起者、

受者、使受者、知者、見者，是一切皆不可得，不可得空故，但以名字

說。」（大正8 • 22lc15-19) 
4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 ：「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渡蘿蜜峙，入諸法自相

堂。入已色，不作舍，不作不合。受、想、行、識不作令，不作不合，色

不與前際合。」（大正8 ' 223bll-14) 

5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 ：「習處一切諸法笠，若有為、若無為，是名典

般若渡蘿蜜相應。」（大正8 I 222c25-26) 
6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 ：「有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渡羅蜜峙，住植那渡羅

實淨薩要若道畢竟笠，不生懼心故。．．．．．．舍利弗！有菩撞摩訶薩行般若渡

蘿蜜峙，住般若渡羅竇淨薩婆若道畢竟室，不生癡心故。」（大正

8 • 229all-24) 
以上並舉一為例﹔下二則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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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無法有法空」（即無性自性空），如說：「般若波羅蜜，不為

轉、不為還故出，無法有法空故」。

7. 「無法空」（即無性空），如說：「示佛世間無法空」。 33

c 、「後分」（「攝五（度〉品」以下）：

1. 「自性空」，如說：「自性空，虛誼如野馬」。

2. 「自相空」，如說：「應行諸法自相空」。

3. 「畢竟空」’

4. 「無始空」，如說：「住二空中一一畢竟空、無始空，為眾生

說法」。

5. （本）「性空」，如說：「觀一切法性空」。

6. 「不可得空」，如說：「空中空相不可得，須菩提！是名不可

得空」。

7. 「一切法空」，如說：「得無所有法己，見一切法空」。 34

33 1 、〈摩訶艘若波羅蜜經〉卷3 ：「如是先尼梵志，不取相往信行中，用性空智

入諸法相申，不受色，不受受、想、行、識。」（大正8 • 236a14-16) 
2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4 ：「菩薩摩訶薩於是自相笠法中不應暑，不動

故﹔菩薩亦應如一切法不二相，不動故，是名菩薩義。」（大正8. 243b6-8) 

3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1 ：「若菩薩如是知無有法能迴向法。何以故？

一切法自性空故，若如是迴向，是名正迴向阿持多羅三說三菩提。」（大

正8 • 299a10-13) 
4 、 5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2 ：「須菩提言：何因緣故，我無遺址色、淨，

受想行識淨？佛言：畢竟笠、無始宣故。」（大正8 , 307b26-28) 

6 、《摩訶股若渡羅蜜經〉卷12 ：「佛告須菩提：是法輪轉，非第一轉，非第

二轉，是般若述羅賣不為轉、不為還故出，無法有法空故。」（大正

8. 311b17-19) 

7 、〈摩訶般若按羅蜜經〉卷14 ：「復次，須菩提！般若渡蘿蜜示佛世間無法

室。云何示世間無法空？示五陰世間無法笠，乃至示一切種智世間無法

室。」（大正8 • 326c18-20) 
34 1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1 ：「諸述羅蜜，性無所能作，自性笠，虛誰如

野馬。」（大正8 ' 369bl-2) 
2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1 ：「世尊！云何處觀諸法自相生？佛言：應觀

色，色相空﹔應觀受、想、行、識，識相空﹔應觀眼，眼相笠，乃至意﹔



第四節空之發展與類集 277 

（二）統觀「中本般若」全經，從不同事義以顯示空性，以「本性空」、

「畢竟空」、「自性空」、「自相空」’特別是自性空與自相空，

應用得最為廣泛。

（三）別明「自性空」與「自相空」

1 、「自性」’是一一法的自體，相是一一法的特相。所以知道有什麼

法，一定是以「相」而知﹔從認識到的各各相，推定有不同的法，

這就是以相知法。

2 、自性與自相，正是阿昆達磨的根本論題。

3 、「中本般若」說「自性空」與「自相空」 （或作「＃目空」〉，叉以

自性與（自）相，作相互的觀察，而明自性與相的不可得。如

〈岸的說 35 : 

色乃至法，眼識界乃至意識界，意識界相空﹔應觀內堂，內空相空﹔乃至

應觀自相堂，自相空相空﹔應觀四禪，四禪相堂﹔乃至滅受想定，減受想

定相空﹔應觀四念處，四念處相空﹔乃至阿持多轟三藐三菩提，阿持多羅

三說三菩提相室。如是，須菩提！菩薩行般若述蘿蜜峙，應行諸法自相

堂。」（大正8 • 373c2-11) 
3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3 ：「菩薩應修二種忍：一者、一切眾生惡口罵

膏，若加刀杖瓦石，嗔心不起﹔二者、一切法無生，無生法忍。菩薩若人來
惡口罵誓，或以瓦石刀杖加之，蘭時菩薩應如是忠惟：罵我者誰？嘰訶者
誰？誰打擲者？誰有受者？即時菩薩應思惟諸法實性。所謂畢竟笠，無法無

眾生，諸法尚不可符，何況有眾生！如是觀諸法相峙，不見萬者、不見割截

者，是菩薩如是觀諸法相峙，即得無生法忍。」（大正8 ' 388al5-24) 

4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4 ：「是菩薩摩訶薩行般若述蘿蜜住二空中一一畢

竟笠、無姐笠，為眾生說法。」（大正8 ' 392b22-23) 
5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5 ：「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渡蘿蜜住性室，以方便

力故利益眾生，作是言：汝等諸善男子，觀一切法性堂。」（大正

8 ' 402a25-27) 
6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6 ：「著者、著法、著處，是三法皆不可得，自

性空故。堂不著堂，空中無著者，亦無著處。何以故？空中空相不可

得。」（大正8 • 410a14-16) 
7 、〈摩訶般若按羅蜜經〉卷26 ：「若菩薩摩訶薩如實見諸法，見已得無所有

法。得無所有法已，見－切法宜。」（大正8 ' 412a27-28) 
35 1 、《摩訶骰若波羅蜜經〉卷3 （大正8 '236c13-17 ）。

2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09 （大正7 '49b17-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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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色離色性，．．．．．．亦離色相。．．．．．．相亦離相，性亦離性」。

( 2）「色離色自性，．．．．．．亦離色相。．．．．．．自性亦離自性，相亦離

相﹔自性亦離相，相亦離自性」

七、小結（p.164)

從列舉的種種空（有「離」、「淨」等異名），知道《般若經〉所

說，是依種種法，種種問題，而歸令超越名、相、分別的。 36

36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175:
原則的說，〈般若經》是以般若為主導的菩薩行，般若圓滿了，就是佛的薩要

若，一切智（或「一切智智」）。這是般是修證的開示，不是義理的說明。般

若所悟的法相〔性〕’稱為如、法界、實際等，這種種異名，也只是方便安

立。如《摩訶般若搜羅蜜經〉說：眾生但住名、相、虛妄憶想分別〔虛妄分

別〕中」（〈摩訶般若渡蘿蜜經〉卷24 ，大正8' 398b）。可見一切名義，一切分
別，都不能表達法性的。但方便說法，不可能沒有表示迫不落名相分別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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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般若經》一一甚深之一切法空

第五節 堂之解說（p.167～p.147)

釋厚觀（2005.4.13)

一、《般若鱷》之空義（ p.167-p.170) 

「空」在《般若經〉中，謝等非常廣，到底怎樣的說明呢？

（一）十八空 1

〈般若經〉類集的種種空，且依十八空來說：

卜內空（adhya旭a-siinyata) ：內是眼、耳、鼻、舌、身、意一一六內

處，為康生的身心自體。六內處是空的，名為內空。

2 、外空（ bahirdha-siinya值） ：外是色、聲、香、味、觸、法一一六外

處，是眼等所取的境。六外處空，名為外空。

3 、內外空（ adhya個a-b也irdha-siinya臼） ：內外是內六處與外六處，內

外處都是空的，名為內外空。

4 、空空（siinya揖－siinya過） ：空是一切法空，空也是空的，名為空空。

1 《大智度諭〉卷31 : 
「問曰：諸法無量，笠隨法故，則亦無量，何以但說十八？若略說，應一室，

所謂一切法室。若廣說，隨一一法笠，所謂自民堂、色室等甚多，何以

但說，十八空？
答曰：若略說則事不周，若膺說則事繁。譬如服藥，少則病不除，多則增其

患﹔應病技藥，令不增識，則能蜻病。空亦如是，若佛但說一堂，則

不能破種種邪見及諾煩惱﹔﹔若隨種種邪見廣說堂，空則過多，人愛著

空相，墮在斷減﹔說十八室，正符其中。

復次，若說十，若說十五，俱亦有疑，此非間也！

復次，善惡之法，皆有定數：若回念處、回正勤、三十七品，十力、回無所

畏、回無礙智、十八不共法，五眾、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緣，三毒、三
結、四流、五蓋等，諸法如是各有定數﹔以十八種法中破著，故說有十八

室。」（大正25 • 285cl－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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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空（maha-siinya值） ：大是十方，十方是無限的廣大，廣大的十方

是空的，名為大空。 2

6 、勝義空（p缸amar也a-siinya值） ：勝義就是涅槃，涅槃是空的，名為

勝義空。

7 、有為空（ srup.skr個－siinya倍） ：有為是欲界、色界、無色界﹔生死流

轉的三界是空的，名有為空。

8 、無為空（ asrup.做個－s函ya協） ：無為是沒有生住誠相的，不生不滅的

無為是空的，名無為空。

9 、畢竟空（ aty祖祖－siinya揖） ：畢竟是到達究竟徹底處，所以或譯作

「至竟空」 3 。究竟是空的，名為畢竟空。 4

10 、無際空（ anav；缸agra-siinya值） ：際是邊際。佛說：「眾生無始以

來」，沒有最初際，所以名無際（或譯作「無始空」 5 ，「不可得

原空」） 6 。依此初際而進說中際、後際，沒有時間的三際，所以

是空的，名無際空。

11 、散無散空：梵本十萬頌本（「上本般若」），二萬五千頌本（「中

本般若」），原文作anavak訂的.\inya笛，是無散空。無散空是〈般

若經〉的本義，如：

2 《摩訶股若渡羅蜜經〉卷5 ：「何等為太空？東方東方相盒，非常非藏故。何以
故？性自商。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南西北方四維土下室，非常非滅故。何以

故？性自圖。是名大堂。」（大正8 , 250b20-23) 

3 ﹛放光般若經〉卷4 ：「何等為至竟空？所可不得邊際者，是為至竟空。」（大

正8 ' 23a21-22) 
4 ﹛摩訶般若渡羅蜜經〉卷5 ：「何等為畢竟空？畢竟，名諸法畢竟不可符，非常

非滅故。何以故？性自圖。是名畢竟堂。」（大正8, 250c2-4) 

5 ﹛摩訶般若渡羅蜜經〉卷5 ：「何等為無始空？若法初來處不可符，非常非滅

址。何以故？性自商。是名無始堂。」（大正8 • 250c4-6) 

6 ﹛放光般若經〉卷4 ：「何等為不可得原空：諾可來者不知所從來，無有處故，

是為無有原堂。」（大正8 , 23a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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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放光般若經〉譯為「無作室」。解說為「於諸法無所棄」。 7

(2) （光讚般若經〉譯為「不分別空」’解說為：「往無能捨法亦無

所住」。 8

(3)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雖譯為「散空」’解說也還是：「散名詩

法無減」。 9

(4）《大般若波羅蜜經》「第三分」說：「若法無放、素、捨可符，

說名無散」 10 。

(5) ＜般若〉明空，不以無常為正觀，所以無棄、無捨的是無散﹔無

散（或譯作「無變異」 11 ）是空的，名無散空。

(6) （大智度論》哥︱《阿合經〉，解說為「散空」， 12正是龍樹論意。

7 （放光般若經〉卷4 ：「何等為無作空？於諾法無所棄，是為無作堂。」（大正

8 ' 23a23-24) 
8 （光讚經〉卷6 ：「復何謂不分別堂？投無能捨法，亦無所住。所以者何？本淨

故也’是為不分別宜。」（大正8 • 189c13-15) 
9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 ：「何等為散空？散名諸法無滅，非常非減故。何以

故？性自商。是為散堂。」 （大正8 • 250c6-8）﹔（〈大智度論﹜卷46 ，大正

詣， 394a3-4)

10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卷488 ：「云何無散空？散謂諸法有放、有
棄、有捨可得﹔若法無放、素、捨可符，說，名無散。此中無散由無散空非常非

壤。所以者何？本性繭故，是為無散室。」（大正7 • 480c9-12) 

11 （大艘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51 ：「善現白佛言：世尊！云何無變其生？
佛言：善現！無變異，謂無放、無棄、無捨可得。此無變異由無變異空。何以

故？非常非壤，本性商故。善現！是為無變異室。」（大正5 '291日－7)

12 ( 1) （雜阿會經〉卷6 ( 122經）：「佛告羅陀：我說於色境界，當散壞消滅，
於受﹒想﹒行﹒識境界當散壞消滅，斷除愛欲，愛盡則苦畫。」（大正

2 • 40a8-10) 
(2) ｛大智度論〉卷31 ：「經中說佛告羅陀：此色軍嚷嚷裁減令無所有，餘眾

亦如是，是名散空。」（大正25 • 292a17-19) 

(3）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二章第四節〈聲聞學派之我法二空說〉

。100 ：「﹛羅陀經〉，見〈雜阿含經〉，如說：『於色境界，當散壞消

滅﹔﹔於受、想、行、識境界，當散壞消滅。斷除愛欲，愛畫則苦畫。』



282 第三章〈般若紐﹜一一甚深之一切法空

12 、本性空（prakrti-sfinya:組） ：本性是有為法性、無為法性，本性如

此，名為本性。有為、無為法性是空的，名本性空。 13

13 、自共相空，依梵本十萬頌本，二萬五千頌本，原文為 svalak~aIJ.a

siinya倍，應譯為自相。如隨壤是色自相14 ，領納是受自相等﹔自相

是空的，名自相空。〈光讚） 15 、《放光般若經） 16 等 17 ，都如

此，但玄英譯本，卻解說為自相與共相空18 0 

14 、一切法空（ sarva也anna-siinyata) ：一切法是五蘊、十二處、十八

界等﹔一切法是空的，名一切法空。

15 、不可得空（ anupalambh的iinya:值） ：不可得，是求一切法不可得﹔

﹝〈雜阿含經﹜卷6 (122經〉（大正2 • 40a）﹔〈相應部） ( 23 ）「羅陀相
應」（日譯南傅14 , p.300）﹞五陰的散壞消滅，或依此立散堂。」

13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 ：「何等為性空？－切法性，若有為法性，若無為法
性，是性非聲閩、辟丈佛所作，非佛所作，亦非餘人所作，是性性堂，非常非

滅故。何以故？性自商。是名性室。」（大正8 • 250c8-11 ) 

14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173 ，注3:

「惱壤相」’獎譯本作「變礙相」’依說一切有都說而故。

15 ＜光讀經〉卷6 ：「往何謂自然相空？為色相故色無所有相﹔受痛痺、息相、造
生死相，如生死識相﹔痛痺、思想、生死識，亦復如走。吸、耳、鼻、舌、

身、意，色、聲、香、味、細、滑法，及十八種一切所吏。有it法相、無為法

相，是一切法自然相室。」（大正8 • 189c24-28) 
16 ＜放光般若經〉卷4 ：「何等為自相空？色相所受相，是所持相為想，所有相便

有所覺相是為識，乃至有為無為相，從有為無為相至諸法皆悉笠，是為自相

宜。」（大正8 ' 23a29-b3) 

17 ＜摩訶般若渡羅蜜經〉卷5 ：「何等為自相空？自相，名色壞相、受受相、想取
相、行作相、識識相，如是等有為、無為法各各自相笠，非常非減故。何以

故？性自爾巴是名自相宜。」（大正8 • 250cll-15) 

18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413 ：「云何自共相空？自相謂一切法自相，如變礙是
色自相，領納是受自相，取像是想自相，造作是行自相，了別是識自相，如是

芋，若有為法自相，若無為法自相，是為自相。

共相謂－切法共相，如苦是有漏法共相，無常是有為法共相，空無我是一切法

共相，如是等有無量共相。當如此中自共相由自共相室，非常非壤。何以故？

本性面故，善現！是為自共相堂。」（大正7 • 73 b26-c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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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得就是空，名不可得空。 19

16 、無性空 20 ( abhava-siinyata) ：無性，是「無少許可得」 21 ﹔無性是

空的，名無性空。 22

17 、自性空 23 ( svabhava-s白nya值） ：自性是「諸法和合中有自性相」 24 ﹔

或作「諸法龍和合自性」訝。自性是不可得的，名自性空。

18 、無性自性空 26 ( abbava-svabhava-siinya值） ：玄笑譯本說：「無性自

性，謂諸法無能和合者性，有所和合自性」 27 ﹔無性自性是空的，

19 《摩訶般若渡羅蜜經〉卷5 ：「何等為不可得空？求諸法不可符，是不可得堂，

非常非滅故。何以故？性自商。是名不可得堂。」（大正8 '250也19-21)

20 「無性空」’鳩摩羅什譯為「無法空」’〈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 ：「何等為
無法空：若法無是亦笠，非常非滅故。何以故？性自圖。是名無法堂。」

（大正8 '250位1-23)

2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13 ：「云何無性生？無性謂此中蠱堂堂主
笙’當如此，中無性由無性空非常非壤。何以故？本性爾故。善現，！是為無性

宜。」（大正7 ' 73c12-15 ）另外在：《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51 （大

芷5 '291叫－7）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卷413 （大正7' 480位4-

27）之處，皆有同樣之解說。

22 ｛大智度論〉卷31 ：「無法空者，有人言：無法名法已滅，是滅無故，名無法

宜。」（大正25 , 296a9-11 ) 
23 「自性空」’鳩摩羅什《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譯為「有法空」。

24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 ：「何等為有法宣？有法名諸法和合中有自性相﹔是

有法笠，非常非滅故。何以故？性自商。是名有法宜。」（大正8 '250c23-

25）﹔（《大智度論〉卷46 ，大正詣， 394a18-21 ）。

25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13 ：「云何自性笠？自性謂諸法龍和合自
士生，當如此中自性由自性笠，非常非壤。何以故？本性爾故。善現！是為自性

堂。」（大正7 ' 73c15-17）叉〈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51 （大正
5 • 291c7-10）亦有同樣之解說。

26 「無性自性空」’鳩摩羅什譯為「無法有法空」’〈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5 ：「何等為無法有法生？諸法中無法，諸法和合中有自性相，是無法有法堂，

非常非滅故。何以故？性自商。是名無法有法宜。」 （大正8 • 250c25-28) 

27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卷413 ：「云何無性自性生？無性自性謂諸法
無能和合者性，有所和合自性。當如此中無性自性，由無性自性空非常非壤。

何以故？本性繭故。善現！是為無性自性堂。」（大正7 • 73c17-21 ）另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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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無性自性空。然依鳩摩羅什所譯，這是無性空與自性空合說，與

內外空的意義一樣訝。

（二）四空 29

《般若經〉明「大乘相」中，無論是十六空本，十八空本，二十空

本， 30都接著又說四空：「有性由有性笠，無性由無性笠，自性由自性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51 （大正5 ' 291c10-14）及〈大般若渡羅蜜多
經〉（第三分〉（大正7 • 480 c27-481al ）亦有同樣之解說。

28 ｛大智度論》卷31 （大正筍， 296a13-b2) : 
「無法有法堂者，取無法有法相不可符，是為無法有法堂。

復次，觀無法有法堂，故名無法有法堂。

復次，行者觀諸法：生、滅，若有門、若無門，生門生喜，滅門生憂。行者觀

生法室則減喜心，觀滅法生則減憂心。所以者何？生無所得，滅無所失，除世

間貪憂故，是名無法有法室。復次，十八章中，初三品生，挂一切法﹔後三

笠，亦破一切法。有法笠，破一切法生時、住時﹔無法笠，破一切法滅時﹔無

法有法空，生、滅一時俱破。

復次，有人言：過去、未來法堂，是名無法堂﹔現在及無為法堂，是名有法

堂。何以故？過去法滅失、變異歸無﹔未來法因緣末和舍，未生、未有，未

出、未起，以是故名無法。觀知現在法及無為法現，有，是名有法。是三盤呈上

故名為無法有法室。

復次，有人言：無為法無生、住、滅，是名無法﹔有為法生、住、斌，是名有

法。如是等笠，名為無法有法堂。是為菩薩欲住內空乃至無法有法笠，當學般

差遠重重。」

29 《大智度論〉卷46 ：「問曰：若十八堂已攝諸堂，何以更說四空？答曰：十八

空中，現空畫攝。諸佛有二種說法：或初略後廣，或初廣後略﹔初略後廣，為

解A故﹔初廣後略，為易持故。或為後會眾生略說其耍，或以偈頌。今佛前廣

說十八笠，後略說四空相。」（大正訝， 396a22-28)

30 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687: 
「中品般若」的異譯本，「放光本」、「唐譯三分本」、「唐譯二分本」，都

一致的說到了，以「一切法室」為最後的「十四室」﹔「十四笠」是「七空」

的一倍。傳說彌勒所造的《辦中進論〉，先說以「一切法宣」為末後的「十四

空」’次說「無陸空」、「無性自性空」’共為「十六空」。從「十回空」而

增廣為「十六空」’「十六空」不正是「唐譯三分本」所說的嗎？「十六空」
出於「中分」的「大乘相」中，可說是「中分」所成立的。「中分」的「十六

空」’「唐譯二分本」增列為「十八空」。「放光本」、「大品本」，也說，
「十八空」﹔「光讚本」也是「十八空」說。到了「上品般若」，更增廣為

「二十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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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他性由他性空」 31 。

卜有性空（ bhava-sftnyata）：有性一－bhava •譯為「有」，如三界名

「三有」’生死流轉過程立「四有」’十二緩起名「有支」，有是五

蘊等（生死）有為法。這樣的有（或譯作「有性」 、「有法」’是

現實的存在）是空的，名有性空。 32

2 、無性空（ abhava-sftnya值） ：無性，是無有一一無為法。無性是空的，

名無性空。 33

3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51 （大正5 ' 291c14-15）﹔《大般若波羅蜜多

經〉（第二分〉卷413 （大正7 • 73c21-22）﹔〈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
分〉卷488 （大正7 • 481al-2）皆云：「有性由有性空，無性由無性堂，自性由
自性堂，他性由他性空」

32 ( 1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 ：「何等名法法相室？法名五陰。五陰笠，是

名法法相室。」（大正8 '25lal-2) 
(2)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51 ：「云何有性由有性室？有性謂五

蘊，此有性由有性堂，五疆生性不可得故，是為有性由有性堂。」（大

正5 ' 291c15-18) 
(3) （大股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13 ：「云何有性由有性空？有性謂

有為法，此有性由有性室。」（大正7 • 73c23-24）﹔〈大般若按羅蜜多

經〉（第三分〉卷488 （大正7 • 481a3-5) 
( 4) （大智度論〉卷46 ：「法、法相室者，一切法中，法相不可得﹔如色中色

相不可得。復次，法中不生法故，名為法法室。」（大正25 , 396a28-bl) 

33 ( 1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 ：「何等名無法無法相宜？無法名無為法。是

名無法無法室。」（大正8 , 251a2-3) 

(2) （大股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51 ：「云何無性由無性空？無性謂無

為，此無性由無性笠，是為無性由無性室。」（大正5 ' 291c18-19) 
(3)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13 ：「云何無性由無性室？無性謂

無為法，此無性由無性室。」（大正7 ' 73c24-25 ）﹔《大般若波羅蜜多

經〉〈第三分）卷488: （大正7 '481a5-7) 
(4）《大智度論〉卷46 ：「無法、無法空者，無為法名無法，何以故？相不可

得故。問曰：伸以三相說無為法，云何言無相？答曰：不然！硬生故言

無生，桂住故言無住，碰減故言無滅，皆從生、住、減邊有此名，史無

別無生，無織法，是名無法、無法室。是義，如無為空中說。」（大正

25 ' 396b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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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性空（ svabhava-siinya揖） ：一切法自性空，「空非智作，非見

作」，不是由於智、見而空的，所以自性空是「自空」。 34

4 、他性空（p缸abhava-siinya值） ：經上說：「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

住、法定、．．．．．．實際，皆由他性故空」站，「他性」是什麼意義呢？

真如、實際等，佛出世也如此，佛不出世也如此，依世俗方便來說，

這是對佛而有客觀意義的，所以名為他性。他性一一真如等是空的，

名為他性空。

但《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說：「若佛出，若佛未出，法住、法相﹝法

性﹞、法位﹝法定﹞、法性﹝法界﹞、如、實際，過此詩法室，是名他法他

法生」 36 。

34 ( 1)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 ：「何等名自法自法空？諸法自法笠，是空非

如作、非見作，是名自法自法空。」（大正8 • 251a3-5) 
(2)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51 ：「云何自性由自性空？謂一切法皆

自性室，此童非智所作，非見所作，亦非餘所作，是為自性由自性

堂。」（大正5 • 291c19-2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卷
413 c大正 7 • 73c25-27）﹔〈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卷
488: （大正7, 481 a7-9) 

(3) ｛大智度論〉卷46 ：「自法、自法生者，自法名諸法自性，自性有二種：

一者、如世間法，地堅性等﹔二者、聖人知如、法性、實際。此法笠，

所以者何？不由智見如故有二性笠，如先說。問曰：如、法性、實際，

無為法中已攝，何以復更說？答曰：觀時分別，說五軍實相一一法性、

如、實際，又非生智慧觀故令堂，性自商。」（大正25 , 396b6-13) 

35 (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51 ：「云何他性由他性室？謂若佛出

世，若不出世，－切法法住、法定、法性、法界、法平等性，法離生性、

真如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實際，皆由他性故堂，是為他性由他性室。」

（大正5 • 291 c22-25）﹔〈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13 （大正

7 • 73c27-74a2）﹔《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卷488 （大正7, 481 

a9-12) 
(2) ｛大智度論〉卷46 ：「問曰：如色，是自法，識，為他法﹔此中何以說：

如、法性、實際，有佛、無佛常住，過是名為他法空？

答曰：有人未善斷見結故，處處生著﹔是人聞是如、法性、實際，謂過

是已，更有餘法，以是故說過如、法性、實際亦空。」（大正

25 , 396b13-17) 

36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 （大正8 • 251a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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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此諸法堂」’與〈般若經〉所說﹔「我說，涅槃亦如幻如夢﹔若當

有法勝於涅槃者，我說亦復如幻如夢」 37 ，有同樣的意義。所以〈大

智度論〉解說為：「有人未善斷見結故，處處生著。是人間如是法性

（法界）、實際，謂過是已更有餘法，以是故說過如、法性、實

際亦空」 38 。

。小結：
這四種空，依三萬五千頌梵本，是在十六空下，再說四空，近於〈大

般若波羅蜜多經〉的「第三分」。”但梵本沒有「無性空」而有「不

可得空」’所以十六空以後，再說四空，並沒有重複的。這四空，都

是不離有（b恆.va）的，是有與無有、自有與他有，一一的表示是空的。

二、般若經中說蜜的理由（ p.170-p.174) 

〈般若經〉從種種法門，從種種觀點顯示空性，所以類集為種種空

（性），艾略攝為四空﹔有性空、無性空、自性空、他性空。雖說有

種種空，而所以是空的理由，經說是完全一致的。

卜試引十八空的一例，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說：

何等為有為空？有為法名欲界、色界、無色界。欲界欲界室，色界

色界笠，無色界無色界空：非常非滅故。何以故？性自商。

何等為無為堂，無為法名若無生相，無住相，無減相。無為法無為

法堂，非常非滅故。何以故？性自圖。 40

37 （摩訶般若渡羅蜜經〉卷8 （大正8 '276b7-8 ）。
38 （大智度論〉卷46 （大正詣， 396b15-17）。

39 （大股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卷488 （大正7 • 480b3-481a13) 
「復丈善現！諸菩薩摩訶薩大乘相者，所謂 (1 ）內奎、（ 2）外笠、（3）內

外笠、（4）大笠、（ 5）堂堂、（6）勝義笠、（ 7) 有為笠、（ 8）無為奎、

(9）畢竟笠、 (10）無際笠、 (11 ）無散笠、 (12）本性笠、 (13 ）相笠、

( 14）一切法笠、（ 15）無性笠、（ 16）無性自性室。．．．．．．復次善現！

( 1) 有性由有性室，（ 2）無性白無性笠，（ 3 ）自性由自性笠，（4）他性

由他性室。．．．．．．善現當妒，是為菩薩摩訶薩大乘相。」

40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 （大正8 • 250b26-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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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自商」’玄突譯為「本性商故」。〈般若經〉的種種空，都是本

來如此的本性空﹔本性空，所以是非常非滅的。一般說：有為是生死

流轉的三界，是生誠的﹔無為是不生滅的。有為是非常的，無為是常

住的。但在般若正觀中，有為、無為都是性自空的。

2 、為什麼是空？因為是非常非滅的。非常非滅，這似乎很難解！有為法

非常，怎麼說非滅壞呢？無為法沒有生住滅相，怎麼說非常呢？非常

非滅，為什麼說是空呢？不知道有為與無為的分別，是隨順世俗的方

便說，如《大智度論〉卷31說：

離有為則無無為，所以者何？有為法實相即是無為，無為相者

則非有為，但為眾生顛飼故分別說。．．．．．．若無為法有相者，則

是有為。 41

無為法是有為法的實相（真相），不是截然不同的對立法。為了要說

明，不得不說為二一一有為與無為。其實，有為就是無為，不見有為

即是無為（非二法合一）﹔「於有為法無為法不取相」位（這是無為

的意趣所在）。

3 、那末，不妨從有為法來說「非常非減」 43 ，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

41 《大智度論〉卷31 （大正25 • 289a16-20）。

42 《大智度論〉卷31 ：「有為相者，生、滅、住、異﹔無為相者，不生、不減、

不住、不異，是為入佛法之初門。若無為法有相者，則是有為。有為法生相

者，則是無諦﹔ i戚相者則是盡諦﹔若不無則不作，若不作則不滅，是名無為法

如實相。若得是諸法實相，則不復墮生、滅、住、其相中。走時不見有為法典

無為法令，不見無為法與有為法舍，於有為法、無為法不取相，是為無為法。

所以者何？若分別有為法、無為法，則於有為、無為而有礙。若斷諸憶想分

別，滅詩緣﹔以無緣實智，不墮生數中，則得安隱常無涅槃。」（大正

25 ' 289a18-29) 
的〈大智度論〉卷46 ：「問曰：十八笠，內室等後皆言非常非滅故，此義云何？

答曰：若人不習此堂，必墮二邊，若帝、若滅。所以者何？若諸法實有，則無

減義，墮常中﹔如人出一舍，入一舍，眼雖不見，不名為無。諸法亦爾！從未

來世入現在世，現在世入過去世，如是則不滅。行者以有為息，用空挂有心，

復貴空著於空者，則墮斷識﹔ ，＼：）.是故，行是空以破有，亦不著堂。離是二邊，

以中道行是十八笠，以大悲心為度眾生﹔是故＋八空後，皆言非常非滅，是名

摩訶衍。若異此者，則是戲諭狂人！於佛法中空無所得﹔如人於珍寶取中取水

精珠，眼見雖好，價無所直。」（大正詣， 396a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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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7 （大正8 ' 567b7-13 ）說：

(1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心已滅，是心更生不？不也，世尊！ 44 

(2）須菩提！於意云何？若心生，是滅相不？世尊！是滅相。 45

(3）須菩提！於意云何？是滅相法當滅不？不也，世尊。 46

(4）須菩提！於意看何？亦如是住，如如住不？世尊！亦如是住，

如如住。 47

(5）須菩提！若如是住，如如住者，即是常耶？不也，世尊！

前心與後心，是不能間時而有的，那末前滅後生，怎麼能相績而善

根增長，團成佛道呢？佛舉如燈燒娃的譬喻，以不即不離的意義來

說明，這才引起了這一段的問答。 48 ( 1 ）心已滅了，是不能再生

44 ｛大智度論﹜卷75 ：「若心減已史生不者，諸法雖畢竟笠，不生不滅，為眾生
以六情所見生織法故，問心已識更生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心

減已，云何嘗更生？若心減已更生，則墮常中。」（大正25 , 586b10-14) 

45 《大智度論﹜卷75 ：「若心生是滅相不者，土問過去心已，今問現在心相當滅
不？是故答：是滅相。何以故？生滅是相符法，有生必有減故，先無今有，已

有還無故。」（大正25 • 586b14-18) 
46 ｛大智度論》卷75 ：「心減相是滅不者，若心滅相即是滅耶？更有減耶？答

言：不也！世尊！何以故？若即是滅，則一心有兩峙，生時、滅峙。說無常

者，心不過一念時，如阿昆曇經說：有生法，有不生法？有欲生法，有不欲生

法﹔﹔有滅法，有不滅法﹔﹔有欲就法，有不欲滅法。生法現在－心中有二種：－

者生﹔二者欲滅。生非欲滅相，欲滅相非生﹔﹔是事不然，故言不也。」（大正

25 I 586b18-25) 
47 ｛大智度論〉卷75 ：「當如是往不者，若滅相非即是滅者，應常住不？若常

住，即是不滅相。佛如是翻覆難，須菩提理窮故，作是念：草地若言滅相即是

滅，則一心墮二時﹔若言不滅，實是滅相，云何言不滅？以上二理有過故。須

菩提自以所詮智慧答：世尊！如是住，如「如』住。」（大正訝， 586b25-c2)

48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 ：「世尊！菩薩前心近阿耨多轟三藐三菩提，後心近
阿持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前心後心各各不俱’後心前心亦各不俱﹔世尊！

若前心後心不偎者，菩薩諸善根云何得增長？須菩提！於意云何？如然燈時！

為初焰燒泣，為後焰境。世尊！非初焰燒，亦不離初焰﹔非後焰燒，亦不離後

焰。須菩提！於意云何？是推燃不？世尊！是娃實驗。須菩提！菩薩亦如是，

非初心得阿耨多羅三說三菩提，亦不離初心﹔非後心得阿耨多羅三說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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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 2）心生起了，就有減相，（ 3）這滅相卻是不滅的。

( 4）滅相是不滅的，所以問：那就莫如那樣的住嗎？是真如那樣

的，（5）卻不是常住的。 49

這一段問答，不正是「非常、非滅」嗎？

4 、一般說諸行無常，但論到前滅後生間，總不免有中斷的過失。如唯識

學者，提出了「前因滅位，後呆即生，如秤兩頭，低昂時等」 50的解

說，也不免有前後同時的嫌疑。 51 同時，怎能有前後呢？

亦不離後心得。世尊！是因緣法甚深，菩薩非初心得阿持多轟三說三菩提，亦

不離初心得﹔非復心得阿持多轟三藐三菩提，亦不離後心而得阿持多羅三說三

菩提。」（大正8 I 567a23-b7) 

49 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頭與開展｝ p. 733-p. 734 : 
前心與後心，是不能（同時）俱有的，怎屠龍前後的善根增長，團成阿持多羅

三說三菩提呢？佛舉如燈境姓的譬喻，以不即不離的因緣義來說明。然後引起

了這－段問答：心已識了，是不能再生起的。心生起了，就是誠相，生是剎那

頃盡滅的。誠相法，卻是不滅的。滅相是不滅的（〔附註〕），所以間，那就

「真如」那樣的住嗎？是「真如」那樣的住，卻不是常住的。這一「生滅」

說，與薩要多部的三世實有說，相合。「三世諸法，．．．．．．體實恆有，無增無識﹔

但依作用，說有說無」（〈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76 ，大正27 • 395c-

396a）。「如是諸法經三世位，雖得三（過去、未來、現在）名而體無別」

（〈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77 ，大正27' 396b）。有為法是實有自性的，減
入過去，只是典滅相相處，而不是沒有了。所以雖有三世的差別，而法體實在

是沒有別異的。那不是「真如」那樣嗎？確乎是「真如」那樣的，無來無妾，

無增無識，卻不是「真如」那樣的常住。依薩要多郁，有自體而存在於時間中

的，只能稱為「恆」，不能說是常住的。《起若經〉所說的生滅，典薩要多部

相合。

〔附註〕〈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740 ，注54:

《摩訶般若渡羅蜜經〉卷4 （大正8 • 530a）﹔《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渡羅蜜多

經〉卷 17 （大正 8•646b）﹔〈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 13 （大正

8 , 91b）﹔〈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7 （大正8' 346b）：都與「秦譯本」

（小品）相同。但〈道行般碧波羅蜜經〉卷6 （大正8 • 457a-b）﹔《大明度

經﹜卷4 （大正8 I 496b）﹔〈大般若渡羅蜜多經〉（五分）卷562 （大正

7 • 904c），及前四分，都作「決定當滅」’意義相反。
50 《成唯識論〉卷3 （大正31 I 12c19-20 ）。

51 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今論》（p.107-p.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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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般若經》及龍樹論意：「若一切實性無常，則無行業報，．．．．．．以

是故諸法非無常性」 52 。「若一切法實皆無常，佛云何說世間無常

是名邪見！．．．．．．佛處處說無常，處處說不滅。．．．．．．破常顛倒，故說

無常。．．．．．．諸法實相非常非無常」鈞。所以，法相是非常非滅，也

就是非常非無常的。觀一切法非常非滅，不落常無常二邊，契會中

道的空性。

唯識者還有生滅同時說，如說：「前國滅位，後呆即生，如稱兩頭，低昂時

等。如是因果相續如流，何假去來方成非斷」！追到底是的三法同時說呢？的

前種後種相續說呢？約三法同時說，因（本種）滅呆（現行）生同時，即顯露

出三法的不同時了。

本種誠一一同時一一現行生

︱︱
現行誠一一間時一一新種生

如的前種後種相續說，前種滅時即是後種生峙。什麼是滅時，還是已滅？還是

將識而未減？假使將減而未滅，那麼同時有兩種子了。如已滅，滅了將什麼生

後種？唯識學者應該知道：離已滅未滅，並沒有滅時存在！所以，即使有阿賴

耶為一切依止處，而推究賴耶種子與現行的因果說，如何能不墮斷減！

52 ｛大智度論〉卷1 ：「若－切實性無帝，則無行業報。何以故？無常名生滅失

故，譬如腐種子不生呆。如是則無行業，無行業云何有呆報？今一切賢聖法有

呆報，善智之人所可信受，不應言無。以是故，諸法非無常性。」（大正

25 , 60b28-c4) 
53 《大智度論〉卷18 : 
問曰：若言神常處是邪見，何以故？神性無故。若言世間帝，亦應是邪見，何

以故？世間實皆無常，顛倒故言有帝。若言神無帝，亦應是邪見，何以

故？神性無故，不應言無常。若言世間無常，不應是邪見，何以故？－

切有為法性，實皆無常。

答曰：若一切法實皆無常，佛云何說世間無常是名邪見？是故可知非實是無常。

問曰：佛處處說，觀有為法，無常、苦、堂、無我，令人得道，云何言無常墮邪見？

答曰：佛處處說，無常，處處說不減口如摩訶男釋王來至佛所，白佛言：是迦就

羅人累起多，我或值奔車、逸馬、狂象、闢人峙，便失念佛心。走時自
念：我今若死，當生何處？佛告摩訶男：汝勿怖勿畏！汝走時不生惡

趣，必至善處。譬如樹常東向曲，若有祈者，必當東倒。善人亦如是，

若身壞死時，善心意識長在以信、戒、閣、施、慧薰心故，必得利益，

上生天土。若一切法念念生滅無常，佛云何言諸功德薰心故必得上生？

以是故，如非無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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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文所引如燈燒姓的譬喻，經說是「緣起理趣極為甚深」 54 。甚深緣

起是「非常非成」的緣起，而在十八空中「非常非滅，本性繭故」昂，

表示了一切法的空性。非常非滅，也就是假名而沒有自性的，如《摩

訶般若波羅蜜經〉卷7 （大正8 , 269bll-17 ）說： 56

舍利弗！一切法非常非滅。．．．．．．色非常非滅，何以故？性自商。

受、想、行、識非常非滅，何以故？性自爾。乃至意觸因緣

（所）生受，非常非滅，何以故？性自商。以是因緣故，舍利

弗！諸法和合生，無自性。

「諸法和舍生，無自性」’〈大般若經〉「第二分」’作「但有假

名，都無自性」 57 。假名是諸法和合生的，無自性就是空。可見般若

的正觀，是通達一切法非常非滅（不落二邊）而空的。所以《摩訶般

若波羅蜜經〉說：「般若搜羅蜜遠離生死，非常非滅故」呵。

問曰：若無常不實，佛何以說無常？

答曰：佛隨眾生所應而說法，佛挂常顛倒故說無常﹔以人不知不信後世故，說，

心去復世，上生天上，罪福業因緣，百干萬劫不失。是對治悉撞，非第

一義悉墟。諸法實相非常非無常。佛亦處處說，諸法笠，諸法空中亦無無

常。以是故說世間無常是邪見，是故名為法堂。（大正詣， 193al0-b7)

54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50 （大正7, 273的－6 ）。

55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51作為「非常非壤，本性商故。」（大正5, 290位2-

291cl3) 

56 參見《大智度論〉卷52 （大正訝， 434b8-c6 ）。

57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22 ：「舍利于！尊者所問何離故說：詩法
亦繭，畢竟不生，但有假名，都無自性者？舍利子！諸法都無和合自性，何以

故？和今有法，自性空故。時舍利子問善現言：何法都無和合自性？．．．．．．舍利

子！諸法非常亦不滅壤。時舍利子問善現言：何法非常亦不滅壤？善現對曰：

舍利子！色非常亦不滅壤，受、想、行、識非常亦不滅壤，何以故？本性爾

故。舍利子！有為法非常亦不滅壤，無為法非常亦不減壤，有漏法非常亦不減

壤，無漏法非常亦不減壤，善法非常亦不減壤，非善法非常亦不減壤，有記法

非常不滅壤，無記，法非常亦不滅壤，何以故？本性爾故。舍利于！由此因緣，

義作是說：諸法亦醋，畢竟不生，但有假名，都無自性。」（大正7 • 12lc2-

122al9) 

58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1 ＜照明品第40) （大正8' 302bl-2）。〈大智度論〉卷

62釋云：「一切法中各各自相空故，言不生不滅。斷、常是諸見本，諸見是詩結

使本，諸結使是－切生死中苦本，是故言遠離生死。」（大正詣， 497cl3-16)



第五節空之解說 293 

附錄：「中本般若」及《大智度論》的十八空、四空名目比對衰：

（一）十八空名目之比對：

〈光讀經〉 〈放光般若》 〈摩訶般若〉
〈大般若經〉 《大般若經〉

〈大智度論〉
（第二分） （第三分）

1 內空 內空 內空 內空 內空 內空

2 外空 外空 外空 外空 外空 外空

3 內外空 內外空 內外空 內外空 內外空 內外空

4 空空 空空 空空 空空 大空 空空

5 大空 大空 大空 大空 空空 大空
6 真妙空 最空 第一義空 勝義空 勝義空 第一義空

7 所有空 有為空 有為空 有為空 有為空 有為空

8 無為空 無為空 無為空 無為空 無為空 無為空

9 究竟空 至竟空 畢竟空 畢竟空 畢竟空 畢竟空

10 廣遠空 不可得原空 無始空 無際空 無際空 無始空

11 不分別空 無作空 散空 散無散空 無散空 散空

12 本淨空 性空 性空 本性空 本性空 性空

13 一切法空 諸法空 自相空 自共相空 相空 自相空

14 自然相空 自相空 諸法空 一切法空 一切法空 一切法空

15 
不可得無所 無所得空 不可得空 不可得空 不可得空

有空

16 無所有空 無空 無法空 無性空 無性空 無法空

17 自然空 有空 有法空 自性空 有法空

18 無所有自然空 有無空 無法有法空 無性自性空 無性自性空 無法有法空

。〈空之探究〉所舉十八空之名目，與《大般若般羅蜜多經〉（第二
分〉相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只舉出十六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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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空名目之比對：

〈光讀經》 《放光般若〉 〈摩訶般若〉
〈大般若經〉 〈大般若經〉

《大智度論〉
（第二分） （第三分）

1 所有所 有空 法法相空 有性由有J陸空 有性由有性空法法相空

有罕

2 無所有無 無空 無法無法相空 無性由無陸空 無性由無陸空無法無法空

所有空

3 自然自 餘事空 自法自法空 自性由自性空 自性由自性空 自法自法空

然空

4 為他故空 他法他法空 他性由他性空 他性由他性空他法空

。《空之探究〉所舉四空的名目，與〈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第

三分〉相同。

。〈放光般若波羅蜜多經〉只舉出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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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般若經》一一甚深之一切法空

第六節 堂之雙關意義 (p.174~ p.180) 

釋厚觀。005.5.11)

一、「空」與「空性」（p.174-p.175) 

空（siinya）’是形容詞﹔形容司的名詞化，就是組nya且一一空性。 1

（一）《阿合經〉的「空性」

在〈阿合經〉中，空三昧（ sfinyata-samadhi ），空住 c sfinya-喝－

vihara）等，都是空性，但沒有〈般若經〉空性的意義。窒盤盤

相，無所有，同為解脫的要門，重在觀慧。

（二）《般若經〉的「空性」

1 、在表示超越時空的諸法相（性）上：空性與真如、涅槃、法性

等同義

《般若經〉的觀慧，漸漸的重視空，演進到空與真如、涅槃、法性

(dharma唱）等為同義異名。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5 （大正

8 '402c6-9 ）說：

是（本）性笠，不常不斷。何以故？是性室主生產，亦無所從來，

亦無所從去，須菩提！是名法住相（性）。是中無法，無眾無散，

l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七節〈空與空性＞ p.54: 
生典生性，在舊擇中，都是一律譯為空的。自玄槃譯出瑜伽象的論典，才嚴格

的分別堂與空性﹔以為堂是遮遣妄執的，空性是空所顯性，是離妄執而顯的法

性，所以是如實有的口初期佛典中，堂與空性有什麼分別呢？如「空諸欲」

「空世間」，「貪空、瞋笠、寢室」’「空欲滿、空有漏、空無明漏」’「我

我所空」’「無常、苦、笠、無我」，在巴利文中，都是室。

如「童心解脫」’「室解脫」’「空三味」’「堂等至」’「室住」’「內
堂、外空、俱空」（以上三種堂，在〈無礙道論》中，也是空），〈空小

經〉’〈堂大、經〉：凡是作為觀名、定名或經名的，都是生性一一。我以為，

「空」不只是否定詞，離妄執煩惱是堂，也表示無累的清淨、寂靜。空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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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增無減，無生無滅，無垢無淨，是為諸法相（性）。 2

〈般若經〉說的空，是從種種而顯示的本性空（ pralqti

S區yata），本性空是不常不斷（即「非常非滅」）的。 3無住處，超

越了空間﹔無所從來，無所從去，叉超越了時間：這就是法住相

（性） (dharma－組組組） ，也就是諸法相（性）。

在這一意義上，空J性與法住、法J性、真如等，是同一內容的。 4

2 、在表示法義的應用上：空性與其如、法性等有些差異

但在表示法義的應用上，還是有點不同的﹔空是觀慧所觀，從一切

法的虛妄、不實而顯示的。

二、法性之異名（ p.175-p.177) 

（一〉菩薩行以般若為主導

原則的說，《般若經〉是以般若為主導的菩薩行，般若圓滿了，就

是佛的薩婆若（ sarv吋品）一一一切智（或「一切智智」）。 5這是

般若修證的開示，不是義理的說明。

（二）法性的假名安立

卜般若所悟的法相（法性）（曲arma組），稱為如、法界、實際等，

生的名詞化。初期聖典中的生性，並無空所顯性的意義﹔只有「出世空性」’

是甚深的涅槃。

2 《大智度論〉卷90 ：「復次，須菩提！十八笠，若性不空，是為壤空墟。何以
故？十入空能令一切法堂，若自不堂，則為虛誰。又若不空者則墮常邊著處，

能生煩惱﹔性空無實住處，無所從來，牽無所豆，是名常住法相。常住法相是

性生之其名，亦名諸法實相﹔是相中無生無滅，無增無減，無垢無淨。」（大

正25 ' 697c16-22) 

3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三章第五節〈空之解說） p.170-p.173 ﹔另參見

〈中觀今論｝ p.104-p.108 。

4 參見〈空之探究〉第三章第三節〈法空性是涅槃異名） p.142-p.147 。

5 《大智度論〉卷11 ：「復有人言：從初發意乃至道樹下，於其中間所有智慧，是

名般若渡蘿蜜﹔成佛時是般若波羅實轉名薩婆若。」（大正25 • 139c7-10) 

〈大智度論〉卷72 ：「阿持多羅三說三菩提（大正25 • 563c9-11 ）即是般若述蘿
蜜，但名字異﹔在菩薩心中為般若，在佛心中名阿持多羅三藐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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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種異名，也只是方便安立。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說：「眾

生但住名、相、虛妄憶想分別（虛妄分別）中。」 6可見一切名義，
一切分別，都不能表達法性的。

2 、但方便說法，不可能沒有表示這不落名相分別的方便。佛法固有三

解脫門，空、無相、無作（無願）等，便被使用起來。

（三）依﹛小品般若經〉列舉「法性」之相關詞類

今依〈小品般若經〉’擇要的列舉用以表示的詞類如下 7 :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
p 

(1) 空 1 1 2 

(2) 無相 2 2 2 2 

(3) 無作（無願） 3 3 3 3 

(4) 無起 4 4 4 

(5) 盡

(6) 無生（不生） 5 5 5 3 2 

(7) 無滅（不滅） 6 4 

(8) 無依 7 2 

(9) 無陸 2 

(10) （遠）離 3 2 2 2 3 

( 11) （清）淨 3 

(12) （寂）滅（寂蘭） 3 4 4 

(13) 不可得 2 3 

(14) 不可思議 5 

(15) 無所有 2 6 6 2 

(16) 虛証（虛妄） 3 

( 17) 不實 4 

(18) 不堅牢 5 

6 ｛摩訶艘若波羅蜜經〉卷24: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如夢、如響、如影、如焰、如幻、如化，眾

生在何處住，菩薩行六渡轟蜜而搜出之？」「須菩提！眾生但住J皂、相、慮這已

恤組合別中，是故菩薩行般是渡蘿蜜，於名相虛妄中搜出眾生回」（大正

8 ' 398bll-16) 
7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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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對照

A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6 （大正8 , 563b2-11 )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般若渡蘿蜜甚深，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難得。如我解佛所說，義，阿持多羅三說三菩提易得。何以故？

無法可得，諸法空中無有得阿耨多轟三藐三菩提者，無法可得，無所

用法可得，一切法皆［I］室故。諸所說法為有所斷，是法亦室。世尊！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得者所用法，得知者所用法，如是法皆空。世

尊！以是因緣故，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為易得﹔諸可得者皆

同虛空。

B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 （大正8 , 537b29-c4) 

世尊！又菩薩字無決定、無住處。所以者何？是字﹝1﹞蠱盟主故，蠱丘主

亦無定、無處。若菩薩聞是事不驚、不怖、不沒、不退，當知是菩薩

畢竟住不退轉地，住無所住。

c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 （大正8 , 576b7-12) 

佛問須菩提：「菩薩何因緣故不驚、不怖、不沒、不退？」「世尊！

﹝1﹞室故不沒，間蠱盟主故不沒。何以故？沒者不可符，沒法亦不可符，

沒處亦不可符。若菩薩聞如是說不驚、不怖、不沒、不退，當知是為

行般若渡蘿蜜。」

D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 （大正8 , 559b10-16) 

〔佛言：〕「須菩提！何以故色不可量，受、想、行、識不可量，一

切法不可量？須菩提！色量口﹞蠱盟主、 P﹞丕主登，受、想、行、識量蠱

重奎、丕主笠，一切法量盔血奎、丕主笙。須菩提！何以故色量蠱!ft

奎、丕主笙’受、想、行、識量蠱盟主、丕主笙’一切法量蠱笙奎、

丕主笙？須菩提！色蠱盟主故，受、想、行、識蠱盟主故，一切法蠱

且主故，量丕主登。

E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 （大正8 , 557cl4-16) 

佛言：「般若渡蘿蜜示五陰不壞相。何以故？須菩提！﹝1］堂是不壞相，

但﹞金主旦、 [3］蠱笠是不壞相。般若波羅蜜如是示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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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甚深法相〕：《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 （大正8 ' 569b27-29) 

〔佛言：〕「須菩提！菩薩如是念一切眾生，是以8心及9先方便力故，

觀深法相：若﹝1］奎、若P﹞盔蠱、﹝3﹞盔笠、﹝4﹞蠱蠱、﹝5﹞蠱主、﹝句益重晝。」

G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 （大正8 ' 558b26- cl) 

商時釋提桓因及欲界萬天子、梵世二萬天子俱詣佛所，頭面禮佛足，

去p住一面，各白佛言：「世尊！是法甚深！於此法中云何作相？」佛

告諸天子： 「諸法以凹室為相，以叫盔蠱、﹝3﹞盔笠、 H﹞蠱盔、 I司盔主、﹝呵蠱

遠、﹝7﹞蠱益為相。」

H 、〔無（法）可轉，無法可還，無法可示，無法可見〕：《小品般若波

羅蜜經〉卷4 （大正8 • 553al 8-25) 

佛告須菩提：「摩訶波羅蜜是菩薩般若波羅蜜，所謂於一切法無轉10無

著﹔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所得﹔轉法輪時亦無所轉﹔無法可

遷，無法可示，無法可見，是法不可得故。何以故？須菩提！﹝1﹞豈不轉

不遷， [2］盔盤、 [3］盔笠、［4﹞蠱蠱、﹝司蠱生、﹝句盔盟主不轉不遷，如是說名為

說般若渡羅密。無聽者、無受者、無詮者，亦無以法作福田者。」

卜〔將入不退的深行〕：蚓、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 （大正8 • 576c26-

577al) 

「復次，須菩提！有菩薩行般若渡蘿蜜，信解一切法［1﹞蠱金，而未得無

生法忍﹔信解一切法閉室，而於阿昆鼓鼓地中未得自在﹔能行一切法

A.卷6 （大正8 • S63b）。 B卷1 （大正8 • S37c ）。 c卷9 （大正8 • S76b ）。

D卷s （大正8 • SS9b）。 E卷s （大正8 • SS7c ）。 E卷7 （大正8 • S69b）。

G.卷s （大正8 • SS8b-c）。 H卷4 （大正8 • SS3a）。 I.卷9 （大正8 • S76c ）。

J卷三（大正8 • SSOb ）。 K.卷1 （大正8 • S40a）。 L卷s （大正8 • SS9a）。

M卷一（大正8 • S39a）。 N卷8 （大正8 • S74a ）。 0.卷s （大正8 • 558c ）。

R卷7 （大正8 • 566c ）。

8 是以＝以是【宋】【元】【明】【宮】。（大正8 • S69d • n.6) 

9 〔及〕一【宋】【宮】。（大正8 • S69d • n.7) 

10 轉＝縛【宋】【元】【明】【宮】。（大正8 • SS3d • n.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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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盎盪相，而未入阿昆就致地。須菩提！菩薩如是行者，諸佛說法時亦

皆稱揚讚歎。」

J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3 （大正8 ' 550b14-26) 

須菩提言：「般若渡蘿蜜於色不作太不作小、不作舍不作散，於受、

想、行、識不作大不作小、不作合不作散。世尊！般若渡蘿蜜於佛十

力不作強不作弱，四無所畏乃至薩婆若不作令不作散。世尊！菩薩如

是亦分別則不行般若渡蘿蜜。何以故？般若波羅蜜無如是相一我當度

若干眾生，即是菩薩計有所得。所以者何？眾生﹝I］丕主故般若渡蘿蜜丕

皇，眾生間蠱土主故般若渡蘿蜜蠱丘，眾生［3］豐相故般若波羅蜜些相，眾

生（4﹞丕遴故故若渡蘿蜜丕盞，眾生［5］不可思說故般若渡羅蠻不可思議，

眾生不可知故般若述蘿蜜不可知，眾生力集故如來力亦集。」

K、〈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 （大正8 1 539c28-540a6) 

舍利弗言：「若菩薩不離是行、不離是念，一切眾生亦不離是行、不

離是念，一切眾生亦當是菩薩。何以故？一切眾生不離是念故。」須

菩提言：「善哉！善哉！舍利弗！汝欲離我而成我義。所以者何？眾

生口室主主故當知念亦蠱笠，眾生間直堅故念亦壘，眾生﹝3﹞丕主笙故念亦丕

主笙。舍利弗！我欲令菩薩以是念行般若渡蘿蜜。」

L 、〔示世間實相〕：〈小品般若被羅蜜經〉卷5 （大正8 ' 559a8-13) 

〔佛言：〕「復次，須菩提！世間［I﹞笠，般若渡蘿蜜如實示世閉室﹔世

盟問豐相，般若波羅蜜如實示堂且整相﹔：世且自﹞逢相，般若述蘿蜜如實

示堂且達﹔：世且﹝4﹞丞益，起若渡羅蜜如實示世間裝滅。須菩提！般若渡

蘿蜜亦如是示諸佛世間。」

M 、〔一切無縛無解〕：〈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 （大正8 • 539a13-18) 

富樓那言：「何等色無縛無解？何等受、想、行、識無縛無解？」須

菩提言：「幻人色是無縛無解，幻人受、想、行、識是無縛無解一一

﹝1﹞蠱盟主故無縛無解﹔但﹞豐故無縛無解﹔ β﹞蠱生故無縛無解。是名菩薩

摩訶薩發大莊嚴而自莊嚴。」

N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8 （大正8 • 574a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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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特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菩薩為﹝1﹞童學則學薩婆若，為﹝2﹞盔生

學、為［3］壟學、為［4］邊學則學薩婆若。」佛告須菩提：「如法所說，

菩薩為主學則學鐘婆若，為蠱主學、為整學、為主主學則學薩婆若者。」

0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 （大正8 ' 558c25-559al ) 

〔須菩提言：〕「世尊！若一切法無知者無見者，云何般若渡蘿蜜

示諸佛世間？」「須菩提！如是！如是！一切法無知者無見者。須

菩提！云何一切法無知者？一切法凹空故。云何一切法無見者？一

切法﹝l］益重金故一一是故一切法無知者無見者。」

p 、〔空無可？有，虛在不實〕：《村謝搭波羅鐵莖〉卷7 （大正＇8 '51的5-11)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一切作起法皆是憶想分別，云

何說菩薩得福甚多？」「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峙，亦能觀察

是作起功德﹝I﹞室［l］蠱丘查，﹝3］星星堅﹝吋丕笠，﹝司蠱皇室相。若菩薩隨所能

觀，則不離深般若波羅蜜﹔！邁不離深般若波羅蜜， l!p得無量阿僧祇

福德。」 11

－、「空」與「無所有」的雙關意義（ p.177-p.178) 

從所列舉的來說，空與無所有，具有雙關的意義。

（一）「空」與「無所有」在佛典中的重要性

1 、「空」與「無所有」在「原始聖典」及阿昆達磨論中的地位

在《雜阿靜莖〉中，空、無相、無所有’是三三摩提或三解脫﹔在解

11 叉〈小晶股若波羅蜜經〉卷7:

「世尊！頗有因緣，色亦無量，受、想、行、識亦無量？」佛言：「有，須菩

提！色亦無量，受、想、行、識亦無量。」「世尊！無量者是何義？」「須菩

提！無量者即是空義，即是無相、無作義。」「世尊！無量但是空義，非餘義
耶？」「須菩提！於意云何？我不說一切法空耶？」「世尊！說，耳！」「須菩

提！若空即是無畫，若生即是無量，是故此法義中無有差別。須菩提！如來所

說無畫、無量、堂、無相、無作、無起、無生、無滅、無所有、無藥、涅槃，

但以名字方便故說。」須菩提言：「希有！世尊！諸法實相不可得說，而今說
之！」（大正8 • 566c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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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法門中，無所有是重要的術語。 12但後來，無願代替了無所有，

所以在阿昆達磨論中，無所有就少見了。 13

2 、「空」與「無所有」在初期大乘經中的地位

《般若（及初期大乘）經〉雖繼承了空、無相、無願的三解脫門

說，而「無所有 l 仍廣泛的應用，說空與無所有的，比無相與無願

要多得多。

（二）明「空」與「無所有」之雙關意義

1 、表顯真實

如上表所列的，從空到無所有，如 F.是甚深法相﹔ L是示世間的實

生且﹔ 1是將入不退轉的深行﹔ H.是「無（法）可轉，無法可遷，無

法可示，無法可見」﹔ M.是一切無縛無解。

這或是表示深法相，或是菩薩的深觀：「下本般若 l 的空與無所有

等，是重在顯示真實的。

2 、表示虛妄不實

但（空）無所有以下，如R的「空無所有，虛誰不實」’是各種譯

本所同的14 ，這是表祖妄帶了。如《蝴蝶誦的說：「字，無決定，

12 參見〈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五節〈無所有＞ p.29-p.34 。

13 參見〈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九節〈三三眛﹒三觸﹒三法印＞ p.61-p.62 。

14 (1)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 ：「須菩提！菩薩行般若述羅賽時，亦能觀察

是作起功德空無所有，虛誰不會，無堅牢相。若菩薩隨所能觀，則不離深

般若渡蘿蜜。」（大正8 • 566c7-10) 

(2)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分）卷550:

佛告善現：如是！如是！如汝所說。然諸菩薩行深般若渡蘿蜜多，亦說，諸

行分別所作，空無所有，虛妄不實。所以者何？是諸菩薩善學內空乃至無

性自性室已，觀察諸行無不皆是分別所作，空無所有，虛妄不實。是菩薩

摩訶薩如如觀察諸行皆是分別所作，空無所有，虛妄不會，如是如是便能

不離甚深般若渡羅密多。（大正7 • 830al 8-25) 

( 3)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分〉卷562 ：「佛告善現：是諸菩薩行深般
若渡羅蜜多，亦常觀察所作善事空無所有，虛妄不會。如如觀察所作善事

空無所有，虛妄不實，如是如是便能不離甚深般若渡蘿蜜多。」（大正

7 '904a5-9) 
(4）《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17 ：「佛言須菩提：諸菩薩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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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住處，所以者何？是字無所有故」 15 。所說的無所有，也是且各

盤宜的意思。

3 、歸結

空與無所有，是顯示如實相的，也用來表示虛妄性，所以說有雙關

的意義。

其實，如禱，無生，無滅，寂漲，遠離，清淨，這些涅槃的同義異

名，還不是都有「遮」妄的意義！

四、「虛妄不實」敘說的增廣（p.178)

〈般若經〉本重於深法相的直觀16 ，而在「空」的發展中，說童宜~

一切法虛妄不實的教說，也越來越多。

（一）如〈小品般若經〉說：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信解一切法無生，一

切法空，一切法寂滅，而沒有能得無生法忍，入不退轉地的，也為
諸佛所讀歎17 。這是無生、空、寂誠的深觀。

訶薩行般若渡蘿蜜多時，而自了如詩起作法是相分別，虛妄不實，空無所

畫，於是法中無所分別。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了一切法求不可得。隨其菩

薩了一切法求不可得故，即不離般若渡蘿蜜多。」（大正8 • 645al6-21 ) 
( 5) （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卷6 ：「佛言：菩撞所識，若求深般若述蘿蜜，蠱

於堂，樂無所有，無畫，樂無常﹔念是為不離般若渡蘿蜜。」（大正

8 • 456c2-4) 
( 6) （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卷4 ：「佛語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福生死、於

功德生死所行般若渡蘿蜜，無於堂，無於無所有，無於盡，樂於無所得﹔

念是峙，為不離般若渡蘿蜜。」（大正8' 529b2-5) 
15 （小品般若渡羅蜜經〉卷1 ：「世尊！又菩薩笠，無法定，無住處，所以者何？
是字無所有故﹔無所有亦無定、無處。若菩撞開是事不驚、不怖、不沒、不

退，當知是菩薩畢竟住不退轉地，住無所住。」（大正8 I 537b29-c4) 
16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三章第三節〈大乘〈般若》與〈阿合經〉〉，

p.147-p.150 。

17 《小品般若按羅蜜經〉卷9 ：「復次，須菩提！有菩薩行般若渡轟賽，笙堡三望

法無生，而未得無生法忍﹔信解一切法笠，而於阿昆跛鼓地中未得自在﹔能行

－切法益減相，而未入阿昆跛鼓地。須菩提！菩薩如是行者，諾佛說法時亦皆

壘壘豐壘。」（大正8 • 576c26-577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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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摩訶般若經〉作：信解一切法無生，一切法空，一切法虛証、

不實、無所有、不堅固。 18

〈大般若經〉〈第二分〉作：信解無生、深般若、畢竟空性、寂靜

性、遠離性、虛妄性、空性、無所有性、不自在性、不堅實性。 19

（二）叉如〈摩訶般若經〉說：行深般若的，應觀寂滅、空、虛誼、不堅

實﹔ 20

〈大般若經〉〈第二分〉就說：應觀膨落、破壞、離散、不自在、不

堅實性、虛偽了。 21

（三）叉如〈摩訶般若經〉說：「諸渡羅密性無所能作，自性空，虛誰，

18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9 ：「復次，須菩提！有菩薩行般若述蘿蜜，盒堡三
切法無生，未得無生忍法﹔信解一切法盒，未得無生忍法﹔信解一切法虛誰不

實、無所有、不堅固，未得無生忍法。須菩提！如是等諸菩薩摩訶麓，諸佛說

法時歡喜自讚歎稱揚名娃。」（大正8 , 361bll-16) 

19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57 ：「復次，善現，！有菩薩摩訶薩行深般
若渡蘿蜜多，室主一切法無生性中，雖深信解，而未詮得無生法忍﹔﹔於深般若渡

蘿蜜多，雖深信解，而亦未得無生法忍﹔：於一切法畢竟空性，雖深信解，而亦

未得無生法忍﹔於一切法皆寂靜性，雖深信解，而亦未得無生法忍﹔﹔於一切法

皆遠離性，雖深信解，而亦未得無生法忍﹔﹔於一切法皆虛妄性，雖深信解，而

亦未得無生法忍﹔於一切法皆是空性，雖深信解，而亦未得無生法忍﹔﹔於一切

法無所有性，雖深信解，而亦未得無生法忍，於一切法不自在性，雖深信解，

而亦未得無生法忍﹔於一切法不堅實性，雖深信解，而亦未得無生法忍。善

現！如是等菩薩摩訶薩，亦為如來應正等覺說正法峙，在大眾前自然歡喜稱

播、讚歎名字種姓及諸功德。」（大正7 • 309a14-29) 
到〈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1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云何行般

若渡蘿蜜？云何生般若渡蘿蜜？云何修般若渡蘿蜜？」佛言：「色泉滅故，色

空故，色虛幸在故，色不堅實址，應行般若渡轟蜜﹔受、想、行、識亦如

是』。」（大正8 • 373a10-14) 
2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卷461 ：「爾特具壽善現白佛言：『世尊！諸

菩薩摩訶薩云何行深般若渡蘿蜜多？云何引深般若渡蘿蜜多？云何修深般若渡

蘿蜜多？』佛告善現：『詩菩薩摩訶薩應觀色乃至識影落故、破壞故、離散

故、不自在故、不堅實故、性虛偽故，行漂般若述蘿蜜多』。」（大正

7 • 332a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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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野馬」。 22

〈放光般若經〉也說：「自堂，無所能作，無所能為，如熟時之

焰」。 23

〈大般若經〉〈第二分〉就這樣說：「一切法自性皆鈍，無所能為，

無有主宰，虛妄、不實，室，無所有，不自在相，譬如陽焰、光

影、水月、幻事、夢等」 24 。

（四）小結

虛誼不實這一類術語的更多應用，意味著般若法門，不只是深法相

的體唔，而要觀破世俗的虛妄，從而脫落名相以契入如實相。

n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1 ：「譬如轉輪聖王四種兵，輪寶在前導﹔般若搜羅

蜜亦如是，導五述蘿蜜到薩婆若住。般若渡蘿蜜亦不分別：檀那渡轟蜜隨從

我，戶轟浪蘿蜜、轟提渡蘿蜜、昆樂耶渡蘿蜜、禪那渡蘿蜜不隨我。檀那波羅

蜜亦不分別：我隨從般若搜羅賽，戶羅述蘿蜜、轟提述羅蜜、昆梨耶渡蘿蜜、

禪那渡蘿蜜不隨從。 y羅渡轟寶、轟提渡蘿蜜、昆梨耶渡轟蠻、禪那渡轟蜜亦
如走。何以故？諸渡矗會性無所能作，自性堂，虛雄，如野馬。」（大正

8 , 369a21-b2) 

23 （放光般若渡羅蜜經〉卷16 ：「譬如轉輪聖王所有七寶，三寶常導在前：一
者、金輸，二者、主兵臣，三者、主藏區﹔般若渡蘿蜜常導五渡羅實互薩云若

住。般若渡轟蠻亦不念言：五渡轟蜜常隨從我。植渡羅蠻、戶搜羅寶、屬渡轟

賽、惟違渡轟蜜、禪渡蘿蜜亦不作念：我當隨從般若渡蘿蜜。何以故？皇室土

無所能作，無所能為，如熟時之焰。」（大正8 ' 109b19-25) 

24 （大股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60 ：「善現！當知！如轉輪王欲有所至，

四軍、七寶前後導從。商時輪寶誰最居先，而不分別前後之相。如是前五渡蘿

蜜多典詩善法欲趣無上正等菩提，必以般若渡蘿蜜多為其前導。然此般若波羅

蜜多不作是念：我於前五渡轟蜜多最為前導，使隨從我。布施等五渡轟蜜多不

作是念：甚深般是渡蘿蜜多居我等先，我隨從彼。所以者何？如是六種渡轟蜜

多及一切法自性皆鈍，無所能為，無有主宰，虛妄、不實，笠，無所有，不自

在相，譬如陽焰、光影、水月、幻事、夢等，其中都無分別作用真實自體。」

（大正7 • 323a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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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般若經》一一甚深之一切法空

第七節 自性堂與無自性空（p.180～p.188)

釋厚觀。005.5.18)

一、概說《般若經》「自住空」與「無自性空」意義不同（p.180)

〈般若經〉常說自性空。一切法無自性，無自性故空：經論師的大力宏

揚，學斬慨乎覺得《般若經〉所掰甘自性空，就是句賠無自性空了。

當然，〈般若經〉說一切法虛妄無實，但有名字，是可以說是無自性

的。如《經〉說：「我名字，．．．．．．無自性」 1 ﹔「但有假名，都無自

性」 2 。但〈股若經〉所甜伯體空，與無自性空，意義上是有些不同的。

二、〈大智度論》所議的二類自性：世俗自性、勝義自性（ p.180-p.181 ) 

（一）《大智度論〉卷46 （大正筍， 396b7-9）說：

「自性有二種：一者，如世間法（中）地堅性等﹔二者，聖人

（所）知如、法性〔界〕、實際」。

1 、自性的第一類：是世間法中所說的，地堅性，水濕性等。地以堅為

自性，水以濕為自性等，世俗法中是可以這樣說

的。如求堅等自性的實體，那是不可得的，也就是

沒有自性一一無自性了。

2 、自性的第二類：是聖人所證的真如，或名法界、實際等。這是本來

如此，可以名之為自性的。

1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7 ：「會利弗！我說如我名字，我亦畢竟不生。如舍利
弗所言，如我，諸法亦如是無自性。舍利弗！諸法和合生故無自性。」（大正

8 ' 269a22-24) 
2 《大般若渡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20 ：「世尊！諸菩薩摩訶薩，諸菩薩摩訶
薩者，但有假名，都無自性。如說我等，畢竟不生，但有假名，都無自性。諸

法亦繭，畢竟不生，但有假名，都無自性。」（大正7 • 112a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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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智度論〉卷67所說：

「色性者，......所謂地堅性等。復次、色實性，名法性」 3 ，也就是
這二類自性的分別。這二類自性：

一是世俗自性：世間眾生以為自性有的，如地堅性等，不符緣起的

深義，所以要破斥而論證為沒有自性的。

二是勝義自性：聖人所證見的真如、法界等，是聖人如實通達的，

可以說是有的。 所以﹛大智度論〉說：

「如、法性〔界〕、實際，世界故無，第一義故

有」 4 ﹔第一義就是勝義。

－、〈下本般若〉所說的「自性」與「無自性」（p.181- p.183) 

第一義中有的自性，〈下本般若〉是一再說到的。

（一）〈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3 （大正8 ' 551b10-12 ）說：

「色無縛無解，何以故？色真性是色。受、想、行、識無縛無解，

何以故？（．．．．．．）識真性是識」。

「色真性是色」’《道行般若γ與〈摩訶般若鈔經） 6 ，譯為：

3 ｛大智度論〉卷67 ：「若菩薩摩訶薩，了了知般若渡羅會相，不分別一切法，所

謂不分別色，四大若四大連色﹔不分別色相者，不分別色是可見，聲是可聞﹔

是色若好若醜’若短若長，若常若無常，若苦若無等﹔不分別色性者，不見色

常法，所謂地堅性等。復夫、色實性，名法性，畢竟室故﹔是菩薩不分別法

性，法性不壞相故。乃至一切種智亦如走。」（大正25 ' 528h16-24) 
4 ｛大智度論〉卷1 ：「有四種悉檀：一者、世界悉檀﹔二者、各各為人悉檀﹔三
者、對治悉植﹔回者、第一義悉檀．．．．．．。云何名世界悉檀？有法從國緣和合故

有，無別性。譬如車，轅、輯、軸、輛尊和合故有，無別車也。人亦如是，五

眾和合故有，無別人也。．．．．．．人等，世界故有，第一蟲故無。如如、法性、實

際，世界故無，第一義故有。人等亦如是，第一義故無，世界故有。所以者

何？五車因緣有故有人。譬如乳，色、香、味、觸因緣有故有﹔若乳實無，手L

因緣亦應無。今乳因緣實有故，乳亦應有﹔非如一人第二頭、第三手，無因緣

而有假名。如是等相，名為世界悉植相。」（大正25 • 59b 18-60a3 ) 
5 後漢支宴迦識譯的〈道行般若經〉卷3 ：「佛語須菩提：色無著無縛無脫，何以
故？色之自然故為色。痛痺、思想、生死、識無著無縛無脫，何以故？識之自

然故為識。」（大正8 • 441c25-27) 
6 傳說為前秦曇摩牌共竺佛念譯，其實是西晉竺法護譯的﹛摩訶般若鈔經》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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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之自然故為色」’「自然」是「自性」的古譚。

趙宋所譯的﹛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也作「色自性
是色」 7 。

一般所知的，是色等五蘊的虛妄相，所以說繫縛，說解脫。

色譯法的勝義（真）自性，是色等真相，這是沒有繫鴨見解脫可掰兮。

與之相當的〈中本般若〉，如《放光般若經〉說：

五陰不縛不解，何以故？色、色自有性，．．．．．．識、識自有性。

大渡蘿蜜亦不縛亦不解，何以故？六渡蘿蜜所有無所有故8 。

五陰「自有性」，還是〈下本般若〉的自性說，而〈中本〉增廣的

六波羅蜜等，卻改作「所有無所有」了。

秦譯的〈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等，五陰、六度等，一律改為「無所
有性」 9 。

3 ：「佛語須菩提：色無著無縛無解，何以故？色之自然為色。痛痺、思想、生

死、識無著無縛無脫，何以故？識之自然為識。」（大正8 J 523b18-20) 

7 趙宋施護譯的〈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8 ：「佛言：須菩提！

色、受、想、行、識無縛無解，何以故？色自性是色故無縛無解，受、想、

行、識自性是識故無縛無解。」（大正8 • 616a14-16) 

8 （放光般若經〉卷9:
須菩提復白佛言：世尊！云何深般若波羅蟹難了難如？

佛報言：須菩提，五陰不縛不解。何以故？色、色自有性，痛、痛自有性，

想、想自有性，行、行自有性，識、識自有性。六渡蘿蜜亦不縛亦不解，何以

故？六渡蘿蜜所有無所有故。（大正8 ’的c19-24)

9 （摩訶般若搜羅蜜經〉卷11 :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是般若渡羅密，云何甚深、難信、難解？」

「須菩提！色不縛不解，何以故？無所有性是色。受、想、行、識不縛不解，

何以故？無所有性是受、想、行、識。檀渡蘿蜜不縛不解，何以故？無所有性

是檀渡蘿蜜。戶羅渡蘿蜜不縛不解，何以故？無所有性是戶羅渡蘿蜜。揖提波

羅賣不縛不解，何以故？無所有性是，.提搜羅賽。成梨耶搜羅實不縛不解，何

以故？無所有性是耽梨耶渡轟蟹。禪渡轟蜜不縛不解，何以故？無所有性是禪

波羅蟹。般若述蘿蜜不縛不解，何以故？無所有性是般若波羅蜜。」（大正8 '3的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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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突所譯的〈大般若經》作「以無性為自性」 10 ，或「無所有性為

色等自性故」 11 。

依各本的比較，可知〈下本般若）是「自性」’〈中本般若〉漸演

化為「無所有（之），性」’再演化為「無性為自性」’「無所有性

為自性」。意義相同，但這是無性的自性，與（下本〉的但說「自

性 l 不同了。

（二）〈道行般若經〉卷3 （大正8 ' 441a13-15 ）說：

「人無所生﹔：般若渡蘿蜜典人俱皆自然﹔人恍惚故﹔般若渡羅蜜

（典人）俱不可計﹔人亦不壤，故若述蘿蜜亦如是」。

〈摩訶般若鈔經） 12也如此說。

這二本古譯，說人〔眾生〕與般若波羅蜜，都是無所生〔無生〕，

自然，恍惚〔遠離〕，不可計〔不可思議〕，不（滅〉壤。所說的

10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分〉卷559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如是般是渡羅
實多云何甚深極難信解？佛告善現，：色非縛非脫。何以故？色以無性為自性

故，受想行識非縛非脫。何以故？受想行識，皆以無性為自性故。復次，善

現，！色前、後、中際非縛非脫。何以故？色前、後、中際皆以無性為自性故。

受想行識前、復、中際非縛非脫。何以故？受想行識前、後、中際皆以無性為

自性故。」（大正7 ' 885a25-b2) 

另參見《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分〉）卷545 （大正7 • 80lcl9-
802a2 ）。

11 (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卷506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如是
般若述轟蜜多，云何甚深難信難解？佛告善現：色乃至識非縛非腕，何

以故？以色乃至識，無所有性為色等自性故。」（大正7 ' 58la24-27) 
(2)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35 ：「具壽善現復白佛言：如是般

是渡蘿蜜多云何甚深難信難解？佛言：善現！色無縛無解。何以故？以

色無所有性，為色自性故。受想行識無縛無解。何以故？以受想行識無

所有性，為受想行識自性故。」（大正7 • 189cl4-18) 
(3)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182 ：「具壽善現復自佛言：如是般若

渡蘿蜜多云何甚深難信難解？佛言：善現！色無縛無解。何以故？以色

無所有性，為色自性故。受想行識無縛無解。何以故？以受想行識無所

有性，為受想行識自性故。」（大正5 ' 979a23-27) 
12 《摩訶般若鈔經〉卷3 ：「人無所生﹔般若渡蘿蜜典人俱皆自然﹔人恍忽故﹔般

若渡蘿蜜俱不可計﹔人亦不壤，起若渡轟蜜亦如走。」（大正8 • 522c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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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一一性，〈小品般若〉等就譯作「無性」 13 ﹔〈大般若經》竟

改作「無自性」了 14 。

（三）《大明度經〉卷1 （大正8 ' 482a21-23 ）說：
「眾生自然，念亦自然 0 ......眾生恢廓，念（亦）恢廓。..... • l'ft生

之不正覺，而念（亦）不正覺」。

自然，恢廓，不正覺一一三者，〈摩訶般若鈔經） 15作：自然，恍

惚〔遠離〕，難了知。

13 (1) ｛小品般若搜羅蜜經〉卷3 ：「世尊！菩薩如是亦分別，則不行起若渡轟

賽。何以故？般若渡蘿蜜無如是相，我當度若干眾生，即是菩薩計有所

得，所以者何？眾生不生故，般若渡羅蠻不生。眾生無性故，般若搜羅實

無性。眾生離相梭，般若渡蘿蜜離相。眾生不減故，般若渡轟蜜不減口眾

生不可思主義故，般若述蘿蜜不可思議。眾生不可知故，起若搜羅蜜不可

知。眾生力集故，如來力亦集。」（大正8 ' 550b18-26) 

(2) ｛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放若波羅蜜多經〉卷7 ：「若菩薩於－切法，有所
分別，而作是念：我得具足一切智果，我為眾生說諸法門，純度若干眾生

令至洹槃。而彼菩薩作是念者，即不名行般是渡轟蜜多。所以者何？般若

波羅蜜多無如是相，不見眾生有所度者有所得者，以1tX.生無性故，般若渡

蘿蜜多亦無性。眾生離相故，般若渡蘿蜜多亦離相。眾生不生址，般若述

轟蜜多亦不生。眾生不減故，般若注蘿蜜多亦不滅。眾生不思主義故，起若

渡蘿蜜多亦不恩戴。眾生無覺了故，起若渡蘿蜜多亦無覺了。 1tX.生如實知

勝義故，般若渡蘿蜜多亦如實知膳義。眾生力集故，如來力亦集。世尊！

我以如是因緣，謂大渡蘿蜜多是般若渡蘿蜜多。」（大正8 • 614b18-c2) 
14 ( 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分〉卷559 ：「世尊！有情無生故，當知般

若渡轟曹多亦無生。有情無自性故、遠離故、不可思禮故、無減壤故、無

覺如故，當如：般若渡蘿蜜多亦無自性，廣說乃至亦無覺袋口。」（大正

7 • 884a18-21) 
(2)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分〉卷544 ：「有情無生故，當知般若渡羅

蜜多亦無生。有情無自性故，當知般若渡蘿蜜多亦無自性。」（大正

7 • 799c19-21) 
15 ｛摩訶般若鈔經〉卷1 ：「人之自然當念知，人之恍忽當念知恍忽﹔人身難了知

當念知之。舍利弗’菩薩摩訶撞，法當作是守當作是行。」（大正8 • 511cll-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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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一一自性，〈道行般若經〉作「空」性 16 ﹔而〈小品般若經〉

等，就譯作「無性17」。

《大般若經〉「第四分」 18 、「第五分」 19 ，譯為「無自性」。

與之相當的〈中本般若〉各本，都作「無」’「無自然」’「無

自性」 20 。

〈下本般若〉的自然一一自性，與無生、遠離、不可思議為同類，實

在是勝義自性，法性與涅槃的異名，稱之為「無所有性」’「無性

為自性」’雖多一轉折（近於「正」經「反」而到「合」）是可以

的﹔如改為「無自性」’似乎是不適當的！

16 《道行般若經〉卷1 ：「人身當諦念，當作走了知，人身若干種堂，其念亦若干
種空嘗了。知是人身難了知，所念難了知，舍利弗菩薩當作是學當作是行。」

（大正8 '429a7-9) 
17 (1 ）《小晶般若波羅蜜經〉卷1 ：「眾生無性故，當知念亦無性。眾生離故，

念亦離。眾生不可得故，念亦不可得。舍利弗！我欲令菩薩，以是念行般

若渡轟蟹。」（大正8 • 540a3-6) 

(2）《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2 ：「眾生無性故，當知念亦
無性。眾生離故，當知念亦離。眾生無心故，當知念亦無心。﹔但生無覺了

故，當袋口念亦無覺了。眾生長白如實義故，念亦如如實義。會利子，我欲令

諸菩薩摩訶薩，如是行般若渡蘿蜜多。」（大正8 ' 592all-15) 
18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分〉卷539 ：「舍利子！有情無自性故，當知如是

住及作意亦無自性。有情無所有故，當知如是住及作意亦無所有。」（大正

7 ' 769b9-11 ) 
19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分〉卷556 ：「舍利子，一切有情無自性故，當知

如是住及作意亦無自性。」（大正7 ' 870a19-21) 
20 ( 1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7 ：「眾生無故念亦無，眾生性無故念亦性無，

眾生法無挂念亦法無，眾生離挂念亦雄，眾生空故：急亦笠，眾生不可知故

念亦不可知口」（大正8 • 273a4-7) 

(2）《光讀經〉卷9 ：「吾今讚歎賢者所說為真為諦，人無所有，其所念者亦

無所有。人無自然，其所念者亦無自然。人為笠，為念亦室。為人恍忽，

念亦恍忽。人身空無，念亦空無。人無所覺，念亦無覺。」（大正
8 ' 210a9-13) 

(3) （放光般若經》卷5 ：「卸眾生無所有，念亦無所有，有無亦無所有。如

眾生長，念亦復痕。如眾生堂，念亦復堂。如眾生無所覺，念亦無所

覺。」（大正8 ' 37cl 7-20) 
(4）《大般若渡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24 ：「舍利子，有情非有故，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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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本般若〉所說的「自性」與「無自性」（ p.183) 

（一）〈中本般若〉也說到自性，如：

1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0 （大正8 ' 292b24-27 ）說：

「云何名無為諸法相？若法無生無滅，無住無異，無垢無淨，無增

無減諸法自性。云何名諸法自性？諸法無所有性，是諸法自性，是

名無為諸法相」。 21

諸法自性，唐譯本作：「謂一切法無性自性」 22 ，意義相同。

2 、叉《摩訶般若經〉說：「諸法實性，無生無滅，無垢無淨故」 23 。

如是住及作意亦非有。有情無實故，當知如是住及作意亦無實。有情無性

故，當知去四是住及作意亦無性。有情生故，當知如是住及作意亦堂。有情

遠離故，當知如是住及作意亦遠離。有情泉靜故，當知如是住及作意亦泉

靜。有情無覺如故，當知如是住及作意亦無覺知。」（大正7 , 13 lc4-10) 

(5）《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卷498 ：「有情乃至見者非有故，當知

如是住及作意亦非有。有情乃至見者無實故，當知如是住及作意亦無實。

有情乃至見者無性故，當知如是住及作意亦無性。有情乃至見者空故，當

知如是住及作意亦室。有情乃至見者遠離故，當知如是住及作意亦遠離。

有情乃至見者在靜故，當知如是住及作意亦在靜。有情乃至見者無覺如

故，當知如是住及作意亦無覺知。」（大正7 ' 535c22-536a2) 

21 ｛大智度論〉卷59 c大正筍， 480c4-15) : 
問曰：何因緣故說是有為法、無為法相？

答曰：帝釋讚歎般若搜羅害，攝一切法，此中欲說因緣。有為法相，所謂十八

堂、三十七品乃至十八不共法﹔略說善不善等，乃至世間出世間，是名

有為法相。何以故？是作相，先無今有，已有遠無故。典上相違，即是

無為法相。是二法相，皆般若渡蘿蜜中攝。有為善法是行處，無為法是

依止處﹔餘無記、不善法，以捨離故不說。此是新發意菩薩所學。若得

般若搜羅蜜方便力，處無生志，則不愛行法，不憎捨法，不離有為法而

有無為法，是故不依止涅槃。

2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30 ：「此中何謂無為法性？謂一切法無生
無滅，無住無異，無染無淨，無增無識，無相無為，諸法自性。云何名為諸法

自性？謂－切法無性自性，如是說，名無為法性。」（大正7 ' 164c3-6) 
23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 ：「舍利弗！但有名字故，謂為菩提，但有名字故，

謂為菩薩，但有名字故，調為堂。所以者何？諸法實性，無生無識，無垢無淨

故。」（大正8 • 221c3-5)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187 ，注17 ：羅什譯作「實性」’前引《小品

經〉作「真性」，都表示勝義自性，免得與世俗自性的混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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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性，唐譯本也作「自性」凶。

「無性」與「無自性」說，是〈中本般若〉的一致傾向，而唐譯本增

入了更多的「無自性」，更多的「無性為性」’「以無性而為自性」。

（二）印順法師之評論

我以為：般若法門本是直觀深法性的，空（性）是涅槃的其名，所

以自性也約勝義自性說。然般若法門的開展，不但為久行說，為鄰

近不退者說，也為初學說﹔不但為利根說，也為鈍根說。

這一甚深法，在分別、恩惟、觀察，非勘破現前事相的虛妄不實，

從虛妄不實去求突破不可。這所以多說一切法「無性」’一切法「無

自性」了。以無自性為自性，與空的空虛性及涅槃的雙層意義詣，是

非常契合的。

五、「本性空」與「自性空」（ p.183-p.184) 

（一）聖智所證知的「本性空」

（般若經〉廣說種種空，而定義都是：「非常非壤，何以故，本性商

故」詣。經說十四空，十六空，十八空，二十空，依種種法義來顯示

空，而一切都是約本性空（ pr.對ti-§iinya:協）說的。本性空是聖智證

知的，所以《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5 （大正8 • 402c4-9）說：

24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02 ：「舍利子！此但有名謂為菩提，此但
有名謂為薩墟，此但有名謂為菩薩，此但有名謂之為堂，此但有名謂之為色受

想行識。如是自性無生無滅，無禁無淨，菩薩摩訶薩如是修行般蒼渡蘿蜜多，

不見生，不見滅，不見染，不見淨。何以故？但假立客名，分別於法而起分

別﹔假立客名，隨起言說，如如言說，如是如是生起執著。菩薩摩訶薩修行般

若渡蘿蜜多時，於如是等，一切不見，由不見故，不生執著。」（大正

7, llc7-6) 

25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三章第六節〈空之雙關意義） p.178 。

26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卷413 ：「復次，善現！菩薩摩訶薩大乘相
者，謂內笠、外堂、內外笠、空笠、大笠、勝義堂、有為笠、無為堂、畢竟

笠、無際笠、散無散笠、本性笠、自共相笠、一切法笠、不可得笠、無性笠、

自性堂、無性自性堂。

云何內空？內謂內法，即是自民耳鼻舌身意。當如此中眼由自民堂，非常非壤，乃

至意由意堂，非常非壤，何以故，本性爾故。善現！是為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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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菩提！若內生性不笠，外生乃至無法有法空性不空者，則壞空性。

是（本）性堂不常不斷，何以故？是（本）性空無住處，亦無所從

來，亦無所從去。須菩提！是名法住相。是中無法，無眾無散，無

增無識，無生無滅，無垢無淨，是為諸法相」。

「是為諸法相」’唐譯本作：「是一切法本所住性」 27 。

本性（pr曲的，在說一切有部中，與自性（svab旭va）同一內容，如

〈大昆婆沙論〉說：「如說自性，我，物，自妞，相，分，本性，

亦爾」訝。

（三）「自性空」之意義

A 、勝義自性空

《般若經〉中處處說本性空，也處處說自性空（ svabhava

§fulya:喝），意義也大致相間。自性笠，本是勝義自性笠，如說：「

自性生故，自性離故，自性無生故」 29 。這是以空、離來表示自性﹔

自性空並非沒有自性。

云何本性空？本性謂若有為法性、若無為法性，如是一切，皆非聲聞、獨覺、

菩薩、如來所作，亦非餘所作，故名本性。當知此中本性由本性空，非常非

壤，何以故，本性繭故。善現！是為本性堂口

云何無性自性空？無性自性謂諸法無能和令者性，有所和合自性。當知此中無

性自性由無性自性笠，非常非壤，何以故，本性繭故。善現！是為無性自性

堂。」（大正7 • 73a15-c21 ) 

27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73 ：「復次，善現，！若內空性本性不堂，
若外笠、內外堂、空笠、大笠、勝義笠、有為笠、無為奎、畢竟堂、無際笠、

散無散堂、本性空、自共相笠、一切法堂、不可得堂、無性堂、自性堂、無性

自性生性亦本性不笠者，貝1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渡羅蜜多時，不應為諸有情

說一切法皆本性空，若件是說，壤本性堂。然本性生理不可壤，非常非斷。所

以者何？本性空理無方無處，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如是空理，亦名法住，此

中無法，無眾無散，無減無增，無生無滅，無淨無不淨，是－切法本所住性。

諸菩薩摩訶薩安住其申，求趣無上正等菩提，不見有法有所求趣，不見有法無

所求趣，以一切法都無所住，故名法住。」（大正7 • 398a13-26) 

28 ﹛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6 （大正27 • 29c23 ）。

”( 1) 《摩訶般若渡羅蜜經〉卷2 ：「舍利弗！有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
時，修神通渡蘿蜜，以是神通渡蘿蜜，受種種如意事：能動大地﹔變一身

為無數身，無數身還為一身﹔ i港顯自在，山壁樹木，皆過無礙，如行空

中﹔履水如地，、凌虛如鳥，出沒地中，如出入水﹔身出煙燄，如大火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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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世俗自性空（無世俗自性） (p.184) 

卜由於「假名無實」’「虛妄無實」’與空的空虛義相關聯，而自

性空有了無世俗自性的意義，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4 （大

正8 • 398b25-27 ）說：

「是名，但有空名，虛妄臆想分別中生。......此事本未皆魚，自性生故」。

2 、「自性空故」’唐譯本作「自性皆空」 30 ，更顯出都無世俗自性

的意味。如說：

「但有假名，都無自性。．．．．．．以色處等典名，俱自性空故」訕。

身中出水，如雪山水流﹔日月天穗，威力難當，而能摩桐﹔乃至梵天，身

得自在。亦不著是如意神通，神通事及己身，皆不可得﹔自性生故，自性

離故，自性無生故。不作是念：裁得如意神通，除為薩要若心。

如是，今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渡轟賽時，得如意神通智證。是菩薩以

夭耳淨，過於人耳，開二種聲：夭聲、人聲。亦不著是夭耳神通，天耳典
聲及己身，皆不可得﹔自性空故，自性離故，自性無生故。不作是念：我

有是天耳，除為薩婆若心。」（大正8 ' 228bl-17) 
(2）《光讀經〉卷2 ：「佛告舍利弗：或有開士大士，修於神通至度無極，無

央數神通因緣之事。．．．．．．其神足亦無所得亦無精逸，起亦無所想亦無念
者。興自然堂，自然空者則為泉寞，其自然者亦無所起。又如斯者，不發

神足及神足行。唯以專思諸通慧事，是開士智度無極神足證慧神足所由。

佛告舍利弗：其間士大士，淨於夭耳越夫人耳。得閉一一音諸夫人聲，亦
不想念天耳之種。不作是念我聞其聲，亦無所得回自然之堂，自然在寞，

其自然者，則無所起，亦無所得，亦無所念。亦不自念我得天耳，唯以志
於諸通事。開士大士，是為行智慧度無極天耳詮慧神通之行。」（大正

8 • 159b23-c14) 
30 ｛大般若搜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71 : 
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渡蘿蜜多，悲願東心方便善巧，教令遠離作如是言：

「名」是分別妄想所起，亦是軍緣和合假立，汝等於中不應執著，「名」無實

事，自性皆空，誰有智者執著空法？如是善現！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渡蘿

蜜多，方便善巧，為諸有情說遺「名法」。（大正7 • 386all-17) 

3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22:
復次，舍利子！尊者所問「何緣故說諸菩薩摩訶薩，諸菩薩摩訶薩但有假名，

都無自性」者，舍利子！以諸菩薩摩訶薩名唯客攝故。

時舍利子問善現言：何緣故說，以諸菩薩摩訶薩名唯客所攝？

善現對曰：舍利于！如色名，唯客所攝，受想行識名亦唯客所攝。所以者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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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l盼著自住空」漸演化為「世俗的無自住空」（p.184- p.186) 

「勝義的自性空」’漸演化為「世俗的無自性空」’還可以從空的

類集中得到證明。

（一）〈中本般若〉十六空中，不包含「自性空」

〈中本般若〉立十六空，是在十四空以下，增列「無性空」（

abhava-siinya:攝）與「無d性自性空」（油ihava-svabhava-siinya:攝），土

六空是沒有「自性空 l 的。

（二）十六空或十八空之後再立的「四空」中，提到「自性由自性空」（

勝義自’陸空）

然〈中本般若〉，無論為十六空，或十／涅（〈上本〉立二十空），

在說十六或十八空後，都更說四種空：

「復次，須菩提！法〔有性〕法相室，無法〔無性〕無法相笠，

自法〔自性〕自法相堂，他法〔他性〕他法相室。」 32

自法自法相空，就是「自性由自性空」。所說的自性空，是：「是

（自性）笠，非如作，非見作」 33 。非知所作，非見所作，也非餘

人所作的問性空，正是本來如此的勝義自性空。

（三）成立「十八空」時，增列了「自性空」（世俗自性空）

一直到成立十八空（與〈大般若經﹜（第二分〉相當），才在無性空

色非名，名非色﹔受想識非名，名非受想行識。色等中無名，名中無色等，非
合非散，但假施設。何以故？以色等典名，俱自性空故，自性空中，若色等若

名，俱無所有不可得故。舍利子！菩薩摩訶薩名亦復如是，唯客所攝，由斯故

說諸菩薩摩訶薩但有假名，都無自性。（大正7, 119位－11)

32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
復次，須菩提！法法相笠，無法無法相室，自法自法相空，他法他法相空。

何等名法法相空？法名五眾，五眾生，是名法法相室。

何等名無法無法相宣？無法名無為法，是名無法無法相室。

何等名自法自法相空？諸法自法堂。是笠，非如作，非見作，是名自法自法相堂。

何等名他法他法相生？若佛血，若佛未出，法住、法相、法位、法性、如、實

際，過此諸法堂，是名他法他法相堂，是名菩薩摩訶薩摩訶衍。（大正

8 • 250c28-25la8) 

33 同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 （大正8 • 250c28-25la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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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無性自性空間，增列自性堂。 34這三種空，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卷5 （大正8 '250c21-27）說：

「何等為無法〔無性〕空？若法魚，是（無法）亦笠，非常非滅故。」

「何等為有法〔自性〕空？有法名諸法和合中有自性相，是有法笠，

非常非滅故。」

「何等為無法有法〔無性自性〕空？諸法中無法，諸法和合中有自

性相，是無法有法室，非常非滅故。」 35

無法有法空，依經文說，是無法〔無陸〕與有法〔自性〕的合觀為空。

所以〈大智度論〉以為：與內空、外空、內外空一一初三空一樣：「十

八空中，初三空破一切法，後三空亦破一切法」 36 。

叉如《光讚般若經〉說：「一切諸法皆無所有，悉為自然〔自

34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三章第四節（空之發展與類集） p.161-

p.162 「十四空、十六空、十八空、二十空對照表」。

35 ＜大智度論〉卷31 ：「無法空、有法笠、無法有法空者，無法空者，有人言：
無法，名法已滅，是減無故，名無法室。有法宣者，諸法國緣和合生，故有

法，有法無故，名有法堂。無法有法空者，取無法有法相不可符，是為無法有

法宜。復次，觀無法有法笠，故名無法有法宜。復次，行者觀諸法：生、滅，

若有門、若無門，生門生喜，滅門生憂。行者觀生法空則減喜心，觀滅法空則

減憂心。所以者何？生無所得，滅無所失，除世間貪憂故，是名無法有法堂。

復次，十八空中，初三品堂，破一切法﹔後三空，亦破一切法。有法堂，破一

切法生時、住時﹔無法笠，破一切法滅時﹔無法有法笠，生滅一時俱破。

復次，有人言：過去、未來、法笠，是名無法空﹔現在、及無為法笠，是名有

法堂。何以故？過去法減失、變異歸無﹔未來法國緣末和令，未生、未有，未

出、未起，以是故名無法。觀如現在法及無為法現有，是名有法。是二俱笠，

故名為無法有法堂。

復次，有人言：無為法無生、住、識，是名無法﹔﹔有為法生、住、滅，是名有

法。如是等堂，名為無法有法堂。是為菩薩欲住內空乃至無法有法堂，當學般

若渡羅蟹。」（大正25 • 296a10-b2) 
36 ＜大智度論〉卷31 ：「復次，十八空中，初三室破一切法，後三章，亦破一切
法。有法笠，破一切法生時、住時﹔無法笠，破一切法滅時﹔無法有法笠，生

滅一時俱破。」（大正詣， 296a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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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37 是以一切法無性而顯自性。

〈摩訶般若經〉說：「諸法亦如是無自性，舍利弗！諸法和合生故

無自性」。 38

唐譯《大般若經〉作：「諸法都無和合自性，何以故？和合有法自

性空故」。”

諸法和合生，所以沒有自性，這是無自性的自性空﹔也與眾緣和合

生故無自性，緣起的無自性空相同。

但在《般若經〉中，這還是十八空的一空，把撞這一原則而徹底發

揮的，那是龍樹的緣起（無自性故）即空了。

37 ｛光讀經〉卷9:
是故舍利弗’所言吾我患無所有，一切諸法亦無所有，悉為自然。所以者何？

自然無合無散。舍利弗問須菩提：「何謂自然無合無散？」

答曰：「色、痛萍、思想、生死、識者，用自然故無合無散。眼、耳、鼻、舌、

身、意六情，所受所生痛痺所令，悉為自然無合無散，六連蘿蜜亦無合無散悉為

自然。是故會利弗！一切諸法皆無所有悉為自然。」（大正8 '206c5-12) 
38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7 ：「舍利弗！我說如載名字，草地亦畢竟不生。如舍利

弗所言，如我，諸法亦如是無自性，舍利弗！諸法和舍生故無自性。舍利弗！

何等和舍生無自性。舍利弗！色和舍生無自性，受、想、行、識和合生無自

性。目良和合生無自性，乃至意和合生無自性。色乃至法，眼界乃至法界，地種

乃至識種，自民觸乃至意觸，自民觸因緣生受乃至意觸因緣生受，和合生無自性。
檀那渡羅蜜乃至般若渡羅賽，和令生無自性，四念處乃至十八不共法，和舍生

無自性。」（大正8 ' 269a22-b3) 
39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22 ：「復次，舍利子！尊者所問『何緣故
說諸法亦繭，畢竟不生，但有假名，都無自性』者，舍利子！諸法都無和合自

性。何以故？和合有法自性空故。」（大正7 ' 121c2-5) 



第八節空與一切法 319 

第三章《般若經》一一甚深之一切法空

第八節 堂與一切法（p.188～p.194)

釋厚觀（2005.5.25)

一、空與一切法之關係（ p.188-p.189) 

空與一切法之關係，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 1 （大正

8 ' 538bl2-20 ）說：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菩薩如是學為學何法？

佛告舍利弗：菩薩如是學於法無所學。何以故？舍利弗！主萱遠

不爾如凡夫所著。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今云何有？

佛言：如無所有如是有﹔如是諸法無所有（凡夫不知），故名無

盟。凡夫分別無明、貪著無明，墮於二連不知不見，於無法中憶

想分別、貪著名色。因貪著故，於‘無所有法不知、不見、不出、

不信、不住，是故墮在凡夫貪著數中。 1

如凡夫所知的，以為如何如何的一切法，都是有所取著的﹔一切法的

實相，並不如凡夫所著的那樣。

1 ( 1) 參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3 （大正8 • 238c19-239a14 ）。
(2) （大智度論〉卷的（大正筍， 375a2-28) : 
今利弗間佛：菩薩能如是行畢竟真淨道，為學何法？為得何法？

佛答：能如是學，為無所學，無所得。

問曰：菩薩用是畢竟笠，學六波羅簣，乃至十八不共法，云何言無法可

學？

答曰：此中佛自說：諸法不如凡人所著。凡夫人心有無明、邪見尊結使，

所閣、所見、所知，皆其法相﹔乃至開佛說法，於聖道中、果報中皆著，

汙接於道。

令利弗白佛言：若凡夫人所見，皆是不實，今是諸法云何有？

佛言：詩法無所有﹔凡夫人於無所有處，亦以為有。所以者何？是凡夫人離

無明、邪見不能有所觀，以是故說著無所有故，名為無明﹔譬如生拳以誰小

兒，小兒著故，謂以為有。舍利弗問佛：何等法無所有，著故名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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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弗問佛：那末一切法是怎樣的呢？

佛說：一切是無所有而有的，凡夫不知道，以為是一般所知那樣的，

所以說是無明。無明是眾生的根本迷惑，也就是生死流轉的根源。

這一問答，表示了二方面：

一、眾生以為如是如是有的，是迷執的生死。

二、聖者知一切無所有，是解脫。

這就符合早期的二諦說，如〈中論〉「青目釋」說：

世俗諦者，一切法性堂，而世間顛倒故生虛妄法，於世間是實。

諸賢聖真如顛倒性故，如一切法皆空無生，於聖人是第一義諦，

名為實。 2

二諦說，到「中本般若」的「後分」’大大的應用起來。依《般若

經〉說：

第一義諦一一勝義諦是沒有倒可差別可說的。

為了方便說法，不能不說二（相對的），不立二就一切無可說了。 3

所以有名相安立的一切法，及不落名相的勝義。

佛答：色乃至十八不共法，是中無明愛故，憶想分別，是明、是無明，墮

有邊、無邊，失智慧明。失智慧明故，不見、不知色畢竟空無所有相，自

生憶想分別而著，乃至識車、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緣﹔或間善法，所

謂六渡蘿蜜，乃至十八不共法，亦如世間法，憶想分別著聖法亦如走。以

是故，名墮尺，夫數，如小兒，為人輕笑。如人以指示月，意者但看措，不

看月﹔智者輕笑言：汝何不得示者意！指為如月因緣，而更看拍不知月。

諸佛賢聖it凡夫人說法，而凡夫著音聲語言，不取聖人意，不得實羲﹔不

得實義故，還於實中生著。

2 ﹛中論﹜「青目釋」卷4 ＜如來品第22) （大正30 • 32c20-23 ）。

3 ﹛摩訶股若波羅蜜經》卷22 （大正8 • 378c9-18) : 
佛言：「菩薩摩訶薩，以世諦故，示眾生若有、若無，非以第一義。」「世

尊！世諦、第一義諦有其耶？」「須菩提！世諦、第一義諦無異也。何以故？

世諦如，即是第一義諦如。以眾生不知、不見是如故，菩薩摩訶薩以世諦示，

若有、若無。復次，須菩提！眾生於五受陰中，有著相故，不知無所有，為是

眾生故，示若有、若無﹔令知清淨無所有。如是，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應當

作是行般若渡蘿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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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勝義的異名（p.189)

（一）勝義，「下本般若」多依真如（包也a揖）立論，也有名為法性

(dh訂mata）的，如說：「法性唯一，無二無三﹔是性亦非性、非

作」。 4

「中本般若」的「前分」’「後分」’多稱為法界（ dhanna

dha個）、實際（bhii尬。科），也有稱為法住性的。

（二）在「真如」的十二異名5中，空與無相沒有計算在內，但也一再說
到無相，如說：「是一切法皆不舍不散，無色、無形、無對，一相

所謂無相」 6

空也被稱為空相，如說：「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

增不減」 7 。

三、一切法皆空（ p.189-p.193 ) 

一切法皆空一一一切法與空，應怎樣的去如實信解？如《大般若波羅

蜜多經〉（「第二分」）卷403 （大正7 • 14a7-26）說：

〔標宗〕

舍利子！諸色笠，位非色﹔諸受、想、行、識笠，位非受、想、

行、識。

4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4 （大正8 ' 552a20-21 ）。男參見﹛放光般若經〉卷

9 （大正8 ' 65bl5-28 ）。

5 (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3 （大正5 ' 13b28-cl) : 
若菩薩摩訶薩，欲通違一切法， 1) 真如、 2）法界、 3 ）法性、 4）不虛妄

性、 5）不變異性、 6）平等性、 7）離生性、 8）法定、的法住、 10）實

際、 11 ）虛空界、 12 ）不思議界，應學般若渡轟蜜多。

(2) （大艘若波羅蜜多經〉卷4 （大正5 ' 19b4-6) : 

裁當安住1 ）真如、 2）法界、 3）法性、 4）不虛妄性、 5）不變異性、

6）平等性、 7）離生性、 8）法定、 9）法住、 10）實際、 11 ）虛空界、

12）不恩戴界。

6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2 （大正8 • 382a6-7 ）。

7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 （大正8 ' 223a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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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義〕

何以故？舍利子！諸色堂，彼非變礙相﹔諸受笠，彼非領納相﹔諸想

笠，彼非取像相﹔諸行堂，使非造作相﹔諸識堂，使非了別相。何以

故？舍利子！色不異笠，室不異色，色即是笠，空即是色﹔受、想、

行、識不異室，空不異受、想、行、識，受、想、行、識即是笠，空

即是受、想、行、識。

〔結成〕（結論）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禁不淨，不增不識﹔非過去，非

未來，非現在。

如是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自民處，無耳、鼻、舌、身、意

處﹔無色處、無聲、香、味、觸、法處﹔無眼界、色界、眼識界，無

耳界、聲界、耳識界，無鼻界、香界、鼻識界，無舌界、味界、舌識

界，無身界、觸界、身識界，無意界、法界、意識界﹔無無明，亦無

無明滅，乃至無老死毯歎苦憂惱，亦無老死愁歎苦憂惱滅﹔無苦聖

諦、無集、滅、道聖諦﹔無得、無現觀﹔無預流、無預流果，無一

朱、無一來果，無不遠、無不遠果，無阿羅漢、無阿羅漢果，無獨

覺、無獨覺菩提，無菩薩、無菩薩行﹔無正等覺、無正等覺菩提。

這就是一般最熟悉的：（如〈心經〉所說的）「色不異笠，空不異

色，色即是堂，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的教說。這

一教說，「中本般若」一再的說到8 ，而上面所引的，與《股若波羅蜜

多心經） 9最接近，所以引述這段文來解說。

8 （摩訶般若渡羅蜜經〉卷 1 （大正8 • 221c-223a）﹔叉卷3 （大正 8 • 235a-

237b）﹔叉卷4 （大正8, 240b）﹔參閱卷24 （色等與法性﹝界﹞對論）（大正

8 I 400a）﹔卷25 （色等與「本」性空對論）（大正8 '403b ）。

9 玄英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大正8 • 848c4-23) :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蓮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

不異盒，童不異色﹔色即是笠，宣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走。舍利

于！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識。是故空中無色，無受、

想、行、識﹔無回民、耳、鼻、苦、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

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畫﹔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

集、滅、道﹔無智亦無符。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墟，依般若渡蘿蜜多故，心無

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若述

蘿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說三菩提。故知般若渡蘿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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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文字，明色、受、想、行、識一一五蘊空，然後依空明一切法

不可得。五蘊，主要是每人（一切眾生）的身心自體，廣義是包含

了器世間的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可說是一切現象界的分類一一五

類聚。為了丈字的簡約，且依色蘊來說。

全文可分三節：標宗，明義，結論。

（一）標宗

「諸色笠，彼非色」’是標宗。

卜菩薩與般若波羅蜜相應，就是「空相應」。為了要闡明般若波羅蜜

照見的空義，所以揭示了「諸色笠，彼非色」的宗耍。

2 、色是一般所說的物理現象（其他回蘊，是心理現象的分類）。一般

所知的色法，是本性空的10 ﹔本性空的，也就是非色。這二旬，或

作：「是色非色笠，是色空非色」 11 。這是說：色是非色的，所以

色是空﹔色是空的，所以是非色。反復說明，而意義還是相同的。

（二）明義

「何以故」下，是明義。

卜諸色空，彼非變礙相

為什麼「色空非色」呢？「諸色空，往非變礙相」’約自相空說。

為什麼知道有這樣那樣的法？

「以相故知」’相是一一法的特徵，以不同的相，知不同的法。如

「變礙」是色相：「變」是變異﹔「礙」是物質佔有一定的空間，

有此就不能有彼。如部派佛教者說：色，分析到最微細的物質點，

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述蘿蜜多咒，
即說咒曰：揭諦揭諦，渡羅揭諦，渡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10 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730-p.73 l : 
「唐譯二分本」作：「色自性堂，不由空故，色空非色。色不離堂，堂不離

色﹔色即是笠，空即是色」等（〈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02 ，大

正7 • llc）。「色自性章，不由空故」’是「本性室」，不是因為室的觀察而
成為生的。

11 《大般若渡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09 （大正7 , 47a28-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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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極微，極微是不可析、不可入的，與古代的原子說相間，不可

入就是「礙」。

一般所說的變異與質礙相，大乘法是加以否定的12 。沒有變礙的決

定相，那怎麼說是色呢？所以，沒有變礙相一一相空，也就是空非

色了。

2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何以故？舍利子！色不異笠，空不其色，色即是堂，空即是色」 13 ' 

是進一層的解明空義。

12 ( 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443 （大正7 '231c8-9) 
一切法相如來如實覺為無相。謂變礙是色相，如來如實覺為無相。

(2）聖芙菩薩本，護法菩薩釋〈大乘廣百論釋論〉卷1 （大正30 • 191al5-22) 
頌曰：徵若有東方，必有東方分，桂徵若有分，如何是桂微？

論曰：是諸種微既有質礙，日輪續舉舒光觸時，東西兩邊光影各現。逐日

光移，隨光影轉，承先發彩，處既不同，故知極微定有方分。既有

方分，便失極徵，如是極微即可分析，應如A物非實非常，違法論

宗極微無方分、常住、實有、造世間萬物。

13 ( 1 ）參見印順法師著《般若經講記｝ p.179-p.183 : 
不異即不離義，無差別義。色離於笠，色即不成﹔：空離於色，空亦不顯。
色堂、空色二不相離，故說「色不異堂，堂不異色」。有人聽了，以為堂

是沒有，色是有，今雖說二不相離而實是各別的，空仍是堂，色仍是色。

為除此種計執，所以佛接著說：「色即是室，空即是色」。即表示空色二
不相離，而且相即。

佛法作如是說，有其特殊意教。印度的－分學者，以為「涅槃典生死，煩惱

與菩提，是不相同的兩回事，離了生死才能證得還槃，離了煩惱才能獲得菩

提。生死和煩惱是世間雖紮法，涅槃、菩提走出世清淨法，染淨不同，何得

相即？」．．．．．．一分學者依佛所說，去持我修定淨除煩惱，體驗得「超越」現

象的，以此為涅槃口於是，以為世間和涅槃，是不同性質的。在修行的時

候，對於世間法，也總是遠離它，放身山林中去，不肯入世作度生的事業。

這種偏於自了的超越境，是不究竟的，所以被斥為沈笠、滯在者。

真正的涅槃堂皇，是要在宇宙萬有中，不離宇宙萬有而即是宇宙萬有

的。．．．．．．即於世間利生事業中去體驗真理，淨化自己。古告說，：「佛法在

世間，不離世間覺。」覺悟即在世間法而了達出世法，由此大乘能入世度

生，悲智雙運。有所得的小乘，體驗到偏於「超越」的，於是必然地走入

厭離世間的道路。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裡，講到「色不異堂，堂不具

色﹔色即是堂，堂即是色」峙，即以《中論〉生死涅槃無別去解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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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不異室，空不異色」，或f乍「色不離堂，堂不離色」 14 。

空是涅槃的異名，〔外人〕或以為「空與色是相對的，涅槃空是離

色、滅色而後空的」。所以〔經〕進一步說：上文的「色空非

色」’是本性空。色如幻如化，沒有決定性的相，色相空，所以說

「非色」。

沒有決定性的相，宛然似有，當體即空﹔色與空不是離異的，而是即

色明空的。即色是空，就是色的本性空。

般若大乘的特色，是一切法本空，本性清淨，也就是世間（五蘊，生

死）即涅槃。如〈大智度論〉’舉《般若經〉的「色即是堂，空軍F是

色」，而引《中論〉頌說：「涅槃不異世間，世間不異涅槃’涅槃

際、世間際，一際無有其故」 15 。這就是「色空位非色」的進一步說明。

從理論上說，色（一切法也如此）是因果法，凡是依於因緣條件而有的，

就必歸於堂。如把因果法看成是有實自性的，即不成其為因呆了。因法的

自性實有，即處法法本來如是，不應再藉因緣而後生起﹔若必仗因緣而能

生起，那法的自性必不可得。由此，一切呆法都是從因緣生，從因緣生，

呆法體性即不可符，不可得即是空，故佛說，一切法畢竟堂。

反之，果法從因緣有，果法的作用形態又不即是因緣，可從國緣條件有，

雖有而非實有，故佛說，一切法緣起有。可知色與笠，是一事的不同說明：

所以色即是盒，章即是色。常人於此不了解，以為堂是沒有，不能現，起一

切有。不知諸法若是不笠，不空應自性有，即一切法不能生。這樣，有處

永遠是有，無處永遠是無。但諸法並不如此，有可以變而為無，無的也可

由因緣而現為有，一切法的生滅典有無，都由於無自性畢竟堂而得成立。

性堂一一無不變性、無獨立性、無實在性，所以一切可現為有，故龍樹菩

薩說：「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本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所
說：色即是笠，空即是色，即說明此生色不相礙而相成的道理。．．．．．．畫是

一切法普遍而根本的真理，大至宇宙，小至微塵，無不如此，即無不是緣

起無自性的。能在一法違法性笠，即能於一切法上通達了。

(2）參見印順法師著《佛法是救世之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p.189-

p.208 。

14 （摩訶般若渡羅蜜經〉卷3 （大正8 '237b20）﹔〈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

分〉卷409 （大正7 • S0c2 ）。
的 (1) （中論〉卷4 ＜觀涅槃晶第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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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成

「是諸法空相」以下，是結成。

卜諸法空相

般若法門，從信解一切法空，經柔順忍而無生法忍16 ，得到與涅槃

同一內容的深悟（不過通達而不證入）。般若是聖遁的實踐，不是

深玄的理論，所以般若相應，只是一切法本性空的觀照，目的是空

（性）相的體悟。所以先標「色空非色」（等），再從色（等）相

空而明即色是空，然後結歸正宗，而表示一切法空相。

空（性）相，是超越名、相、分別，不落對待，實是不可說的。如

《摩訶般若經〉說：「一切法不可說，一切法不可說相即是空，是

空不可說」 17 。所以名為空相，也只是佛以方便假說而已。

「涅槃與世間，無有少分別，世間與涅槃，亦無少分別。」（大正

30 • 36a4-5) 
「涅槃之實際，及與世間際，如是二際者，無毫釐差別。」（大正

30 • 36a10-11) 
(2）《大智度論〉卷的：「聲開辟支佛法中，不說世間即是涅難。何以故？智

慧不深入諸法故。菩薩法中說世間即是涅槃，智慧深入諸法故。如佛告須

菩提：『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即是堂，空即是受想行識﹔空即

是涅槃，涅槃即是室。』〈中論〉中亦說，：『涅槃不異世間，世間不異涅

槃，涅槃際世間際，一際無有異故。』菩薩摩訶撞得是實相，故不厭世

間、不無洹槃。」（大正25 , 197c29-198a9) 
16 (1) ｛大智度論》卷86 ＜釋遍學晶第74）：「菩薩先住室且盡中，學無生、無

滅，亦非無生、非無減﹔離有見、無見、有無見、非有非無見等，連童產生

論，得無生忍。」（大正25 ' 662b26-29) 
(2) ｛大智度論〉卷74 ＜釋轉不轉品第56之餘〉：「是未得阿幹跋致者有二

種：一者、信少疑多﹔二者、提少信多。疑多信少者，於讀誦經人小勝信

多疑少者。若得禪定即時得金盤且，未斷法愛故，或生著心、或還退沒。

是人若常修習此案1頓忍，柔順忍增長故斷法愛，得無生忍入菩薩位。」

（大正筍， 580位4-bl)

(3 ）參見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 p.85 ：「般若的體悟法性，名為得無

生法忍﹔如－切法實相而不證（證入，就成為聲間的阿羅漢了），登阿輯

跛致位一一不退轉。以前，名美）I頂忍。」

17 ｛摩訶般若渡羅蜜經〉卷17 （大正8 • 345cll-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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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上提出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滅，及非未來等三世，以表

示空相。

2 、不生不滅

生是生起，是有﹔滅是減去，是無，約法體的存在與不存在說。但空

相，不可說是有是無﹔非先無而後有，也非先有而叉後無的﹔丕主丕

滅，表示了超越有無、生澈的相對性。

3 、不垢不淨

垢是雜染，淨是清淨，約法的性質說。空相，本無所謂雜染與清淨

的。經上或稱為清淨，也是佛的方便說，如〈大智度論〉說：「畢竟

笠即是畢竟清淨，以人畏笠，故宮清淨」 18 。依方便說，空性也是在

纏而不染，出纏而非新得清淨的。所以不垢不淨，超越了染淨的

扭豈宜。

4 、不增不滅

增是增多，減是減少，約法的數量說。空性無數無量，所以丕豐丕

滅，超越了增滅的相對性。

5 、非未來，非過去，非現在

空性異韶載時間相自旬，所以說「非未來，非過去，非現在」。

6 、無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四諦、十二蜂起

「是空不可說」’說空相不生不滅等，還是依超越世俗所作的方便

說。空（性）相思量樣的，所以接著說：「是空（相）中無色」等五

蘊，無十二處，無十八界，無四諦，無十二緣起。

7 、無得、無現觀﹔無三乘聖者，無聖果

「無得無現觀」’就是《心經〉所說的「無智亦無得」﹔現觀是現證

智。沒有智，沒有得，所以「無預流，無預流呆﹔......無阿羅漢，無

阿羅漢果」一一沒有聲帶帥聰鹽，及何關軸押噪。無漪覺聖者，無

證得的獨覺菩提﹔無菩薩（人），無菩薩行﹔無正等覺（者），無正

等覺菩提。三乘人、法，空性中是不可得的。

18 ｛大智度論》卷的（大正25 • 508c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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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文字，與《心經〉的主體部分，完全一樣，只是《心經》要簡

略些。如「照見五蘊皆空」，到「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與

「諸色（等）笠，使非色」，到「空即是受、想、行、識」相當。既

然「無智無得」，有智有得的三乘聖者與聖法，當然也不可得而不妨

簡略了。

四、般若遁的實踴（p.193)

般若道的實踐，是依一切法而觀為一切皆空，不離一切而超越一切。

如實的體悟，如《大智度論〉說：「般若渡蘿蜜能減諸邪見、煩惱、

戲論，將至畢竟空中」 19 。

唯識宗雖解說不同仰，而艘若真見道21時，也是沒有倒可相可見可得的。

19 ｛大智度論〉卷71 ：「般若渡蘿蜜龍滅諸邪見、煩惱、戲論，將至畢竟空中﹔

方便將出畢竟空。」（大正詣， 556b26-27)

m參見印順法師著《如來藏之研究） p.90: 
「般若法門」在開展中，漸演化為不同的二流：一、在現證時，一切戲論、一

切幻相都不現前，如清辨引〈般若經〉說：「慧眼都無所見」。這是「般若法

門」的本義，如瑜伽師不許團成實性是笠，而在根本智證真如一一真見道中，

也還是一切依他幻相混滅不現前的。二、西藏傳說，有二宗，在於現境斷絕戲論

的「極無所住」（如上所說）外，還有現起典堂在無礙的「建成如幻」。這二

索，在中國佛學中，就是證真空典中道了口

21 ( 1 ）參見印順法師著《辨法法性論講記〉﹛華雨集第一冊） p.261-p.262 : 
在修行的五位（資糧位、加行位、見道位、修道位、究竟位）中，經費糧

位到加行位，修到世第一法，下一剎那，真正的智慧現前了，正見現前，

名為見道。見道有二：一為真見道﹔二為相見道。

正見是真見道，如〈般若經〉說：「慧眼於一切法都無所見。」真正的般

若現前，一切的法都不現前。這就是畢竟生性，或名真如，或名法性。無

能取、所取，無能詮、所詮’平等平等。．．．．
菩薩在定中真見道，－切法都不可符，從真見道自定後，從般若起方便，

或名後得智。．．．．．．通達空性是什麼瓏的，在後得智中，以世間語言、思想

表達出來。法性是這樣那樣，其實這已不是真實的，因為有相可符，所以

名相見道。

真見道峙，般若是無相的，沒有一切相，空相也沒有。當時是一切相不可

符，唯識家如此說，中觀家也如此說。真見道證得真如，真如就是法性。

沒有虛妄的，名「真」﹔這虛妄的有能取、所取的對立，能詮、所詮的差

別，觸證得無二無別的，所以名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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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依一切法而深觀一切法空，到如實通達時，「一如無二無別」鈕，

「譬如種種色身，到須彌山王邊，皆同一色」 23 。《般若經〉所說的

「空中無色，．．．．．．無等正覺等正覺菩提」’正是這一意義。

(2）參見印順法師著〈寶積經講記） p.102: 
〈般若經》說：「華自民於一切法都無所見」’這就是真見道的現證，「是

名中道諸法實觀」。本經（﹛寶積經〉）的中道實觀，重於此（與〈般若

經〉同）。現證以後，起方便智﹔五地以土，才得真俗並觀的中道，那走

進一步的中道了。

(3)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04 ：「菩薩摩訶薩慧眼，不見有法若

有為、若無為，若有漏、若無誦，若世間、若出世間，．．．．．．。是菩薩摩訶

薩慧眼，不見有法是可見、是可閥、是可覺、是可識。」（大正7 • 2lc7-

16) 

22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6:
是深起若渡轟賽中如是說：「色即是薩婆若，薩要若即是色﹔乃至一切種智即

是薩要是套，薩要若即是－切種智﹔色如相、薩要是如相，是一如無二無別﹔乃

至一切種智如相、薩婆若如相，一如無二無別。」（大正8 • 334c20-25) 

23 《摩訶般若渡羅蜜經〉卷21 （大正8 • 369c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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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730-p.732 

第十章、般若波羅蜜法門，第二節、般若法義略論，第二項、〈空性〉

一切法本性是空的，一切法與空的關係，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說：

1 、「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離色亦無空，離受、想、行、識

亦無室。色即是堂，立即是色﹔受、想、行、識即是空，空即是

（受、想、行）識。．．．．．．諸法實性，無生無滅，無垢無淨故。」

（〈摩訶般若渡蘿蜜經〉卷1 ，大正8 • 22lb29-c5) 

2 、「色空中無有色，受、想、行、識空中無有（受、想、行）識。令

利弗！色空故無惱壞相，．．．．．．識空故無覺相。何以故？舍利弗！色

不異堂，堂不異色﹔色即是笠，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如

走。舍利弗！是諸法生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識。是空法非過去、

非未來、非現在。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佛亦

無佛道。」（〈摩訶投若渡蘿蜜經〉卷1 ，大正8 • 223a10-24) 

這二段經文，大同小異，《般若經〉是從觀五陰（蘊）一一色、

受、想、行、識起，次第廣觀一切法的。

以「色」為例，「空」中是沒有色的。如色是惱壞相（或作「變礙

相」），色空所以沒有惱患相。色與空的關係，被說為「不異」（不

離）、「即是」。色不是離空的，空也不離色﹔進一層說，色就是空，

空也就是色。一般解說為「即色即空」的圓融論，其實這是為了說明色

與空的關係，從色空而悟入「空相」（「空性」、「實性」）。「空

相」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滅的，所以「空相」中是沒有色，

甚至佛與佛道也不可得。

「唐譯二分本」作：「色自性空，不由空故，色空非色。色不離

空，空不離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等（《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

二分〉卷402 ，大正7 ' llc ）。

「色自性空，不由空故」’是「本性空」，不是因為空的觀察而成

為空的。「色空非色」’是般若的要義所在。色是空的，色空就不是

色，與「色無受則非色」﹔「色無生即非色」（〈小品般若波羅蜜經〉

卷1 ，大正8 • 537c ﹔ 539b）的意義一樣。所以經文的意義是：色是性空

的，「空」不是離色以外別有空，而是色的當體是空﹔空是色的本性，

所以「空」是不離色而即色的。從一般分別了知的色等法，悟入色等本

性空，「空」是沒有色等虛妄相的﹔一切法空相，無二無別，無著無

礙。般若是引入絕對無戲論的自證，不是玄學式的圓融論。

「色即是空，色空非色」，以這兩句為例來說，「色」是一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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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與「無相、無作、無生、遠離、寂滅」等，都是表顯涅槃的。然佛

的自證內容，是不能以名字來說，以心心所來了知的。為了化度眾生，不

能不說，說了就落於世俗相對的「二」法，如對生死謝里槃，對有為說無

為，對虛妄說其實，對有所得說無所得。佛是這樣說的，佛弟子也這樣的

傳誦結集下來，為後代法相分別所依據。然佛的自證內容，也就是要弟子

證得的，不是言說到瓏的（「二」）。

般若法門著眼於自證，指出佛所說的，一切但是名字的方便施設

（假）。立二諦來說明，「世諦故說，非最第一義，最第一義過一切語

言論議音聲」（〈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6 ，大正8'413c）﹔二諦表示

了佛說法的方便一一古人稱為「教二諦」。從文字言說來說，「色」與

「空」都是名字，都是「二」。

但佛說「空」’是從色（自）相不可得，而引向超越名相的，所以

「空亦不可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6 ，大正8 '407c）。「遠離有

為性相，令得無為世相，無為性相即是空。．．．．．．菩薩遠離一切法相，用是

空故一切法空」（《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6 ，大正8 '415c）。「空」是
表示超脫名相的，所以沒有空相，離一切法相（想）的。如取空相，就落

於對待的「二」，不合佛說的意趣了。從色相不可得而說色空，空不是與

色相對的（也不是與色相融的），而是「色空非色」而無二無別的。

經中一罔聞耳，從不關而引向不=1¥1平等，如〈廳司般若波羅蜜經〉說：

1、 「是有為性、無為性，是二法不舍不散，無色無形無對，一相，

所謂無相。佛亦以世諦故說，非以第一義。．．．．．．是諸有為法、

無為法平等相，即是第一義。」（〈摩訶般若波羅密經〉卷

26 ，大正8 '415b) 

2、 「諸有二者，是有所得﹔無有二者，是無所得。．．．．．．不從有所得

中無所得，不從無所得中無所得。須菩提！有所得無所得平

等，是名無所得。」（《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1 ，大正

8 ' 373c-374a) 

從相對而引向超越絕對，離名相分別而自證，就是「無二」、「平

等」、「一相」’這是不可施設而但可自證的（其實，自證一一能證、

所證、證者，也是不可施設的）。這就是佛說「涅槃」、「菩提」

「無為」、「空」的意義，所以說：「是名第一義，亦名性空，亦名諸

佛道」﹔「畢竟空即是涅槃」（〈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筍，大芷

8 '403a ﹔ 401b）。以種種方便，勘破「但名無實」’「虛妄億想」，而

契入絕對超越的境地，是﹛般若經〉義，也是「空」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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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般若經》一一甚深之一切法空

第九節 法空如幻（p.194～p.200)

釋犀觀。005.6.1)

一、《般若經》的宗要：即一切法而超越一切法（ p.194-p.195) 

〈般若經〉的宗要，是即一切法而超越一切法。「超越一切」的實

義，名為空，性、法性等。「是第一義，實無有相，無有分別，亦
無言說。」 1

（一）無有相，所以一切法無可示。

（二）無有分別，所以一切法不可分別。

（三）無有言說（名），所以一切法不可說。

※離名、離相、離分別的「諸法空相」’當然是一切不可得的。 2

二、《般若經》中，由於說「一切法無所得」而引起的問題（p.195)

〈般若經〉開示菩薩的般若行，教學菩薩行的，應怎樣的不著一切，

以無所得，而能度眾生，成佛道。但在世俗心中，不免引起疑惑。

在「中本般若」的「後分」 3 中，就不斷的提出種種疑問：

I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4 （大正8 ' 397bl8-19）﹔另參見《大智度論〉卷

的（大正25 ' 686a5-6 ）。
2 印順法師著〈學佛三要｝ (p.202）：「語言，文字，思想，都不是事物本身，

所以要真實髓，悟－切法本性，非遠離這些相一一離心緣相，離語言相，離文字

相不可。《中論〉也說，：『心行既息，語言亦滅。』因為如此，法性不但是離

名言的，離分別的，離相的，而且唯是自覺的，不由他悟的一一『自知不隨

4也』。」

3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139-p.140 ：依〈摩訶般若渡羅蜜經〉來說，全
經九十品，可以分為三分：

前分一＿ Ii'序晶』第 1 ...............「舌相晶』第 6

中分一一『三假品』第7 ............『累教品』第66

後分一一『無盡晶』第67 ............ If'囑累品』第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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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既然法也不可得，康生也不可得﹔沒有業報，沒有道果，沒有垢

淨，沒有修證，沒有名相﹔佛與佛法也不可說一一那為什麼要說？

2 、為什麼說有業報，有地獄，......菩薩、佛，有六度．．．．．．十八佛不共

法等差別？

3 、為什麼要發心，度眾生，莊嚴佛土，成佛？

在「後分」中，說到那裡，就問到那裡，解說到那裡。一層層的問

題，問題的所以成為問題，始終是一樣的，也就是「名相」與「無名

相」間的對立性。蝴蝶囉〉白嗎響，還是與修鞘目蔥，而牙還迴論的。

一、《般若經》對「一切法不可得，卻文說有業報、要修行、度康生」等

問題之解答（ p.195-p.197) 

（一）〈般若經〉以「二諦」作答（ p.195-p.196) 

卜依世俗諦假名方便說

( 1) 經上提出了二諦說，也就是一切言說，一切差別，說修行，說

凡說聖，都是依世俗諦說的。如說：「眾生（於）無法

（中）有法想，我以除其妄著（故說）。世俗法故說有得，

非第一義。」 4

(2）一切言說差別，是不能不是「二」一一相對的﹔為了教化，所

以方便的說有二諦，說種種差別是依世俗說的，不是實義。

2 、「世諦如」即是「第一諦如」

其實，「世諦、第一義諦無異也。何以故？世諦如即是第一義諦如。」 5

3 、「無所得」的真正意趣

相對的「二」’超越（絕對）的「無二」，如《摩訶般若波羅蜜

經〉卷21說：「諸有二者，是有所得﹔無有二者，是無所

得。．．．．．．不從有所得中無所得，不從無所得中無所得﹔須菩提！有

4 （摩訶般若渡羅蜜經》卷21 （大正8 , 374b26-28）﹔另參見《大智度諭》卷

的（大正25 , 645b28-29）。

5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2 （大正8 • 378cll-13 ）﹔〈大智度論》卷的（大正

25 ' 653b1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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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無所得平等，是名無所得。」 6

( 1) 相對的世俗，是二，是有所得，是眾生的取著處。

佛說無二、無所得，是一切無所取著的第一義一一勝義。

(2）但發心修行，要安住無所得。

「無所得」不在「有所得」中，「有所得」是有取著的。

也不能說「無所得」在「無所得」中，如有「無所得」可得，

那是落於相待，不是「無所得」了。

所以菩薩住無所得，以「無所得」為方便等，是不著「有所

得」而叉不著於「無所得」的。

(3）這樣，有所得（二）與無所得（無二），無二無別，平等平

等，這才是佛說「無所得」（無二）的意趣所在。

當然，稱之為無所得，終歸是不離假名的方便。

（二）〈般若經〉以「女臥7 、如化」等曾輸來說明「一切法不可得」（p.196)

〈般若經〉廣說一切法空，一切法清淨，一切法不可得等，意在即

一切法而超越一切。空、無所有等，並非什麼都沒有﹔也不是一切

法外，別有涅槃、真真口等。所以對於種種疑問，經上每舉如幻、如

化等譬喻。

譬喻，〈雜阿含經） 7就有了，如色如聚沫，受如水泡，想如陽

燄，行如芭蕉，識如幻事等。

〈般若經〉所舉的譬喻，先後不一，有「六譬」 8 ，「七譬」 9 ' 

6 （摩訶般若渡羅蜜經》卷21 （大正8 • 373c26-374a4 ）。

7 (1) （雜阿含經〉卷10 (265經）（大正2 • 69al 8-20）：「觀色如眾沫，受如
水土泡，想如春時敏，諸行如芭蕉，諸識法如幻，日種姓尊說。」

〈摩訶艘若波羅蜜經》卷20也引用到此經：「觀色如眾沫，觀受如泡，觀想

如野馬，觀行如芭蕉，觀識如幻。」（大正8 ' 367a21-23) 

(2）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二章第三節（無來無趣之生轍日幻） p.90 ° 

s 六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1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

電，應作如是觀！」（大正8 ' 752b28-29）﹔〈盼旬投若經〉卷14 （大正8 • 123c2弘

27）﹔卷 11 （大正 8' 82b16戶22）﹔卷 17 （大正 8 • 125al日7）﹔卷 17 （大正

8 ' 124a19-22）﹔〈摩訶般若波羅蜜的那（大凹， 249bl2-15）﹔卷23 （大正

8 ，諸如9-39隘的﹔卷26 （大函， 269c2的3）﹔卷27 （大函， 309c8-21 ）。

9 七譬：《放光般若經〉卷18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是法如夢，如響，



第九節法空如幻 335 

「九喻」 10 ，「十喻」 11等。《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序晶」，總列

為十喻。一、幻，二、（陽）焰，三、水中月，四、虛空，五、

響，六、提闡婆域，七、夢，八、影，九、鏡中像，十、化。

卜嘗喻之共通意義（ p.196-p.197) 

這些譬喻的共通意義，是：看也看到，聽也聽到，明明有這回事，

而其實卻是沒有的，根本沒有的。說他空、無所有，卻叉看得

聽得分明。

試舉一容易理解的陽焰12來說：地上有水分，經太陽光的照射，化

為水汽，在地面流動。遠遠望去，如一池水，在微波盪漾。口渴的

鹿見了，也會跑過去喝，所以或稱為「鹿愛」。 13

前方明明有水，微波盪漾，這是大家都見到的。但走到那邊，卻什

麼也沒有（水汽也是看不到的）。說沒有麼，遠遠的望去，還是水

波盪漾。

如幻，如化，如熱時焰，如光，如影？」（大正8 ' 125c7-8 ）﹔另參見〈摩訶

般若波羅蜜經〉卷26 （大正8 , 412bl 7 ）。
10 九喻：《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11 ：「若菩薩摩訶薩欲通達一切法如幻、如

夢、如響、如像、如光影、如陽焰、安口生花、如尋香城、安口變化事，唯心所現

性相俱堂，應學般若渡蘿蜜多固」（大正5 ' 58a26-29 ）﹔另參見《大般若按羅

蜜多經〉卷37 （大正5 , 204b19-20）﹔〈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36 （大正
5, 204b）。

11 十喻：〈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 ：「諸法如幻、女回去島、如水中月、如虛笠、如

響、如提聞要城、如夢、如彰、如鏡中像、如化。」（大正8 , 217a21-

23 ）﹔另參見〈大智度論〉卷6 （大正25 • 101c-105c）﹔參見印順法師著〈初

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734 ﹔〈空之探究｝ p.261 。

12 《大智度論〉卷 6 ：「如炎者，史以目光風動塵故，曠野中見如野馬，無智人初

見謂之為水。男相女相亦如是，結使煩惱目光熱諸行塵，邪惦念風，生死礦野

中轉，無智慧者謂為一相，為男、為女，是名如爽。復次，若遠見爽，想為

水，近則無水想。無智人亦如是，若遠聖法不知無我，不知諸法笠，於陰界入

性空法中，生人相男相女相﹔近聖法，則如諸法實相，是時虛言表種種妄想盡

除。以是故，說諸菩薩知諸法如爽。」（大正25 , 102bl-11) 

參見〈空之探究〉第二章第三節〈無來無趣之生滅如幻〉’ p.90 。

13 ｛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44 ：「有緣無智。．．．．．．若緣幻事、健違縛城，是旋

火輸、鹿愛等智，皆緣無境。」（大正27 , 228b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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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以水來說，見到水時，並沒有水的生起，不能說是有﹔過去

一看，水沒有了，不是水的減去，也不能說是無。陽燄是這樣的不

生不滅，非有非無’宛然現有而其實是空的。以陽燄作譬喻，一切

法也都這樣。

進一步說：有水，沒有水，由於遠處望去，或近處察看。陽燄的

水，並不是忽而有了，忽而沒有，陽燄一直是這樣這樣的，如如不

異。不能說是常住的，可也無所謂生滅。

不過這是譬喻，譬喻只能取其譬喻的意義而已。

2 、譬喻的不同解說（p.197)

十種譬喻，可以從種種方面作不同的解說，而主要是：似乎是有，

其實是空無所有的。

( 1) （大智度論〉說：「是十喻，為解空法故」﹔ 14 「諸法雖堂而有分

別，有難解笠，有易解笠，今以（十喻）易解空喻難解堂。」 15

所以，說幻、化等譬喻，是解了一切法空的。

(2）後代的瑜伽派，依〈解深密經） 16意而別為解說：虛空是譬喻圍成

實性的﹔幻、化等是譬喻依他起性的﹔別立空華喻，譬喻遍計所

執性。在羅什及以前的《盼帥、〈光動，是沒有空胡俞的。

14 ｛大智度論〉卷6 （大正25 • lOlclO）。

15 ｛大智度論〉卷6 （大正筍， 105cl-2）。

16 ｛解深密經〉卷2 （大正16 • 694a13-b6) : 
且喜義生！當如我依三種無自性性，密意說宮一切諸法皆無自性，所謂相無自性

性，生無自性性，勝義無自性性。

善男子！云何諸法相無自性性？謂諸法遍計所執相。何以故？此由假名安立為

相，非由自相安立為相，是故說名相無自性性。

云何諸法生無自性性？謂諸法依他起相﹒何以故？此由依他緣力故有，非自然

有，是故說名生無自性性。云何諸法勝義無自性性？謂諸法由生無自性性故，

說名無自性性，即緣生法，亦名勝義無自性性。何以故？於諸法中若是清淨所

緣境界，我顯示往以為勝義無自性性，依他起相非是清淨所緣境界，是故亦說

名為勝義無自性性。
復有譜法國成實相，亦名路義無自性性。何以故？一切諸法法無我性名為勝
義，亦得名為無自性性，是一切法勝義諦故，無自性性之所顯故，由此因緣，

名為勝義無自性性。
善男子！譬如畫花，相無自性性，當知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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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幻、化等是說有而不是空了。然論般若法門的本義，是

不宜依據這一別解的。

四、一切法如幻如化（p.198- p.199) 

《般若經》說甚深，一切法都是甚深﹔說清淨，一切法都是清淨﹔說

空、無所有，一切法都是空、無所有﹔說法性，一切法都是法性﹔說

如幻、如化，當然是一切如幻、如化。

（一）如幻、如夢

如〈經〉說：

我說，眾生如幻、如夢，須陀洹呆亦如幻、如夢，．．．．．．辟支佛道亦

如幻、如夢。．．．．．．我說佛法亦如幻、如夢，我說涅槃亦如幻、如

夢。．．．．．．設復有法過於涅槃，我亦說如幻、如夢。諸天子！幻、

夢（與）涅槃，無二無別。 17

這是「下本般若」，經文沒有簡別的，說一切法都如幻、如夢，涅

槃也是如幻、如夢的。

（二）如化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6云：

一切法皆是化。於是法中，有聲聞法變化，有辟文佛法變化，有

菩薩摩訶薩法變化，有諸佛法變化，有煩惱法變化，有業因緣法

變化。以是因緣故，須菩提！一切法皆是變化。 18

「中本般若」結束時，說到不同層次的一切法，都是如（變）

化的。

卜依聖法（聲聞法、辟支佛法、菩薩法、佛法）說

( 1) 聲聞法：發心、修行、證沙門果等。

譬如幻像，生無自性性，當知亦圖。一分勝義無自性性，當知亦商。

譬如虛章，惟是軍色無性所顯，遍一切處，一分勝義無自性性，當如亦爾﹔法
無我性之所顯故，過一切故。

另參見演培法師著《解深密經語體釋﹜（p.197-p.206）。

17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 （大正8 • 540c10-18 ）。

18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6 （大正8 • 415c24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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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辟支佛法：是獨覺者的發心、修行、證果。

(3 ）菩薩法：如發菩提心，以般若為導而修六度、四攝，得無生

忍，報得神通，莊嚴淨土，成就眾生等。

(4）佛法：佛的一切種智，攝得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佛不共

法，大慈大悲，相好莊嚴等無邊功德。

※以上是聖法。

2 、依凡夫法說

(5）凡夫法：煩惱法，業因緣（感報）法，是五趣游品專的凡夫法。

3 、小結

凡、聖，迷、悟，這不同層次的一切法，都是如化的。

（三）幻、化似有而空，無實而不礙有（p.199)

卜幻、化是似有而空的﹔空不是什麼都沒有，如〈大智度論〉說：

「笠，不以不見為堂，以其無實用故言堂。」 19幻、化是似有而空

的，空是無貫而不礙有的﹔說一切法空，一切法如幻、化，是說明
的觀點不同，而不是內容的各別對立。

2 、這想到了上面 20 曾經說到過的：《般若經〉說十八空（或十六

空、二十空），而每一種空，都是「非常非壞﹝滅﹞’何以故？本性

爾故。」 21

從非常非壤，知一切是空的，是本性如此，不是滅色而說空的。這

輿論菩提心的因果相績，非常而不滅， 22是完全相同的。

19 ｛大智度論》卷6 （大正25 ' 105b26-27 ）。

20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三章第七節〈自性空無自’陸空） p.183 : 
《般若經〉廣說，種種笠，而定義都是：「非常非壤，何以故，本性商故」

（〈大般若述轟蜜多經〉「第二分」卷413 ，大正7 • 73a19-b25）。經說十四
盒，十六笠，十八笠，二十盒，依種種法義來顯示笠，而一切都是的本性空說
的。本性堂是聖智證知的。

易參見〈空之探究〉第三章第五節（空之解說） p.170-p.173 。

2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13 （大正7 • 73a19-b25 ）。
22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 ：「如然燈時，．．．．．．非初焰麓，亦不離初焰﹔非後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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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以，在超越情見的實義中，一切無二無別、無名無相，是眾生所

不能理解的。眾生處處取著，依名著相，形成無休止的生死苦迫，

為了破除眾生的執見，所以說空、無所有以表示實義。

4 、空不是什麼都沒有，為了解開眾生的迷著，所以又說如幻、化等。

方便的說：女昀的就是空一一本性空，本性空就是放日幻、蚵咐一切。

五.. jp－切法而超越一切，不離一切法而畢竟空寂（ p.199-p.200) 

《般若經〉中，或說「色即是堂，空即是色」’也就是「幻不異

色，色不異幻。」 23或說「一切不可說」 24 ，「諸法空相中一切法

不可得」詣。似乎說得不同。

（一）藏傳與漢傅的論點

卜所以印度傳來的，如西藏所傅：或「許勝義諦現空雙眾，名理成如

幻﹔及許勝義諦唯於現境斷絕戲論，名雄無所住。」 26

燒，亦不離後焰。，，. " ...是〈燈）位實燃。是因緣法甚深！菩薩非初心得阿持多
羅三說三菩提，亦不離初心得﹔非後心得阿持多羅三說三菩提，亦不離復心而

得阿持多轟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於意云何？若心已滅，是心更生不？不也，

世尊！須菩提！於意云何？若心生，是減相不？世尊！是誠相。須菩提！於意

云何？是滅相法當滅不？不也，世尊。須菩提！於意云何？亦如是住，如如往

不？世尊！亦如是住，如如住。須菩提！若如是住，如如住者，即是常耶？不

也，世尊！」（大正8 ' 567a27-bl3) 
另參見印順法師講〈枝瑚木頭時織之走錯棋開展》 p.733 ﹔《空之探究） p.171學悶。

23 {lj、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 （大正8 ' 538b27）。
24 參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7 ：「須菩提白佛言：希有世尊！諸法實相不可

說，而佛以方便力故說。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一切法亦不可說。

佛言：如是，如走。須菩提！－切法不可說，一切法不可說相即是堂，是空不

可說。」（大正8 • 345c8-13) 
25 參見〈摩訶股若波羅蜜經〉卷24 ：「菩薩摩訶薩為眾生說法，亦不得眾生及一

切法，－切法不可得故。菩薩以不住法故住詩法相中，所謂色空乃至有為無為

法堂。何以故？色乃至有為無為法，自性不可得故無有住處，無所有法不住無

所有法，自性法不住自性法，他性法不住他性法。何以故？是一切法皆不可得

故，不可得法當住何處？」」（大正8 '397a21-28) 

26 (1 ）宗喀巴大師著《菩提道次第廣論〉卷17 （漢藏教理院刊本， p.27) : 
又有一頻先覺知識，作如是言：「就立名言而立名者，略於二頓大中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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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依中國佛學說，「理成如幻」是空有無礙的中道﹔「極無所住」

是真空。

A 、理成如幻：空有無礙的中道。

B 、極無所住：斷絕戲論的真空。

（二）印順法師的評論

卜然統觀《般若經〉義，要在即一切法而超越一切。不離一切法而畢

竟空寂，表示無生法忍的體悟，這是：「有所得無所得平等，是名

無所得」 27 。「無二法、無不二法，即是道，即是果。......平等法

中，無有戲論。」 28

2 、如以方便說扭盟，而接議固矗﹔以方便說丕耳堡，而偏重空寂，怕

都可能遠失聖道實踐的般若宗趣！

師，謂於名言許外境者，名經部行中觀師﹔及於名言不許外境者，名瑜枷行中

觀師。就立勝義亦立二名，謂許勝義諦現空雙眾，名理成如幻﹔及許勝義諦唯

於現境斷絕戲論名極無所住。」二中初者許是靜命論師及蓮華成等。其如幻及

極無所住之名，印度論師亦有許者。總其印藏自許為中觀之論帥，雖亦略有如

是許者，然僅抉擇麓猛菩薩弟子之中大中觀師有何宗派，若諸細流誰能盡說？

又其覺慧大譯師云：「就勝義門所立二宗，是令患者覺其希有。」此說極
善，以往所說，唯就理智比量所量之義為勝義諦。理智所量J嘖勝義諦故，

假名膳義。〈中觀莊嚴論〉及〈光明論〉俱宣說故。又諸餘大中觀帥，亦

不許唯以正理斷除戲論便為勝義諦，故非善說。（佛陀教育基金會版，民

國八十一年十月修訂版， p.404)

(2 ）參見印順法師著《如來藏之研究｝ p.90: 
「般若法門」在開展中，漸演化為不同的二流：

一、在現詮峙，一切戲論、一切幻相都不現前，如清辨引《般若經》說，：

「慧眼都無所見」。這是「般若法門」的本義，如瑜伽帥不許圍成實性是

笠，而在根本智證真如一一真見道中，也還是一切依他幻相祇減不現前的。

二、西藏傳說有二宗，在於現境斷絕戲論的「極無所住 I （如上所說）

外，還有現起典空虛無碟的「理成如幻」。這二宗，在中團佛學中，就是

堂皇室與土豆豆了。

(3 ）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今論｝ p.183-p.184 : 
《菩提道次第廣論》，西藏傳說龍樹學於勝義諦有二派：（一）、極無所住，

（二）、現空如幻。〈廣論〉可以不承認有此二宗，但不能否富起西藏從印度所

傅，確曾有此說。即現即笠，即空即現的現空無礙，實為淵源於龍樹學的。

27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1 （大正8 • 374a4 ）。

28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6 （大正8 '414b27也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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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龍樹一中道緣起與假名空性之統一

第一節 龍樹與龍樹論（p.201～p.208)

釋厚觀。005.10.5)

一、龍樹菩薩在中國佛教被尊為八宗共祖（p.201)

龍樹菩薩，對空義有獨到的闡揚，為學者所宗仰，成為印度大乘的一

大流。在中國，或推尊龍樹為大乘八宗 1 的共祖。印度佛教史上，龍
樹可說是釋尊以下的第一人！

二、關於龍樹輿龍叫、龍名等之辨異（p.201-p.202)

（一）但龍樹的傳記，極為混亂，主要是〈楞伽經〉中，「證得歡喜地，

往生極樂團」 2的那位龍樹，梵語Nagahvaya ，應譯為龍叫、龍名或

龍猛 3 ，與Nagarjuna一一龍樹，是根本不同的。 4

1 大乘八宗：三論宗、法相宗、天台宗、華嚴宗、禪宗、淨土宗、密宗、律宗。
Z 《入楞伽經〉卷9 ：「有大德比丘，名麓樹菩薩，能坡有無見，為人說我法，大

乘無上法，證得歡喜地，往生安樂園。」（大正16 ' 569a24-27 ) 

3 關於「龍猛」之譯名，玄裝譯，辯機撰《大唐西域記〉卷8 ：「南印度型企盟主1
樹那菩薩（唐言龍猛﹔舊譯回龍樹，非也），幼傅雅譽，長撞高名，捨離欲愛，出

家修學，深究妙理，位登初地。有大弟子提要者，智慧明敏，機神警悟。」

（大正剖， 912c17-20)

叉法雲〈翻譯名義集〉卷1 ：「〈西域記〉云：「那伽閥（音通）刺那，此云龍

猛，舊曰龍樹，就也。』什曰本傅云：『其母樹下生之，因目阿周那，阿周

那者，樹名也。以龍或其道，故以龍字，號回龍樹。』」（大正

54 • 1065c15-18) 

4 印順法師〈如來藏之研究》 p.121 : 

漢譯〈楞枷經〉的龍樹，依梵本及藏文本，是Nagahvaya ’譯義為「龍唔」、
「龍叫」或「龍猛」’與龍樹的梵語不舍，應該是龍樹以外另一位大德比丘。藏

譯本的〈大雲經〉說：梨車童子，名一切世間無見。在佛滅後四百年出家，名龍

叫（Nagahvaya）比丘，盛大弘過我（佛）的教法﹔也說到得初（歡喜）地。

月稱（ C扭曲ak-rti）造的《入中論〉（釋），也引〈大雲經》一切有情無見童

子，以龍名比丘，廣大佛的教法。月稱的引文，也以為就是麓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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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氏〈印度佛教史〉說：南方阿闡黎耶龍叫（Nagahvaya），真實

的名字是如來賢（ Tathagata-bhadra），闡揚唯識中道，是龍樹的

弟子。 5

（三）月稱的〈入中論） 6 ，引〈楞伽經〉’叉引〈大雲經〉說：「此離車
子，一切有情樂見童子7 ，於我滅度後滿四百年，轉為挂鉤，其名
曰麓，廣宏我教法，後於極淨光世界成佛。」這位本名「一切有

情樂見」的，也是「龍名」’月稱誤以為《中論〉的作者龍樹了。

多拉那他（Tiiranii包）〈印度佛教史〉哎，：南方阿闡黎龍叫，真實名字是如來

賢（Ta幽.gata岫adra），與提要同時，為「唯識中道義」的唱道者。

在佛法中，如來藏與唯識（唯心）論，確是一脈相通的。這位持法比丘一一

－切世間樂見，可能就是龍叫，而被集入〈楞枷經〉中。「龍」’傳說，中典

龍樹相混雜，於是龍樹與一切世間樂見比丘，也被糾纏在一起了。

5 多拉那他〈印度佛教史〉（寺本婉雅日譯本p.139）。
6 （入中論〉卷2 ：「問：如何得知龍猛菩薩無倒解釋經義？答：由教證知。如

〈楞伽經〉云：『南方碑達圍有吉祥瑟錯，其名呼曰龍，能破有無邊，於世宏

我教，善說，無土乘，證得歡喜地，往生桂樂園。』〈大雪經〉云：『阿難陀！

此離車子，一切有情樂見童子，於我滅度後滿四百年，轉為基費，其名田龍，

廣宏我教法，後於極淨光世界成佛。』」（漢藏教理院刊本.p.2-p.3 ）。

7 關於「一切有情樂見（或譯為「一切世間樂見」）童子」’參見印順法師〈佛
教史地考論） p.273- p.274 : 
攝一分學者傳說，一切世聞樂見比丘，就是中觀論的作者一一龍樹菩薩。龍樹也

是南天堂人，也出於正法欲滅的時代﹔《楞伽經〉說龍樹「往生安樂國」’〈大

法鼓經〉也說世聞樂見比丘「生安樂團」﹔〈大雲經》說世聞樂見比丘受娑多要
呵那王的護持，〈西識記〉也說龍樹受娑多要呵（引正）王的護持。這樣，世聞

樂見比丘，很像就是麓樹了。但審細的研求起來，世間樂見比丘，到底是另外一

人﹔不過在傳說中有些混雜而已。

一、龍樹的〈大智度諭〉，已引述到《大雪經〉﹔龍樹是見過《大雲經〉的，

《大雪經〉是先龍樹而成立的。

二、龍樹說，：「一切大乘經中，《般若經》最大」’確立於性空了義的見地，
與〈大雲〉、《法鼓〉等真常鐘，「一切生經是有餘說，」的思想，無論如
何，也不能說是一致。

三、羅什的龍樹傅，只說，龍樹受一團玉的護持，未說出名字﹔玄裝才肯定說是

娑多要訶那玉。其實，娑多要訶那，為安達羅王朝諸玉的通稱﹔安達羅王
朝有三百多年歷史，所以護持龍樹的，不一定就是護持世間樂見比丘的。

四、〈楞枷經〉中「往生安樂團」的龍樹，梵語為Nag油vaya （義譯為龍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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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大雲經〉相當的，曇無識所譯的〈大方等無想經〉說：「一切眾
生樂見梨車，後時復名眾生樂見，是大菩薩、大香象玉，常為一切恭

敬供養、尊重讚嘆。」 8大香象的象，就是「龍」 （或譯「龍

象」）。為一切尊重讀歎，也與《楞伽經〉的「吉祥大名稱」相當。

這位龍叫，弘法於（西元320－）蹄陀羅帽多（ C個世agup個）時代，

顯然是遲於龍樹的。傳說為龍樹弟子（？）﹔那時候，進入後期大

乘，如來藏、佛性思想，大大的流傳起來。

三、關於龍樹之出家修學及弘法的過程（ p.202-p.204 ) 

鳩摩羅什譯出的〈龍樹菩薩傳〉’關於龍樹出家修學，弘法的過程，

這樣說： 9

（一）出家學法

「入山，詣一佛塔，出家受戒。九十日中，誦三藏畫，更求異經，

都無得處。」

龍樹青年出家時，佛像初興。佛的舍利塔，代表三寶之一的佛，為

寺院的主要部分。大乘行者總稱佛塔及附屬的精舍為塔，聲閔行者

總稱為精舍、僧伽藍，其實是一樣的。所以龍樹在佛塔出家，就是

在寺院中出家。出家，都是在聲聞佛教的各部派寺院中出家，所以

先讀聲問乘的三藏。

（二）入雪山得大乘經
「進入雪山，山中有塔，塔中有一老比丘，以摩訶衍經典典之。」

其後，叉在雪山的某一佛寺中，讀到了大乘經典。雪山，有大雪

山、小雪山，都在印度西北。初期大乘是興起於南方，而大盛於北

方的。北方的大乘教區，是以烏仗那（Udy.姐）山陵地帶為中心，

而向東、西山地延申的﹔向南而到體陀羅（ Gandhara）。 10

為弘揚唯識中道的「如來賢」的別名），與（中觀論主）龍樹梵語的

Nagarjuna不同。

8 ｛大方等無想經〉卷5 （大正12 • 1100a6-9）。
9 ｛龍樹菩薩傳〉（大正鉤， 184a-185b）。

10 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4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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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品般若經》說：「後五百歲時，般若渡蘿蜜當廣流布北方」。 11

晚出的薩陀波崙（ S叫apararudi個）求法故事，眾香城就是鍵陀羅。眾

香城主，深入大乘，書寫〈般若經〉恭敬供養，可看出大乘在北方的

盛況。龍樹在雪山佛寺中，讀到大乘經，是可以論定為史實的。

（三）欲立師教戒

「﹝欲﹞立師教戒，史造衣服，令附佛法而有小異。」

龍樹有「立師教戒，更造衣服」的企圖。我（印順法師）以為，問

題是大乘佛教，雖離傳統的聲聞佛教，獨立開展，但重法而輕律

儀，所以大乘的出家者，還是在部派中出家受戒，離不開聲聞佛教

的傳統，這是龍樹想別立大乘僧團的問題所在。可能為了避免詩

執，或被責為叛離佛教，這一企圖終於沒有實現。在傳說中，說他

有慢心，那是不知佛教實況的誤會。

（四）龍宮鵬靈與南天竺弘法

「大龍菩薩．．．．．．接之入海。於宮殿中，開七寶藏，發七寶華函，以

諸方等深奧經典無量妙法授之。龍樹受讀，九十日中，通解甚

多。．．．．．．龍樹既得詩經一相，深入無生，二忍具足。龍還送出，

於南天笠大弘佛法。」

卜龍樹入龍宮取經，傳說極為普遍。龍樹在龍宮中，讀到更多的大乘

經，「得諾經一相」’「一相」或作「一箱」。所得的經典，傳說

與〈華嚴經〉有關。

2 、我（印順法師）曾有〈龍樹龍宮取經考） 12 ，論證為：龍樹取經

處，在烏荼（UQ.ra），今奧里薩（ Orissa）地方。這裡，在大海邊，

傳說是婆樓那（ Vi缸明a）龍王往來的地方。這裡有神奇的塔，傳說

是龍樹從龍宮得來的。這裡是《華嚴經〉〈入法界品〉善財童子的

故鄉，有古塔廟。所以龍樹於龍宮得經，應有事實的

11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4 （大正8 '555b鈞。

12 參見印順法師著〈龍輔臨取經考〉〈佛教史地考論｝ p.211-p.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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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極可能是從龍王的祠廟中得來的。後來龍叫七次入海的傳

說，也只是這一傳說的誇張。

烏荼，在（東）南印度，當時屬於安達羅（An曲ra）的娑多婆訶

(sa個v抽ana）王朝。 13龍樹在南印度弘法，受到娑多婆訶王朝某玉

的護持，漢譯有〈龍樹菩薩勸誡王頌〉（共有三種譯本），名為

《親友書〉’就是寄給娑多婆訶國王的。

3 、依多氏《印度佛教史〉，龍樹也在中印度弘法。

4 、從龍樹在雪山區佛寺中研讀大乘，對北方也不能說沒有影響。

于總之，龍樹弘法的影響，是遍及全印度的。

6 、依〈大唐西域記〉，龍樹晚年住在國都西南的跋羅末羅山

(Bhramana伊i），也就在此山去世。 14

（五）龍樹在世之年代
「去此世以來，至今始過百歲。南天堂諸國為其立廟，敬

奉如佛。」

〈龍樹菩薩傳〉說：「去此世以來，始過百歲」。依此，可約略推

見龍樹在世的年代。《傳〉是鳩摩羅什於西元五世紀初所譯的，羅

什二十歲以前，學得龍樹學系的《中論〉、〈百論〉、〈十二門

論〉。二十歲以後，長住在龜懿。前秦建元「十八年九月，（符）

堅遺蹺騎將軍呂光，．．．．．．西伐龜茲及烏者。」龜茲被攻破，羅什也

就離龜茲，到東方來。 15建元十八年，為西元382年。﹛龍樹傳〉的

成立，一定在382年以前﹔那時，龍樹去世，「始過百年」’已有一

13 參見印順法師著《佛教史地考論） p.213 - p.214 ：「渡斯匿王國名情薩羅，但這
是北矯薩羅，南方還有南，晴薩羅。．．．．．．從西元前三世紀末到西元三世紀初，以

安達轟（An曲ra）族興起而盛大的安達轟王朝，幅員極廣。如〈西城記》中的

南，時薩羅，獻那羯碟迦、羯﹝飢﹒几＋吏﹞枷、恭御陀、烏荼等，都是屬於安達羅王

朝的。〈大唐西城記〉（卷一0），護持龍樹的（安達羅王朝的）娑多要訶

王，也稱為情薩羅國王。攝多氏《印度佛教史﹜（一五﹒三）說：護持龍樹的

南方國王，名優陀延王，也許是從烏茶得名的。」

14 ＜大唐西域記〉卷10 ：「跋邏末轟者釐山（唐言黑蜂）。」（大正51 • 929c2月

15 ＜高僧傳》卷2 （大王”， 331b20-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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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零年了。所以在世的時代，約略為西元150-250年，這是很壽

長了。
後來傳說「六百歲」等， 16那只是便於那些後代學者，自稱親從龍

樹受學而已。

四、龍樹菩薩的著作（ p.204-p.206) 

（一）〈龍樹傅〉所傳龍樹的著作

龍樹的著作，據〈龍樹傅〉說：「廣明摩訶衍，作優渡提舍十萬

偈。又作《莊嚴佛道論〉五千偈，〈大慈方便論〉五千偈，《中

論〉五百偈，令摩訶衍教太行於天笠。又造〈無畏論〉十萬偈，

《中論〉出其中。」 17西藏所傅，〈中論〉釋有〈無畏論〉，或說

是龍樹的自釋：「造《無畏論〉十萬偈’《中論〉出其中」

就是依此傳說而來的。

龍樹壽很高，大乘佛教由此而大大的發揚，有不少著作，論理是當

然的，現依漠譯者略說。

（二）三類之著作

龍樹的論著，可分為三類：

卜抉擇甚深義

(A）五正理聚

西藏傳譯有《中論〉（頌），《六十頌如理論》’〈七十空

性論〉’《迴靜論〉’《大乘破有論〉’稱為五正理聚。漢譯

16 關於龍樹菩薩壽長之傳說，〈法苑珠林〉卷53云：

龍樹菩薩傅并付法藏傳云：「有－大士，名曰麓樹（依傅云：『佛去世後七百年
內出現於世。」依槃法師傅云：『西梵正音名為龍猛，舊翻訛略，拉回龍

樹。」佛＊世後三百年出現於世，壽年七百歲，故人錯稱佛滅後七百年出

世）。．．．．．．」（大正兒， 681c21-23)

17 ＜龍樹菩薩傳〉（大正50 • 184cl7-21) ﹔印頂法師〈印度佛教思想史｝ p.123 : 
「優渡提會十萬偈」’應該就是〈大智度論》﹔經的釋論，一般是稱為「論議」

一一位渡提舍的。《十住昆要沙論》’是菩薩道一一十地的廣釋，可能就是《莊

嚴佛道論〉。〈中論〉，傳說出於〈無畏諭〉，那〈無畏論〉是龍樹所作偈頌

（及注釋）的總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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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之相當的：

(1）《中論〉頌釋，有鳩摩羅什所譯的青目釋《中論〉﹔唐波

羅頗迦羅蜜多羅所譯，分別明（清辨）所造的《般若燈

論〉﹔趙宋惟淨所譯的，安慧所造的〈大乘中觀釋論〉

一一三部。

(2）後魏昆目智仙與塵曇（般若）流支共譯的〈迴靜論〉。

(3）宋施護所譯的《六十頌如理論〉。

(4）《大乘破有論〉。

(5）《七十空性論〉，法尊於民國三十三年（？），在四川漠

藏教理院譯出。

這五部，都是抉擇甚深義的。

(B）《十二門論〉與〈壹輸盧迦論〉

鳩摩羅什所譯的〈十二門論〉﹔星曇般若流支譯的〈壹輸盧

迦論） 18 ，都屬於抉擇甚深義的一類。

2 、菩薩廣大行

屬於菩薩廣大行的，有三部：

(1) （大智度論〉，鳩摩羅什譯，為「中本般若」經的釋論。

僧叡序說：「有十萬偈，．．．．．．三分除二，得此百卷。」 19

《論〉的後記說：「論初品三十四卷，解釋（第）一品，

是全論具本，二品以下，法師略之，．．．．．．若畫出之，將十

倍於此。」 20 ，這部《般若經〉的釋論，是十萬偈的廣論，

現存的是略譯。有的說：這就是〈龍樹菩薩傳〉所說：

「廣明摩訶衍，作優渡提會十萬偈。」

18 ＜壹輸盧迦論〉中云：「以何義故造此一偈論？」（大正30 • 253a9）﹔叉﹛一

切經音義〉卷66云：「首虛（亦名室路迦，或言輸盧迦。復印度數經皆以三十二

字為一輸盧迦，或名伽陀，即一偈也。）」（大正54 • 741c24）。「輸盧迦」即

已lo.尬，印度以32音節為一偈（sloka），故〈壹輸盧迦論〉意譯為〈一偈論〉。

19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釋論序〉（大正詣， 57b8-11 ）。

20 ＜大智度論〉「後記」（大正25 • 756c14-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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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十住昆婆沙論卜鳩摩羅什譚。這是〈十糊的一一〈華

嚴經〉「十地品」的釋論，共一七卷，僅釋初二地。此論

是依〈十地經〉的偈頌，而廣為解說的。

(3) （菩提資糧論〉，本頌是龍樹造，陪達摩笈多譯。 21

3 、有事有理，自成一例（《龍樹菩薩勸誡王頌〉）

唐義淨譯的〈龍樹菩薩勸誡王頌〉﹔異譯有宋僧伽跋摩的《勸發諸

王要偈》﹔宋求那跋摩的〈龍樹菩薩為禪陀迦玉說法要偈〉。這是

為在家信者說法，有淺有深，有事有理，自成一例。

五、關於龍樹學之傳承（p.206)

（一）西藏所傳的龍樹學

西藏所傳的，是後期中興的龍樹學。

（二）龍樹學在印度的衰落與中興

在佛教史上，龍樹與弟子提婆以後，龍樹學中衰，進入後期大乘時
代。 22到西元四、五世紀間，與無著、世親同時的僧護門下，有佛

護與清辨，龍樹學這才叉盛大起來。

（三）後期龍樹學對「世俗安立」的歧異

後期的龍樹學，以「一切法皆空」為了義說，是一致的，但論到世

俗的安立，不免是各說各的。如：

卜佛護的弟子月稱，是隨順說一切有部的。

2 、清辨是隨順經部的。

3 、後起的寂護，是隨順大乘瑜伽的。

21 ｛菩提資糧諭》共6卷（大正32冊），本頌是龍樹造，頌的解釋為自在比丘。

22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208 ，註12:

中團舊傅：提婆的弟子轟喉聶跛陀轟（阻h叫abhadra），「以常無我淨釋八不」’

顯然已傾向於﹛大般淫槃經〉（前分）的「如來藏我」了。西藏傳說，：羅喉轟就

陀轟弟子，有轟喉羅密多轟（R油世m誼個），再傳弟子龍友（Nagamitra），龍友

的弟子僧護。西元三世紀末以下，約有一百年，龍樹學是衰落了﹔雖說，傳承不

絕，實沒有卓越的人物，中團佛教界，竟不知他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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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後期龍樹學動令抉擇甚深空義，而略於世俗的安立

世俗安立的自由擇取，可說適應的不同，也表示了無所適從。這由

於後期的龍樹學者，只知龍樹所造的〈中論〉等五正理聚，但五正

理聚抉擇甚深空義，而略於世俗的安立。

六、《大智度論〉是否為龍樹所造（ p.206-p.207) 

（一）西藏所傳後期中觀學不知〈大智度論〉等論

龍樹為大乘行者，抉擇甚深空義，難道沒有論菩薩廣大行嗎？西元

四、五世紀間，由鳩摩羅什傳來的，有〈般若經〉（二萬二千頌本）

的釋論一一《大智度論〉，〈華嚴經〉「十地品」的釋論一一《十住

昆婆沙論〉。這兩部龍樹論，是在甚深義的基石上，明菩薩廣大行﹔

對於境、行、果，都有所解說，特別是聲聞與菩薩的同異。

龍樹曾在北方修學﹔〈大智度論〉說到聲聞學派，特重於說一切有

系。龍樹學與北方（聲聞及大乘般若）佛教的關係極深，宏傳於北

方，很早就經西域而傳入我國。

北印度的佛教，漸漸的衰了。後起的佛護、清辨，生於南方﹔在中

印度學得中觀學，叉弘傅於南方。這所以西藏所傅的後期中觀學，

竟不知道《大智度論〉等。 23世俗安立，也就不免無所適從了！

（二）〈大智度論》論文雖有部分疑義，但大體應為龍樹所造

近代的部分學者，由於西藏沒有〈大智度論〉，月稱、清辨等沒有

說到〈大智度論〉等，而《大智度論〉論文，也有幾處可疑 24 ，因

此說《大智度論〉不是龍樹造的。

我（印順法師）以為，簡譯全書為三分之一的〈大智度論〉’是

一部十萬偈的大論。《大智度論〉的體例，如僧叡《序〉所說：

「其為論也，初辭擬之，必標眾異以盡美﹔卒成之終，則舉無執以

23 闌於後期中觀學者不知〈大智度論〉等論，另參見印順法師著《大智度論之作

者及其翻譯〉’ i防令〈永光集） p.108-p.109 ° 
24 參見印順法師〈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放於〈永光集） p.14-p.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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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善。」 25 這與《大昆婆沙論〉的體例：「或即其殊辯，或標之銓

評」 26 ，非常近似。這樣的大部論著，列舉當時（及以前）的論

義，在流傳中，自不免有增補的成分，與〈大昆婆沙論〉的集成一

樣。如掠拾幾點，就懷疑全部不是龍樹論，違反千百年來的成說，

那未免太輕率了！

無論如何，這是早期的龍樹學。

25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釋論序〉（大正25 ' 57a20-22 ）。

26 （出三藏記集〉卷10 （大正55 , 74a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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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論》與《阿合經》（p.209～·p.216)

釋厚觀（2005.10.12)

一、論書之類別（p.209)

論書，有「釋經論」’「宗經論」。

（一）釋經論

釋經論，是依經文次第解說的。

卜有的以為：如來應機說法，所集的經不一定是一會說的，所以不妨

說了再說，也不妨或淺或深。

2 、有的以為：去陳是一切智人，說法是不會重樹兮，所以特重先後次第。

《大智度論〉與〈十住昆婆沙論〉’是釋經論而屬於前一類型的，有南

方（重）經師的風格 l ﹔與（重）論師所作的經釋，如無薯的釋經論 2 ' 

體裁不同。

（二）宗經論

宗經論，是依一經或多經而論究法義，有阿昆達磨傳統的，都是深

思密察，審決法義，似乎非此不可。〈中論〉是宗經論，但車主塾

壟途畫。

1 (1 ）參見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 p.137 ：「龍樹是論師，但也有經師隨
機方便而貫通的特長，一切諭議是典修持相闌珊的。」

(2）參見印順法師著〈華雨集〉第二冊p.6:
對於佛的應機說法，或廣或略，或同或異，或淺或深，加以分別、抉擇、

條理，使佛法的義解與修行次第，有一完整而合理的體祟，所以佛法是宗

教而又富於學街性的。但論者的思想方式，各有所長﹔不同的傳承發展，

諭義也就有部派的異義。等到「大乘佛法」興起，又依大乘經遑論。如龍
樹論，是南方經師及北方論學的綜合者口無著、世親等論書，淵源於說一

切有部的經師及論師，更接近阿昆達磨論者。論是經過分別、抉擇，不是

依文解義的。

2 如無著菩薩造，陌南印度三藏達磨笈多譯﹛金剛般若論〉（大正25 • 757a-
766a）﹔無著菩薩造，情達摩炭多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大正25 '766b-

78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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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觀行論

其實，論書還有「觀行論」 3一類，以觀行（止觀）為主。〈中論〉

二十七品，每品都稱為「觀」’所以古稱《中論〉為中觀。如僧肇

〈物不遷論〉說：「中觀云：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 4 。

※《中論〉是宗經論，以觀行為旨趣，而不是注重恩辨的。

※龍樹所學，綜貢南北、大小，而表現出獨到的立場。

※現在論究龍樹的空義，以〈中論〉為主，這是後期中觀學者所共通

的﹔以《大智度論》等為助，說明《中論〉所沒有詳論的問題。

二、《中論》與《阿含經》、《般若經》之關係（ p.209-p.210) 

（一）《中論〉的核心論題

《中論》開宗明義，是：「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

異，不來亦不出：能說是因緣，善滅諸戲論」 5 。

〈中論》所要論的，是因緣，（新譯為緣起），是八不的緣起﹔八

不的緣起，就是中道。

3 ( 1 ）參見印順法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p.83 ：「初期的聖典，大概的
說：法（經）的論書，有阿昆違磨論、釋經論、觀行論，形成以阿昆達磨

論為主的，離經法而獨立的論藏。」

(2）參見印順法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p.857:

論書，以「阿昆違磨」為主流，而佛教界還有「釋經論」（〈順正理論〉卷

71 ，大正29 • 728a）、「觀行論」（〈順正理論〉卷”，大正妞， 668b）的

存在。〈義釋〉的性質，是「釋經論」﹔《無礙解道〉的性質，是「觀行

論」。與「經師」的「釋、娃諭」’「瑜伽師」（禪師）的「觀行論」’風格

多少不同﹔這是銅蝶部阿昆達磨者所作，有阿昆達磨的氣味，但到底不是阿

昆達磨論。

4 僧肇著《肇論〉卷1 ：「中觀云：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斯皆即動而求靜，

以知物不邊。」（大正的， 151a21-22)

5 《中論〉卷1 ＜觀因緣品第一〉（大正30' lb1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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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八不緣起看〈中論〉與〈般若經〉之關係（p.210)

八不緣起的含義，可說與《般若經〉相同﹔而以緣起為論題，以八

不來闡明，卻不是《般若經〉的。 6

（三）《中論〉是以大乘學者的立場，抉發《阿含〉的緣起深義（p.210)

我（印順法師）以為：

1 、「〈中論〉是〈阿含經〉的通論﹔是通論〈阿含經〉的根本思想，

抉擇〈阿合經〉的本意所在」。

2 、「〈中論〉確是以大乘學者的立場，確認緣起、空、中道為佛法的

根本深義。．．．．．．抉發《阿含〉的緣起深義，將佛法的正見，確樹於

緣起中道的聲石」 7 。

這一理解，我曾廣為引證，但有些人總覺得《中論〉是依《般若經〉

造的。

6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218-p.219 : 
〈中論〉依緣起而明即室的中道。畫是離諸見的，「下本投若」確是這樣說

的：「以空法住般若渡蘿蜜，．．．．．．不應住色若常若無常，．．．．．．若苦若

無，．．．．．．若淨若不淨，．．．．．．若我若無我，．．．．．．若笠若不室。」（受等同此說，）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 （大正8 ’”Ob）。但經文說堂，多的涅槃超越
說，或但名虛妄無實說。依緣起說中道，「下本般若」末後才說到，如《小品

般若波羅蜜經〉卷9 （大正8 • 578c）說：「須菩提！般若波羅蜜無畫，（如）
虛空無盡故，般是渡蘿蜜無畫。．．．．．．色無盡故，是生般若渡轟蜜﹔受、想、
行、識無盡故，是生般若述蘿蜜。須菩提！菩薩坐道場時，如是觀十二因緣，

離於二邊，是為菩薩不共之法」。〈阿令經〉說，佛是1噴逆觀十二緣起而成佛

的。「下本般若」末後，正是說明菩薩坐道場，得一切智（智）的般是正觀。

不落二邊（中道）的緣起，〈般若經〉說是「如虛空不可畫」。但如處空不可

畫，經上也的五蘊、十二處等說，所以不能說是以緣起來闡明中道，因為在

〈般若經〉的歷法明空中，緣起與蘊、處、界、諦、道品等一樣，只是種種法

門的一門而已。〉

7 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今論） p.18 ﹔ p.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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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難怪！印度論師一一〈順中論） 8 、〈般若燈論） 9等，己就是這

樣說了。

（四）〈中論〉本著「般若法鬥」的深悟，而抉發〈阿含經〉的深義

(p.210) 

我也不是說，〈中論》與《般若經〉無闕，而是說：龍樹本著「般

若法門」的深悟，不如有些大乘學者，以為大乘別有法源，而

〔是〕肯定為佛法同一本源。不過一般聲問學者，偏重事相的分

8 (1) ｛順中論義入大般若渡羅蜜經初品法門翻譯之記﹜：
「龍勝菩薩通法之師，依《大般若〉，而造《中諭〉車典，於義色而不

悉。大乘論師，名阿僧倍，解未解處，別為此郁。」（大正30 • 39c10-

12) 

(2）龍勝菩薩造，無著菩薩釋《順中論義入大般若渡羅蜜經初品法門〉卷上：

問曰：汝說此論，義無次第，或有次第’何意因緣，而說義論，如所依

法，如走進論？

答曰：比如是義。世尊已於〈大經〉中說言：「a晴戶迦！於未來世，若善

男子，若善女人，隨自意解，為他說此般若搜羅蟹，投入唯說相似

般若渡蘿蜜，非說真實起若渡轟蜜。......佛言：啼戶迦！彼人當說

色無帝，乃至說識無常。如是說苦、無我、不在靜、堂、無相、無

廟，如是乃至說一切智。復如是人，不知方便，有所得故。．．．．．．若

是般若渡轟賽者，投無少法可取可捨，若生，若滅，若斷，若常，

若一義，若異義，是寄來，若去，比是真實般若渡蘿蜜。」（參見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541 ，大正7 • 784c21-785b2) 
依往因緣故造此論，我女曰：是如般若渡蘿蜜。比方便故，我今解釋，所謂

入〈中諭〉門。 （大正30 , 40 a3-bl ) 
(3 ）《順中論〉卷下：「問曰：何者阿含？答曰：比如是義，於〈太經〉中，

如來說言：須菩提！一切諸法去來行笠，往人不覺，取著不捨’而使空

法，不去不來，無有一法而不空者。又復說言：一切諸法悉不來者，比是

阿舍。」（大正30 • 49c3-8) 
9 (1) ｛般若燈論釋〉卷1 （釋觀緯品第一〉：「『普斷諸分別，滅一切戲論﹔能

拉除有根，巧說，真實法﹔於非言語境，善安立文字﹔破惡慧妄心，是故稽

首禮。』釋曰：如是等偈，其義云何？我師聖者，如自所避，於深般若波

羅賽中，審驗真理，聞顧實義，為斷言者惡邪惡網故。往惡見者，雖修梵

行，以述過故，皆成不善。今欲令復悟解正道，依淨阿舍，作此〈中

諭〉，宣通佛語。」（大正30 • 51b22-c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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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失去了佛說的深義。所以〔龍樹〈中論〉〕就〈阿含經》所說

的，引起部派異執的，一一加以遮破，而顯出〈阿合經〉的深義，

也就通於〈般若〉的深義。

三、《中諭〉為〈阿會經〉之適論（ p.210-p.213) 

從前所論證過的，現在再敘述一下10:

（一）以八不說明中道的緣起說，淵源於《阿合經） ( p.210-p.211 ) 

〈中論》的歸敬頌，明八不的蜂起。緣起是佛法不共外遁的特色，緣

起是離二邊的中道。說緣起而名為「中 I （論），是﹛阿含〉而不

是《般若） 11 。

中道中，

1 、不常不斷的中道，如〈雜阿會經〉卷12 (300經）說：「自作自覺

﹝受﹞，則墮常見﹔他作他覺﹝受﹞，則墮斷見。義說、法說，離此二

邊，處於中道而說法，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 12 。

2 、不一不異的中道，如〈雜阿合經〉卷12 (297經）說：「若見言命即

是身，彼梵行者所無有﹔若復見言命異身異，梵行者所無有。於此

二邊，心所不隨，正向中道，賢聖出世如實不顛倒正見，謂緣生老

死，......緣無明故有行」 13 。

(2) ｛毆若燈論釋〉卷的：「以〈般若〉妙理，開演此《中諭〉。」（大正

30' 135cll) 
10 ｛中觀今論｝ p.18-p.23 。〈中觀諭頌講記｝ p.43-p.46 。

11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218-p.219 ﹔ p.223-p.224 。

12 ｛雜阿含經〉卷12 (300經）：「佛告要羅門：自作自覺，則墮常見﹔他作他

覺，則墮斷見。義說、法說，離此二邊，處於中道而說法，所謂此有故彼有，

比起故復起，緣無明行乃至純太苦聚集。無明識則行滅，乃至純太苦眾滅。」

（大正2 • 85c10-15) 

易參見〈雜阿合經〉卷34 (961經）（大正2' 245b）。

13 （雜阿合經〉卷12 (297經）：「若見言命即是身，使梵行者所無有﹔若復見言

命異身異，梵行者所無有。於此二邊，心所不隨，正向中道，賢聖出世如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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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來不出的中道，如〈雜阿含經〉卷13 (335經）說：「眼生時無有

來處，滅時無有去處。．．．．．．除俗數法，俗數法者，謂此有故彼有，

此起故彼起」 14 。

4 、不生不滅的中道，〈阿含經〉約無為一一涅槃說。 15涅槃是苦的止

息、寂滅，在《阿合經》中，是依緣起的「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

滅」而闡明的。

※以八不說明中造的緣起說，淵源於《雜阿含經〉說，是不庸懷疑

的！

（二）《中論〉引證的佛說多出於《阿含經》（ p.211-p.212) 

〈中論〉所引證的佛說，多出於《阿合經〉。

1 、〈觀本際品第11 ）說：「大聖之所說，本際不可得」 16 t 出於《雜

阿含經〉卷 10 (266經〉說：「無始生死，．．．．．．長喪輪迪，

顛倒正見，謂緣生老死，如是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

行，緣無明故有行。」（大正2 • 84c20-25 ) 
14 ｛雜阿含經〉卷13 (335經）：「云何為第一義空經？諸比丘！眼生時無有來
處，滅時無有去處。如是眼，不實而生，生已盡滅，有業報而無作者，比陰滅

已，其陰相績，除俗數法。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說，除俗數法。俗數

法者，謂此有故饒有，比起故彼起，女口無明緣行，行緣識，廣說乃至純大苦眾

集起。又復此無故投無，此滅故復滅，無明滅故行滅，行減故識滅，如是廣說，

乃至純太苦眾裁。」（大正2 ' 92c16-24) 
15 ｛雜阿含經〉卷12 (293經）：「此甚深處，所謂緣起﹔倍復甚深難見，所謂一

切取離、愛畫、無欲、在滅、 i里槃。如此二法，謂有為、無為。有為者，若

生、若住、若異、若滅﹔無為者，不生、不住、不異、不減：是名比丘吉者行
苦、寂減涅槃。」（大正2 ' 83c13-17) 

16 ｛中論﹜卷2 （觀本際晶第11 ）：「大聖之所說，本際不可符，生死無有始，亦

復無有終。」（大正30 • 16a8-9) 
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論頌講記﹜ p.209 ：「釋尊在經上說，：「眾生無始以來，

生死本際不可得』。什麼叫本際？為什麼不可得？本際是本元邊際的意思，是

時間土的最初邊，是元始。眾生的生死流，只見他奔放不已，求他元初是從何

而來的，卻找不到。時間的元始找不到，而世人卻偏要求得他。的一人的生命

說，是生命的元始邊際﹔約宇宙說，是世界的最初形成。在現象中，尋求這最

初的，最究竟的，或最根本的，永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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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苦之本際」 17 。「無始生死」的經說，龍樹引歸「何故而戲

論，謂有生老死」 18 的空義。

2 、（觀行品第13 ）說：「如佛經所說，虛誰妄取相」 19 。以有為諸

行，由妄取而成的虛誼﹝妄﹞，以涅槃為不虛誼﹔龍樹解說為：「佛說

如是事，欲以示空義」 20 。

3 、〈觀有無晶第15 ）說：「佛龍滅有無，於化迦務延，經中之所

17 《雜阿合經〉卷10 (266經）：「佛告諸比丘：於無始生死，無明所革，愛結所

繫，長夜輪迴，不知苦之本際。」（大正2' 69b5-7) 
18 《中論〉卷2 ＜觀本際晶第11 ）：「若使初後共，是皆不然者，何故而戲論，謂

有生老死。」（大正30 ' 16b8-9) 
19 (1) ｛中論〉卷2 ＜觀行晶第13) （青目釋）：「『如佛經所說，直難妄取

相，諸行妄取故，是名為虛幸在回』虛誰者，即是妄取相﹔﹔第一實者，所謂

涅槃，非妄取相。以是經說，故，當知有諸行虛言狂妄取相。」（大正

30' 17a27- b2) 
(2）參見： Suttanipa個（《經集） ) ' 739 ：「此苦須當知，虛偽挂壤法，此智

觸衰竭，認斯可離貪，諸受減盡故，無愛故泉識。」﹔另參見Sarpyutta﹒

剖kaya （《相應部） ) IV ’ p.205 。

(3 ）參見： Su加nipata C 《經集） ) ' 757 ：「愚者如所思，由思為所異。車思

成虛妄，暫法虛妄法。」 Su加世pata ( （（經集） ) ' 758 ：「注射h妄法，
諸聖知真實。位等解真實，無愛故在滅。」

(4）參見：〈雜阿合經〉卷10 (265經）
「觀色如眾沫，受如水上泡，想如春時燄’諸行如芭蕉。

詩識法如幻，日種姓尊說。周區諦忠推，正念善觀察﹔

無實不堅園，無有我我所。於此苦陰身，大智分別說。

離於三法者，身為成棄物。毒暖及諸識，離此餘身分，
永棄丘塚間，如本無識想。此身常如是，幻侮誘患夫，

如殺如毒刺，無有堅固者，比丘勤修習，觀察此陰身，

畫喪常專精，正智繫念住，有為行長息，永得清涼處。」（大正2 • 69a18-b2) 

20 ｛中論〉卷2 ＜觀行晶第13) （青目釋）：「『虛誰妄取者，是中何所取，佛說
如是事，欲以示室義。』若妄取相法即是虛誰者，是諸行中為何所取？佛如是

說，當如說空義。問曰：云何如一切諸行皆是空？答曰：一切諸行虛妄相故

堂，諸行生減不住，無自性故堂。諸行名五陰，從行生故。五陰名行，是五陰

皆虛妄無有定相。」（大正30' 17b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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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離有亦離無」 21 。此出於《雜阿含經〉卷12 (301經）說：「世
間有二種依，若有、若無 0 ......世間無如實正如見，若世間無者不

有（離無）﹔世間滅如實正知見，若世間有者無有（離有）：是名

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泣。

離有無二邊的緣起中道，為〈中論〉重要的教證。

4 、〈觀四諦品第24 ）說：「世尊知是法，甚深微妙相，非鈍根所及，

是故不欲說」 23 。這如《增壹阿含經〉說：「我今甚深之法，難曉

難了，難可覺知，．．．．．．設吾與人說妙法者，人不信受，亦不奉

行。．．．．．．我今宜可默然，何須說法」 24 。

各部廣律，在梵天請法前，也有此「不欲說法」的記錄鈞。

21 ｛中論﹜卷3 （觀有無品第15 > （大正30 '20bl-2）。

22(1) （雜阿含經〉卷12 (301經）：「世間有二種依，若有、若無，為取所
觸﹔﹔取所觸故，或依有，或依無。若無此取者，心境擊著、使，不取、不

住，不計我，苦生而生，苦滅而減﹔﹔於後不疑、不惑，不由於他而自知，

是名正見，是名如來所施設正見。所以者何？世間黨，如實正知見，若世

間無者不有﹔世間滅，如實正知見，若世間有者無有。是名離於二邊，說，

於中道。」（大正2 • 8Sc21-28) 
(2）另參見：〈雜阿會經〉卷10 (262經）：「阿難語闡陀言：「我親從佛間，

教摩訶迦搗延言：世人顛倒，依於二邊，若有、若無。世人取諸境界，心

使計著。迦務延！若不受，不取，不住，不計於我，此苦生時生、滅時

滅。迦草書延！於此不疑、不惑，不由於他而能自如，是名正見如來所說。

所以者何？迦務延！如實正觀世間集者，則不生世間無見﹔如實正觀世間

滅，則不生世間有見。迦搗延！如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挂

有，此生故復生，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集。所謂此無

故投無，比減故搜滅，謂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裁。』

尊者阿難說是法峙，闡陀比丘遠塵、離括，得法眼淨。」（大正2 • 66c2S-

67a9) 
23 《中論〉卷4 （觀四諦品第24) （大正30 • 33al4-1S ）。

24 ｛增壹阿會經〉卷10 （勸請晶第19 . l ＞：「我今甚深之法，難曉難了，難可覺
知，不可思惟。休息微妙，智者所覺知，能分別義理，習之不厭，即得歡喜。

設吾典人說妙法者，人不信受，亦不奉行者。唐有其勞，則有所損，我今宜可

默然，何須說法。」（大正2 ' 593a25-29) 
25 參見《四分律〉卷32 （大正22 • 786cl5-787b4）﹔〈根本說一切有部昆奈耶破

僧事〉卷5 （大正24 J 126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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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觀四諦晶第24）說：「是故經中說：若見因緣法，則為能見佛，

見苦集滅道」詣，如﹛稻芋經〉說27 。見緣起即見法（四諦），如

《中阿含〉《象跡喻經〉說28 。

6 、〈觀涅槃晶第25）說：「如佛經中說：斷有斷非有」訝。這是〈雜

阿合經〉卷9 (249經）說：「畫、離欲、滅、息、沒己，有亦不應

說，無亦不應說。．．．．．．離諸虛偽﹝戲論﹞’得起涅槃’此則佛說，」 30 。

（三）《中論〉所討論的內容是「阿含」、「阿昆達磨」的法義（ p.212-

p.213) 

〈中論〉凡二十七品。

〈青目釋〉以為：前二十五品，「以摩訶衍說第一義道」’後二品

「說聲聞法入第一義道」 31 ﹔〈無畏論〉也這樣說。 32

〔印順法師評：〕然依上文所說，緣起中道的八不文證’及多引

〈阿合經〉說，我不能同意這樣的判別。〈中論》所觀所論的，沒

有大乘法的術語，如菩提心，六波羅蜜，十地，莊嚴佛土等，而是

26 ＜中論〉卷4 ＜觀四諦晶第24) （大正30 • 34c 6-7 ）。
27 ＜佛說稻芋譬經〉：「今日世尊睹見稻竿而作是說：汝等比丘，見十二因緣，

即是見法，即是見佛。」（大正16 • 816c24-25) 
28 ＜中阿含經〉卷7 ，第30經〈象跡喻經〉：「世尊亦如是說：是見緣起便見法，

若見法使見緣起。」（大正1 • 467a9-10) 
29 ＜中論〉卷4 ＜觀涅槃晶第25）：「如佛經中說，斷有斷非有，是故知淫槃，非

有亦非無。」（大正30 ' 35b14-15) 
30 ＜雜阿含經〉卷9 (249經）：「尊者阿難叉開舍利弗：如草者所說，六觸入處
畫，離欲﹒滅﹒息沒已。有亦不應說，無亦不應說，有無亦不應說，非有非無

亦不應說，此語有何義？尊者舍利弗語尊者阿難：大觸入處畫、離欲、滅、

息、沒已，有餘耶？此則虛言。無餘耶？此則虛言。有餘無餘耶？此則虛言。

非有餘非無餘耶？此則虛言。若言六觸入處畫、離欲、滅、息、沒已，離諸虛

偽，得起涅槃，比則佛說。」（大正2 • 60a12-21) 
31 ﹛中論〉卷4 ＜觀十二因緣品第26) （青目釋）：「問曰：汝以摩訶街說第一義

道，我今欲聞說聲聞法入第一義道。」（大正30' 3的18-19 ）。

32 參見寺本婉雅譯〈（梵漢獨對校﹒西藏文和譯）龍樹造﹒中論無畏疏〉’

p.528 ，東京，國書刊行會，昭和49年2月。



360 第四章龍樹一中道緣起與假名空世之統一

「阿含」及「阿昆達磨」的法義。〈中論〉是依四諦次第的，只是經

大乘行者的觀察，抉發《阿含經》的深義，與大乘深義相契合而已。

這不妨略為分析：

︱＠初二晶：總觀八不的始終︱

1 、〈觀（因）緣1品第1 ＞觀緣起的集無所生。

〈觀去來品第2）觀緣起的城無所去。

※這二品，觀緣起的不生（不滅），（不來）不去，總觀八不

的始終。

︱。第3品－第27品：別觀四諦︱

※以下別觀：

10苦諦（第3－第5品）︱

2 、〈觀六情品第3 > ' ＜觀五陰品第4) ' ＜觀六種﹝界﹞晶第

5），即觀六處、五蘊、六界，論究世間一一苦的中道。

10集諦（第6－第17品）︱

3 、〈觀染染者品第肘，觀煩惱法﹔

〈觀三相品第7），觀有為一－煩惱所為法的三相。

〈觀作作者晶第肘，〈觀本住晶第9）’（觀然可然晶第

10），明作者、受者不可得。與上二晶合起來，就是論究

惑招生死，作即受果的深義。

4 、〈觀本際品第11 ＞，明生死本際不可得，

〈觀苦品第12），明白帽、他、共、無因作，而是依緣生。

〈觀行品第13 ＞，明諸行的性空。

〈觀合品第14 ＞’明三和合觸的無性。

〈觀有無品第15 ），明緣起法非有非無。

〈觀縛解品第1酌，從生死流轉說到還滅，從生死繫縛說到

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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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業品第17），更是生死相績的要事。

※從〈觀染染者晶第6）以來，共十三品，論究世間集的中道。

10滅諦（第18－第25品）︱

5 、〈觀法品第18 ），明「知法入法」的現觀。

6 、〈觀時品第 19) ' ＜觀因果品第20) ' ＜觀成壞晶第

21) ’明三世、因果與得失，是有關修證的重要論題。

7 、〈觀如來晶第22 ），明創覺正法者。

8 、〈觀顛倒晶第23 ）’觀三毒、染淨、四倒的無性。

〈觀四諦晶第24 ），明所悟的諦理。

（觀涅槃品第25 ），觀涅槃無為、無受的真義。

※從〈觀法晶第18 ）到此，論究世間集誠的中道。

10道諦（第26-第27品）︱

9 、〈觀十三因緣晶第26 ），正觀緣起。

〈觀邪見品第27 ），遠離邪見。

※這二品，論究世間識遁的中道。

四、《阿含〉與《般若經〉說「空」的異同（p.213)

〈中論〉與「阿含經」的關係，明確可見。

（一）〈阿含〉說空白，沒有〈中論〉那樣的明顯，沒有明說一切法空。

說種種空，說一切法空的，是初期大乘的《般若經〉。

（三）《般若經〉說空”，主要是佛法的甚深義，是不退菩薩所悟入的，

也是聲聞聖者所共的。

33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一章（﹛阿合〉一一空與解脫道〉。
34 參見印願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三章（〈般若經〉一一甚深之一切法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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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阿含經〉說法的方便，與〈般若經〉有差別，但以空寂無戲論為

歸趣，也就是學佛者的究極理想，不可說是有差別的。 35

五、《中論》抉擇《阿含經》與阿昆達磨論，而貫通了《阿含》與《般

若》等大乘經（ p.213-p.214) 

（一）龍樹的時代，佛法因不斷發展而已分化成泉多部派，部派間異見紛

耘，莫衷一是。〈中論〉說：「若人說有我，諸法各異相，當知如

是人，不得佛法味！」 36

「淺智見諸法，若有若無相，是則不能見，滅見安隱法。」 37

35 ( 1) 《大智度論〉卷 4 ：「聲聞乘多說，眾生堂，佛乘說眾生空法堂。」（大正詣， 85

bl8-19); 

〈大智度諭〉卷26 ：「不大利根眾生為說無我，利根深智取生說，諸法本末

堂。何以故？若無我則捨諸法。」（大正25 ' 254a8-10) 

(2）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今論〉〈自序） p.3-p.4 : 
中觀學值得稱述的精義，莫過於「大小共貫」、「真俗無礙」。龍樹論以

為：有情的生死，以無明為根源，自性見為戲論的根本。解脫生死的三乘

聖者，體悟同一的法性室泉，同觀無我無我所而得悟。三法印即是一實相

印，三解脫門同緣實相。這樣的三乘共笠，對於從來的大小相諱，可得一

合理的論斷。．．．．．．今依龍樹論說，：三藏確是多說，無我的，但無我典笠，並

非性質有什麼不同。大乘從空門入，多說不生不滅，但生誠與不生滅，其

實是一。「緣起性空」的佛法真義，屆主示了佛教思想發展的實相。釋尊本
是多說無常無我的，但依於緣起的無常無我，即體見緣起空寂的。

36 《中諭》卷2 ＜觀然可然晶第10) （大正30 • 15c24-25 ）。

37 (1) ｛中論〉卷 1 ＜觀六種晶第5) （青目釋）：「『淺智見諸法，若有若無相，

是則不能見識見安隱法。』若人未得道，不見諸法實相，愛見因緣故種種戲

論，見法生時謂之為有，取相言有﹔見法滅時謂之為晰，取相言無。智者見諸

法生即滅無見，見諸法滅即滅有見，是故於一切法雖有所見，皆如幻如夢，乃

至無漏道見尚哉，何況餘見！是故若不見減見安隱法者，則見有見無。」（大

正30 ' 8a5-13) 
(2）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論頌講記） p.131 : 

諸法的實相，不可以看作有相，也不可以看作無相，但「淺智」淺見的世

間有情，或「見」到「諸法」的實「有」自相，或見到諸法的實「無」自

「相」。其實，他「是」「不能見」到虛空及一切法的非有非無的緣起法
的。不理解緣起法，就不能通達性生﹔不通達性堂，就有自性見的戲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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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聞各部派，或說有我有法，或說我無法有﹔ 38或說一切法有，或

說部分有而部分無。”

這樣的異見紛耘，與《阿含經》義大有距離了！所以〈中論〉哥閒

〈阿含經〉說，抉擇遮破各部派（及外道）的妄執，顯示佛法的如

實義。

（二）如〈觀法品第18 ）’法是聖者所覺證的。 40

〈觀法晶〉從觀「無我我所」而契入寂滅，正是〈阿合經〉義。 41

有了實有的自性見，就不能見到「滅」除妄「見」的「安嘻」在靜的涅槃

「法」。「不得第一義，則不得涅槃」也就是這個意思。所以緣起幻有的

虛堂，是要承認的，從緣起中通達性笠，通達了性室，就可證得安隱泉靜

的涅槃了。

”( 1 ）參見印順法師著《性空學探諒） p.104-p.105 ：「聲聞乘的部派多，論典
多，見解也多。以從生到有的意義來觀察，玄槃三藏曾有六宗之判。一、

我法俱有幸一一輛子本末五部及說轉部（經量本計）。二、法有我無宗一一

說，一切有部。三、法無去來宗 大＂＇分別說，象及經量部。四、現通假實宗

一一說，假部。五、俗妄真實宗一一說出世部。六、諸法但名宗一一一說
部。」

(2）華嚴宗判為十宗：（一）我法俱有宗，（二）法有我無宗，（三）法無去
來宗，（四）現通假實宗，（五）俗妄真實宗，（六）諸法但名宗，

（七）一切皆空宗，（八）真德不空宗，（九）相想俱絕宗，（十）圓明

具德宗。參見：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1 （大正35 ' 116b3-29) 
39 以蘊、處、界三科來說：（一）說一切有部主張：蘊、處、界皆是實有。
（三）經部師主張：唯界是實，蘊、處為假。（三）世親〈俱舍論》主張：唯

蘊是假，處、界是實。（參見印順法師〈性空學探源》 p.194-p.200)

40 (1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216注18 : 
《中論〉〈觀法品〉，漢譯〈般若燈論〉典〈大乘中觀釋論〉，品名相

同﹔而西藏所傅，月稱：主本作〈觀我品〉，無畏等作（觀我法品〉

「法」的古義，有些人是忘失了！

(2）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論頌講記） p.308-p.309 ：「法是軌持，軌是規律，

或軌範﹔持是不墊，或不失。事事物物中的不變軌律，含有本然性、必然

性、普遍性的，都可以叫做法。今於常遍本然的理則法，有多種不同，但

其中最徹底最究竟最高上的法，是一切法生性。現觀這真實生性法，所以

叫觀法。」

41 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論頌講記｝ p.310-p.312 ：「本品（〈觀法品〉）的意

義，中觀家的解釋，每有不同。如體梧的真理，是大乘所悟的？是小乘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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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末說：「不一亦不異，不常亦不斷，是名諸世尊，教化甘露

味。」 42

「若佛不出世，佛法已滅畫，諸辟支佛智，從於遠離

生。」 43

上一偈，總結聲聞法，下一偈是出於無佛世的辟支佛﹔二乘聖者，

都是這樣悟入法性的。

所以，或以為前二十五品明大乘第一義，後二晶明聲聞第一義，是

我所不能贊同的。

的？大小乘所悟的，是同是異？這都是詩論所在。

清辨說：小乘唯悟哉堂，大乘悟我法二堂。所以他解釋本品時，就依這樣的見

解去分別，以為這頌是小乘所悟的，那頌是大乘所悟的。

月稱說：大乘固然悟我法二笠，小乘也同樣的可以悟入我法二室性。所以他解

釋本品時，不分別大小。

〔印J慣法師評：〕依本論（《中論〉）以考察論主的真意，月稱所說是對

的。本品先明我笠，復明法堂。大乘、小乘的正觀實相，確乎都要從我空下手

的﹔通達了我堂，即能通連我所法堂。有我見必有我所見，得我堂也可得法

室。所以釋尊的本教，一致的直從我童入手。其中，悟二室淺的是小乘，如毛

孔空﹔悟二空深的是大乘，如太虛空。悟入有沒深差別，而所梧的是同一空

性﹔真理是不二的。

本品在全翰的科判中，青目的〈中觀論釋〉，西藏的〈無畏論﹜’佛護的〈中

論釋〉等，都說後二品是以聲聞法入第一義，前二十五品是以大乘法入第一

義。這樣，本品是依大乘法悟入第一贏了口

〔印順法師評：〕但細究全論，實依四諦開章，本不能tl分大小。本品的頌

文，從無我入觀，到辟文綿的悟入，也決非典二乘不同。所以，本品是正確指

示佛法悟入真實的真義，即釋草本教（阿令）所開示的﹔三乘學者，無不依此

觀門而悟入的。．．．．．．佛的根本教典，主要的明體悟我堂，所以論主說〈阿令〉

多明無我，多說我空。但佛的本意，生死根本，是妄執實有，特別是妄執實有

的自裁，所以多開示無我空。如能真的解了我空，也就能進而體悟諸法無實的

法空了。．．．．．．從破我下手，顯示諸法的真實，為三乘學者共由的解脫
門。．．．．．．－切法性堂，卻要從我堂入手，比是本論如實體見釋尊教意的特

色。」

42 （中論〉卷3 （觀法品第18) （大正30 • 24all-12 ）。

43 （中論〉卷3 （觀法品第18) （大正30 • 24a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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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如〈觀四諦品第24）說：「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

者，一切則不成。」 44依空而能成立的一切法，出世法是四諦一一

法，四果一一僧，佛，也就是三寶﹔世間法是生死的罪福業報。

（四〉總之，依〈阿合經》說，遮破異義，顯示佛說的真義，確是《中

論〉的立場。當然這不是說與大乘無闕，而是說：《中諭〉闡明的

一切法空，為一切佛法的如實義，通於三乘﹔如要論究大乘，這就

是大乘的如實義，依此而廣明大乘行證。所以，龍樹本著大乘的深

見，抉擇〈阿含經》（及「阿昆達磨論」）義，而貫通了〈阿含〉

與《般若〉等大乘經。如佛法而確有「通教」的話，〈中論〉可說

是典型的佛法通論了！

44 《中論〉卷4 ＜觀四諦晶第24) （大正30 ' 33a22-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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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龍樹一中道緣起與假名空性之統一

第三節 《中論》之中心思想（p.216～p.218)

一、龍樹《中論》之根本大義一一中道的緣起（p.216)

（一〉《中論〉的歸敬偈

釋厚觀（2005.10.26)

〈中論〉所要闡明的，是中遁的籐起。《中論〉初的歸敬偈，就充

分的表示了，如《中論〉（觀因緣品第一〉說：

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

能說是因緣（緣起），善滅諸戲論，我稽首禮佛，諸說中第

一。 1 （大正30, lb14-17) 

1 、佛所開示的教法，在世間一切學說中，是最上第一的。佛說的所以

最上第一不是別的，是佛說的因緣一一蜂起說。

2 、佛依緣起說法，能離一切戲論而寂滅，這是不共世間學的，所以

說：「能說是因緣，善滅諸戲諭」。

（二）八不的緣起（中道的緣起〉

緣起為佛法宗要，是各部派所公認的，但解說不一。龍樹所要闡攝

的，是不生不滅等「八不︱的緣起，也就是中道的緣起。

《雜阿含經〉所說：「處中說，法」 2 ，「宣說中道」’就是不落二邊

1 ( 1 ）萬金川〈中觀思想請錄》 p.75:

「圓滿的覺悟者宣說，『緣起』’是不生、不滅、不帝、不斷、不一、不異、

不來、不去、戲論止息而在靜安麓的，我向這位說，法中的至尊行禮致

敬。」

(2) ｛順中論〉卷1 ，龍勝菩薩造，無著菩薩釋，元魏婆羅門塵曇般若流支譯：

「不減亦不生，不斷亦不常，不一不異義，不來亦不去，佛已說因緣，斷諸

戲論法，故我稽首禮，說法師中路。」（大正30 ' 39c25-28) 
2 ｛雜阿含經〉卷34 (961經）：「佛告阿難：我若答言有我、則增搜先來邪見。

若答言無我，使先癢惑，豈不更增癡惑！言先有我，從今斷滅。若先來有我，

則是常見﹔﹔於今斷滅，則是斷見。如來離於二邊，處中說法，所謂是事有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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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見、異見、常見、斷見等的緣起。

闡明不落二邊的蜂起，所以名為《中論》。

二、龍樹是通過大乘「空」義，來闡明中道的緣起（ p.217-p.218) 

中道的緣起說，為佛法宗耍。闡明這一要義，龍樹是通過空義而顯揚

出來的，如說：

（一）《七十空性論〉

《七十空性論〉：「由一切諸法，自性皆是笠，諸法是緣起，無等

如來說，」。 3

明一切法是空，一切法是緣起。

（二）〈迴靜論〉：「諸說笠、緣起、中道為一義：無等第一語，敬禮如

是佛」。 4

列舉了空、緣起、中道三名，而表示為同一內容。

※這兩部龍樹論，都表示了空與緣起的關係。

（三）〈中論〉

說得更完備的，如《中論》卷4 （觀四諦品第24 ）說：

「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堂，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

（大正30 ' 33bll-14) 

卜緣起法為什麼是離二邊的中道？因為緣起法是空的。在〈阿含

經） 5 中，空是無我我所，也就是離我見、我所見的。

事有，是事起故是事生，謂緣無明行，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大正

2 • 24Sb18-24) 
3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17所引（漢藏教理院刊本， p.32上）。

4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17所引（漢藏教理院刊本， p.32上）。

〈迴靜論》卷1 ，後魏三藏昆目智仙共擅曇流支譯：「空自體因緣，三一中道

說，我歸命禮役，無上大智慧。」（大正32 • 1Sa26-27) 
5 ( 1) 《雜阿含經〉卷11 (273) ( （撫掌喻經〉）：「比丘！諸行如幻、如吏，

剎那時頃畫朽，不實來實幸。是故，比丘！於笠諸行，當知、當喜、當念﹔

空諾行，帝、值住、不變易法笠，無義、我所。」（大正2 • 72c12-15) 



368 第四章龍樹一中道緣起與假名空世之統一

2 、假名 6一一施設，雖也是《阿含經〉所說過的 7 ，但顯然由於部派

的論究而發展 8 ﹔為了〈般若經〉的一切但是假名 9 ，所以〈中

論〉將蜂起、空、假名、中道統一起來。

(2）參見〈空之探究〉第二章第五節（常空、我我所空） p.103 ° 

6 詳見《空之探究〉第四章第五節（假名一一受假） p.233-p.242 。

7 (1) ｛雜阿合經〉卷22 (582經）（大正2 , 154c19-155a4) : 
時往天子說偈白佛：「若羅漢比丘，漏畫持後身，頗說言有我，及說我所

不」？面時、世尊說偈答言：「若羅漢比丘，漏畫持後身，亦說言有我，

是說有我所」。時佐夫子復說偈言：「若羅漢比丘，自所作已作，已盡諸
有漏，唯持最後身，何言說有我？說何是我所」？爾特、世尊說偈答言：

「若羅漢比丘，自所作已作，一切諸漏畫，唯持最後身。說我漏己畫，亦
不著我所，善解世名字，平等假名說。」

(2) ｛雜阿會經〉卷13 ( 335經）：「云何為第一義宣經？諸比丘！眼生時無有
來處，滅時無有去處，如是自民不實而生，生已盡滅，有黨報而無作者，此

陰減已，其陰相績，除俗數法，耳鼻苦﹒身意亦如是說，除俗數法。俗數

法者，謂此有故彼有，比起故復起，如無明緣行，行緣識，廣說，乃至純太

苦聚集起。又復此無故往魚，此滅故往滅，無明滅故行滅，行減故識減，

如是廣說乃至純大苦眾滅。比丘！是名第－義宣法盤。」（大正2 • 92c16-

25) 

(3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二章第二節〈勝義空與大空） p.83: 
〔〈第一義空經》之〕經義是：唯有法假施說，緣起的生死相績，有業有

其熟，而沒有作業受報的我。緣起法是假有，我不可得是勝義堂。〈勝義

空經〉的俗數法（法假）有，第一教堂，雖不是明確的二諦說，而意義與

二諦說相令，所以《瑜枷論〉就明白的說：「但唯於彼因果法中，依世俗

諦假立作用」。法假施設是假（名），勝義堂是空﹔假典笠，都依緣起法

說。依據起說法，〈雜阿含經〉是稱之為：「離此二邊，處於中道而說

法」的。龍樹的〈中論〉說：「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眾緣所生

法，我說即是笠，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二諦與生假中義，都暐約

的從這〈勝義空經〉中故發出來。

8 ( 1) 參見〈大昆婆沙論〉卷9 （大正27 , 42a24- b4）﹔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

究》第四章第五節〈假名一一受假） p.236 。

(2 ）《異部宗輪論〉卷1 ：「讀子部本宗同義，謂補特伽羅﹝數取趣﹞’非即蠱、

離蘊，依蘊、處、界假施設名。」（大正49 ' 16c14-15 ）男參見〈空之探

究〉第四章第五節〈假名一一受假） p.238 。

(3 ）說一切有部七論中有〈施設論》﹔南傳銅鎳部也有《人施設論〉。

9 ﹛摩訶艘若波羅蜜經〉卷2 ：「佛告須菩提：般若述羅蜜亦但有名字名為般若渡

蘿蜜，菩薩、菩薩字亦但有名字。是名字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須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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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過龍樹學的宗要，說空說假名，而重點還是中遁的緣起說。空以

離一切見為主，與離二邊見的中道相同，所以在緣起即空、即

假、即中道下，接著說：「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

法，無不是空者」。結歸於－切空，也就是輸掉道。 10

三、結說：依「中遁的緣起」斷邊見、邪見等一切見（ p.217-p.218) 

龍樹依中道的緣起說，論破當時各部派（及外道）的異見﹔著重離見

的空一一中道，正是〈阿合〉與〈般若經〉義。如來說法，宗趣在

此，所以《中論〉結讀說：「雇曇大聖主，憐息說是法，悉斷一切

覓，我今稽首禮」。 11

※以下，依緣起、假名、空、中道，一一的分別加以論究。

提！．．．．．．須菩提！譬如外物草木枝葉莖節，如是一切但以名字故說，是法及名

字亦不生不減，非內、非外、非中閉住。．．．．．．須菩提！譬如夢響影幻焰，佛所

化皆是和合故有，但以名字說，是法及名字不生不滅，非內、非外、非中閉

住﹔般若渡蘿蜜、菩薩、菩薩字亦如走。如是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渡蘿

蜜，名假施設、受假施設、法假施設，如是應當學。」（大JES• 230c6-

231a21) 
10 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論頌講記｝ p.463 - p.464 ：「因緣生法，拈內外共知共見
的因果事實。外人因為緣生，所以執有﹔論主卻從緣生，成立他的性堂。所以

說，：即是室的。空不是沒有緣起，此生是不礙緣起的，不過緣起是無自性的假

名。這樣，緣生而無自性，所以離常邊、有進、增益邊﹔性生而有假名的，所

以離斷邊、無邊、揖越邊﹔雙離二邊，合於佛法的中道。這是雙的二諦室有而

說，的。中道，形容意義的啥好，並非在性空假名外，別有什磨。這樣，假名與

中道，都在空中建立的。一切諸法寂無自性，所以是空﹔緣起法的假名宛然存

在，所以是有。這相即無礙法，從勝A看，是畢竟堂性﹔從世俗看，雖也空無

自性，卻又是假名的。這樣，所以是中道。」

11 《中論〉卷4' （青目釋）：「『翟曇大聖主，憐息說是法，悉斷一切見，我今
稽首禮。』一切見者，略說則五見（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成禁取

見），廣說則六十二見，為斷是諸見故說法。大聖主翟曇’是無量無邊不可思

議智慧者，是故我稽首禮。」（大正30 ' 39b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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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龍樹一中道緣起與假名空性之統一

第四節 緣起一一八不緣起（p.218～p.233)

一、「餘起與空」（p.218)

（一）《中論》依緣起而明即空的中道。 1

（二）〈般若經〉之「空」與「緣起」

1 、〈般若經〉之「空」

釋厚觀 ο005.11.2)

空是離諸見的，（下本般若〉確是這樣說的：「以空法往般若波羅

蜜，．．．．．．不應住色若常若無常，．．．．．．若苦若樂，．．．．．．若淨若不

淨，．．．．．．若我若無我，．．．．．．若空若不空」（受等同此說） 2 。

但經文說空，多約涅槃超越說，或但名虛妄無實說。 3

2 、〈般若經〉所談的「緣起」

依緣起說中道，〈下本般若〉末後才說到，如（1J、品般若波羅蜜

經〉卷9說：

「須菩提！般若渡蘿蜜無畫，（如）虛空無盡故，般若渡蘿蜜無

畫。．．．．．．色無盡故，是生般若渡蘿蜜﹔受、想、行、識無盡故，

是生般若渡蘿蜜。須菩提！菩薩坐道場時，如是觀十二因緣，離

1 參見即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243-p.244 : 
龍樹尊重釋迦的本教，將《般若〉的「一切法堂」’安立於中道的緣起說，而

說：「眾因緣生法﹝緣起﹞，我（等）說，即是空」性。緣起即空，所以說，：「不
離於生死，而別有涅槃」。同時，迷即生的緣起而生死黨，悟緣起即生而生死

識﹔生死與涅槃，都依緣起而成立。緣起即室，為龍樹《中論〉的精要所在。

闡發〈阿令經》中（依中道說，）的緣起深義，善巧的貫通了聲聞典大乘，為後

代的學者所尊重。

2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I （大正8 ' 540bl-8 ）。

3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三章第六節（空之雙關意義） p.178 ：「堂與無
所有，是顯示如實相的，也用來表示虛妄性，所以說有雙閥的意義。．．．．．．虛誰
不實這一類術語的更多應用，意味著起若法門，不只是深法相的體悟，而要觀

破世俗的產妄，從而脫落名相以與入如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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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邊，是為菩薩不共之法」。（大正8 • 578c20-25) 

〈阿含經〉說，佛是順逆觀十二緣起而成佛的。〈下本般若〉末

後，正是說明菩薩坐道場，得一切智（智）的般若正觀。

不落二邊（中道）的緣起，〈般若經〉說是「如虛空不可盡」 4 。但

如虛空不可盡，經上也約五蘊、十二處等說，所以不能說是以緣起

來闡明中道，因為在《般若經〉的歷法明空中，蜂起與蘊、處、

界、諦、道品等一樣，只是種種法門的一門而已。

二、因緣之異名（ p.219-p.220) 

（一）〈阿含經〉所談的「因緣」

中道的緣起說，出於〈雜阿合經〉。

《阿含經》是以因緣來明一切法，作為修行解脫的正見。經中的用

語，並不統一：或說因﹔或說緣﹔或雙舉因緣，如說「二因二緣，起

4 (1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0 ：「須菩提！寢室不可盡故，菩薩摩訶薩般若
述羅實應生﹔行空不可盡故，菩薩般若渡蘿蜜應生﹔識空不可畫故，菩薩

般若渡轟蜜應生﹔名色空不可盡故，菩薩般若渡轟實應生﹔大處堂不可盡

故，菩薩般若渡蘿蜜應生﹔六觸空不可盡故，菩薩般若渡羅實應生﹔受堂

不可畫故，菩薩般若述蘿蜜應生﹔愛空不可畫故，菩薩般若渡蘿蜜應生﹔

取堂不可盡故，菩薩趣若渡轟蜜應生﹔﹔有生不可盡故，菩薩般若渡蘿蜜應

生﹔生堂不可畫故，菩薩般若渡蘿蜜應生：老、死、憂、悲、苦、惱堂不

可盡故，菩薩般若浪蘿蜜應生。如是，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般若渡蘿蜜應

生。須菩提！十二因緣，是獨菩薩法，能除諸邊顛倒。坐道場時，應如是

觀，當得一切種智。須菩提！若有菩薩摩訶薩，以虛空不可盡法，行般若

渡蘿蜜觀十二因緣，不墮聲閣、辟丈佛地，住阿持多羅三說三菩提。」

（大正8 • 364b10-27) 
(2 ）《大智度論〉卷80 ：「如佛自說，三世諸佛用般若波羅蜜得道，般若故不

畫：已不畫，今不畫，嘗不畫。是故我今但悶不盡義。佛答：如虛空不盡

故，起若亦不畫。如虛空無有法，但有名字，般若渡蘿蜜亦如走。般若渡

轟蜜如虛空無所有故不可畫，云何菩薩能生是教若渡蘿蜜？能生者，菩薩

云何心中生能行、能得？佛答：色無盡故，般若浪轟實應生。．．．．．．若色有

生必有畫，以無生故亦無畫。色真相即是般若渡蘿蜜相，是故說，色不可

畫，般若渡蘿蜜亦不可畫。受、想、行、識，撞渡蘿蜜乃至一切種智，亦

如走。復次，應生般若者，無明處童不可盡故。若人但觀畢竟笠，多墮斷

減邊﹔若觀有，多墮帶進。離是二邊故，說，十二因緣室。何以故？若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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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正見5」﹔或說四名，「何困（ni晶m耶）、何集（ samudayaJp.）、何生

(ja也蚓、何轉」（pabhavaqi~曦）6 。這些名詞，是同一意義的異

名。當然，名字不同，在文字學者解說起來，也自有不同的意義。

（二）部派佛教及〈般若經〉、龍樹論所談的「因緣」

因緣，原是極複雜的，所以佛弟子依經義而成立種種因緣說7 。

卜如南傳赤銅鍊部《發趣論〉的三十四緣8 ﹔

因緣和合生，是法無有定性﹔﹔若法無定性，即是畢竟生在滅相﹔離二連

故，假名為中道。是故說十二因緣如虛空無法故不畫。接亦從國緣和合

生，故無自相，無自相故，畢竟空如虛空。復次，因緣生故無實，如經中

說：固自良、綠色、生觸念，觸念從寢生。觸念不在眼中，不在色中，不在

內，不在外，亦不在中間，亦不從十方三世來，是法定相不可符。何以

故？一切法入如故。若得是無明定相，即是智慧，不名為寢。是故癡相、

智慧相無異，癡實相即是智慧，取著智慧相即是癡。是故癡實相畢竟清

淨，如虛空無生無滅。是故說得是觀故，迴向阿耨多羅三說三菩提，即名

般若渡蘿蜜。」（大正詣， 621c23-622a26)

5 （增萱阿合經〉卷7 ＜有無晶第15) (10經）（大正2' 578a5-6）﹔〈中阿合經〉

卷58 (211) ｛大拘締羅經〉：「尊者大拘綿羅答曰：二困二緣而生正見。云何為

二？一者從他閣，二者內自思惟’是謂二因二緣而生正見。」（大正1 • 791al-3) 

6 （雜阿合經〉卷2 (57經〉：「尷癡無聞凡夫，於色見是我，若見我者，是名為
行。復行何國、何黨、何生、何轉？無明觸生愛，緣愛起往行。很愛何困、何

集、何生、何轉？彼愛受困、受集、受生、受轉。很受何困、何集、何生、何

轉？往受觸困、觸集、觸生、觸轉。 .11£觸何園、何集、何生、何轉？謂往觸六

入處固、六入處黨，六入處生、大入處轉。往六入處，無常，有為，心緣起
法﹔使觸、受、愛，行，亦無常，有為，心緣起法。」（大正2 • 14a13-21) 
另參見印順法師《雜阿含經論會編（上） } p.171-p.172 。

7 另參見印順法師〈印度佛教思想史｝ p.68 ° 

8 (1) 《發趣論〉：「 1 、因緣， 2 、所綠綠， 3 、增上緣， 4 、無間緣， 5 、等無間

緣， 6 、俱生緣， 7 、互相緣， 8 、依止緣， 9 、親依止緣， 10 、前生緣，

11 、復生緣， 12 、修習緣， 13 、業緣， 14 、異熟緣， 15 、食緣， 16 、根

緣， 17 、靜處緣， 18 、道緣， 19 、相應線， 20 、不相應緣， 21 、有緣，

22 、無有緣， 23 、離去緣， 24 、不去緣。」（漢譯南傅，第54冊， p.l ﹔日

譯南傅，第50冊， p.l ）。參見印順法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輿論師

之研究） p.443-p.444 。

(2）另參見〈清淨道論〉（漢譯南傅，第69冊， p.168) , （日譯南傅，第64冊，

p.180- p.192 ）。
(3 ）印順法師《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輿論師之研究） p.4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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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流行印度本土的，分別說系〈舍利弗阿昆曇論〉的十因十緣9 ﹔

3 、說一切有部《發智論〉的六因、四緣10 ﹔

4 、大眾部也立「先生、無有等諸緣」 11 。

在不同安立的種種錄中，因緣、次第緣、（所）緯鋒、增上緣一一四

緣，最為先要，也是〈般若經》 12與龍樹論13所說的。

三、給起與緣生（p.220)

此外，〈雜阿含經〉提到了緣起與緣生（或譯「緣所生」、「緣己

生」） 14 ，同時提出而分別解說，當然是有不同意義的，如〈阿昆達

9 ＜舍利弗阿昆曇論｝ 25卷〈緒分遍晶第一〉：「十緣：謂卜因緣， 2 、無間緣，

3 、境界緣， 4 、依緣， 5 、黨緣， 6 、報緣， 7 、起緣， 8 、異緣， 9 、相續緣，

10 、增土緣。」（大正28 ' 679 b8-9) 
參見印順法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輿論師之研究｝ p.439-p.445 ，第九章

第三節第三項《舍利弗阿昆曇論﹜〈十緯說〉：「說，一切有部的〈發智論〉

主，四綠以外，別立六因說，有人懷疑他有無根雄。審細的研究起來，大因典

四綠的總和，實典本論的十緣相近。本論說十緣，也可稱為十圈，這才說一切

有部典上座分別說象的因緣說，開始分流了。」

10 (1) （阿昆達磨發智論〉卷1 ：「有六因：謂相應固、但有固、同類固、通行

固、異熟固、能作因。」（大正詣， 920c5-8)

(2）四緣：因緣、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參見〈阿昆達磨發智論〉卷

3 （大正詣， 933b) ＜阿昆達磨品類足論〉卷5 ：「有四緣：謂因緣、等無

聞緣、所綠綠、增上緣。」（大正詣， 712b12-13)

11 （般若燈論釋〉卷1 ：「如大眾部亦作是言：「先生、無有等諸緣』。」（大正

30' 55a2-3) 
12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555 ：「應觀因緣無限量故隨順般若渡蘿蜜多，應觀等

無聞雄、所綠綠、增上緣無限量故隨順般是渡蘿蜜多。」（大正7 • 860a16-18) 

13 (1) （中論〉卷1 ：「因緣、次第嚎，綠綠、增土緣，四綠生諸法，更無第五

緣。」（大正30 '2b羽毛1)

(2) ＜大智度論〉卷49 ：「－切有為法皆從四緣生：所謂因緣、次第緣、所緣

緣、增上緣。」（大正詣， 296 b12-13) 
14 《雜阿含經〉卷12 ( 296經〉：
如是我開：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藺陀竹園。蘭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因

緣法及緣生法回云何為里坐主主？謂此有故彼有，謂緣無明行，緣行識，乃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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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法蘊足論〉卷11引經（大正26 • 505al2-27）說：

「云何緣起？謂依此有（故）使有，此生故復生，謂無明緣

行，．．．．．．如是使集純大苦蘊。 ;S& 謂當知！生緣老死，若佛出世，若

不出世，如是緣起，法住、法界。．．．．．．乃至無明緣行，應知亦

商。」

「云何名為緣已生法？謂無明、行、識、名色、六處、觸、受、

愛、取、有、生、老死，如是名為緣已生法。革獨當知！老死是無

常，是有為，是所造作，是緣已生，盡法，沒法，離法，滅法。

生．．．．．．無明亦商。」 15

緣起與緣生，同樣的是無明、行等十二支，而意義卻顯然不同。

卜益主盜，是無常滅盡的有為法，是緣已生一一從錄所牛益的果法。

2 、而緣起，是佛出世也如此，佛不出世也如此的。

是如是純太苦聚集。

云何生主主？謂無明、行．．．．．．。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

界，復如來自所覺知，成等正覺，為人演說，開示、顯發，謂緣無明有行，乃

至緣生有老死。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復如來自覺

知，成等正覺，為人演說、開示、顯發，謂緣生故有老病死、憂悲惱苦。此等

諸法，法位，法定，法如，法繭，法不離如，法不異如，審諦、真、實、不顛

倒。如是隨順緣起，是名緣生法，謂無明、行、識、名色、大入處、觸、受、

愛、取、有、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是名緣生法。

多聞聖弟子，於此因緣法、緣生法，正智善見。不求前際，言我過去世若有，

若無，我過＊世何等類？我過去世何如？不求後際，我於當來世為有，為無，

云何顯？何如？內不猶豫，此是何等？云何有？此為前誰？終當云何之？此眾

生從何來？於此沒當何之？若沙門、婆羅門，起凡俗見所繁，調說，我見所繫’

說，眾生見所繫，說，壽命見所繫，忌諱吉慶見所繫’商時悉斷、悉知，斷其根
本，如截多羅樹頭，於未來世成不生法。是名多聞聖弟子，於因緣法、緣生

法，如實正如，善見，善覺，善f虜，善入」。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

歡喜奉行。（大正2 • 84 bl2- clO) 
另參見印順法師〈雜阿合經論會編〉（中） p.34-p筋。

15 參見印順法師《印度佛教思想史） p.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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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緣起是有為或是無為？ ( p.220-p.223 ) 

（一）大炭部→子及化地部主張：緣起是無偽。

「法住法界」 16 ，是形容緣起的。〈相應部〉經作：「法定、法

住，即緣性」（idappaccaya組） 17 ﹔緣性，或譯為相依，性。《法蘊足

論》所引經，下文還說到：「此中所有法性、法定、法理、法趣，

是真、是實、是諦、是妒，非妄、非虛、非倒、非真」。 18

這些緣起的形容詞，使大農部一分，及化地部等說：緣起是無為19 ﹔

〈舍不I拂阿昆曇論） 20也這樣說。

這是離開因果事相，而論定為永恆不變的抽象理性。

（二）說一切有部主張：緣起是有為（p.221)

1 、舉《雜阿含》之《須深經》

然依《雜阿會經﹜ 21 ，佛為須深所說，緣起應該是不能說是無為

的。〈雜阿含經〉卷14 < 347經〉（大正2 • 97bl6-c2）說：

「須深！於意云何？有生故有老元，不離生有老死耶？須深答曰：

16 （雜阿合經〉卷12 (296經）：「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如是緣起，法住、法

界。」（大正2 , 84b16-17）﹔〈阿昆達磨法蘊足諭〉卷 11引經（大正

26 • 505al7-18 ）。
17 ( 1 ）《相應部） ( 12）「因緣相應」（日譯南傳13 'p,36 ）。

(2) （漢譯南傳﹒相應部〉第14冊（p.29 ）。

18 （法蘊足論〉卷11 （大正詣， 505a20-22）。

的 (1 ）《異部宗輪論〉卷1 （大正紗， 15c24-27 ﹔ 17a7-10 ）。

(2) （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23 ：「或復有執：緣起是無為，如分別論者。

問：往因何挂作如是執？答：往因經故。謂典經說：如來出世若不出世，

法住、法性，佛自尊覺，為他開示乃至廣說。故知緣起是無為法。

為止住宗，顯示緣起是有為法，墮三世故。無無為法墮在三世。」（大正

27 • 116 c4-10) 
(3 ）另參見印順法師〈中觀論頌講記） p.510 。

20 （舍利弗阿昆曇論〉卷12 ：「云何緣？如佛告諸比丘：我當說緣、緣生法。云

何緣？無明緣行。若諸佛由世若不出世，法住法界。住彼法界，如來正覺正解

已，演說開示分別顯現，說無明雄行乃至生緣老死。若如此法如繭，非不如

蘭、不異、不異物、常法、實法、法住、法定。」（大正28 , 606 bl 7-22) 

21 ( 1 ）﹛雜阿含經〉卷14 (347經〉（大正.2, 97a3-c7 ）。

(2）參見印順法師〈雜阿含經諭會編〉（中） p.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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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世尊！有生故有老死，不離生有老死。如是生，......有無明

故有行，不離無明而有行耶？須深白佛：如是，世尊！有無明故有

行，不離無明而有行。」

「佛告須深：無生故無老死，不離生滅而老死滅耶？須深白佛言：

如走，世尊！無生故無老死。不離生滅而老死滅。如是乃至無無明

故無行，不離無明滅而行滅耶？須深白佛：如是，世尊！無無明故

無行，不離無明滅而行滅。」

「佛告須深：作如是如、如是見者，為有離欲惡不善法，乃至身作

證具足往不？須深白佛：不也，世尊！佛告須深：是名堯如法住，

誰知涅擊。」

須深出家不久，聽見有些比丘們說：「生死已盡，．．．．．．自知不受後

有」’卻不得禪定且，是慧解脫阿羅漢。須深聽了，非常疑惑。佛

告訴他：「復先知法住，後知涅槃」。慧解脫阿羅漠，沒有深定，

所以沒有見法涅槃的體驗，但正確而深刻的知道：「有無明故有

行，不離無明而有行」﹔「無無明故無行，不離無明滅而行滅」

（餘支例此）。這是正見依緣起滅的確定性一一法住智，而能得無

明滅故行滅，．．．．．．生誠故老死滅的果證。這樣的緣起「一依緣而有

無、生澈的法住性，怎能說是無為呢！

2 、舉〈中阿含〉之〈大因經） (p.222) 

叉如《長阿含〉的〈大緣方便經｝ 23 ，說一切有部編入〈中阿

含〉，名〈大因經〉泊，也就是《長部〉的《大緣經） 25 。經文說明

「緣起甚深」，而被稱為曲na-一尼陀那﹔尼陀那就是「為困、為

集、為生、為轉」泌的「因」。

22(1) ｛相應部） ( 12）「因緣相應」’「不得禪定」作「不得五通」。遇是依
禪定而發的，所以雖所說各Jj[f而大義相合（日譯南傳13 , p.176-p.179）。

( 2) ｛漠譯南傅﹒相應部） ( 14）第一因緣相應，第七大晶（ 70）須尸摩

(p.141-p.153 ）。

23 《長阿含〉卷10 （第13經）〈大緣方便經〉（大正1 , 60a28-62b27）。

24 《中阿含經〉卷24 （第97經〉〈大因經〉（大正1 ' 578b-582b）。
25 《長部〉（第15經〉〈大緣經〉，日譯南傅7 ' p.l-p.26 ° 

26 參見〈雜阿含經〉卷2 (57經〉（大正2 • 14a13-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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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些看來，緣起是不能說為無為的。所以說一切有部等，不許

「有別法體名為緣起，湛然常住」 27 ，而是「無明決定是諸行因，

諸行決定是無明呆」 28 。如經中說緣起是法住，法住是安住的，確

立而不可改易的﹔緣起是法定，法定是決定而不亂的﹔緣起是法

界，界是因性（緣性）。

3 、這樣，蜂起與緣生，都是有為法，差別在：緣起約因性說，緣生約

墨遠益。緣起是有為，在世俗的說明中，龍樹論顯然是與說一切有

部相同的。

（三）印順導師對因緣和緣起的闡釋 29 ( p.222-p.223 ) 

依我的理解，如來或說因，或說雄等，只是說明依因能而有（及

生），也就依因緯而無（及滅），從依緣起滅，闡明生死集起與還

滅解脫的定律。

如馬勝為舍利弗說偈：「諸法從緣起，如來說，是因，彼法因緣盡，

對〈俱舍論〉卷9 ＜分別世晶第三之二〉：「若謂意說有別法體名為緣起，湛然常

住。此別意說，理則不然。」（大正29, 50b8-9) 

28 ｛大昆婆沙論〉卷23 （大正27 • 116cll-13 ）。
29 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今論｝ p.38-p.39 : 
今依龍樹開示的〈阿含〉中道，應該說：緣起不但是說明現象事相的根本法

則，也是說明涅槃實相的根本。有人間佛：所說，何法？佛說：「我說，緣起」。
釋迦以「緣起為元首」’緣起法可以說明緣生事相，同時也能從此悟入洹槃。

（一）依相依相綠的緣起法而看到世間現象界一一生減，緣起即與緣生相對，

緣起即取得「法性法住法界常住」的性質。

（二）依緣起而看到出世的實相界一一不生滅，緣起即與涅槃相對，而緣起即

取得生滅的性質。

《阿含〉是以緣起為本而闡述比現象與實相的。依〈阿含〉說：佛陀的正覺，

即覺悟緣起，即是「法性法住法界常住」的緣起，即當體攝得（自性涅槃）空

寂的緣起性﹔所以正覺的笙盔，寶島典皇生對論的。

反之，如與涅槃對論，即偏就緣起生減說，即攝乎乎一一因呆生滅的緣起事相。

緣起，相依相緣而本性空息，所以是生滅，也即是不生滅。釋尊直從此迷悟事

理的中樞而建立聖教，極其善巧！這樣，聲聞學者把緣起典緣生，緣起典涅

槃，作為完全不同的意義去看，是終不會契詮實義的。若拖了解緣起的名為生

相應緣起﹔大乘特別發揮室義，亦從此緣起而發揮。以緣起是空相應，所以解

悟緣起，即悟入法性本堂的不生不滅﹔而緣生的一切事相，也依此緣起而成

立。三法印中的無常與涅槃’即可依無我一一緣起性空而予以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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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沙門說，」 30 。「諸法從緣起」’〈四分律〉作「若法所困生」 31 ' 

與〈赤銅錄部律〉相合﹔〈五分律〉作「法從緣生」 32 ﹔〈大智度

論》譯為「諸法因緣生」 33 。所說正是緣起的集與滅，除〈根本說一

切有部律｝ 34 ( （大智度論〉的「諸法因緣生」’可能為緣起的異

譯）以外，分別說系律，都沒有說是「緣起」’可見本來不一定非說

緣起不可的。

為了闡明起誠依餘，緣性的安住、決定性，才有緣起與緣生的相對

安立，而說「綾起甚深」。阿昆達磨論師，著重於無明、行等內容

的分別，因、綠的種種差別安立，而起滅依於因緣的定律，反而漸

漸被漠視了！

五、《般若經》中所談的「緣起甚深」（ p.223-p.224 ) 

（一）「內蜂起」與「外蜂起」﹔「有支的緣起」與「聖道的緣起」

（下本般若〉說到了緣起甚深，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 （大正

8 ' 567a27-b7 ）說：

「如然燈時，．．．．．．非初焰燒，亦不離初始﹔非後焰燒，亦不離後

焰。......是（燈）主主實燃。」

「是因緣法甚深！菩薩非初心得阿持多羅三藐三菩提，亦不離初心

得﹔非後心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不離後心而得阿持多羅三藐

三菩提。」

「是因緣法甚深」’玄獎譯為：「如是緣起理趣甚深」 35 。

在《阿合經〉中，緣起是約眾生生死的起滅說，身外的一切，也被解

30 《根本說一切有部昆奈耶出家事〉卷2 （大正23 • 1027c6-7）。

31 《四分律》卷33 ：「如來說因緣生法，亦說因緣滅法，若法所因生，如來說是

固，若法所因滅，大沙門亦說此義，比是我師說。」（大正22 • 798c21-23) 

32 《彌沙寒部和瞳五分律〉卷16 ：「我師所說，法從緣生，亦從緣滅，一切諸

法，空無有主。」（大正22 • llObl 7-19) 
33 ｛大智度論〉卷11 ：「諸法因緣生，是法說因緣，是法因緣畫，大師如是

說，。」（大正詣， 136c4-5)

34 ｛根本說一切有部昆奈耶出家事》卷2 ：「諸法從緣起，如來說，是因，彼法國、錄

畫，是大沙門說。」（大正23 ' 1027b21-22) 

35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550卷（大正7 ' 831 a20-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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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為蜂起，所以立「內緣起」及「外緣起」，如〈稻芋經） 36與
《十二門論） 37所說。

以無明、行等生滅說緣起，是有支的緣起。

聖道的修行得果，如所引的《般若經〉說，可說是聖道的緣起。

佛法，達到了一切依緣起的結論。

（二）約如幻的因果說緣起

菩薩是發菩提心，修菩提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呆的。但發心、

修行在前，得菩提果在後，前心、後，心不能說是岡時的，那怎麼能依

因行（前心）而得後心的果呢？經上舉如火焰燒燈煌的比喻，來說明

緣起的甚深。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能說是（因行）前心﹔也不

離前，心，沒有修行的前心，是不可能得果的。不能說是後心，如只是

後心→念，那裡能得果？當然也不能離後心而得果。

這樣，前心、後，心的不即不離，依行得果，是緣起的因果說。〈般

若經〉文，接著說「非常非滅」 38的意義。這裡，約如幻的因果說

36 《佛說大乘稻芋經〉卷1 ：「所謂因相應、緣相應。復復有二，謂外及內。」

（大正16 ' 824a6-7) 
37 《十二們論〉卷1 ：「草綠所生法有二種：一者內，二者外。眾綠亦有二種：一
者內，二者外。外因緣者，如泥團、轉繩、陶師奪和合故有瓶生。」（大正

30 • 159c28-160al) 
38 (1)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土「須菩提！於意云何？若心已滅是心更生

不？不也，世尊！須菩提！於意云何？若心生是滅相不？世尊！是滅相。

須菩提！於意云何？是滅相法當滅不？不也。世尊！須菩提！於意云何？

亦如是住卸如住不？世尊！亦如是住如如住。須菩提！若如是住如如住

者，即是常耶？不也，世尊！」（大正8 ' 567b7-13) 

(2）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172-p.l 73 : 
前心典後心，是不能同時而有的，那末前滅後生，怎屠龍相績而善根增

長，圍成佛道呢？佛舉如燈燒起的譬喻，以不即不離的意義來說明，這才

引起了這一役的問答。心已滅了，是不能再生起的。心生起了，就有滅

相，這滅相卻是不滅的。滅相是不滅的，所以問：那就真如那樣的住嗎？

是真如那樣的，卻不是常住的。這－段問答，不正是「非常、非減」

嗎？．．．．．．依《般若經〉反龍樹論意：「﹔若一切實性無常，則無行業

報，．．．．．．以是故諸法非無常性」。「若一切法實皆無帝，佛云何說世間無

常是名邪見！ ......佛處處說無常，處處說，不滅。．．．．．．破常顛倒，故說無
常。．．．．．．諸法實相非常非無常。」（《大智度論》卷1 ，大正25' 60b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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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緣起即空（空的定義是：「非常非滅 l ），可從統貫全經而

抉發出來。不過，在文句繁廣的〈般若經〉中，這樣的緣起深義的

明文，只是這樣的一點而已！

六、不一不異，不常不斷的蜂起（p.224)

龍樹以緣起顯示中道，肯定的表示蜂起法為超勝世間，能得涅槃解脫

盟主益，如〈中論〉卷3 ' ＜觀法品第十八〉（大正30 1 24a9-12）說：

「若法從緣生，不即不異因，是故名實相，不斷亦不常。

不一亦不異，不常亦不斷，是名諸世尊，教化甘露味。」 39

從緣所生的，是果法，果法不即是因（不一），也不異於因（不

異）。果法並不等於因，所以不是常的﹔但果不離因，有相依不離的

關係，所以也就不斷。

不一不異，不常不斷，是一切法的如實相。約教法說，那是如來教化

康生，能得甘露昧一一涅槃解脫昧的不二法門。

依緣起法說不一不異，不常不斷，是〈阿合經〉所說的。一切法是緣

起的，所以龍樹把擅這緣起深義，闡明八不的緣起，成為後人所推崇

的中觀派。

七、緣起的意義（ p.224-p.226 ) 

（一）佛的緣起說通於集與滅（ p.224-p.225 ) 

佛說的緣起，是「諸說中第一」，不共世閱（外道等）學的。但佛教

在部派分化中，雖一致的宣說緣起，卻不免著相推求，緣起的定義，

也就異說紛耘了。大都著重依緣而生起，忽略依緣而滅無。不知「此

18 ，大正詣， 193a-b）所以，法相是非常非滅，也就是非常非無帝的。觀

一切法非常非滅，不落常無常二邊，契會中道的生性。

上文所引如燈燒尪的譬喻，經說是「緣起理趣極為甚深」。甚深緣起是

「非常非誡」的緣起，而在十八空中「非常非滅，本性繭故」’表示了一
切法的空性。非常非識，也就是假名而沒有自性的。......可見般若的正

觀，是通達一切法非常非滅（不落二邊）而堂的。

39 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論頌講記｝ p.3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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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固然是緣起﹔而「此無故彼無，此滅故

彼滅」’也還是緣起。《雜阿含經〉正是這樣說：「有因有緣集世

間，有因有緣世闊無﹔有因有緣減世間，有固有緣世間滅」 40 。

佛的緣起說，是通於集與誠的。

（二）佛教界對「緣起」字義的解釋（ p.225-p.226 ) 

這不妨略論緣起（pra位tya-samutpada）的意義。緣起是佛法特有的術

語，應該有他的原始意義。但原義到底是什麼？由於「一字界中有

多義故」’後人都照著問宗的思想，作出不同的解說。佛教界緣起

「字義」的論辯，其實是對佛法見解不同的表示。

卜如《大昆婆沙論〉師，列舉了不同的五說41 ，卻沒有評定誰是

正義。

2 、世親〈俱舍論〉的正義是：「由此有法，至於緣已’和合昇起，是

緣起義」。叉舉異說：「種種緣和合已，令諾行法聚集昇起，是緣

起義」 42 。依稱友的論疏，異說是經部師室利羅多所說。 43

3 、〈順正理論〉的正義是：「緣現已舍，有法昇起，是緣起義。」 44

4 、清辨的《般若燈論〉說：「種種因緣和合（五﹒會）得起，故名緣

起。」 45

5 、〈中論〉的月稱釋〈明顯句論〉蝠，與世親〈俱舍論〉說相同。

40 （雜阿含經〉卷2 (53經〉（大正2 • 12c23-25）。
41 （大昆婆沙論〉卷23 ：「問：何故名緣起？緣起是何義？答： 1 、符緣而起故名

笙壘。特何等緣？謂因緣等。 2 、或有說者：有誰可起故名緣起，謂有性相可

從緣起，非無性相，非不可起。 3 、復有說者：從有緣起故名緣起，謂必有

緣，此方得起。 4 、有作是說： Jj•J別緣起故名緣起，謂別別物從別別緣和合而

起。 5 、或復有說：等從緣起故名緣起。」（大正27 • 117c24-118a2) 

42 （俱舍論〉卷9 ＜分別世品第三之二〉（大正.29 ' 50b 17-cl 6 ）。

的參見山口益﹒舟橋一哉共著﹛俱舍論之原典解明〉所引（p.215）。法藏館，昭

和30年11月 1 日第1刷發行，昭和62年5月10日第2刷發行。

44 （順正理論〉卷25 （大正”， 481a28-29）。

的〈般意燈論釋〉卷1 （大正30 , 5lc26-27）。

46 山口益譯註’月稱造〈中論釋》第1卷（ p.7）：「諸法由國與緣相持生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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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覺音的《清淨道論〉，也有對緣起的解說。 47

7 、鳩摩羅什早期傳來我國的龍樹學，緣起的字義，極可能是「種種因

緣和合而起」。如著名的「空假中偈」 48 ，原語緣起，譯作「眾緣

所生法」 49 （羅什每譯作「因緣生法」）。在〈大智度論〉中，

「眾緣和合假稱」 50 ﹔「眾法和合故假名」 51 ﹔「因緣和合生」 52 ' 

更是到處宜說。「眾緣和舍生」’似乎與《般若燈論〉說相近。

8 、印順法師對緣起的闡釋（p.226)

(1 ）其實，文字是世俗法，含義有隨時隨地的變化可能。龍樹的「緣

起」字義，是探求原始的字義而說？還是可能受到當時當地思想

的影響？或參綜一般的意見，而表達自己對佛說「緣起」的見解

呢？我以為，論究龍樹的緣起，從緣起的字義中去探討，是在E勞

盟。

(2）從龍樹論去理解，龍樹學是八不中道的緣起論。中道的緣起說，

不落兩邊，是〈阿含〉所固有的。通過從部派以來，經大乘〈般

若〉而大成的一－ r空，性」、「假名」的思想開展，到龍樹而充

分顯示即空、即假的緣起如實義（所以名為《中論〉）。

(3 ）一切是緣起的：依緣起而世間集，依緣起而世間滅。《相應部〉

說：緣起「是法定、法確立（住），即相依性」鈞。相依性

緣起義。」清水弘文堂書房，昭和43年2月25日發行。

47 ｛清淨道論〉（日譯南傳64 ，已156-p.163 ）。

48 ｛中諭〉卷4 ＜觀四諦晶第24）：「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無（空），亦為是假

名，亦是中道義。」（大正30 ' 33bll-12) 
49 ｛十二門論〉卷1 ：「眾緣所生法，是即無自性，若無自性者，云何有是法。」

（大正30 • 159c26-27) 
50 ｛大智度論〉卷35 ：「此菩薩名字，眾緣和合假稱。」（大正詣， 318 b21-22) 

51 ｛大智度論〉卷35 （大正25 ' 318b23 ）。

52 ｛大智度論〉卷62 ：「先說一切法從因緣和合生。」（大正25 • 500 a15-16) 

53 ( 1) ｛相應部｝ (12）「因緣相應」（日譯南傳13 'p.37 ）。

(2）《漢譯南傳﹒相應部》第14冊， p.29-p.30 ，第一因緣相應，（20）第十「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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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appaccaya帥，或譯「緣性」’「依緣，性」。〈雜阿合經〉與

之相當的，是「此法常住、法住、法界」抖。界（dha個）也是因

義，與「依緣性」相當。

所以如通泛的說，緣起是「依緣性」。一切是緣起的，即一切依緣

而施設。

八、龍樹依《阿會經》的八不蜂起遮破種種異執（ p.226-p.227) 

（一〉《中論〉遮破外道與部派佛教

〈中論﹜等遮破外道，更廣破當時的部派佛教，這因為當時佛教部

派，都說緣起而不見緣起的如實義，不免落於二邊。

（二〉近代學者的研究盲點

近代的學者，從梵、藏本《中論〉等去研究，也有相當的成就，但總

世尊曰：「諸比丘！我為汝等說緣起反緣生之法，汝等諦聽，當善思念，

我則為說」。

彼諸比丘奉答世尊曰：「大德！唯然。」

世尊曰：「諸比丘！何為緣起耶？諸比丘！緣生而有老元。如來出世，或

如來不出世，此事之決定、法定性、法已確立，即是相依性。

如來詮於此，知於此。證於比、知於此，而予以教示宣佈’詳

說、開顯，分別以明示，然而即謂：「汝等，且看！」

諸比丘！緣生而有老死。諸比丘！緣有而有生。諸比丘！緣取

而有有。諸比丘！緣愛而有取。諾比丘！緣受而有愛。諸比

丘！緣觸而有受。諸比丘！緣六處而有觸。諸比丘！緣名色而

有六處。諸比丘！緣識而有名色。諸比丘！緣行而有識。諸比

丘！緣無明而有行。如來出世、或不出世，此事之決定、法定

性、法已確立，即相依性。如來詮知。此已證知而于以教示宣

佈’詳說、開顯、分別以明示，然而即謂「汝等，且看！」

諸比丘！緣無明而有行。諸比丘！於此有如不虛妄性、不真如

性、相依性者，諸比丘！此謂之緣起。

諸比丘！何為緣生之法耶？諸比丘！老死是無常、有為、緣

生、減畫之法，敗壤之法，離貪之法，識法 a 諸比丘！生是無

帝、有為、緣生、誠畫之法、敗壤之法、離食之法、滅

法。．．．．．． 諸比丘！無明是無帝、有為、雞生、滅畫之法、

離貪之法、減法。諸比丘！此等謂之緣生法。」

54 ｛雜阿合經〉卷12 (296經〉：「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因緣法及緣生法。云
何為因緣法？謂此有故彼有，謂緣無明行，緣行識，乃至如是如是純太苦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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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世間學的立場來論究，著重於論破的方法一一邏輯、辨證法，

以為龍樹學如何如何。

不知龍樹學只是闡明佛說的緣起，繼承《阿含〉經中，不一不異

（不即不離）、不常不斷、不來不去、不生不誠（不有不無）的緣

起﹔由於經過長期的思想開展，掰旱更簡要、充分、深入而已。

（三〉舉經證說明龍樹學是繼承﹛阿會經〉，闡明佛說的緣起

卜破四作（四生）

如〈雜阿合經〉，否定外造的自作、他作、自他共作、非自非他的

無因作一一四作，而說「從緣起生」 55 。

〈中論〉的〈觀苦品〉，就是對四作的分別論破呵。

一切法從緣起生，所以〈觀（因）緣品〉說：「諸法不自生，亦不

集。云何緣生法？謂無明、行．．．．．．。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

法界，使如來自所覺知，或等正覺，為人演說，開示、顯發，謂緣無明有行，

乃至緣生有老死。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來自覺

知，成等正覺，為人演說、開示、顯發，謂緣生故有老病死、憂悲惱苦。此等

諸法，法住，法定，法如，法繭，法不離妒，法不異妒，審諦、真、實、不顛

倒。如是隨順緣起，是名緣生法，謂無明、行、識、名色、大入處、觸、受、

愛、取、有、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是名緣生法。」（大正2 , 84b13-26) 

參見印順法師《雜阿合經論會編（中） ) p.35 。

SS (1) （雜阿含經〉卷14 (342經〉：「諸外道出家復問：云何尊者浮彌苦無自
作耶？說言無記。苦無他作耶？說言無記。誓樂自他作耶？說言無記。苦

無非自非他無國作耶？說言無記。今沙門雇曇說，苦無吾吾何生？尊者浮彌答

言諸外道出家：世尊說苦無從緣起生。」（大正2 ’”。－14)
(2）參見〈雜阿合經〉卷12 < 302經〉（大正2 , 86a29-b3 ）。

S6 ( 1) （中諭〉卷2 ＜觀苦品第12）：「自作及他作，共作無固件，如是說諸
苦，於呆則不然。苦若自作者，則不從緣生，固有此陰故，而有往陰生。

若謂此五陰，其復五陰者，如是則應言，從他而作苦。若人自作苦，離苦

何有人，而謂於佳人，而能自作苦。若苦他人作，而與此人者，若當離於

苦，何有此人受。苦若彼人作，持與此人者，離苦何有人，而能授於此。

自作若不成，云何往作苦？若使人作苦，即亦名自作。若不名自作，法不

自作法，使無有自噓，何有佳作苦？若往此苦成，應有共作苦。比往尚無

作，何況無困作？非但說於苦，四種義不成，一切外萬物，四義亦不

成。」（大正鉤， 16b21-17a24)

(2）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論頌講記》 p.222- p.2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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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 57 （中論〉歸結於無生，

也就是像生，如〈無熱惱請問經〉說：「若從緣生即無生」呵。

2 、破有見、無見等四種執

(1 ）叉如有與無二見，《中論〉〈觀有無晶〉”，是引《刪陀迦瑞

蹋的 6。而加以破斥的。

(2) （觀涅槃品〉也遮破涅槃是有、是無：「如佛經中說，斷有斷

57 （中論〉卷1 ＜觀因緣晶第1) （大正鉤， 2b6-7 ）。” (1)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19引經，漢藏教理院刊本， p.49下﹔福智之聲出版

社， 89年12月第一版七刷， p.448- p.449 。

(2）《佛說弘道廣顯三眛經〉卷2 （大正15, 497b3 ）：「緣生彼無生」。

59 （中論》卷3 ＜觀有無晶第15 ）：「棉能減有無，如化迦搗廷，經中之所說，離

有亦離無。」（大正30 '20bl-2)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211 。

60 (1 ）﹛雜阿含經〉卷12 ( 301經〉：
佛告﹝Jjt.﹒兆＋散﹞陀迦務延：「世間有二種依：若有、若無。為取所觸，取所

觸故，或依有、或依無。若無比取者，心境繫著使不取、不住、不計我。

苦生而生，苦滅而滅，於往不疑、不惑，不由於他而自妒，是名正見，是

名如來所施設正見。所以者何？世間集如實正如見，若世間無者不有。世

間滅如實正如見，若世間有者無有。是名離於二邊說，於中道。」（大正

2 • 85 c20-29) 
(2) （雜阿含經〉卷10 (262經）

阿難語闡陀言：「我親從佛閣，教摩訶迦務延吉：『世人顛樹，依於二

邊，若有、若無。世人取諸境界，心使計著。迦務延！若不受，不取，不

住，不計於我，此苦生時生、滅時滅。迦梅延！於此不疑、不過，不由於

他而能自如，是名正見如來所說。所以者何？迦務延！如實正觀世間集

者，則不生世間無見﹔如實正觀世間滅，則不生世間有見。迦務延！如來

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很有，此生故復生，謂緣無明有行，乃

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集。所謂此無故往無，此滅故往滅’謂無明滅則行

識，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尊者阿難說是法時，闡陀比丘違

塵、離垢，得法自民淨。（大正2 • 66c25-67a9) 

(3）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278: 
〈雜阿令經〉「如來記說，」’佛化說陀迦務延經，說「真實禪」典「強祟

禪」’是以已調伏的良馬，沒有調仗的劣局，比喻深禪典世俗禪（〈雜阿含

經》卷33 (926經），大正2 • 235c27-236bll ）。．．．．．．典說陀迦搗延氏有關
的教授，傳下來的僅有二則。另一則是佛為說陀說，：離有離無的正見一一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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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有，是故知涅槃，非有亦非無」 61 。

但世人叉執涅槃是亦有亦無，或說是非有非無，所以叉進一步

遮破，而破是有，是無’是亦有亦無，是非有非無一一四執。

3 、伊跛有邊，無邊等四句

其實，遮破四句，是《阿合經》位舊有的，如：有邊，無邊，亦有

邊亦無邊，非有邊非無邊﹔常，無常，亦常亦無常，非常非無常﹔

去，不去，亦去亦不去，非去非不去﹔我有色，我無色，我亦有色

亦無色，我非有色非無色。

種種四旬，無非依語言，思想的相對性，展轉推論而成立。

4 、破即蘊我、離蘊我等

叉如〈觀如來品〉說：「非陰非離陰，此俊不相在，如來不有陰，

何處有如來？」的

觀我（我與女日來，在世俗言說中，有共同義64）與五陰，「不即、

世間緣起的第典滅，而不落有無的中道。（《雜阿含經》卷12 '301經，大

正2 • 85cl 7-86a3 ）車區（ Chanda）知道了無常、苦、無我、淫槃泉滅，而

不能領受「一切行空寂、不可得、愛畫、離欲、涅槃」。阿難為他說「化迦

梅延經」’離二邊而不落有無的緣起中道，這才證知了正法。（〈雜阿含

經〉卷10 '262經，大正2' 66b-67a）這是非常著名的教授！龍樹〈中

論〉，曾引此經以明離有無的中道。（《中諭〉卷3 ，大正30' 20b) 

61 《中論〉卷4 （觀涅槃晶第25) （大正30 ' 35b14-15 ）。

62 (1) ｛雜阿合經》卷34 ( 961經〉：
佛告要草種出家：「我不作如是見﹒如是說：世間常是則真實，餘則虛

妄。云何種曇作如是見﹒如是說？世間無常﹒常無常﹒非常非無常、有

邊﹒無邊﹒邊無邊﹒非邊非無邊、命即是身﹒命其身具、如來有後死﹒無

後死﹒有無後死﹒非有非無後死。佛告要蹉種出家：我不作如是見﹒如是

說，乃至非有非無後死。」（大正2 '245cl-8) 
(2) （長阿會經》卷14 (21經）〈梵動經〉：「諸有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見、

作如是論：我此將後生有色無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終後生無色無

想，此實餘虛。有言：我自此終後生有色無色無想，此實餘虛。有言：我此

將後生非有色非無色無想，此實餘虛。」（大正1 ' 92c16-20) 
的〈中論〉卷4 （觀如來品第22) （大正30 ' 29c10-11 ）。

64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99-p.100 ：「先厄梵志事，見〈雜阿合經〉（巴
利藏缺）。佛典仙尼的問答，是：色（等五陰）是如來？其（離）色是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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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離、不相在」’是〈雜阿合經） 65一再說到的。即陰非我，離陰

非我，這是一、異一一根本的二邊﹔不相在是我不在陰中，陰不在

我中。

這四旬，如約五陰分別，就是二十句我我所見。

由於世人的展轉起執，〈中論〉叉加「我（如來）不有陰」’成為

五門推求66 。到月稱時代，大抵異說更多，所以叉增多到七鬥
推求的。

色中有如來？如來中有色？如來（但也ligata）是我的其名，如如不動而來去生

死的如來，不即色，不離色，如來不在色中，色不在如來中一一造就是一般所

說的：「非是我，其我，不相在」。《論》文所說「不說五眾（五陰）即是

實，亦不說離五眾是實」’「實」就是如來，無實即無如來一一我。這是二十
句我我所見，而法生說者，依四句不可說是如來，解說為法室。」

65 ｛雜阿合經〉卷2 (33經）：

「比丘！於意云何？色為是常，為無常耶？」比丘白佛：「無帝，世尊！」

「比丘！若無常者，是苦不？」比丘白佛：「是苦，世尊！」「若無常、苦，

是變易法，多聞聖弟子，於中寧見有我，其我，相在不？」比丘白佛：「不
也，世尊！」「受、想、行、識，亦復如走。是故比丘！諸所有色，若過去、

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S晨，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使－

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如是觀察。受、想、行、識，亦復如走。比丘！多
聞聖弟子，於此五受陰非我、非我所，如實觀察。如實觀察已，於諸世間都無

所取，無所取故無所著，無所著故自覺涅槃：我生已畫，梵行已立，所作已

作，自知不受後有。」（大正2 • 7b27-cll) 
（參見〈雜阿含經論會編（上） ) p.138-p.139) 

66 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論頌講記〉〈觀如來品第22 ) p.405- p.406 : 
－、五陰不能說，他是如來：假使五陰是如來，五陰是生滅的，如來也就應該是

生滅。如來是生滅的，這就犯了無常有冉的過失．．．．．．。二、離了五陰也不可說，

有如來：假使離了五陰有如來，就不應以五陰相說如來，如來就成為掛宜的提

想回．．．．．．。三、如來不在五陰中：假使說如來在五陰中，那就等於說人住在房

子捏，靈魂住在身體中。既有能在所在，就成了別體的二法。別體的東西，五

陰有生識，如來沒有生滅，還是墮在常過的一邊。四、五陰不在如來中：假使

如來中有五陰，同樣的是別體法，犯有常住過。．．．．．．。五、五陰不屬如來所

有：這仍然別體的，但又想像為不是相在，而是有關餘，五陰法是如來所有

的。假使如來有五陰，那就如人有物，應該明顯的有別體可說。然而離了五

陰，法難詮實如來的存在，所以說「如來不有陰」。

的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今論） p.248- p.249 : 

月稱論師，更增加到以七法觀我空：即一、離、具文、依文、支依、文眾、形

別。前五典即、離、相在、相屬大同，另加「支眾」典「形別」而成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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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從「不即不離、如幻如化」來理解緣起的深羲（ p.228-p.230) 

（一）「不即不離」的緣起

1 、有、無﹔生、滅

緣起，依「依緣性」而明法的有、無、生、滅。

「有」是存在的，「無」是不存在，這是約法體說的。

從無而有名為「生」，從有而無名為「滅」（也是從未來到現在名

「生」，從現在入過去名「減」），生與滅是時間流中的法相。

緣起法的有與生，無與滅，都是「此故彼」的，也就是依於眾緣而

如此的。「此故彼 l ’所以不即不離，﹛中論〉等的遮破，只是以

此法則而應用於一切。

一般的解說佛法，每意解為別別的一切法，再來說緣起，說相依，

這都不合於佛說緣起的正義，所以一一的加以遮破。

2 、隨俗說相對法（有與無，生與滅，因與果，生死與涅槃，有為與無

為等）

隨世俗說法，不能不說相對的，如有與無，生與誠，因與果，生死

與涅槃，有為與無為等。

佛及佛弟子的說法，有種種相對的二法，如相與可相，見與可見，

然（燃）與可然，作與所作，染與可染，縛與可縛等。

如人法相對，有去與去者（來與住例此〉，見與見者，染與染者，

作與作者，受與受者，著與著者。

也有三事並舉的，如見、可見、見者等。

〔支眾〕我，並不是自良等的眾積，眾是假令不實在的，不能說，眾是我。眾法有

多種：如木、石、磚、瓦等隨便聚起來，不見得即成為屋，所以眾生於五蘊眾

中，也不應執眾為我。

〔形別〕於聚執我不成，於是又執形別是我，如說，房子須依－定的分量、方

式積聚，才成為屋子，故於此房屋的形態，建立為房屋。但眼奪和合所成的形

態差別，不過是假現，但現的形態，如何可以說是我？如以某種特定的形態為

我﹔如失眠，缺足，斷手的殘廢者，豈不我即有所缺？如有實我，我是不應有

變異差別的，故不能以形態為我。

月稱論師的七事觀我，是依經中所說的三觀、四門、五求推潰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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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問題，一般人別別的取著，所以不符緣起而觸處難通。《中

論〉等依不即不離的緣起義，或約先後，或約同時，一一的加以遮

破。遮破一切不可得，也就成立緣起的一切，如〈觀四諦品〉說：

「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 68 。

（二）不能依世俗常談去理解「有無，生滅」，而應從「如幻如化」去理

解「不生、不誠」等八不緣起

〈觀十二因緣品） 69 ，說明苦陰﹝蘊﹞的集與滅外，〈中論〉叉

這樣說：

1 、「因業有作者，因作者有業，成業義如是，更無有餘事」 70 。

2 、「如是顛倒滅，無明則亦滅﹔以無明滅故，諸行等亦滅」 71 。

3 、「今我不離受，亦不即是受，非無受、非無，此即決定義」 72 。

68 《中論》卷4 ＜觀四諦晶第24) （大正30' 33a22 ）。

的《中論》卷4 ＜觀十二因緣晶第26) （大正30 • 36b20-c8) 
「眾生癱所覆，為後起三行，以起是行故，隨行墮六趣。
以諸行因緣，識受大道身，以有識著故，增長於名色。

名色增長故，因而生六入，情塵識和合，而生於六觸。

因於六觸故，即生於三受，以因三受故，而生於渴愛。

因愛有回取，因取故有有，若取者不取，則解脫無有。

從有而有生，從生有老死，從老死故有，憂悲諸苦惱。

如是等諸事，皆從生而有，但以是因緣，而集大苦陰。

是謂為生死，諸行之根本。無明者所遣，智者所不禹。

以是事滅故，是事則不生，但是苦陰眾，如是而正滅。」

70 （中論〉卷2 ＜觀作作者品第8) （大正30 • 13a17-18）﹔參見印順法師〈中觀論

頌講記） p.181 。

71 （中論〉卷4 （觀顛倒品第20) （大正30 ' 32a26-27）﹔參見印順法師〈中觀論

頌講記） p.429 。

72 （中論〉卷4 ＜觀邪見晶第27) （大正30 • 37al 7-18) : 

「今我不離受，亦不﹝4﹞即是受，非無受非無，此即決定義。」（﹝4﹞即＝但
【宋】【元】【明】 0 ) 

參見印順法師〈中觀論頌講記） p.540- p.541 : 
「今我不離受，亦不但是受，非無受非無，此即決定義。」
外人以我為實有自體的，所以討論到過去有沒有，就困頓不通。不知道我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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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是故經中說：若見因緣法，則為能見佛，見苦集滅道」 η 。

《中論〉所顯示的、成立的一切法，是緣起的，不能依世俗常談去理

解，而是「八不 l 一一不生、不誠、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

不出的蜂起，也就是要從即空而如幻、如化的去理解蜂起法，如〈中

論〉說：

1 、「如幻亦如夢，如乾間婆城，所說生住滅，其相亦如是」 74 。

2 、「如世尊神通，所作變化人﹔如是變化人，復變作化人。

如初變化人，是名為作者﹔變化人所作，是則名為業。

諸煩惱及業，作者及呆報，皆如幻典夢，如炎亦如響」 75 。

3 、「色聲香味觸，及法體六種，皆空如炎、夢，如乾聞要喊。

如是六種中，何有淨不淨？（淨與不淨）猶如幻化人，亦如鏡中像」施。

離五蘊身而存在的，離了五蘊身就不可得，所以說：「今我不離」五矗身的

「受」。我不離受，然而受蘊並不就是我，所以說：「亦不但是受」。這就是
說五蘊和合而有的我，是有緣起的假我﹔在世俗諦上，確是可以有的﹔不過勝

龜觀察自性，才不可得的。一切有部等，聽說依緣五蘊計我，以為我是主觀的

行相顛倒，所綠的是五蘊而不是我回他，並不了解緣起羲，不了解有緣起假我，

所以以為只有五益。本頌說，亦不但是受，即是破除他的錯見。同樣的，五益等

緣起的假有，說，他笠，不是沒有﹔所以受不離我，也不但是我。我典受，相互

依存，不即不離，是緣起的，是假有的。所以說：「非」是「無」有「受」，

也「非」是「無」有我，不過是求他的實體不可得罷了。如花瓶，是物質的泥

土，經過了人工造作而有的。離了泥土，沒有花瓶﹔但花瓶也並不就是泥土。

泥土是瓶固，也是不離瓶而有泥土，但並不就是瓶。依因而有的，不就是因，

但求他的實體是不可得的。這緣起的基本羲，也就是性空者所且在見的因呆「決

定義」’緣起是這樣的。

73 ｛中論〉卷4 （觀四諦品第24) （大正30 • 34c6-7）﹔參見印順法師〈中觀論頌

講記） p.479 。

74 ｛中論〉卷2 （觀三相品第7) （大正30 ' 12a23-24）﹔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論

頌講記） p.170 。

75 ｛中論〉卷3 （觀業品第17) （大正30 • 23b27-c3）﹔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論

頌講記） p.305 。

76 ｛中論〉卷4 （觀顛倒晶第23) （大正30, 31b16-19）﹔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

論頌講記﹜ p.4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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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五陰常相績，猶如燈火炎」 77 。

緣起的世間法，如幻、如化﹔出世的涅槃，「受諸因緣故，輪轉生死

中，不受諸因緣，是名為涅槃」 78 ，也是依緣起的「此無故彼無，此滅

故往滅」而成立。

說到如來，是「我」那樣的五種求不可得，而也不能說是沒有的，所以

說：「邪見深厚者，則說，無如來」 79 。

總之，女睞與涅槃，從搬回台「八不」說，是絕諸戲論而不可說的：「如

來性空中，思惟亦不可（非世俗的思辯可及）．．．．．．如來過戲論，而人生戲

論」 80 ﹔「諸法不可符，滅一切戲論，無人亦無處，佛亦無所說」 81 。

如從八不的緣起說，那如來與涅槃’都如幻、如化而可說了，這就符合

了﹛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戶為兌：「我說，佛道如幻、如夢，我說涅槃亦如

幻、如夢。若當有法勝於涅槃者，我說亦復如幻、如夢」 82 。

77 ｛中論〉卷4 （觀邪見晶第27) （大正30 • 38c28 ）﹔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論

頌講記》 p,549 ° 

78 ｛中論〉卷4 （觀涅槃晶第25) （大正30 , 35b9-10）﹔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論

頌講記｝ p.495 : 
論主稜斥外人的謬誤，申述佛經的正義：有情於世間，「受諸因緣」的生死

事，見色、聞聲、舉心、動念，無不執受、取著，這就是自性見﹔﹔有自性見，

愛乘一切，於是起煩惱、造業﹔由造業成受生死的苦果。緣起諸法，雄本無自

性，但幻幻相因，而「輪轉」在「生死」的苦海「中」。佛說涅槃，不是斷減

實有的生死（所以涅槃非無〉，也不是另得真常無淨的涅槃（所以非有）﹔本

怯生長，有何可斷？有何可得？只是在見色、聞聲、舉心、動念申，「不」執

「受」取著「諸因緣」法，現覺法性空寂，而遭復諸法的本性空寂，所以「名

為涅槃」。

79 《中論〉卷4 ＜觀如來晶第22) （大正30 • 30c13 ）。

的《中論〉卷4 ＜觀如來晶第22) （大正30 • 30c24-29）。

81 《中論〉卷4 ＜觀涅槃晶第25) （大正30 , 36b2-3 ）。

但《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8 （大正8, 276b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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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龍樹一中道緣起與假名空性之統一

第i節 假名一一受假（p.233～p.242)

一、《般若經》中的「假名J ( p.233-p.234 ) 

（一）原始般若的「一切但有名字」

釋厚觀（2005.11.16) 

「假名」，在﹛中論〉思想、中，有極重要的意義。首先，〈般若

經〉的「原始般若」’充分表示了一切法「但名」的意義，如蚓、

品般若波羅蜜經〉卷一說 1 : 

「世尊！所言菩薩菩薩者，何等法義是菩薩？我不見有法名為菩

薩。世尊！我不見菩薩，不得菩薩，亦不見、不得般若波羅蜜，

當教何等菩薩般若波羅蜜？」（大正8 I 537b7-ll) 

「世尊！我不得、不見菩薩，當教何等菩薩般若渡蘿蜜？世尊！我

不見菩薩法來去，而與菩薩作字，言是菩薩，我則疑悔。世尊！

又菩薩字，無法定，無住處，所以者何？是字無所有故。」（大

正8 I 537b27-c2) 

卜佛命須菩提，為菩薩說般若波羅蜜，揭開〈般若經〉的序幕。

2 、須菩提對佛說：說到菩薩，菩薩到底是什麼呢？我沒有見到，也沒

有得到過，有可以名為菩薩的實體。般若波羅蜜，也是這樣的不可

1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241 ，注1 : 
〈小品種〉文，典玄其所譯《大般若渡蘿蜜多經》〈第五分〉最相近，如卷

556 （大正8 • 865c-866b）。〈第四分〉也相近，已明說「但有假名」，如卷
538 （大正7 • 764a）。〈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渡羅蜜多經〉卷1 ，近於〈第

四分〉，但說「無定無住」為：「而復名字，無住處非無住處，無決定無不決

定」（大正8 • 587c），與現，存梵本相同。這是參照《中本投若〉（俗稱《大
品〉），「是字不住亦不不住」而有所增補﹔〈摩訶般若渡蘿蜜經〉卷3 c大正

8 • 234a）。參閱〈大般若渡轟蜜多經〉（第二分〉卷409 （大正7 • 47a）。



第五節假名一一受假 393 

見、不可得。這樣，要我以什麼樣的般若波羅蜜，來教示什麼樣的

菩薩呢？

3 、接著，從不見、不得菩薩與般若波羅蜜，進一步的說：我不見有菩

薩法，（生）來，或（滅）去，什麼都不可得，我假使名之為菩

薩，說菩薩這樣那樣，那是會有過失感而心生疑悔的。

4 、要知道，名字是沒有決定性的（同一名字，可以有種種意義的）

不落實在某一法上的，名字是無所有的。一切但有名字一一唯名，

沒有質性，須菩提本著般若體悟的立場，所以這樣說。說沒有菩

薩，沒有般若，這就是為菩薩說般若波羅蜜了。如聽了但有假名一

切不可得，而能不疑不怖，那就是菩薩安住於般若波羅蜜了。

5 、菩薩是人，般若是法，人與法都是假名無實的﹔這一法門，可能從

「一說部」演化而來2 。

（二）「中本般若」的「三假」（ p.234-p.236) 

1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之三假說

「原始般若」的人（菩薩）、法（般若）不可得，一切但有名字，

在「中本般若」（一般稱之為「大品」）中，有了進一步的說明：

一切是「手，令故有，是法及名字，亦不生不滅，但以名字故說﹔是

名字亦不在內、亦不在外、不在中間」 3 。並對但名的一切，提出了

三假說，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二說：

「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渡蘿蜜，名假施設、受假施設、法假施設，如

是應當學」 4 。

2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126 ﹔ p.131 。

3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 （大正8 ' 231a3-5 ）。參照《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第二分〉卷406 ：「如是善現，若菩薩摩訶薩，若般若渡蘿蜜多，若此二名皆

是假法，如是假法，不生不滅，唯假施設，不在內、不在外、不在兩間，不可

得故。復次善現，譬如過去、未來諸佛，唯有假名，如是名假不生不識，唯假

施設，謂為過去、未來諸佛，如是一切唯有假名。此諸假名，不在內、不在

外、不在兩間，不可得故口」（大正7 • 29c27-30a4) 
4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 ：「須菩提！譬如夢響影幻焰，佛所化皆是和合故

有，但以名字說，是法是名字不生不滅，非內、非外、非中閉住﹔般若渡羅

密、菩薩菩薩字亦如走。如是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渡轟蜜，名假施設、

受假施設、法假施設，如是應當學。」（大正8 • 231a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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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唯有假名，名字也只是假名，在般若中，一切都是不可得的。

然從世間一切去通達假名不可得，也不能不知道世俗假名的層次

性、多樣性，所以立三種假。

2 、〈大智度論〉對「三假」之定義（ p.234-p.235) 

依〈大智度論〉，三假施設，是三波羅聶提。波羅聶提

(pr，吋宜apti），義譯為假，假名，施設，假施設等。

這三類假施設，〈大智度論〉的解說有二﹔初說是：「五眾﹝蘊﹞等

法是名法波羅聶提。五眾因緣和令故名為眾生，諸骨和合故名為頭

骨，如根、莖、枝、葉和合故名為樹，是名受渡羅聶提。用是名字

取（法與受）二法相，說是二種，是為名字渡轟聶提」 5 。

(1 ）依論所說，法波羅聶提一一法假（也虹m仰gfiapti），是蘊、處、

界一一法。

色、聲等一一微塵，貪、瞋等一一心，心所，阿昆達磨論者以為

是實法有的，〈般若經〉稱之為法假施設。

(2）受假，如五蘊和合為眾生，眾骨和合為頭骨，枝葉等和合為

樹，還是複合物。在鳩摩羅什的譯語中，受與取相當，如五取

蘊譯為五受陰，所以受波羅聶提，可能是up到ana-prajfiapti 6 0 受

假一一取假，依論意，不能解說為心的攝取，而是依攬泉緣和

合的意思。

s （大智度論〉卷41 ：「菩薩應如是學三種渡轟聶提：五車等法，是名法渡轟聶提。

五車因錄和合故名為眾生，諸骨和合故名為頭骨﹔如根、莖、技、黨和合故名為

樹﹔﹔是名受迫羅聶提。用是名字，取二法相，說是二種，是為名字渡羅聶提。

復次，眾微塵法和合故，有A法生﹔如微塵和合故有麗色，是名法述羅聶提，

從法有法故。是A法和舍有名字生，如能照、能境，有火名字生﹔名色有故為

人，名色是法，人是假名，是為受迫轟聶提﹔﹔取色取名，故名為受。
多名字邊，更有名字，如果、棒、瓦等名字邊，更有屋名字生﹔如樹枝、樹葉

名字邊，有樹名生，是為名字波羅聶提。
行者先壞名字渡羅聶提，到受渡羅聶提﹔次破受渡轟聶提，到法渡轟聶提﹔破

法渡轟轟提，到諸法實相中。詩法實相，即是諸法及名字空般若渡轟蜜。」

（大正詣， 358b21-c8)

6 釋厚觀按：「受假」之梵語，似以up剖aya-pr.吋益apti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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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名假（nama-pr吋iiapti ），是稱說法與受的名字，名字是世俗共

許的假施設。

3 、〈般若經〉三假說之對照

所說三假，在各種譯本中，是略有出入的，如下 7 : 

AC中本投若） BC上本般若） cc中本股若） DC中本投若） EC中本般若） FC中本股若）

﹛摩訶般若 〈大般若被 〈大般若渡 ﹛放光般若 ﹛光謂般若 〈大般若按

渡羅蜜經﹜ 羅蜜多鱷﹜ 羅蜜多經﹜ 波羅蜜體〉 渡羅蜜經〉 羅蜜多經﹜
（大晶韓若） （胡分〉 （第二分〉 〈第三分〉

名假施設 名假 名假 字法 名假
--------- ----------- ---------- 

受假施設 合法
因緣和會

而假虛號

法假施設 法假 法假 所號法 法假

教授假 方便假 權法 所號善權

二、《般若經》之三假輿《大昆婆沙論》所說二有、五有之比較 s (p.236-

p.237) 

（一）《大昆婆沙論〉之二有、五有（p.236)

要理解《般若經〉的三假，可與阿昆達磨者的「有」’作對比的觀

察，如〈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九說：

然諸有者，有說二種：一、實物有，謂蘊、界等。二、施設有，謂

男、女等。 9

有說五種：一、名有，謂龜毛、兔角、空花畫等。二、實有，謂一切法

各位自性。三、假有，謂瓶、衣、車乘、軍、林、會等。四、和舍有，

謂於諸蘊和令，施設補特伽羅。五、相符有，謂此彼岸、長短事等。 10

7A ：姚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 （大正8 • 231a）。
B ：唐玄裝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11 （大正5, 58b ）。

c ：唐玄英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06 （大正7 • 30a）。
D ：西晉無羅叉譯〈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2 （大正8 • llc ）。

E ：西晉竺法護譯〈光讀般若波羅蜜經〉卷2 （大正8 • 163a）。
F ：唐玄裝譯《大敵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卷482 （大正7 • 448a）。

8 參閱印順法師《性空學探源〉第三章，第二節〈實相與假名） ' p.152-p.158 。

9 ｛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9 （大正27 ' 42a24-26 ）。
10 ｛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9 （大正27 , 42a29-b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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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阿昆達磨論師，立實物（法）有與盤還查，這是根本的分類，與

《大般若經〉「第三分」（F本），但立金宜與益盤相合。

依經說，我﹔頭、頸等﹔草木等﹔過去未來諸佛﹔夢境、谷響等，

都說「如是名假，不生不滅，唯有等想施設言說」 11 。所以三盤史

的名假，與阿昆達磨者二種有中的施設有相當。

2 、〈股若經〉立三假：法假當然與實物有一一宣查相當。

五種有中的假有、和合有，是撞登宜的再分類，與《般若經〉的「萱

盤」相當。盡查，是龜毛、兔角等，在世俗中也只有假說的一類，可

以合攝在金盤中﹔但三假中的名假，重在稱呼那法與受的名字。

〈般若經〉的「三假、二假」典阿昆達磨論師「二有、五有」之對照

三假 名假施設

A本 重於稱呼「法」 受假施設 法假施設

《大晶般若》 與「受」的名字

二假

F本 名假 （不立受假，包含在名假中） 法假
《太般若經〉

〈第三分〉

二有 〈二〉施設有 （一）實物有

﹛大昆...沙魯智》 男、女等 a車、界等

（一〉名有
（.：：：：）假有

〈五〕相待有
五有 瓶、衣、車乘、軍、林、令等 ω 實有

《大昆草草沙論》
龜毛、兔角、 （四）和合有 一切法各位自性

2萬此彼岸、

室花章等 長短寧等。
於諸趣和令，施設補特伽.. 

（二）方便施設的教法：《般若經〉之教授假（p.236-p.237) 

卜不過，《般若經〉的三假，有的不立受假（包含在名假中），別立

方便假一教授假、權法等。這是說：佛為弟子教授、說法，都

1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482 （第三分〉：「復次善現，譬如內身，所有頭、
頸、盾、厲、手、臂、腹、背、胸、腸、腰、帶、僻、膝、﹝月＋晶﹞、腫、足

等﹔皮、肉、骨、髓，唯有假名。如是名假，不生不滅，唯有尊想施設言說。

此諸假名，不在內、不在外、不在兩間，不可得故。」（大正7 • 447c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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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方便善巧的施設，如〈法蘊足論〉引經說：「如是緣起，法住、

法界，一切如來自然通達，等覺、宣說、施設、建立、分別、開

示，令其顯了」 12 。如來說法，本著自覺自證，而以方便施設名

相，為眾生宣說開示的。

2 、佛的教法，一切都是方便施設的。這本是《阿合經〉以來的一貫見

解，如〈第一義空經〉說：「俗數法者，謂此有故技有，比起故復

起」 13 等，緣起的集與滅。所說的「俗數法」 14 ，《順正理論〉引

經，譯作「法假」。 15

3 、阿昆達磨論者，雖知緣起等一切教法，是方便施設的，而對於丈句

所詮表的法義，總是分為實有與假有。

（三）三假之次第（p.237)

《般若經〉明一切法但假施設，依《大智度論〉所說，有次第悟入

盟章盞，如說：

行者先壞名字渡轟聶提，到受波羅聶提﹔次破受渡轟聶提，到生丞

盈盈蓋﹔破法渡羅聶提，到詩法實相中。詩法實相，即是諸法及名

字空般若波羅蜜16 。

12 《法蘊足論〉卷11 ：「搭獨當知！生緣老死，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如是緣

起，法住、法界，一切如來自然通達，等覺、宣說、施設、建立、分別、開

示，令其顯了﹔謂生緣老死，如是乃至無明緣行，應如亦禹。此申所有法性、

法定、法理、法趣，是真是實，是諦是如，非妄非虛，非倒非異，是名緣

起。」（大正26 • 505al6-22) 
13 《雜阿合經〉卷13 (335經）（大正2 ' 92c20-21 ）。

14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三章第三節〈勝義空與大空〉’ p.82 。
15 《順正理論〉卷25引經：「如世尊說：有業有異熟，作者不可符，謂能捨比起

是能續餘蘊，唯時法假。」（大正29 '485a) 

〈順正理論〉卷28 ：「佛於往〈勝義空經〉說：此中法假，謂無明緣行，廣說乃

至生緣老死。」（大正29 ' 498b29-cl) 
16 《大智度論〉卷41 （大正25 • 358c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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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論〉之「假名」與《般若經〉之「受假施設」（p.237)

1 、《中論〉的空假中偈，在緣起即空下說：「亦為是假名」 17 。這裡

的假名，原文為pr吋宜.aptir upadaya ，正是〈般若經〉所說的「受假

施設」

2 、依《中論〉〈青目釋〉：「笠亦復笠，但為引導眾生故，以假名

說﹔離有無二邊，故名為中道」 18 。盤查是指窒宜說的：緣起法即空

（性），而空（性）只是假名。所以緣起即空，離有邊﹔空只是假

名（空也不可得），離無邊：緣起為不落有無二邊的中道。

3 、當然，盤盡可以約盤盤說，構成緣起為即空即假的中道。

4 、不過，依〈般若經》三假來說，緣起是樹陵，空（性）應該是名假”，
為什麼﹛中論〉與《般都莖〉不同，特Jjl服用這對按一音郁尼？

四、「受假」這一術語是從積子部系中而來（p.237-p.239) 

（一）〈三法度論》（p.237-p.238) 

說一切有部的阿昆達磨，立二有、三有、五有，包含了一切實有、

假有，並沒有與受（假）相當的名字。受假，應該是從積子部系來

的 20 。如﹛三法度論〉卷中說：

17 ｛中諭〉卷4 ：「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無（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

義。」（大正30 , 33bll-12) 
18 ｛中諭〉〈青目釋〉卷4 ：「眾因緣生法，截說即是宜。何以故？眾緣具足和合

而物生，是物層單因緣，故無自性，無自性故空﹔空亦復笠，但為引導眾生

故，以假名說﹔離有無二邊，故名為中道。是法無性，故不得言有﹔﹔亦無笠，

故不得言無。若法有性相，則不符草綠而有﹔﹔若不符眾緣則無法，是故無有不

立法。」（大正30 ' 33bl5-21 ) 
19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三章第八節〈空與一切法） p.192 : 
空（性）相，是超越名、相、分別，不落對待，實是不可說的。如〈摩訶般若

經〉卷17說：「一切法不可說，一切法不可說相即是笠，是童不可說。」（大

正8 • 345c）所以名為空相，也只是佛以方便假說而已。

20 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期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727-p.729 。



第五節假名一一受假 399 

不可說者，受、過去、滅施設。受施設，過去施設，滅施，設，若不

知者，是謂不可說不知。受施設（不知）者，眾生已受陰、界、

入，計（眾生典陰、界、入是）一，及餘（計其）。 21

〈三法度論〉’是屬於積子部系的論典 22 。積子部立不可說我，叉

有三類﹔受施設是依蘊、界、處而施設的，如《異部宗輪論〉說：

「積子都本索同義，謂補特伽羅（數取趣），非即蠱、離蘊，依

蘊、處、界假施設名」 23 。補特伽羅一我，不可說與蘊等是一，不

可說與蘊等是異。不一不異，如計執為是一或是異，這就是「不可

說不知」。憤子部的我，是「假施設名」。

（二）〈三彌底部論） ( p.238-p.239) 

此外，有〈三彌底部論〉，三彌底 cs個rmatiya）是正量的音譯﹔正

量部是積子部分出的大宗。《三彌底部論〉卷中也說：

「佛說有三種人」。

「問曰：云何三種人？答：依說人，度說人，減說人。（說者，亦

名安，亦名制，亦名假名）」 24 。

卜三種人，與《三法度論〉的三類施設（不可說我）相同。

2 、「依說人」的「說」’依小注，可譯為安立、假名，可知是施設的異

章，所以「依說人」’就是「受施設我」。「依」或「受」’就是

〈中論〉所說一一拘押阿姆:ya中的up甜”。這個字，有「依」’

「因」’「基」’「取」（受）等意義，所以〈般若燈論〉解說為：
「若言從緣生者，亦是堂之異名。何以故？因施設故」訝。

21 尊者山賢造，東晉僧伽提婆譯《三法度論〉卷2 （大正25 ' 24a29-b3 ）。

22 參見印順法師著〈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輿論師之研究｝ p.458-p.460 。

23 世友菩薩造，唐玄裝譯《異部宗輪論〉卷1 （大正”， 16c14-15 ）。

24 ｛三彌底部論〉（失譯作者名）卷2 （大正32 ' 466a28-b2 ）。
25 本龍樹菩薩，釋論分別明（清辨）菩薩，唐波羅頗蜜多羅譯〈般若燈論釋〉卷

14 ：「自體無起，艘魚起者，如佛告大慧：我說，一切法笠，若言從緣生者，亦

是室之其名。何以故？因施設故。世間出世間法，並是世諦所作，如是施設名

字，即是中道。」（大正30 ' 126b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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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觀誓（ Avaloki個.vra個）的〈般若燈論廣註〉，釋「因施設」為

upadanam upadaya pr吋宜a抖，即「取因施設」。從積子部出家的陳

那，也有《取因施設論〉。

4 、總之，《般若經〉所說的「受假」’正是《中論〉所說的p吋iiapti

upadaya （因施設）。這一術語，是由中賣子部系中來的。

五、《中論〉的緣起是假名一一受假施設（ p.239-p.241 ) 

為了說明〈中論〉的緣起是假名一一受假施設，所以分別的來說：

（一）部派對實有、假有的看法 26 (p.239) 

卜佛的說法，以語句方便來表達，稱為施設（假），如〈般若經〉的

方便假、教授假，那是佛教界所公認的。

2 、對於所表示的內容，雖有「假名有」的，如五蘊和合名為我，枝葉等

和合名為樹，但總以為：「假必恢實」，有實法存在一一實法有。

3 、如說一切有部，說蘊、處、界都是實有自性的。

〈俱舍論〉以為：蘊是假而處、界是實有的。

經部以為蘊、處眉目而界是實有的。

這些上座部系的學派，都是成立實法有的。

4 、大泉部中，以說假為部名的說假部，立「十二處非真實」 27 。

一說部說：諸法但名無實。有沒有立實法為所依，傳說中沒有明確

的記錄。

26 參見印順法師著 (1) ｛性空學探源） p.194-p.196 (2) ｛初期大期佛教之起源

與開展﹜ p.728 。

27 ｛異部宗輪論》卷1 ：「其說，假部本索同義：謂苦非盈。十二處非真實。諸行相

待，展轉和令，假名為苦。無士夫用，無非時死，先業所得。業增長為國，有

異熟果轉。由福故得聖道，道不可修，道不可壤。餘義多同大眾都執。」（大

正”， 16a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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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派對蠱、界、處假實的看法

五蘊 十二處 十八界

說一切有部 實有 實有 實有

俱會論 假有 實有 實有

經部 假有 假有 實有

說，假部 ︱十三處非真實︱
一說部 諸法但名無實

（二）說一切有部的「三世實有」與經部的「現在實有，過未非實」

( p.239-p.240 ) 

卜一切法從因緣生，從種種緣生，不從一因生，是佛教界所公認的。

2 、說一切有部立「法性恆住」’「三世實有」’所以從因緣生，並非

新生法體，法體是三世一如的。從像生，只是農因緣力，法體與

「生」相應，從未來來現在，名為生起而已。

3 、如經部，說現在實有而過未非實，所以從緣生是：界一一一一法的

功能，在剎那剎那的現在相續中，以緣力而現起，為唯識宗種子生

現行說的先驅。這樣的因緣所生，都是棚咱性有的28 。

（三〉說一切有部與憤子系對「假名有」的見解 29 (p.240) 

假名有一施設有，部派間也有不同的見解。

卜如依五蘊而假名補特伽羅，依說一切有部，假有是無體的，所以說

無我。

2 、積子部系以為：依五蘊而施設補特伽羅，是受假，不可說與蘊是一

是異，「不可說我」是（受假）有的。如即蘊計我，或離蘊計我，

那是沒有的，所以說無我。

28 《攝大乘論〉本卷上說：「此中依止阿賴耶識諸法生起，是名分別自性緣

起。」（大正31•135al-2 ）另參見印順法師著〈性空學探源｝ p.190-p.193 。

29 參閱〈性空學探諒》’ p.152-p.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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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假名在《般若經〉、積子系和〈中論〉所指涉的內容（p.240)

1 、〈般若經》立三假，著重於但名無實，名與實不相應，所以說：名

字「不（在）內、不（在）外，不中間（住〉」。”

2 、約但名無實，「但以假名說」 31 ，《中論〉也採用這通泛的假施設

(pr.吋iiapti），但論到緣起說，一切依據而有（而生、而無、而

滅〉。緣性與所生法，不可說一，不可說異。緣起法的不一不異，

在時間中，就是不斷不常。這與憤子部說的受施設，不可說一，不

可說異，也不可說是常、是無常，有共適的意義。

3 、不過槽子系〔的假名〕但約補特伽羅說，而《中論》約緣起一切說。

（五）龍樹為何以「受假」來說明一切法如主南（ p.240-p.241 ) 

1 、〈大智度論》所釋的〈中本般若〉一一二萬二千頌本，立三種假，

約世俗法的層次不同而立，與其他《中本般若〉不同。 32龍樹「空

假中偈」的假名一一受假，正是依此經本而來。

30 參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 ：「佛告須菩提：般若波羅實亦但有名字，名

為般若渡蘿蜜﹔菩薩、菩薩字亦但有名字，是名字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

間。」（大正8 • 230c6-9) 
31 ｛中論〉卷4 （觀如來晶第22）：「空則不可說，非童不可說，共不共巨說，但

以假名說。」（大正30 ' 30b22-23) 
32 A ：姚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 ：「菩薩摩訶薩行般若述蘿蜜，

名假施設、受假施設、法假施設，如是應當學。」（大正8 • 231a 19-21) 

B ：唐玄英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11 「諸菩薩摩訶薩修行投若渡

蘿蜜多時，於一切法名假、法假及教授假，應正修學。」（大正5 '58b7-9) 
c ：唐玄英譯〈大般若渡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06 ：「諸菩薩摩訶撞修行般

若 3夜蘿蜜多時，於一切法名假、法假及方便假應正修學。」（大正

7 • 30a15-17) 
D ：西晉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卷2 ：「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渡蘿蜜，當學字

法、合法及權法數。」（大正8 • llc8-9) 
E ：西晉竺法護譯〈光讀經〉卷2 ：「所請菩薩摩訶薩般若渡聶簣，因緣合會而

假虛號，所號善權、所號法皆假託耳，當作是學，行般若渡轟蟹。」（大正

8 • 163a10-12) 

F ：唐玄央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卷482 ：「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

若述蘿蜜多時，於一切法名假、法但應正修學。」（大正7 • 448a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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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種種假中，龍樹不取「名假 l ，如一切是名假，容易誤解，近於

方廣道人的一切法如空華。「名」是心想所安立的，也可能引向唯

識說。後代有「唯名、唯表、唯假施設」的成語，唯表

( vij益ap也natra），玄裝就是譯為「唯識」的。

3 、龍樹也不取「法假 l ’法假是各派所公認的，但依法施設，各部派

終歸於實有性，不能顯示空義。

4 、龍樹特以「受假」來說明一切法有。依緣施設有，是如幻如化，假

而有可聞可見的相用 33 ，與空華那樣的但名不同（續子部系依蘊處

等施設不可說我，與有部的假有不同，是不一不異，不常不斷，而

可說有不可說我的，古人稱為「假有體家」 34）。

5 、受假一依緣施設（緣也是依緣的），有緣起用而沒有實自性，沒有

自性而有緣起用﹔一切如此，所以一切是即空即假的。龍樹說「空

假中」’以「受假」為一切假有的通義，成為〈中論〉的特色。

33 ｛大智度諭〉卷6 ：「諸法相雖笠，亦有分別可見、不可見。譬如幻化象馬及種

種諸物，誰知無實，然色可見，聲可閣，與六情相對不相錯亂。諸法亦如是，

雖笠，而可見、可間，不相錯亂。」（大正25 • 101 c18-22) 
34 吉藏撰〈百論疏〉卷中：「外云：諸分和令別有總身法異於諸分。如假有體家

義，別有假體異於實體，亦如棋子四大和合別有眼法，五陰和合別有人法。故

具在、分在破假身有體及積子義。」（大正42 • 279a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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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龍樹一中道緣起與假名空性之統一

第六節空性一一一無自性生（p.243～p.255)

釋厚觀（2005.11.23) 

一、緣起即空性（p.243)

﹛中論》〈觀四諦品〉說：「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 1 。眾因緣生

法一一緣起法，就是空一一空牲。「我說」，從前都解說為佛說，但

原文是第一人稱的多數，所以是「我等說」。緣起即是空性，是龍樹

那個時代，部分大乘學者所共說的。

二、聲問佛教與大乘佛教之對立與貫通（ p.243-p.244) 

（一）聲聞佛教與大乘佛教之對立
上面說到，空在〈般若經〉中的主要意義，是涅槃、真如等異名。 2

在上一章 3 中，說到與《般若經〉相近的丈殊法門，以緣起為此土

一一釋迦佛說法的先要，而文殊所說，卻是「依於勝義」’「但依

法界」，「依於解脫」’表示了聲聞與大乘的分化對立。

卜大乘說「一切皆空」’「一切皆如也」，「一切不出於法界」。

2 、依佛聲教而開展的，被稱為聲聞部派佛教，大抵是有為以外說無

為，生死以外立涅槃。

所以形成嚴重的對立。

（二）龍樹闡發《阿含經〉的緣起深義，善巧貫通聲聞與大乘

聲聞法與大乘法的方便施設，當然有些差別，但也不應該那樣的嚴

重對立。

1 《中論〉卷4 ＜觀四諦晶第24) （大正30 ' 33bll-14) : 
JfX.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笠，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

Z 參見即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三章第二節〈法空性是涅槃異名） p.145 。

3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三章第三節〈大乘〈般若〉與《阿合經〉〉

p.1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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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含經〉的蜂起深義：生死與涅槃都依「緣起」而成立。

釋迦佛在《阿含經〉中，依中道說法，也就是依緣起說。

「此有故使有，此生故復生」’生死流轉依緣起而集。

「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生死也依緣起而還滅。

依緣而集起，依緣而滅，生死與涅槃（涅槃，或說為空性、其如

等），都依緣起而施設成立。

2 、《中論〉的精要：將《般若經〉的一切法空，安立於中道的緣起

說，主張「緣起即空」

龍樹尊重釋迦的本教，將《般若〉的「一切法空」’安立於中道的

緣起說，而說：「眾因緣生法﹝緣起﹞，我（等）說即是空」性。

緣起即空，所以說：「不離於生死，而別有涅槃」。 4

同時，迷「即空的緣起」而生死集，悟「緣起即空」而生死滅﹔生

死與涅槃，都依緣起而成立。

緣起即空，為龍樹〈中論〉的精要所在。闡發《阿含經》中（依中道

說）的緣起深義，善巧的貫通了聲聞與大乘，為後代的學者所尊重。

三、依「無自性」明「籐起即空」（ p.244-p.246) 

緣起法即是空（性），緣起法（也就是一切法）為什麼即是空呢？

（一）引論證

卜如《迴靜論） 5 說：

「若法依緣起，即說位為空﹔若法依緣起，即說無自性」（﹝頌﹒以

下釋﹞）
「諸緣起法，即是空性。何以故？是無自性故。諸緣起法，其性非

有，無自性故。．．．．．．無自性故說為空」。

2 、〈中論〉「青回釋」也說：

「眾緣具足和合而物生，是物屬 1f:.因緣故無自性，無自性故堂。」 6

4 （中論〉卷3 ＜觀縛解晶第16) （大正30 , 2lb15）。

5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17引文（漢藏教理院刊本頁33上）﹔舊譯〈迴靜論〉（大

正32 • 18al-12）。
6 （中論〉卷4 ＜觀四諦晶第24) （青目釋）（大正30, 33bl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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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智度論〉也一再說：

「若從因緣和舍生，是法無自性﹔﹔若無自性，即是室。」 7

4 、〈中論〉頌說：

(1 ）「如諸法自性，不在於緣中。」 8

(2）「~緣中有（自）性，是事則不然。」 9

(3）「陰合有如來，則無有自性。」 10

(4）「汝若見諸法，決定有（自）性者，即為見諸法，無困亦無
緣。 11 •••••• 

未曾有一法，不從國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 12

自性（ svabhava），是「自有」自成的，與眾緣和合而有，恰好相

反。所以，凡是眾緣有的，就沒有自性﹔如說法有自性，那就不從緣

生了。

一切是依因緣而有的，所以一切是無自性的﹔一切無自性，也就一切

法無不是空了。

7 《大智度論〉卷37 （大正詣， 331b7-8 ）。

8 《中論〉卷1 ＜觀因緣品第1 > （大正30' 2b18-19) 
如諸法自性，不在於緣中，以無自性故，他性亦復無。

9 《中論〉卷3 ＜觀有無晶第15 > （大正30 • 19c22-23) : 
耳良緣中有性，是事則不然，性從.；.緣出，即名為作法。

10 ｛中論〉卷4 （觀如來晶第22 > （大正30 ' 30a5-6) : 
「陰合有如來，則無有自性，若無有自性，云何因他有。」

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論頌講記｝ p.399-p.400 ：「假使說五陰和舍的時候有如

來，那如來就不能離五陰而存在，離了五陰就不可得，所以是無有自性的。怎

麼可說真實妙有？外人或以為如來依蘊施設，不能說自性有，他是依五陰的他

性而成的。不知依他因緣生的，即無有自性，即沒有實體對他，可以說因他

有，他是對自而成的。而且，一切法都無自性，他也沒有自性，怎麼可從無自

性的他性而成女回來呢？」

11 ｛中論〉卷4 ＜觀回諦品第24) （大正30 ' 33bl-2) : 
若汝見諸法，決定有性者，即為見諸法，無因亦無緣。

12 ｛中論〉卷4 （觀四諦晶第24) （大正30 ' 33b13-14) : 
未曾有－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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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說，由於一切法無自性空，所以一切依因緣而成立，「以有空

義故，一切法得成」 13 ，顯示了龍樹學的特色。

依「無自性」來闡明「緣起」與「空」的一致性，而〈阿含經〉的一

切依緣起，《般若經〉（等）的一切法皆空，得到了貫通，而達成

「緣起即空」的定論。

（二）從﹛阿含經〉與〈般若經〉中「空之雙關意義」談「生死即涅槃」

( p.245-p.246) 

說明龍樹學的這一特色，還要從〈阿合經〉與〈般若經〉說起。

1 、﹛阿含經〉的「空」

(1) （阿含經〉中，出家人在空靜處修行，也就以空寂啼﹞來形容

無取無著的解脫境地，所以「空諸欲」 14 ，「貪堂、嗔空、

癡空」 15 。

(2) 一方面，「空諸行」 16 ，諸行是空的，無我我所。《經》 17

中說：色如聚沫，受如水泡，想、如陽燄，行如芭蕉，識女日幻

事，是譬喻諸行空的。

空是無我無我所，在大農部中，就有解說為我空、法空了。 18

所以，「空」，有空虛的意義，也有表示無著無累、解脫自在的

意義。

2 、〈般若經〉的「空」

「原始般若」’本是體悟甚深法相﹝性﹞的修行者，從證出教（不是

13 《中諭〉卷4 （大正30 ' 33a）。
14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一節〈《阿含一一空與解脫道一一引

言） p.6 。

15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一節〈〈阿含〉一一空與解脫道一一引

言） p.8 ﹔第一章第三節〈空與心解脫） p.21 。

16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二章第五節〈常空、我我所空） p.103 ﹔第二章

第六節（三三摩地） p.107 ﹔第二章第八節〈諸行空與涅槃空） p.117 ﹔第三章

第二節〈法空性是涅槃異名） p.143 。

17 （雜阿合經〉卷10 (265經）（大正2 • 69a18-20）。
18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二章第十節〈大眾部系與法空） p.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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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教義的探索而來），直率地表示自悟的境地，用來化導信眾，所

以說：「以真法性為定量故」 19 。

在般若法門的開展中，空是表示甚深法性的一個名詞。在一切法不

生，一切法清淨，一切法（遠）離，一切法寂滅﹝靜﹞’一切法空，

一切法無所有，一切法不可得，一切法無所依，一切法不可思

議．．．．．．這一類詞語中，「空」是更適合於即一切法而示如實相的。

「空」在﹛般若經》中，廣泛應用，終於成為《般若經〉的特色。

般若法門是重實踐的，直觀一切法本空（空是向義異名之一），但

法流人間，聞思修習，應有善巧的施設。上一章20 會列表說明：

空，無所有，無庄，遠離，寂靜等，是表示（悟泊的甚深法性的。

空，無所有，虛妄，不實等，是表示一般虛妄事相的。

空（與無所有）是通貫了「虛妄的一切法」與「一切法甚深相」的。

一切虛妄不實是緣起無自性（空）的，無自性空即涅槃空寂 21 。

以無自性而明緣起即空，成為生死即涅槃，大乘深義最善巧的說明。 2

19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分〉卷538 （大正7 • 764c）。叉〈第五分〉卷

55 （大正7 • 866c ）。

參見印順法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743:
「量」是準確的知識﹔定量是正確的、決定無疑的車量，值得信任的。〈般若

經〉所說，非一般所能信解，那是因為聖者自詮所表示的，不是一般世俗知識

所能夠理解！但依聖者自詮真如、法性而說，是決定可信的！

20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三章第六節〈空之雙關意義＞ p.174 ﹔ p.177 。

2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476 ：「一切法皆無自性，無性故堂，空故無相，無相
故無願，無願故無生，無生故無滅，是故諸法本來在靜，自性涅槃。如來出世、

若不出世，諸法法界，法繭常住，謂一切法無性堂等。」（大正7 '414bl-5) 

22 ( 1) 參見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四章第二節〈龍樹的思想〉

p.130 ：「緣起典空性的統一，關鍵在沒有自性。緣起是無自性的、堂

的，所以可依緣起而契會堂性。空性是無自性的，所以依堂而緣起一切。

緣起即笠，也就是『世間即涅槃』了。」

(2）參見印順法師著《無靜之辯） p.183-p.184 : 
大乘理論的特點，是「世間不異出世間」﹔「生死即涅槃」﹔「色（受想

行識）不異堂，空不異色」。從一切法本性空寂的深觀來看一切，於是乎
世間與出世間的對立被舖融了：可以依世間而向出世，出世（解脫）了也

不離世間。........大乘入世佛教的開展，「空」為最根本的原理，「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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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緣起」、「無自性」、「空」（ p.246-p.247) 

1 、有自性即非緣起，緣起則無自性

自性是自有的，所以依眾緣和合而如此的，不能說有自性，有自性

的就不從緣生。《中論〉卷3說：

「眾緣中有（自）性，是事則不然。性從眾緣出，即名為作法。」 23

「．．．．．．性名為無作，不符異法成」。到

「若法實有性，後則不應（有變）異」。 25

緣起，是佛教界所公認的，但一般以為：一一法是實有自性的，有

自性法從因緣和含而生起。

最根本的動機。中觀也好，瑜伽也好，印度論師所表彰的大乘，解說雖多

少不同，而原則一致。從「室」來說，如〈瑜伽﹒真實義品〉所說：「笠

勝解」（對於堂的正確而深刻的理解）是菩薩向佛道的要行。生死性笠，

涅槃性笠，在生性平等的基點上（無住涅槃），才能深知生死是無常是

苦，而不急急的厭離他﹔涅槃是常是樂，是最理想的，卻不急急的趣入

他。把生死涅槃看實在了，不能不厭生死，不能不急求涅槃。急急的厭生

死，求涅槃，那就不期而然的，要落入小乘行徑了！在「生勝解」中，法

法平等，法法緣起一一身心、自他、依正都是相依相符的存在。於是悲心
內發，不忍眾生苦，不忍聖教衰而行菩薩道。在菩薩道中，慈悲益物不是

無用，反而是完成佛道的心髓。為眾生而學，為眾生而證。

23 《中論〉卷3 ＜觀有無品第15) （大正30 • 19c22-23 ）。
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論頌講記） p.248 : 
「自性」’依有部的解說，典自體、自相、我，同一意義。承認自體如此成就

的，確實如此的（或、實）自性，就不能說從，；.緣生。凡從翠綠生的，即證明

他離卻因緣不存在，他不能自體成就，當然沒有自性。所以說：「眾緣中有

性，是事則不然」。假定不知自性有典因緣有的不能並存，主張自性有或自相

有的法，是從翠綠出的。承認緣起，就不能說他是自性有，而應名之為所作

法﹔這不過眾緣和合所成的所作法而已。一面承認有自性，一面又承認~緣所

作成，這是多麼的矛盾！

24 《中論〉卷3 ＜觀有無品第15) （大正30 • 19c27-28) : 
性若是作者，云何有此義？性名為無作，不符其法成。

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論頌講記） p.248-p.249 ：「性若是所作者，云何有此

義？凡是自性有的自成者，必是無有新作義的常在者﹔﹔非新追作而自性成就

的，決是不符其法而成的獨存者，這是一定的道理。承認緣起而固執自相有，

這在性空者看來，是絕對錯誤的。」

2S ｛中論〉卷3 ＜觀有無品第15) （大正30 ' 20b7-8) : 
若法實有性，後則不應異（異＝無【宋】【元】【明】），性若有異相，是事

終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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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龍樹學來說，這是自相矛盾的，有自性（自有），那就不用從因

緣生了。
從因緣生的，就是作法，所作法是不能說是自性有的。如實有自

性，也就不可能有變異。

自性是不待他的，與他無關的自體﹔不可能變異，應該是常但如此

的：這與從緣所生法不合。

不慚也、不變異的自性，是根源於與生俱如台無明。呈現於心識中的

一切，直覺得確實如此一一實在感，從來與我們的認識不分的。就是

發覺到從因緣生，不寶、變異等，也由於與生俱刺9鯨日，總是推論

為：內在的，側目的，是自性有，達到「假品收實」的結論。

2 、〈中論〉徹底否定自性有，由於「空無自性」’所以依緣起而一

切都能成立

依《中論〉說：龍樹徹底否定了自性有，成為無自性的，緣起即空

的法門。

因為一切無自性，所以一切法空，依無自’陸而契入空性，空性即涅

槃、寂靜等異名。 26

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論頌講記） p.255: 
假定諸法是實有自性的，後來的時候，無論怎麼樣，都不應當無有。這樣，佛

說緣起，只可說此有故饒有，不應更說此無故往無了。實有自性，如何可無？

佛也不能違反法相，所以﹛般若經〉說：「若諾法先有後無，諸佛菩薩應有罪

過」 。佛既說緣起事相是此有益彼有，此無故彼無，可見諸法實有自性的不

可成立了。實有自性，即不能從有而無，即不能有變異。如說實有自性，又承

認有變真相，這純是自相矛盾的戲論。所以說：「是事終不然」。

26 參見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 p.129-p.130 : 
龍樹重空性，而說緣起與空性，不但不是對立，而且是相成的。〈般若經〉廣

說，空，重在勝義，但堂也有虛妄不實的意義，龍樹著重這點，專依無自性明笠

性。為什麼一切法室？因為一切法是沒有自性的。為什麼無自性？因為是緣起

有的。〈中論〉貫徹了有自性就不是緣起，緣起就沒有自性的原則，如說：

「如諸法自性，不在於緣中」（〈中論〉卷1 ，大正30' 2b18）﹔「眾緣中有

（自）性，是事則不然」（〈中諭〉卷1 ，大正30 • 19c）。這樣，緣起是無自
性的，無自性所以是堂的﹔空無自性，所以從緣起，明確的說明了緣起與生性

的統一，如《迴誇論〉說：「（頌）若法依緣起，即說彼為空﹔若法依緣起，

即說無自性」。「諸緣起法即是空性口何以故？是無自性故。諸緣起法其性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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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不是沒有，舉譬喻說，如虛空那樣的無礙，空是不礙有的。由

於空無自性，所以依緣起而一切一一世出世法都能成立。反之，如

一切不空，是自性有，那就不待因緣，一切法都不能成立了。

龍樹明確的宜說：

( 1) 「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成。」 27

(2）「若人信於笠，佳人信一切﹔若人不信笠，往不信一切。」 28

這是依空以成立一切的。

空無自性，所以依緣而起一切，

因無自性空，所以即緣起而寂滅。

四、能起輿涅槃（ p.247-p.248) 

緣起即空，所以緣都丹生即涅槃。

（一）〈阿含經〉以「法界」等語詞形容「緣起」

〈阿昆達磨法蘊足論〉卷11 （大正.26 1 505al 7-22 ）引經 29說：

「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如是緣起法住、法界。一切如來自然通

遠，等覺、宣說、施設、建立、分別、開示，令其顯了。......此中

有，無自性故口．．．．．．無自性故說為空」（大正32 1 18a）因緣起典空性的統

一，關鍵在沒有自性。緣起是無自性的、室的，所以可依緣起而契會堂性。生

性是無自性的，所以依堂而緣起一切。緣起即堂，也就是「世間即涅槃」了。

27 ＜中論〉卷4 （觀四諦晶第24) （青目釋）（大正30 , 33a22-25) : 
以有空羲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羲者，－切則不成。

以有空羲故，一切世閩、出世間法皆悉成就。若無空義，則皆不成就。

28 《迴靜論〉：「若人信於笠，使人信一切，若人不信笠，往不信一切。此偈明

何義？若人信笠，佳人則信一切世間出世間法。何以故？華人信笠，則信因緣

和合而生﹔若信因緣和合而生，則信回諦：若信回諦，佳人則信一切勝詮﹔﹔若

人能信一切勝證，則信三寶謂佛、法、僧﹔﹔若信因緣和合而生，佳人則信法國

法呆﹔﹔若人能信法國法呆，使人則信非法國呆﹔若人能信法因法果，信非法

固，信非法呆，則信煩惱、煩惱和舍、煩惱法物，彼人如是－切皆信。如是前

說使人則信善行、惡行﹔﹔若人能信善行、惡行，使人則信善惡行法﹔﹔若人能信

善惡行法，則如方便過三惡道，佳人卸是能信一切世間諸法。」（大正

32 • 23a6-19) 
29 參見〈雜阿合經〉卷12 (296經）（大正2 , 84b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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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法性，法定，法理，法趣，是真，是實，是諦，是如，非妄，

非虛，非倒，非異」。

（真）如，法界等，是形容緣起法的。

（二）大乘〈般若經〉以「法界」等語詞形容「涅槃」

在大乘經中，其如有十二異名：「真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

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 30 ﹔

而真如、法界等，是被解說為涅槃異名的。 31

（三）龍樹菩薩會通緣起即涅槃

一般說，緣起是有為，涅槃是無為。 32

30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02 ：「若菩薩摩訶薩，欲安住一切法、真
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

際、虛空界、不思議界，當學般若述羅蜜多。」（大正7 , 8c6-9) 

31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7 ：「須菩提！深奧處者堂是其義，無相、無件、無
起、無生、無義、疫站、離、如、法性、實際、涅槃。須菩提！如是等法，是

為深奧載。」（大正8 '344a3-6) 
32 ( 1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四章第四節〈緣起一八不緣起＞ p.220-

p.223: 
大眾部一分，及化地部等主張：緣起是無禹。說一切有部主張：緣起典緣

生，都是有為法，差別在：緣起的目性說，緣生約呆法說。龍樹：在世俗

的說明中，龍樹論與說一切有部相同，認為緣起是有為。但〈摩訶般若渡

轟會經〉卷2云：「離有為，不可說無為﹔﹔雖無為，不可說有為。」（大

正8 ' 232b22-23 ）﹔〈大智度論》卷31云：「離有為則無無為。」（大正

25 • 289a) 

(2）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171 : 
－般說：有為是生死流轉的三界，是生滅的﹔無為是不生滅的。有為是非

常的，無為是常住的。但在般若正觀中，有為、無為都是性自立的。為什

麼是生？因為是非常非滅的。非常非滅，這似乎很難解！有為法非常，怎

麼說非藏壤呢？無為法沒有生住滅相，怎麼說非常呢？非常非識，為什麼

說是空呢？不知道有為與無為的分別，是隨順世俗的方便說，如〈大智度

論》卷31說，：「離有為則無無為，所以者何？有為法實相即是無為，無為

相者則非有為，但Ai眾生顛但！故分別說。．．．．．．若無為法有相者，則是有

為」（大正詣， 289a）。無為法是有為法的實相（真相），不是截然不同

的對立法。為了要說明，不得不說，為二一一有為與無為。其實，有為就是

無為，不見有為即是無為（非二法合一）﹔「於有為法無為不取相」（這

是無為的意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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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本以緣起法為宗，而《般若〉等大乘佛法，卻以真如、法界等

為本﹔在解行上，形成嚴重的對立。

龍樹一以貫之，出發於緣起一一眾因緣生法，但名無實，無自性故

自性空。

於是編且是即空（性、涅槃異名）的緣起，空性是不礙緣起的空性。

說緣起法，陸是如、遠盔，或說還盤即如、法界，只是說明的方便不

間，而實義是一致的。八不一一空的緣起說，真是善巧極了！

五、龍樹以「無自性空」’破斥部派佛教之「自性有」（ p.248-p.249) 

空，龍樹。以無自性來解明，固然是繼承「中本般若」以來，漸著重傾

向於虛妄無實的空義詞，也有針對當時部派佛教的「對冶」意義。

（一）部派佛教論究一一法的自性，而引出「假必依實」、「法性值住」

的思想

初期的《阿含經〉，有pr.也世一一本性（也有譯為自性的），而沒

有svabhava一一自J性一詞，直盤是部派佛教所有的術語。

佛說的一切法一一色、心、心所等，佛弟子研求一一名詞的特相一一

自相，叉從相而論究一一法的實質，就稱為「自性」。這對於經說

的解說，明確而不致誤解，是有必要的。但探求實體，終於達到

「假必依實」的結論﹔論到一一法的因果、生滅，關涉到未來、現

在、過去時，引出「汝陸』區住」的思想。

（二）說一切有部與樓子部系等，主張「三世實有，法性恆住」

這是一大系，除說一切有部外，積子部及其分出的（四）部派 34 ' 

都是主張一切有自性的。

33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三章第六節〈空之雙關意義） p.178 。
34 ｛異部宗輪論〉：「從積子部流出四部：一、法土部。二、賢賣郁。三、正量

部。四、密林山部。」（大正紗， 15bl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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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昆婆沙論〉說：「謂彼（續子都）與此（說一切有部）所立義

宗，雖多分同而有少異。謂彼部執．．．．．．補特伽羅體是實有。復如是

等若六若七，與此不同，餘多相似」 35 。

可見這兩大派，起初不過六七義不同而已。這一思想系，在西、北

印度施，有廣大的教區，極為興盛。

這一系以為：一一法是實有自性的。從未來來現在，從現在入過

去，似乎有生滅，有變異，其實，「體實恆有，無增無減，但依作

用，說有說無」 37 。

「諸行自性，無有轉變。．．．．．．謂一切法各住自體。．．．．．．有轉變者，

謂有為法得勢時生，失勢時滅」 38 。

這是以一一（有為）法為本來如此的：現在是這樣，（未生時）未

來也是這樣，（已滅）過去也還是這樣。所以說：「三世實有，法

性恆住」。

懂，是在時間（三世）流中，始終是沒有增滅，沒有變異的。

佛說從因緣生，並非說法自性一一自體有生滅、變異，只是因緣和

合時，作用的現起與滅失，說有說無而已。

有為生滅法有自性，不生滅的無為法，也是實有自性的。

（三）南印度大裝部系中的安達羅派，主張「一切法有，三世各住自位」

這一類思想，在南印度大眾部系中的安達羅派（共有四部）”，以

35 ｛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2 （大正27' 8b）。

36 ( 1 ）參見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 p.180 ：「各部派的興盛地區，以四大
都來說：大眾都象在南印度。說一切有部靠在北印度，更遠遠印度的西

北。棋子都靠在西、西南印度。分別說部中的赤銅鑄部，流行在錫蘭一一

今名室利楞枷﹔化地部等本來在西南印度，後來分散了，沒有廣大的教

區，所以赤銅鑄部就自稱分別說部，進而以根本上座部自居。以上是大概

的情形，各部派走到處造化的。」

(2）參見印順法師著〈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永光集﹜ p.61 ：「無論是

積子都還是後來的大宗正量部，它的化區極廣，主要是西印度而不是北印

度的。」

37 ｛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76 （大正27 • 395c-396a）。

38 ｛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39 （大正27 • 200a-b ）。
39 案達羅派共有東山住部、西山住部、王山住部及義成部等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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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切法有，三世各住自位」 40 ﹔「一切法自性決定」 41 。

雖不能充分了解他們的法義，但顯然與說一切有部有同樣的意趣。

（四）龍樹的立場：破斥自性有，專依無自性明空性

龍樹專依緣起的無自性說空，可說是破斥當時盛行的「自d性有」

者，處於完全相反的立場。 42

六、商輔之論羲與其他學派之類似看法及其根本差異（ p.249-p.252 ) 

世間的理論，每每敵體相反的，卻有類似的意見。

（一）「空d性」與「自性有」

如《大智度論〉卷32說：

1 、「諸法如，有二種：一者，各各相﹔二者，實相。

各各相者，如地堅相，水濕相，火熱相，風動相。如是等分別諸

法，各自有相。

實相者，於各各相中分別求實不可符，不可雄。．．．．．．若不可符，

其實皆空，空則是地之實相﹝性﹞。一切別相皆亦如是，是名為

如。」 43

2 、「一一法有九種：一者，有體﹔二者，各各有法﹔．．．

如此法各各有體、法具足，是名世間下如。

知此九法終歸變異盡滅，是名中妒。．．．．．．

是法非有非無，非生非滅﹔滅諸觀法，究竟清淨，是名上如」。 44

40 （論事〉（日譯南傳57 , p.212-p.218 ）。

41 （論事〉（日譯南傳兒， p.413-p.414）。

42 參見印順法師《印度佛教思想史｝ p.129-p.130 。

43 （大智度諭〉卷32 （大正詣， 297b24-c5 ）。

44 （大智度論〉卷32 ：「一一法有九種：一者、有噓。二者、各各有法。如眼耳

雖同回大造，而自民獨能見，耳無見功，又如火以熱為法，而不能潤。三者、諸

法各有力。如火以燒為力，本以潤為力。四者、諸法各自有因。五者、諸法各

自有緣。六者、諸法各自有呆。七者、諸法各自有性。八者、諸法各有限礙。

九者、諸法各各有開通方便。諸法生時，體及餘法，凡有九事。如此法各各有

禮法具足，是名世間下如。如此九法終歸變異盡滅，是名中如。譬如此身生，

從不淨出，雖復澡浴嚴飾，終歸不淨。是法非有、非無、非生、非滅，滅諸觀

法究竟清淨，是名上妒。」（大正25 • 298c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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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一真如，是表示如此如此，無二無異的。這一名詞，可通於幾方

面的。

初段文、分為二：

(1 ）堅等一一法性，是一直如此，不捨自性的，所以世間堅等性，

也可以名為如。

(2）推求一一法的實性不可得，「其實皆空」’空是如如不異（並

不是一）的，是一切法的實性，這也名為如。

第二段文，分「如」為三類：

(1）下如，是一切法堅等且宜。

(2）中如，是無常等基盤。

(3）上如，就是置陸一一空，非生滅、非有無。

從這段論文，可看出一般的「自性有」’與「空性」有類似處。

A 、依說一切有者說：一一法自性恆住，不增不滅，非生非誠﹔

以因緣起用，所以說生說滅，說有說無。

B 、依龍樹論說：空d陸是一切法的實性，也可名為（勝義）自性 45 。

空性是不生不誠，非有非無的﹔

依因緣力，而說為生滅有無。

這不是有些類似嗎？當然這是根本不同的。

45 ( 1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180-p.181 : 

《大智度論〉卷46說：「自性有二種：一者，如世間法（中）地堅性等﹔

二者，聖人（所）知如、法性〔界〕、實際。」（大正25, 396b) 
自性的第一類，是世間法中所說的，地堅性，水濕性等。地以堅為自性，

水以濕為自性等，世俗法中是可以這樣說的。如求堅尊自性的實體，那是

不可得的，也就是沒有自性一一無自性了。自性的第二類，是聖人所證的

真妒，或名法界、實際等。這是本來如此，可以名之為自性的。

〈智論〉卷67所說：「色性者，．．．．．．所謂地堅性等。復次、色實性，名法

性」（大正詣， 528b），也就是這二類自性的分別。這二類自性，－是世

俗自性：世間眾生以為自性有的，如地堅性等，不符緣起的深義，所以要

破斥而論證為沒有自性的口二是勝義自性，聖人所詮見的真如、法界等，

是聖人如實通達的，可以說是有的。所以《智論〉說：「如、法性

〔界〕、實際，世界故無，第一義故有」（卷1 ，大正詣， 59c）﹔第一義

就是勝義。第一義中有的自性，「下本般若」是一再說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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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切有者的一一法自性，是自有而無限差別的﹔無限差別的自

性，彼此間不能說有什麼關係﹔法自性是這樣的，叉依法作用說變

異，不免矛盾！

B 、龍樹的緣起即空性，是超越數量的，超越數量的空性，不礙一

切。空無自性，非別別的存在，所以可說依緣而不一不異，成立一

切法。

這是徹底相反的，然通過無自性空的緣起法，是三世一如的，如幻

（這是譬喻）的三世一切有者。

（二）〈中論〉之「受假」與憤子部的「不可說我」

1 、〔龍樹論：〕緣起無自性的有，不但一切法有，我也是〔如幻〕有

的。

2 、說一切有部說：法是自性有，補特伽羅﹝數取趣﹞是假有。

3 、中賣子部說：法是自性有，不可說我是受假，也是有的。

〔龍樹論所說〕似乎更過令續子部系。因此聯想到：〈中論〉〈觀本住

品〉’是破婆私弗多羅一一慣于部的 46 。

〈觀三相晶〉破生生、往往、滅滅時，破說一切有部 47 。

而〈般若燈論〉說：積子部執一法起時，「總有十五法起」峙，也是破

積子部的。

(2）參見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 p.99: 
自性堂，不是說自性是無的，而是說勝義自性（即「諸法空相」）是不生

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自性是超越的，不落名相的無為（涅

槃）。但在經中，也有說世俗自性是虛妄無實一一空的，說無自性故室。

在大乘論義中，無自性空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以〈般若經〉來說，盒，

決不是重在無自性的。〈般若〉等大乘經’是以真如、法界尊為準量的。
菩薩的空相應行，是自利利他的，體悟無生而進成佛道的大方便。

“龍樹菩薩偈本，分別明菩薩釋論本，波羅頗蜜多羅譯，《般若燈論〉卷6 （大

正30 ' 82b24-28 ）﹔參見印順法師著《唯識學探源） p.55 。

47 參見〈中諭〉卷2 ＜觀三相品第7) （大正30 • 9a6-12b4）﹔參見印順法師著

《中觀論頌講記｝ p.142-p.l 72 ﹔〈中觀今論） p.100-p.104 。

48 ｛般若燈論〉卷5 ：「積子都言：﹔起是有為而非無窮。云何知耶？由此自艦和

舍，有十五法總共起故。何等十五？一、此法噓。二、謂挂起。三、住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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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說一切有部說法有我無，所以論究法義，不立作者、受者，也

就不用破斥。

《中論〉一再的破「者」，如「見者」’「聞者」，「染者」’「作

者」’「受者」’「去者」’「合者」’這都是遮破實有我的。積子部

說：「四大和合有自民法，如是五~﹝蘊﹞和舍有人﹝補特伽羅﹞法」 49 ﹔《中

論〉徹底的破斥了他，成立無自性的緣起有的我、法，如說：「困業有

作者，因作者有葉，成業義如是，史無有餘事」 50 。

從〈中論〉立「受假」 51 ，成立無自’性的我、法來說，與中賣子部 52 相

反，而卻叉非常相似的。

（三）有部之「虛空無為」對《中論〉「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之啟發

卜有部立「虛空無為」：為物質存在與活動的依處。

回、減相。五、若是白法則有正解脫起。六、若是黑法則有邪解脫起。七、若

是出離法則出離體起。八、若非出離法則有非出離體起。此前七種是法體眷

屬，七眷屬中皆有－隨眷屬，謂有起起乃至非出離非出離噓。此是眷屬，眷層

法如走。法艦和合總有十五法。起，彼根本起，除其自噓，能起作十四法。

「起起」能起往「根本起」’位等亦然。以是義故，無無窮過。」（大正

30 • 75cl-12) 
49 ｛大智度論〉卷1 ：「是佛法中亦有積子比丘說：「如回大和合有自民法，如是五眾

和含有人法。』積子阿昆曇中說：『五眾不離人，人不離五眾。不可說五﹔但是

人，離五眾是人。人是第五，不可說法藏中所攝。』」（大正25 '61a21-25) 
50 ｛中諭〉卷2 ＜觀作作者品第8 > （大正30 • 13al 7-18）﹔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

論頌講記》 p.181-p.182 。

51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241 : 
龍樹特以「受假」來說明一切法有。依緣施設有，是妒幻如化，假而有可開可

見的相用，與生華那樣的但名不同（棋子都象依蘊處等施設不可說我，典有部

的假有不同，是不一不異，不常不斷，而可說有不可說我的，古人稱為「假有

體家」）。受假一一依緣施設（緣也是依綠的），有緣起用而沒有實自性，沒

有自性而有緣起用﹔－切如此，所以－切是即堂即假的。

52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 p.240: 
假名有一一施設有，部派間也有不同的見解。如依五益而假名補特伽羅，依說，

一切有部，假有是無體的，所以說，無我。讀子都象以為：依五起而施，設捕特枷

羅，是受假，不可說典蘊是一是異，「不可說我」是（受假）有的。如即挂計

我，或離越計我，那是沒有的，所以說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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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75說：

「虛空非色．．．．．．無見．．．．．．無對．．．．．．無漏．．．．．．無為。 53 •.• 

若無虛笠，一切有物應無容處﹔．．．．．．應一切處皆有障礙。」 54

說一切有部等所立虛空無為，是與色法一一物質不相障礙的絕對空

間﹔是不生滅的無為法，不屬於物質，而為物質存在與舌動的依處。

2 、〈般若經〉以虛空喻一切法空。

（般若經》中，每以虛空來比喻一切法空。

3 、《中論〉：「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

〈中論〉說：「以有生義故，一切法得成」’《般若經〉的虛空喻

以外，說一切有部等的虛空無為，應有重要的啟發性。

經上說一切法空，空性無差別，一切依世俗而假立。然空性對於一切
法的成立，似乎沒有關係。如「不壞真際建立諸法」 55 ，「依無住本

立一切法」話，也只是依處，如大地在空中一樣。

而虛空無為，不但是色法的依處，而且是無礙的，所以有色法活動的

車上

以此來喻解空性，不但一切法不離於空性，正因為空無自性，而一切

依緣起，才成為可能。

53 ｛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75 ：「問：虛笠、生界有何差別？答：虛空非色，

空界是色。虛空無見，空界有見。虛空無對，空界有對口虛空無漏，空界有

竭。虛空無為，空界有梅。」（大正27 ' 388b19-21 ) 

54 ｛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75 （大正27 • 388c13-29 ）。
SS ｛中觀論疏》卷1 ：「因緣有宛然即畢竟笠，雖畢竟空宛然因緣有，即是不壞假

名而說實相，不動真際建立諸法。」（大正42 ' 19b23-26) 
S6 ｛維摩詰所說經〉卷2 ：「問：善不善孰為本？答曰：身為本。又問：身孰為

本？．．．．．．顛倒想孰為本？答曰：無位為本。叉開：無住孰為本？答曰：無往則

無本。文殊師利！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大正14 • 547c) 

參見印順法師著〈印度佛教思想史） p.100: 
從心行的善與不善，層層推求，到達「依無住本立一切法」，而「無住則無

本」。無住，古德或解說，為無明住地。．．．．．．古人是望文取義而誤解了！無住處

是一切法都無住處，如虛空一樣，一切色法依此而有，而虛空谷F史無依處。所

以「依無住本立一切法」’就是「不動真際建立諸法」。依勝義超越境地，立

一切法，說明一切法，真是甚深甚深，眾生是很難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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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論〉的特義，以有（無自性）空義而一切得成，虛空無為應

有啟發性的。

七、為引導康生故，以世倒農名說「空」，不應著空見（ p.252-p.253 ) 

（一）一切法不可說，為引導眾生故佛以方便力分別說

「性堂之空義，是緣起義，非作用空無事之義」 57 ，只是無有自

性。

空性也是無自性的，所以〈中論〉說：「實無不空法，何得有空

法」 58 ? 
無自性空，是涅槃異名，在聖智通達中，脫落一切名、相、分別，

是一切不可說的。

《般若經〉說：「一切法不可說，一切法不可說，相即是笠，是空

（亦）不可說」呵。「是法不可說，佛以方便力故分別說」 60 。

不可說而不得不說，依世俗假名說，名為空（性），名為真如等，

這是不能依名著相的，所以《中論〉說：「窒則不可說，非望不可

說，共、不共巨 61 說，但以假名說」 62 。

57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17 （漢藏教理院刊本頁31下）。

”〈中論〉卷2 （觀行晶第13) （大正30 • 18c7-8) : 
「是有不笠法，則應有空法，實無不室法，何得有空法？」

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論頌講記） p.235 ：「說諸法笠，如說這裡沒有花瓶，這

不過糾正別人的幻想典錯覺，使他了解無血﹔既不是除了實有的瓶而說無瓶，

也不是說了無瓶，就有無瓶的實在盤。所以，你以為有實在的不宜法曉有生

法﹔而且想到有實在的空法，這完全顛倒了回我若承認有不空法，那也就應該

有空法。實在說來，沒有絲毫的不空法，那程又顯出有空法的真實性可得

呢？」

”〈摩訶般若渡羅蜜經〉卷17 （大正8 • 345c5-6）。
《大智度論〉卷74 ：「須菩提！是空法相不可說，若不可說不名為堂。佛以大

慈悲心憐聽眾生故方便為說，強作名字語言，令眾生得解，所謂笠，或說不可

畫、無數、無量、無邊等。」（大正25 ' 584a25-29) 

ω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7 （大正8 • 345c5-6）。

〈大智度論〉卷74 （大正25 ' 584a25-29 ）。
61 匡：不，不可。

位〈中論〉卷4 （觀如來品第22) （大正30 ' 30b22-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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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不可說，為什麼要說是「空」呢？當然是「但為引導眾生故以

假名說」 63 。

（二）為離見而說空，如取著於空，諸佛所不化

引導眾生的意趣，如〈中論〉卷2說：

「大聖說空法，為離諸見故﹔若復見有空，諸佛所不化」 64 。

這一頌，是依《大寶積經〉一一「一切諸見，以空得脫﹔若起空見，

則不可除」 65 而說的。

眾生迷著一一無明，根本是我我所見。從〈阿含經》以來，無我我

所空。薩迦耶見為一切煩惱的上首，離我我所見，即離一切見而得

解脫。

為了離見而說空，如取著於空，那是如以藥治病，藥叉成病，就難

以治愈了。

（三）空相應是第一相應，不應著空相、語言

〈大智度論〉釋「空相應名為第一相應」 66說：

「笠，是十方諸佛深奧之藏，唯一涅槃門，更無餘門能破諸邪見戲

論。是（空）相應，不可壤，不可破，是故名為第一」 67 。

由於解釋《般若經〉，當然會著眼於脫落名相的空義，〈大智度

論〉一再的說：

1 、「法空中，亦無法空相，汝得法室，心著故而生是難（一切皆

無）。是法笠，詩佛以憐憫心，為斷愛結、除邪見故說。」 68

的《中論〉卷4 （觀四諦品第24) （青目釋）：「無自性故笠，空亦復堂，但為引

導眾生故以假名說。」（大正30 ' 33b16-18) 

64 ｛中論〉卷2 （觀行晶第13) （大正30 • 18c16-17 ）。
的〈大寶積經〉〈普明菩薩會第43 ）：「一切諸見以空得脫，若起空見則不可

除。迦葉！譬如醫師授禁令病擾動，是黨在內而不出者，於意云何？如是痛人

寧得差不？不也！世尊。是禁不出其病轉增。如是，迦葉！一切諸見唯空龍

滅，若起空見則不可除。」（大正11 • 634al5-19)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 （大正8 • 224c18）。
研〈大智度諭》卷37 （大正詣， 334c16-19 ）。

68 ｛大智度諭》卷20 （大正詣， 207bl7-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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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欲令眾生得比畢竟笠，遠離著心。畢竟笠但為破著心故說，非是

實室。」 69

3 、「如執事比丘高聲舉手唱言：＂－皆寂靜！是為以聲遮聲，非求聲

也。以是故，雖說諸法笠、不生不滅，憨念眾生故，雖說非有

也’。」 70
4 、（以指指月喻）「諸佛賢聖為凡夫人說法，而凡夫著音聲語言，不

取聖人意，不得實義﹔不得實義故，還於實（義）中生著。」 71

5 、「當取說意，其著語言！」 η

（四）龍樹之宗趣：以離見而契入空性為宗

《般若經〉是重於行的﹔《中論〉也以觀一切法，離見而契入空性為

宗的。受到後學的推重，探究發揚，成為不同的派別。從分別善

巧，辨析精嚴來說，是大有功德的。但如忘失教意，專在論議上判

是非，↑白要失去龍樹的宗趣了！

69 《大智度論〉卷的（大正25 • 508c12-16 ）。

70 ｛大智度論〉卷6 （大正25 • 105c10-18 ）。

”（大智度論〉卷的（大正25 ' 375a24-28 ）。
72 ｛大智度論〉卷35 （大正25 • 318b29-c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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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龍樹一中道緣起與假名空性之統一

第七節中道一一中論與中觀（p.255～p必1)

一、緣起、空性、假名、中道（ p.255-p.256) 

（一）龍樹《中論〉的「空假中偈」

〈中論〉〈觀四諦晶第24）云：

釋厚觀（2005.12.14)

「﹔但因緣生法，我說即是堂，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1

在緣起即空，亦是假名以下，接著說：亦是中道。

（二）《阿合經〉的緣起、中道

上文曾經說到：中道的籐起，是〈阿含經〉說。 2

（三）《般若經〉的空性、假名

《般若經〉的特色，是「但有假名（無實）」’「本性空與自性

空」。 3

卜自性空，約勝義空性說。 4

1 ｛中論〉卷4 ＜觀四諦品第24) （大正30 ' 33bll-12）。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
論頌講記） p.469-p.475 。萬金川〈中觀思想、講錄） p.140-p.142 。

2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四章第三節〈《中論〉與〈阿合經） > p.210-
p.211 。

3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三章第四節（空之發展與類集＞ p.163 -p.164: 
統觀「中本般若」全經，從不同事義以顯示空性，以「本性空」、「畢竟

空」、「自性空」、「自相空」’特別是自性空與自相空，應用得最為廣泛口

4 (l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三章第七節〈自性空與無自性空） p.183 : 
般若法門本是直觀深法性的，生（性）是涅槃的異名，所以自性也約勝義

自性說。然般若法門的開展，不但為久行說，為鄰近不退者說，也為初學

說﹔不但為利根說，也為鈍根說。這一甚深法，在分別、思惟、觀察，非

勘被現前事相的虛妄不實，從虛妄不實幸求突挂不可。這所以多說一切法

「無挂」’一切法「無自性」了。

(2）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三章第七節（自性空與無自性空） p.184 : 
《般若經》中處處說本性空，也處處說自性堂，意義也大致相同。自性

堂，本是勝義自性空，如說：「自性空故，自性離故，自性無生故」（〈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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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到「中本般若」末後階段，才以「從緣和合生無自性」’解說「自

性空」。 5

（四）龍樹以「無自d性」貫通《阿含經〉的「緣起中道」與﹛般若經〉的

「空性假名」

自性空有了無自性故空的意義，於是龍樹起來，一以貫之，而說

出：「$.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笠，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6

一一大乘佛法中最著名的一偈。

二、不落二遁的中道（ p.256-p.257) 

（一）〈阿合經〉的中道（p.256)

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 （大正8 '228b）﹔〈光讚般若渡蘿蜜經〉卷2 （大正

8 • 159c）。這是以堂、離來表示自性﹔自性生並非沒有自性。由於「假名
無實」’「虛妄無實」’典室的空虛義相關聯，而自性室有了無世俗自性的

意義，如〈摩訶般若述握實經〉卷24 （大正8 '398b）說：「是名，但有空
名，虛妄憶想分別中生。．．．．．．此事本末皆無，自性空故」。

s (1)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卷413 ：「云何自性空？自性謂諸法龍和
令自性，當如此中自性由自性笠，非常非壤。何以故？本性繭拔。善現！

是為自性堂。」（大正7 • 73c15-17) 

(2）「自性空」’鳩摩羅什〈摩訶般若波羅蜜經〉譯為「有法空」。〈摩訶般

若波羅蜜經〉卷5 ：「何等烏有法空？「有法』名諸法和合中有自性相﹔是

「有法」笠，非常非滅故。何以故？性自商。是名有法室。」（大正

8 • 250c23-25) 
參見〈大智度論〉卷46 （大正詣， 394a18剖）。

(3）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三章第五節（空之解說） p.169 : 
自性空（svabh.ava－個nyata) ：自性是「諸法和合中有自性相」﹔或作「諸

法龍和合自性」。自性是不可得的，名自性堂。

(4）﹛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7 ＜十無晶第25 ）：「如我，諸法亦如是無自性，

舍利弗！諸法和舍生故無自性」。（大正8 , 269a23-24) 

( 5)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2 ＜道樹品第71 ）：「世尊！何因緣故，諸法自

性無？佛言：諸法和合國緣生，法中無自性，若無自性，是名無法。以是

故，須菩提！菩薩摩訶薩當如一切法無性，何以故？一切法性堂故，以是

故，當如一切法無性。」（大正8 ' 378a25-29) 
6 ｛中論〉卷4 （觀四諦品第24) （大正30 ' 33bll-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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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是佛法也是佛弟子湖首的唯一原則。一切行為，一切知見 7 ，最
正確而叉查委恰當的，就是中道，中是不落於三邊一一偏邪、極端的。 8

1 、「行為」的中道（p.256)

以「行」來說：

(1 ）離苦樂二邊之中道

《拘樓瘦無詩經》說：耽著庸俗的欲樂是一邊，無義利的自苦行

是一邊，「離比二邊，則有中道」’中道是八聖道。 9

7 參見印順法師著《佛法概論》 p.10 ：「知是行的觸角，是行的－端，在正行中，

知才能深刻而如實。離了中道的正行，沒有正知，所以佛法的正見真諦，近於

哲學而與世間的哲學不同。同時，入正道的最後是正定，是在然不動而能體證

解脫的。這正定的體證解脫，從中道的德行中來，所以近於宗教的神秘經驗，

而與神教者的定境、幻境不同。也就因此，中道行者有崇高的理智，有無上解

脫的自由，雖說是道德的善，也典世間的道鐘不同。中道統一了真諦典解脫，

顯出釋尊正覺的違磨的全貌。」

8 ( 1) 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今論） p.8-p.9: 
正見緣起的中道，為釋迦本教的索要。不苦不樂是「行的中道」﹔不有不

無等是「理的中道」’這僅是相對的區分而已。實則行的中道里，以正見

為先導，即包會有悟理的正見中道﹔唯有如此，才能不落苦無兩邊的情本

論。同時，悟理即是正行的項目，正見緣起，貫徹自利利他的一切正行，

兩者是相依相符而不可缺的。依於正見緣起，能離斷帝、有無等二邊的戲

論，發為人生的實踐，自然是不落苦無二邊的中道。

(2）參見印順法師著〈性空學探源） p.22-p.23 : 
中道，本形容中正不偏。《阿含經〉中，就「行為實踐」上說的，是離苦

無二邊的不苦不樂的中道行（入正道）。在「事理」上說，的，即緣起法。

緣起法是佛教的中道法，為什麼呢？因為緣起法可以離諸邊邪執見。如

《雜阿含） 300經典961組，說緣起以離常斷二邊見﹔ 926經典262經，說緣

起以離有無二邊見﹔ 297經說緣起以離一異二邊見。這斷常、有無、一異等

偏邪執見，均可由這緣起法來遠離它﹔反過來，可顯示緣起法的不斷不

常、非有非無、不一不異。一面碰諸外道的偏邪，一面顯示諸法的實相，

所以緣起法是中道。
9 (1) ｛中阿含經〉卷的 (169經）〈拘樓瘦無詩經〉：「其求欲無、極下聽葉，

為凡夫行﹔﹔亦其求自身苦行，至苦非聖行，無義相應者，因此故說。離此

二邊，則有中道，或收成智，自在成定，趣智、趣覺、趣涅槃者，此何因

說？有聖道入文：正見，乃至正定，是謂為八口離此二邊，則有中道，成

B良成智，自在成定，趣智、趣覺、趣涅槃者，因此故說。」（大正

1 • 701cll-17) 
(2) ｛中部） ( 139經）（亂哨子別經〉（日譯南傳11下， p.320-p.3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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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教授，是多種「經」、「律」 10所說到的。

(2）不急不緩、心住平等之中道

如佛教化二十億耳說：如「彈琴調弦，不急不緩，適得其中，為

有和音可愛樂」。所以「糧大精進，令心調掉舉亂﹔不極精進，

令心懈怠。是故法當分別此時，觀察此相」 11 。

修行也要適得其中，是要觀察自己身心，善巧調整的。如煉金那

樣，不能「一向鼓鞘 1丸，「一向水灑」，「一向俱捨」，而要

或止、或舉、或捨，隨時適當處理的，這才能「心則正定，盡諸

有漏」 13 。

因此，修行成就酬目心三昧的，「是不鬧不沒」’心住平等的。 14

10 （五分律〉卷15 （大正22 ' 104b22-28）：「佛復告曰：世有二邊不應親近。一
者、貪著愛欲說欲無過，二者、邪見苦形無有道跡，捨此二邊使得中道，生

眼、智、明、覺，向於泥洹。何謂中道？所謂入正，正見、正忠、正語、正

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為中道。」

11(1) （雜阿含經〉卷9 (254經）（大正2 • 62c ）。

(2) （中阿合經〉卷29 ( 123經）〈沙門三十億經〉（大正1 • 612a-b ）。

(3) （增支部〉「六集」（日譯南傅20 'p.129）。

12 輔：皮鼓風襲，俗稱風箱。（〈漢語大字典〉，第7冊， p.4509)

13 (1) （雜阿含經〉卷47 (1247經）（大正2 '342的－20) : 
蘭時，世尊告諸比丘：「應當專心方便，隨時思惟三相。云何為三？隨時思惟

主塾，隨時思惟墨畫，隨時思惟盈盈。若比丘－向思惟止相，則於是處其心下

劣。若復一向忠惟舉相，則於是處掉亂心起。若復一向忠惟捨相，頁。於是處不

得正定，盡諸有漏。以往比丘隨時思惟止相，隨時思惟學相，隨時思惟捨相

故，心則正定，盡詩有漏。如巧金師、金師弟子，以生金著於爐中增火，隨時

扇輛，隨時水灑，隨時俱捨。若二皇盤盤者，即於是處生金焦畫。二皇主遷，

則於是處生金堅強﹒若一向俱捨，則於是處生金不熟，則無所用。是故巧金

帥、金師弟子，於彼生金，隨時鼓暢，隨時水灑’隨時兩捨，如是生金得等調

遍，隨事所用。如是比丘！專心方便，時時恩准憶念三相，乃至竭盡」。

(2) （增支部〉「三集」（日譯南傳17 ' p.422-p.423 ）。

(3）《瑜伽師地論〉卷13 （大正30 • 344a）﹔卷31詳述「止、止相、止時﹔觀、

觀相、觀時﹔舉、舉相、舉時﹔搶、捨相、捨峙。」（大正30 • 456a-b) 

14 (1) （雜阿會經﹜卷20 (556經）：
時諸比丘尼白佛言：「世尊！若無相心三昧，不捕、不沒，解脫已住，往

已解脫。此無相心三昧，世尊說是何果、何功德」？佛告諸比丘尼：「若

無相心三昧，不靖、不沒，解脫已住，往已解脫。此無相心三昧，智果、

智功德。」（大正2 • 14Sc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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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知見」的中道（ p.256-p.257) 

這一原則，應用於知見的，就是「處中說法」 15 的緣起，緣起法不

落二邊一－ r一與異，斷與常，有與無」的。正確而恰當的中道，

不是折中，不是模種兩可，更不是兩極端的調和，而是出離種種執

見，息滅一切戲論的。 16

(2) ｛增支部〉「九集」（日譯南傳22上， p.126-p.127 ）。

(3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一章第六節〈無相＞ p.36 - p.37 : 
智呆智功逸的無相心三昧，〈大昆婆沙論〉以為是空三摩地的別名（卷

104 ，大正27 • 541b-c）。〈瑜伽師地論〉對無相心三摩地的解說，如卷

12 （大正30' 337b）說：「云何無相心三摩地？謂即於往諾取蘊滅，思推

寂靜，心住一緣。如經言：無相心三摩地不低不昂。......又二困線入無相

定：一、不思惟一切相故﹔二、正思惟無相界故。由不思惟一切相故，於

往諸相不厭不壤，唯不如行作忘恩惟，故名丕益。於無相界正思椎故，於

往無相不堅執著，故名丕昱」。丕盔丕里的無相心三昧，正是經中所說，

丕昱丕益的，智呆智功德的三味。﹛瑜枷論〉所說，典《大昆要沙論〉

說，是空三摩地其名，所見不同。

( 4) ｛大昆婆沙論〉卷104 ：「此中不沈者，已斷我見故﹔不舉者，已斷我所

見故。又不沈者，已斷五我見故﹔不舉者，已斷十五我所見故。如我、我

所見，己、己所見，我、我所愛，己、己所愛，我、我所擾，己、己所
寢，應如亦爾巴又不沈者，得涅槃故﹔不舉者，捨生死故。」（大正

27 • 541b26-c2) 
15 《雜阿含經〉卷34 (961經）：「佛告阿難：『我若答言有我、則增往先來邪

見。若答言無我，彼先癡忌，豈不更增癱惑！言先有我，從今斷滅。若先來有

我，則是常見﹔於今斷滅，則是斷見。去回來離於二邊，處中說法，所謂是事有

故是事有，是事起故是事生，謂緣無明行，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減』。」

（其立E2 • 245bl8-24) 
16 參見印順法師著〈佛法概論｝ p.178 : 
有人以為佛法的中道，是不流於極端的縱欲，也不流於極端的苦行，在這苦無

間求取折中的態度。這是議會的！要知道一般的人生，不是縱我的無行，即是

克己的苦行。這雖是極端相反的，但同是由於述情為本的。情欲的放縱樂行，

是一般的。發覺縱我無行的弊病時，即會轉向到克己的苦行回一般的人生傾

向，不出這兩捶端典使此間轉移的過程中。不論縱我的樂行，克己的苦行，都

根源於情愛，不能到達和無典自由。所以釋尊否定這兩端，開示究竟徹底的中

道行，即是正見為導的人生。自我典世間，惟有智一一正見為前導，才能改善

而得徹底的完善。不苦不樂的中道，不是折中，是「以智化情」’「以智導

行」’隨順於法而可以體見於法的實踐。

另參見印順法師《中觀今論｝ p.7 -p.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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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般若經〉的「假名、空性」是對「緣起中道說」的充分闡明

(p.257) 

從這一原則去觀察，《般若經〉的「但名無實，自性皆空」，只是

「緣起中道說」的充分闡明。

緣起法為什麼是中？

緣起法是無自性的，所以但有假名（無實）

緣起法是無自性的，所以即是空。

空，所以無自性，是假名的緣起。

假名的緣起，所以離見而空寂。

（三）〈中論〉的八不中道：世俗假名有，勝義畢竟空（p.257)

以假名即空一一性空唯名來說緣起的中道，中道是離二邊的，也就

是《中論》所說的八不。

依中道一一八不的緣起（假名），能成立世俗諦中世出世間一切法。

依中道一一緣起的八不（空），能不落諸見，契如實義（勝義）。

所以《中論〉最著名的一頌，可表解如下：

／自性空＼

緣起法 ＜－－﹔一一（無自性）一一三7子（八不）中道
＼＼假名有／／

三、從「二諦」說「中道」（ p.257-p.260) 

（一）二諦：世俗諦、第一義諦（ p.257-p.258 ) 

1 、「中本般若」後分，一再的說到二諦。 17

17 「中本般若」後分，略舉〈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大正8）數例如下：
（道樹品第71 ）：菩薩摩訶薩，以世諦故，示眾生若有若無，非以第一A諦口

(378c9-10) 
（編學晶第74）：以世俗法故，為眾生說令解，非以第一義。（382a23)

（四攝品第78之餘〉：世諦故，分別說有呆報，非第一義﹔第一羲中，不可說

因緣呆報。．．．．．．是第一義實無有相，無有分別，亦無言說。（ 397b16-19) 

（實際品第80）：第一實義中，無有色，乃至無阿持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行

阿持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是一切法，皆以世諦故說，非第一教。（404all-13) 

（具足品第81 ）：菩薩摩訶薩，住二諦中，為眾生說，法：世諦，第一羲諦口

( 405a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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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論〉也是以二諦來說明佛法的，如卷4說：

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一以世俗諦，二第一義諦。

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不得第一義，則不得涅槃。 18

佛為眾生說法，不能不安立二諦﹔如沒有相對的「二」’那就一切

不可說了。

如世間眾生所知那樣的，確實如此，名為世俗諦，「諦」是不顛倒

的意思。

第一義諦一一勝義諦，是聖者所知的真實義。

眾生世間所知，雖然共知共見，確實如此，其實是迷惑顛倒，所以

生死不已。

求勝義的佛法，是要於世間一切法，離顛倒迷惑而通達實義，這是

安立二諦的根本意趣。

（二）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p.258)

然第一義諦，世間的名、相、虛妄分別，是不能表達的，所以說勝

義諦如何如何，還是依世俗諦方便說的。如：

1 、〈摩罰般若波羅蜜經〉卷14 ＜問相品第49）說：

如是（空性）等相，是深般若渡蘿蜜相。佛為眾生，用世間法

故說，非第一義。 19

2 、〈大智度論〉卷42 （釋集散品第9)

（平等晶第86）：世諦故說，非最第一義，最第一義，過－切語言，論議音

聲。（413c19-21) 

（平等品第86）：自無所著，亦教－切眾生令得無所著，世諦故，非第一義。

( 414bl 7-18) 
（平等品第86）：佛亦以世諦故說，非以第一義，何以故？第－義中無身行，

無口行，無意行，亦不離身口意行得第一義，是諸有為法，無為法平等相，即
是第－裁﹔菩薩摩訶薩，行般是搜羅賽時，第－裁中不動而行菩薩事，饒益眾

生。（415b21-26) 
此外，「中本般若」中分〈間相晶第49）：佛為眾生用世間法故說，非第一

義。（大正8 '325b22) 

18 ｛中論》卷4 ＜觀四諦品第24) （大正30 • 32c16-33a3 ）。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4 （大正8 ' 325b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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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名字因緣和合無，則世俗語言 1fJ.事都滅﹔世諦無故，第一義

諦亦無。 20

世俗諦是康生迷謬所知的，雖是惑亂，卻是重要的，我們凡夫正是

處在這一情境中呀！所以要依止世俗諦，才能表示第一義諦﹔才能

從勘破世俗迷妄中，去通達勝義諦。

（三）依盤盤而離邊見，正確體見墨畫畫，即是且道（ p.258-p.259 ) 

依〈中論〉的二諦來觀察龍樹最著名的一偈 21 : 

眾生迷妄戶欣口的世俗諦，佛說是緣起的﹔

依緣起而離邊見，能正嘲甘體見實義，這就是中道。

但一般人，部派佛教者，不能如實地理解緣起，到頭來總是陷入

「依實立假」的集白，不能自拔。 22

所以，〈般若經〉說：一切法間葭名，通達自性空寂，這就是二諦說。

《中論》依緣起立論：緣起法即空性，顯第一義﹔緣起即假名，明

草益益。 23

20 《大智度諭〉卷42 （大正25 '365的－8 ）。

21 《中論〉卷4 （觀四諦晶第24 ）：「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笠，亦為是假名，亦

是中道義。」（大正30 '33bll-12) 
22 參見印順法師著《中觀論頌講記｝ p.456-p.457 : 
說，自性有是常住的，佛教的學者，除了後期佛教的不共大乘而外，少有青老實承認

的﹒他們說：我們也是主張諸行無常的，剎那生滅的。他們確也信受諸行無常，不

過從分位的無常，分析到一剎那，就不自覺的在無常復面，露出常住的面目來。諸

法是實有的，析到極鍾的一剎那，前念非後傘，後念非前傘，法體恆住自性，這不

是常住麼！即使不立三世實有，立現在實有，此剎那即滅，雖沒有常過，就有斷

過。其實，這是常見的變形，是不能信解如此又如役的。又如雖說因緣生法，色法

是由四大、四塵和合成的。假使把和合的色法，分析到最極徵細的極微（空間

點），即成一－的獨立單位。這獨立單位的極傲，縱然攪和合而有，也不過是一個

個的堆積。不落於一，即落於異。尺，不以一切生為究竟，不了一切是相符依存的，

他必要成立空間土的無分極徵色，時間土的無分剩那心。實有論者的根本思想，永

遠是益室主盤。他們的實有，將究不出斷、常、一、異的過失。

23 參見印順法師著〈無靜之辯｝ p.110: 
《第一義生經》云：「眼生時無來處，滅時無＊處。如是眠不實而生，生已盡
識，除俗數法。俗數法者，謂此有故往有．．．．．．」。眠之不實而生，非即「都無

真實，但以假名困線有」之說乎！緣起假名為世俗，緣起堂在為真實回「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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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假有即性空，性空（也是依假名說）不礙假有，就是緣起離

二邊的中道。

說緣起即空、亦假、亦中（〈迴靜論〉說緣起、空、中道是同一內

盔24），而只是二諦說。即空即假即中的三諦說，不是龍樹論意。 25

（四）世俗名言是「二」，無決定性，在觀行中應隨時善巧把握「中道」

( p.259-p.260 ) 

卜引人轉迷向覺，依世俗諦說法：緣起無自性故空，空故依緣起有一一

中道說，能善立一切法，遠離一切見，可說是非常善巧的教說！

2 、不過世僻9名言是「二」’是沒有決定性的﹔名義內在的相對J陸，在

適應眾生，隨時隨地而流行中，不免會引起異議，那也是世間常法。

3 、依第一義諦，空，無生等，只是一個符號，並不等於第一義。如空

以離諸見為用，著空也就不是中了，所以說：「空亦復空」’「空

亦不可得」。

依二諦，為眾生說法」’此也。釋尊說法，善巧無倫！即世間現有者以說緣

起，依此故復起，成流轉律﹔ 1離此故往不起，成還滅律。即此世俗之假名，依

此不離此故本性笠，直示勝義之生痕。世俗假名有，勝蠱畢竟空，釋尊中道之

見也。大乘性空經論，萬語千言，莫能外此！

到〈菩提道次第廣論〉卷17所引《迴靜論〉：「諸說，笠、緣起、中道為一義：無

等第一語，敬禮如是佛」。（漢藏教理院刊本， p.32上）。

〈迴靜論》卷1 ，後魏三藏昆目智仙共崔曇流支譯：「空白體因緣，三一中道

說，我歸命禮後，無上大智慧。」（大正32 ' 15a26-27) 
25 參見即順法師著〈中觀論頌講記｝ p.466 : 

天台家，本前一頌（草因緣生法，我說，即是堂，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發揮他的三諦論。在中觀者看來，實是大有問題的。第一、達明文：龍樹在前

頌中明白的說：「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怎麼影取本頌，唱說三諦說？

這不合本論的體象，是明白可見的。第二、違頌義：這兩頌（原因緣生法，我

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

法，無不是生者。）的意義是一貫的，怎麼斷章取義，取前一頌成立三諦說。

不知後頌歸結到「無不是空者」’並沒有說：是故一切法無不是即空即假即

中。如《心經〉，也還是「是故空中無色」，而不是：是故即空即色。〈華嚴

經〉也沒有至於究竟，終是無相即有相。這本是性空經論共義，不能附會穿

鑒。要發揮三諦圓融論，這是思想的自由。而且，在後期的真常唯心妙有的大

乘中，也可以找到根雄，何必要說是龍樹宗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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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而且，在緣起即空的觀行中，正如上引經文所說，要隨時善巧的適

得其中，《大智度論〉這樣說：

【1】卷70 （釋問相晶第49)

般若述蘿蜜，離二邊，說，中道：雖空而不著笠，故為說罪福﹔

雖說罪福，不生常邪見，亦於空無礙。 26

【2】卷91 （釋照明品第81)

菩薩住二諦中，為眾生說法。不但說笠，不但說有﹔為愛著眾

生故說笠，為取相著空軍生故說有，有無中二處不禁。 27

【3】卷：61 （釋隨喜迴向品第39)

有相是一邊，無相是一邊，離是二邊行中道，是諸法實相。 28

【4】卷43 （釋集散品第9下〉

般若渡蘿蜜者是一切諸法實相，．．．．．．常是一邊，斷減是一邊，

離是二邊行中道。．．．．．．此般若渡蘿蜜是一邊，此非般若波羅蜜

是一邊，離是二邊行中道，是名般若渡蘿蜜。 29

【 1】【2】是為眾生說中道。

【1】說者說有而不生常等見，說堂而不著空。

【2】對治眾生的偏執，為著空者說有，為著有者說室。這樣，才是

善說中道。

【3】【4】是「中道行」。在般若行中，有相是一邊，無相一一空

也是一邊﹔是般若與非般若的分別，也都是一邊。

般若行是以不取著為原則的，如心有取著，即使是善行、空行，也

都是邊而非中。《般若經〉稱之為「順道法愛生」 30 ﹔譬喻為「如

26 ｛大智度論〉卷70 （大正筍， SSlal0-12）。

27 ｛大智度論〉卷91 （大正筍， 703b24-27 ）。

28 《大智度論〉卷61 （大正筍， 492c5-6 ）。

29 《大智度論〉卷43 （大正詣， 370a21-b9 ）。

30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3 ＜勸學品第8)
4年利弗問須菩提云：「何名菩薩生？」

須菩提答舍利弗吉：「生名法愛。」

舍利弗言：「何等法愛？」

須菩提言：「菩薩摩訶薩行般若述蘿蜜，色是空受念著，受、想、行、識是空

受念著。舍利弗！是名菩薩摩訶薩順道法愛生。」（大正8, 233b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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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毒食」 31 。

5 、舉〈阿含經〉所說，觀空、無所有、無相不應生著，若生著即不得

解脫

佛所開示的解脫道，如空，無所有，無相，《阿合經） 32 早已指出：

有的以慧得解脫，染著的不得解脫，就生在無所有處﹔ 33

有的以慧得解脫，如染著而不得解脫，就生在無想處一一非想、非非

想處。 34

6 、「中論」與「中觀」

原理與方法，是有準則的，但還是世俗的，是否能善巧適中，那真

如中國所說：「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學者應注意佛法的實踐性，不只是「中論」而更是「中觀」才得！

31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1 ＜隨喜晶第39）：「是中諸夭龍、阿修轟、迦樓
羅、緊陀羅、摩喉羅枷等，所種善根，是諸福毯稱量和合隨喜，迴向阿持多轟

三藐三菩提。是迴向以取相符法故，整整圭金。得法者，終無正迴向。何以

故？是得法雜毒，有相有動有戲論，若如是迴向，則為詩佛，不隨佛教，不隨

法說。」（大正8 • 299c22-27) 

32 ( 1) （中阿含經〉卷18 (75) （淨不動道經〉（大正1 • 542c-543a）。

(2) （中部｝ ( 106）﹛不動利益經〉’（日譯南傅11上， p.342-p.345 ）。

33 參見印順法師〈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五節（無所有） p.32-p.33 ：「由於修習者
的用心不同，而有得定，或依慧得解脫的差別。依佛法的因果法則，修得某種

定，如不能依之發慧得解脫，那就命終以後，生在某種定境的天上。......只是

修習土有些問題，才不能依慧得解脫，成為無所有處定，生無所有處夭。．．．．．

無所有處道，都依出世觀慧而成定，不過修持土有點問題，這才成為世間

定。......所以，即使修行者所修的是正觀，只要心有所樂著，就不得解脫了。

如修無所有正觀，心著而不得解脫，就會招風無所有處報。」

34 ( 1 ）參見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一章第六節（無相） p.38-p.39 : 
經說無相定，而被解說為非想非非想處定的，是《中阿含經》的《淨不動

道經〉。經上說：欲想，色想，不動想，無所有處想，「後一切想是無常

法，是苦，是滅，往於蘭時而得無想。往如是行，如是學，如是修習而廣

布，使於此得心淨。．．．．．．或於此得入無想，或以慧為解」。得比無想定

的，如﹔有所受（取）一一樂、著、住，那就受（~約有想無想處的果報。

無相心定而有所無著，所以是無想而又有不明了的細想現行，因而名為非

想非非想處定。如心無取著，那就是無相心解脫了。

(2）參見印順法師著〈性空學探源｝ p.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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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龍樹一中道緣起與假名空性之統一

第八節如幻一即宣即假之緣起（p必1～p必5)

釋厚觀。005.12.14)

一、《般若經〉輿《中論》以如幻等來譬喻一切法空（ p.261) 

〈中論〉在論破異執後，每舉譬喻來說明，譬喻是佛法教化的一種方便。

（一）〈摩訶般若經〉中，說主7等十喻。 1

（二）〈中論〉依〈般若經〉說幻、化等譬喻，是為了表示一切法是空無

且盔的，如卷4說：

色、聲、香、味、觸，及法體六種，皆空如炎、夢，如乾閹婆

城。如是大種中，何有淨、不淨？猶如幻化人，亦如鏡中像。

（大正30 ' 31 bl6-19) 

色等六塵，可總攝眾生所知的一切法。在眾生心境中，這一切似乎

確實如此。其實是虛誼顛倒，而並非真是那樣的。這是被譬喻為如

陽燄，如夢等的意趣﹔這位醫喻，旱譬喻一飢挨宰的。

1 ( 1) ｛摩訶般若渡羅蜜經〉卷1 : 
解了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虛笠、如響、如提閹婆城、如夢、如

影、如鏡中像、如化。（大正8 ' 217a21-23) 
(2）參見〈空之探究》第三章﹒第九節〈法空如幻〉’ p.196-p.197 。

(3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734: 
「中品般若」集合為十喻：「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虛笠、如響、如提

閹婆城、如夢、如影、如鏡中像、如化」。在「唐譯本」中，「虛空」被

改為「空華」。因為瑜枷學者，以空華比喻依他起性，虛空譬喻團成實

性，十喻是幻、化等為－類，所以不能說如虛堂，而修正為空華了。然

〈般若經》古義，沒有這樣的嚴格區別。以虛空比喻說法的無礙﹔比喻無

眾生可度而度眾生﹔比喻般若的「隨事能作而無分別』﹔虛空是典幻所化

人、影等為同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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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幻化等譬喻之意義（ p.262-p.263 ) 

（一）「不空論者」對幻化喻的解說

在無始慣習的意識中，雖多少知道虛假不實，而總覺得「假必依

實」’「依實立假」。

對這些譬喻，也會這樣的解說，如幻化就分別為二，「幻化者」與

「幻化事」。

以為「幻化事」’當然是虛假不實的，而能幻化的「幻化者」，不

能說是沒有的。所以對幻化喻，就解說為幻化事一一境相是空無有

賞的，能幻者一一心識是不空的。 2

（二）〈中論》對幻化喻之解說

〈般若經〉與龍樹，卻不是這樣解說的，如〈中論〉卷3說：

如世尊神通，所作變化人﹔如是變化人，復變作化人。

如初變化人，是名為作者﹔變化人所作，是則名為業。

諸煩惱及葉，作者及呆報，皆如幻與夢，如炎亦如響。 3

從變化人再起變化人的譬喻，只是為了說明，能幻化者與所幻化

事，一切都是幻化那樣。幻化等譬喻，是譬喻眾緣所生法的﹔一切

法是緣起的，所以一切如幻化一一一切皆空。

2 參見印順法師《中觀論頌講言己｝ p.171-p.172 。

3 (1 ）《中論〉卷3 ＜觀業品第17) （大正30 • 23 b27-c3 ）。

(2）參見印順法師〈中觀論頌講記｝ p.305-p.307 : 
作者，作業，受者，果報，這都是世俗諦中現有的。論主已一一破斥有自

性見的作者、作業、受者、受果，而正見的業果，需要成立。既可以答覆

外人，也可以免他人落於斷見，所以結顯正義。先說明緣起黨的真相，後

結歸到業力等是如幻如化。

神遍，不唯佛有，佛弟子中的羅漢聖者也有的，不過從化起化，是聲用弟

子所不能作到的。經中說有六種神通，這裡說的「世尊神通」’指神境通

而說。由世尊神境通的力量，「作」出種種的「變化人」﹔由這所「變

化」的「人，復」又「變作」各式各樣的變「化人」。此從化起化的比
喻，即說明作者、作業的都如幻化。「如」最「初」以世尊為根本所「變

化」出來的「人」’是變化的，還能起化，所以譬喻本「作者」。那又由

「變化人所」幻「作」出來的種種化人化事，是從幻起幻，如以無明愛而
起作的「業」。
此中有一問題，如幻如化，經中所常說，的。但執有自性的學者，以為所幻

化的，可以是假，但幻化到底要有能幻化者才能成立﹔此能幻化者，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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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智度論》對幻化等譬喻之解說

空是無自性的，也是假名有的，所以一切法如幻化等，不但是譬喻

空的，也譬喻世俗有。《大智度論〉說：

卜是十喻，為解空法故。．．．．．．詩法相雖堂，亦有分別可見、不可見。

譬如幻化象、馬及種種諸物，誰知無實，然色可見、聲可間，與六

情相對，不相錯亂。諸法亦如是，雖堂而可見、可間，不相錯亂。

（卷6 ，大正筍， 101 cl0-22) 

2 、諸法雖堂而有分別，有難解笠，有易解室。今以（幻化等）易解

笠，喻（根、境、識等）難解空。．．．．．．有人知十喻（是）誰惑耳目

法，不知諸法窒故，以此（十喻）喻諸法。若有人於十譬喻中，心

著不解，種種難論，以此為有﹔是十譬喻不為其用，應更為說餘法

門。（卷6 ，大正筍， 105cl-10)

幻化等譬喻，表示一切法是無自性空的，然在世俗諦中，可見、可

間，是不會錯亂的。世俗法中，因果、善惡、邪正，是歷然不亂

的，不壤世間法相。 4

說是假有的。所以他們歸結到實有、自相有。這不但聲聞學者，即以大乘

學者自居的唯識家，也還是如此。這本來自性見未盡，難以使他悟解一切

皆空皆假名的。所以論主特出方便，以從化起化的事象，譬喻作者作業的

一切生而一切假。讀者應了解論主深意，勿執著世尊是實有，否則如狗逼

塊，恃無了期！

這「煩惱及葉，作者及呆報」，沒有一法是有實自性的，一切都是「如

幻、如夢、如燄、如響」的。且主魔術所幻現的牛馬等相﹔至主夢境﹔笙

主躊燄’就是目光照到潮濕的地方，蒸發熱氣上升時，現出一種水渡的假

相﹔重主谷響，是人在深山中發聲，這邊高聲大叫，那邊就有同樣的回

響，並沒有真的人在那裡發聲。這些，都是不實在的，（但）都是可開可

見而現有的。

這比喻無自性堂，但堂不是完全沒有，而是有種種假相的﹔假使什麼都沒

有，也就不會舉這些做比喻，而應該以石女兒等來做喻了。所以，如幻等

喻，譬喻自性堂，又譬喻假名有。也就因此，一切法即有即堂的無碟，開

示佛陀的中道。

4 即順法師《無需之辯） p.26-p.27 : 
一切的一切，如幻如化。幻化，也不是都無所有，龜毛兔角才是無的。幻化是

絕無自性而宛然現的，如龍樹說：「幻相法面，雖堂而可聞可見。」所以一切

是相符的假名有，即一切是絕特的畢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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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間所知中，知道有些是空無有實的，如幻化等﹔但有些卻不容

易知道是空的，所以說易解空一一十喻，比喻難解的虛偽不實。

譬喻，應該理解說譬喻者的意趣所在！ 5 所以對那些以為沒有幻事而

有幻者，沒有夢境而有夢心﹔有的以為夢境也是有的，不過錯亂而

已。 6不能理會說譬喻者的用心，專在語文上辨析問難，譬喻也就無

用了！

三、一切法「如iJ~化」與「不如幻如化」（p.263)

（一）為新學菩薩說：涅槃「不如主張口化」

一切法如幻如化，也有不如幻如化的嗎？依經文，可以這麼說，不

過是不了義的。〈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6 ＜如化品〉說：

佛告須菩提：若有法生滅相者，皆是變化。．．．．．．若法無生無滅，

是非變化﹔．．．．．．不誰相涅槃’是法非變化。（大正8 ' 416a2-6) 

諸法平等，非聲聞作，非辟支佛作，非諸菩薩摩訶薩作，非諸佛

作，有佛無佛，諸法性常生，性空即是涅槃。．．．．．．若新發意菩薩7 ' 

5 印順法師〈中觀4爭論＞ p.215-p.216 : 

幻、化、水月、陽燄、谷響等等，人類所共見共間，易於了解它的虛妄無自

性，是「易解空」。經中常以此為喻，以表示蘊、處、界的「難解空」。

6 說一切有部對「夢」的看法，參見《阿昆達磨大昆婆沙論〉卷37 （大正

27 • 192a-194c）。

7 即順法師《初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p.660 - p.661 
經說學般若渡蘿蜜，應親近善知識，「漢譯本」典「吳譯本」’說到了「巨盟
畫畫藍」。與此相當的，「唐譯初分本」、「唐譯二分本」作「畫畫」﹔「宋

譯本」作「亟笙」﹔「放光本」、「大品本」’「唐譯三分本」、「四分

本」、「五分本」，都作並奎﹔原語為adik缸mika ，而「秦譯本」卻譯作「新發

意」。「中品投若」的「﹔社光本」說：深般若渡轟蜜，「不當於新學菩薩前

說」。這裹的「新學」’「唐譯初分本」、「二分本」、「三分本」，也譯為
「新學」，而「大品本」也譯作「新發意」。在說到隨喜迴向時，「漢譯本」

典「吳譯本」說到「新學」’「放光本」及「唐譯本」，也作「畫畫」，而

「秦譯本」、「大品本」（及「宋譯本」），都譯為「新發意」巴金主主豐
勘，可見鳩摩轟什所擇的「暴譯本 l 典「大品本 l ，都把「新學 l 語譯作「新

登盡斗工。



438 第四章龍樹一中道緣起與假名空世之統一

用是一切法畢竟性笠，乃至涅槃亦皆如化，心則驚怖。為是並登畫

畫蠱故，分別（說）生滅者如化，不生不滅者不如化。（大正

8 ' 416a6-14) 

生滅法是如化的﹔不生不滅是不如化的，就是涅槃。大乘法也有這

樣說的，那是為新學菩薩所說的不了義教。

（二）般若法門的究竟說：一切法如幻如化，涅槃亦如幻如化

如實的說，一切法平等性（法法如此的），自性常空，性空就是涅

槃，涅槃當然也是如化的。〈小品般若經〉說一切法如幻如夢：

「我說涅槃亦如幻如夢。．．．．．．設復有法過於涅槃，我亦說如幻如

夢。」 8

一切法性空，一切法如幻，是般若法門的究竟說。

四、說「有為自性異無為自性」輿「不離有為而有無為」之意趣（p.264-

p.265) 

（一）為新學者說：「有為自性異無為自性」

大乘法中，如對一切有為（生滅）法，說無為自性，無為自性與有

為法異，那也是為新學者所作的不了義說。如《摩訶般若波羅蜜

經〉卷10 （法稱晶〉（大正8 ' 292 b24-27）說：

云何有為諸法相？．．．．．．

云何名為無為諸法相？若法無生無滅，無往無異，無垢無淨，無

8 ( 1) ＜小品般若按羅蜜經〉卷1 （大正8 ’”。c14-18) : 
須菩提言：裁說佛法亦如幻如夢，我說涅槃亦如幻如夢。諾夫子言：大德

須菩提亦說涅槃如幻如夢耶？須菩提言：諸天子設復有法過於涅槃’我亦

說如幻如夢。諸夭子！幻夢、涅槃無二無別。

(2)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8 （幻聽品〉 （大正8 ' 276bl-9) : 
諸天子！四念處乃至十八不共法如幻、如夢，須陀洹呆如幻、如夢，斯陀

會果、阿那令果、阿羅漢果、辟文佛道、如幻如夢，害者天子，佛道如幻、

如夢。蘭時諸天子問須菩提，汝說佛道如幻、如夢，法說，理槃亦復如幻如

夢耶？須菩提語諸夫子：我說佛道如幻如夢，我說涅槃亦如幻如夢。若當

有法勝於涅槃者，我說亦復如幻如夢。何以故？諾夫子！是幻夢、 j里槃不

二不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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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無法，諸法自性。云何名諸法自性？諸法無所有性，是諸法自

性，是名無為諸法相。

這擲童文，分別情為謝目（住〉與無為法＃目（住），無為法性就是諸法自性。

有為法外別立的諸法自性，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滅，與

〈入中論） 9 所立的勝義自性 10相當。

9 月稱造法尊譯〈入中諭〉卷5 （漢藏教理院刊本.p.22-p.23)
頌曰：「由本性商故，自民由自良性笠，如是耳鼻舌，身及意亦圖。

非常非壞故，眼等內六法，所有無自性，是名為內室。」

〈經〉云：「云何內空？內為內法，即是眼耳鼻苦身意，當如此中眼由眼笠，

非常非壤。何以故？本性爾故。」此中常者謂不捨本性，此復暫住即滅，非全

壞故。此謂若法有自性，則應是常，或永失壤。

《中論〉云：「性從因緣出，是事則不然，性從國緣出，即名為作法。性若有

作者，云何有此義，性名為無作，不符其法成」。

論師論申所說差別行相，如是本性，論師許有耶？

曰：如薄枷梵說：「若佛出世、若不出世，諸法法性，恆常安住。」所說法性

可許是有。

此法性為何等？曰：即眼等之本性。

Oll等本性為何？曰：謂不造作，不觀待他，離無明聽慧所通達之本性。

此性有耶？曰：誰云此無？比若無者，諸菩薩單桂為何義，修學渡蘿蜜多道。

然諸菩薩為通達此法性故，如是勤修百千難行。如〈經》云：「善男子！堂全

勝蠱，不生、不滅、不住、不來、不去，非諸文字所能詮表，非詩文字所能解

說，非諸戲論所能覺了。善男子！當知勝義，不可言說，唯是聖智各別內證。

善男子！當知勝義，若佛出世，若不出世，為何義故，諸菩薩眾剃除鬚愛，拉

著法服，如家非家，正信出家？既出家已，復為證得此法性故，勤發精進，如

數頭然，安住不壤。善男子！若無勝義，則修梵行，徒勞無益，諸佛出世亦無
有益。由有勝義，故諸菩薩名勝義善巧。」

10 （空之探究） p.180 - p.181 : 

《大智度論〉卷46說：「自性有二種：一者，如世間法（中）地堅性等﹔二

者，聖人（所）知如、法性〔界〕、實際。」（大正25' 396b) 
自性的第一類，是世間法中所說的，地堅性，水濕性等。地以堅為自性，水以

濕為自性等，世俗法中是可以這樣說的。如求堅尊自性的實體，那是不可得

的，也就是沒有自性一一無自性了。

自性的第二類，是聖人所證的真如，或名法界、實際等。這是本來如此，可以

名之為自性的。

《大智度論〉卷67所說，：「色性者，......所謂地堅性等。復次、色實性，名法

性」（大正25' 528b），也就是這二類自性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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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般若、中觀的究竟說：「不離有為而有無為」

《大智度論〉卷59解說（大正筍， 480c10-15 ）為：

有為善法是行處，無為法是依止處，餘無記、不善法，以捨離故

不說﹔此是新發意菩薩所學。

若得般若波羅蜜方便力，應無生忍，則不愛行法，不憎捨法﹔不

離有為法而有無為法，是故不依止涅槃（無為、諸法自性）。

「善法 （是行處）一＋不愛行法

有為法→不善法（應捨離）一＋不憎捨法

L無記法（應捨離）一→不憎捨法

無為法 （是依止處）一→不依止涅槃

佛為引導眾生，依二諦說法，說此說彼一一生死與控槃，有為與無為，

緣起與空性。其實，即有為為無為， llP三四E為涅槃，即獻旦為空性。

〈中論〉所說，只此無自性的如幻緣起，即是空性，即是假名，為般

若法門的究竟說。

這二類自性，一是世俗自性：世聞單生以為自性有的，如地堅性等，不符樣起

的深義，所以要雄斥而論詮為沒有自性的。

二是勝義自性，聖人所證見的真如、法界等，是聖人如實通遠的，可以說是有

的。所以〈智論〉說，：「如、法性〔界〕、實際，世界故無，第一義故有」

（卷1 ，大正筍， 59c）﹔第一教就是勝義。第一義中有的自性，「下本般若」
是一再說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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