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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緣起與解脫----印順復歸釋尊本懷之

探索 

提要  

眾生不瞭解「緣起」的寂滅本相，卻反為「緣起」的幻相所惑亂，顛倒

地以為世間是真實的、常住的、不變的、獨存的，不是緣起的。這個反於緣

起的執著就是「無明」，就是輪迴眾生生死的根本。修學佛法就是修學智慧。

佛法的智慧就是「佛說緣起」。佛教導聲聞等二乘人由「緣起」開展成「三法

印」，印定實相的佛法。但是有誤以涅槃為終點而停滯不前遺忘眾生；也有轉

入「法實有」者，沈溺在複雜的事相分析當中。菩薩行者由「緣起性」空摧

破煩惱，直入法性空寂，直顯「性空」法門，震動教界。但是，也有誤以為

一切皆實無的方廣道人，陷入無因無果的黑暗境地。龍樹以「緣起、無我、

空」刺透「生滅無常」與「無生涅槃」兩端，以「緣起有，（故）自性空」「自

性空，（故）緣起有」為中道佛法正義，貫通三法印與一實相印。依中道八不

緣起，引導修行人依「八不緣起正見」去除自性妄執，復歸釋尊教示的本懷。

就像生水慢慢以智慧火燒成開水，前水不是後水，後水卻不異前水。不常不

斷也不一不異。世間是因緣合和而起的，也就是緣起的。「緣起的」無不是本

性「空」的。但是隨著時間，「三法印」有了偏斜的發展。或重於「緣起無常」

的「自性有」；或偏於「涅槃真常」的「如來藏」，印順以「緣起般若性空」

巧妙地容攝，找出符合「佛說」、「佛陀本懷」的純正修行方法。依此修道、

行道，是三乘共法中的精要，也是大乘不共法的基礎。從而，印順沒有獨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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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含、否定大乘，也沒有批判大乘八宗以為自己開宗立派。印順法師一生之

努力，無非就是復歸佛陀行思的本懷，理論與修證並重，闡揚純真青壯積極

入世的佛法。遵行依人成佛的菩薩大行；也依循龍樹引導學佛者，融貫大小

乘佛法，貫徹三法印與一實相印，直探佛陀真意、佛法肝心。龍樹菩薩與印

順法師的用心是怎樣的值得我們尊重與學習！  

關鍵詞：緣起、解脫、中道、無常、無我、性空、三法印、一實相印、緣起

性空、中道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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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緣起與解脫----印順復歸釋尊本懷之探

索 

壹、序言1 

印順法師著作浩瀚，常讓人以為法師是佛學的大學問家、大學者。或有

人說印順法師著作中，「聞思部分談的很多，但修慧及如何從與定心相應的般

若慧頓入無漏慧，談的較少」2等。其實，這是對印順與聞思修慧而言，似乎

都存在著些許的誤解。 

首先，印順法師是個真正依循佛陀教法修行的實踐者，並非單純的學術

研究者。其研究，無非是依據經論，透過自己實際修行的實驗3、體證，然後

再與經、論較量、比對，這才能真正的得到法喜，沈浸在佛法的光明之中，

並且向佛陀提出報告4。印順認為「修學佛法就是修學智慧」5，聞、思、修都

是此佛法智慧進修的過程，是前後相續，彼此依成的。就修所成慧、止觀相

                                                      

1
  本稿於投稿後經審核老師詳細指正，均一一修訂，使本文結構更加完整，圖示更能符合

章節文義，在此致上最大謝意；修改之後，若仍有所疏失及不夠明晰之處，由筆者自行

負責。本稿原為筆者 2010年為嘉義地方法院同仁上課講義，內容均得自於導師著作之啟

發，一路陪伴我坎坷精彩的檢察生涯。這一份心得，筆者曾於 2004攜至華雨精舍欲向導

師面呈，可惜導師已長住花蓮。也曾於夢中親稟所得，導師慈容微笑，迄今難忘，特誌

往事以為紀念。另感謝 105年普考基礎訓練班Ｂ班學員為筆者校稿；也感謝洪庭長嘉蘭、

鄭博士雲鵬的細閱指正。 
2
  見李元松，《經驗主義的現代禪》，現代禪出版，1990年 12月，頁 28、29。 
3
  見印順，〈遊心法海六十年〉，收《華雨集第五冊》，「但所考所論，一切『都經過自己的

思考與體會，覺得都是自己的一樣』」。這不就是法師自己試驗、認證、體會、證悟的明

證。 
4
  見印順，《平凡的一生》，頁 111，「五十三年（五十九歲）的初夏，我移住嘉義的妙雲蘭

若，恢復了內修的生活，但那是個人的自修。…。我沈浸於佛菩薩的正法光明中，寫一些，

正如學生向老師背誦或覆講一樣。在這樣的生活中，我沒有孤獨，充滿了法喜。」。 
5
  見印順，《教制教典與教學》，頁 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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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般若慧、無漏慧等，在印順著作中關於闡述中觀、空、唯識、如來藏及大

乘三系等6，無非就是重在此空慧實證與實際操作的內容。 

再者，聞、思正確，修慧才會正確，才能入無漏慧。這是修習智慧必然

的緣起理，不能任意跳躍躐等。就如同在世間想要當醫師、法官，就必須先

入醫學院、法學院研究、攻讀醫學、法學等聞慧；聞慧成就，再到醫院法院

實習訓練，將所學實際操作、試驗、實習，培養慈悲、忍耐、精進、服務布

施之精神（思慧）；最後於靜定中思惟、觀察前揭所學的正法（修慧），通過

高等考試、口試合格，頒發證書（證慧），這才能正式執業，否則不成為密醫，

就一定是蒙古大夫、司法黃牛。世間如此出世間亦然。由聞得正見、嚴持戒

律，知緣起無我性空之正法，遮眾惡、斷無義，趨向涅槃道（聞慧）。聞慧成

就，將所學用於身心等實際行動，使自己能有正語、正業、正命，引出圓滿

的戒行，長養慈悲心（思慧）。這才能引生正定，於正定中觀察所聞的正法（緣

起、三法印、空等），依智不依識，才能徹底掀翻自性實見，正覺緣起實相，

擺脫見聞覺知的謬誤，順入離言絕說的涅槃。「龍樹說『信戒無基，憶想取一空，

是為邪空』。這可見，正確的真空見，要在深信因果，淨持戒行等基礎上，才能求得」

7。 

印順個人的修行雖然在其著作中不被強調，但是在著作中處處留有其修

行驗證後的論述。如印順尋求印度佛教之研究，就是為了尋找佛教般若、唯

識的本源；以及找出當時釋尊修證及教導的原貌。佛陀時代樸實的修行方式，

有多少為了適應時代、眾生而無法全然發揮佛道精神；其後，菩薩道之發揚，

                                                      

6
  參印順，〈遊心法海六十年〉，收《華雨集第五冊》，頁 13-14，「如屬於性空唯名論的，

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記』，『中觀論頌講記』，『中觀今論』，

『性空學探源』。屬於虛妄唯識論的，有『攝大乘論講記』，『唯識學探源』，『解深密經』。

屬於真常唯心論的，有『勝鬘經講記』，『大乘起信論講記』，『阿跋多羅楞伽寶經』。」 
7
  見印順，《佛法是救世之光》，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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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佛陀自利利他的真精神，才能忠實復歸「佛陀的本懷」
8
。其理想的修行

模式是依循釋迦、彌勒「即人成佛」的菩薩大行9。實際行解上，依循原始佛

法的「佛說緣起」，直達初期大乘般若經的「一切法空」；並認同龍樹以「緣

起義理」貫通佛法的「無我」與大乘般若的「性空」為修行要道10。印順法

師並依此「三乘共空」之法義融通大乘三系11，達到澄清佛法之目的，為佛

法開出一條康莊大道，也為我們指出佛法修行的坦途。學人們能依循「三學」、

「八正道」去淨化身心、覺證真理、利濟人群，回歸到佛陀行思的本懷。這

樣的精神與實踐就是真正的大乘菩薩行。 

本文嘗試分析印順法師研求釋尊本懷之思維與精神，指出「緣起」為三

乘共法之解脫鎖鑰，闡明法師研求佛法之真實意趣。闡發其為我們指歸「佛

陀本懷」的修行坦途，跳脫宗派之束縛（但絕不是否定各宗派之行解），學無

止境，進而學以致用，理論與實踐並行，認清研究佛法、實踐佛陀行履的真

正宗趣，期能己達達人，己利利人。 

 

貳、緣起流轉與生死輪迴 

生死之原因與「緣起」之法理息息相關。「反緣起」的觀念與行為，就是

眾生輪轉生死的原因。認清「緣起」、實踐「緣起」就成了解開生死迷團之鎖

鑰。人類從來不曾體見「諸法從『緣起』」，因而沈浸在「有自性」、「自性有」

                                                      

8
  參印順，〈中國佛教的由興到衰及其未來的展望〉，《華雨集第五冊》，正聞，頁 162，「有

人說我主張這個、打倒那個，實際上我只關心什麼思想才是真正佛的本懷」。 
9
  見《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陀天經》（大正一四‧四一八下），彌勒 Maitreya「雖復出

家，不修禪定，不斷煩惱」。像彌勒菩薩的這樣不修禪定，不斷煩惱，何以能成佛呢？而

釋迦牟尼佛卻說，唯有他才能當來成佛。因為行菩薩道的人，多重於利他，是於利他中

去完成自利的。 
10
  見印順，《中觀今論》，頁 24，「中論確是以大乘學者的立場，確認緣起、空、中道為佛

教的根本深義，…抉發阿含的緣起深義，將佛法的正見，確樹於緣起中道的磐石。」 
11
  見印順，《成佛之道偈頌》，「心外法非有，心識理非無，達無境唯識，能入於真實」「佛

說法空性，以為如來藏。真如無差別，勿濫外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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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遍成見（邪見）中，成為一切錯誤與糊塗的心理因素。佛就是發現「緣

起的原理」，才徹底離去這種顛倒妄見，達到大覺大悟12。 

印順曾自謂為「在冰雪大地撒種之愚癡漢」13。這「冰雪大地」指的就是

眾生普遍的顛倒錯見妄執（邪見），而成為生死輪迴的原因；「灑的種」就是

滅苦解脫之道。「佛說緣起」就是個「種」，指出能認清「緣起」，讓我們擺脫

生死苦海之唯一要道「古仙人道‧八正中道」。 

修行的目的，在於斷除煩惱、解脫生死。所以首先要辨明眾生生死輪迴

的原因究竟是甚麼，如此修行才有正確的目標，也才會有如實的果效。生死

的原因，在佛教經論中說法似乎不一，但實質內涵實屬相同，茲分別論述如

下： 

甲說：無明。生死的根本，依據十二支緣起論是「無明」。「無明」，就是

對於緣起的道理不能如實了達而起錯誤的認識。蔽障於實事真理的無明，就

是生死根本，煩惱的元首。如《七十空性論》說「因緣所生法，分別為真實，

佛說是無明，彼生十二支」14。執著因緣法為實有性，就是「無明」。「無明」

是「反緣起」的無知與錯知。「從他的無知、不知來說，是不知善惡，不知因果，

不知業報，不知凡聖，不知事理。從他的錯知錯見來說，便是：『無常計常，無樂計

樂，不淨計淨，非我計我』。不是對於真實事理的疑惑，就是對於真實事理的倒見15」，

而成為眾生自性見的妄執，生死的根本。由於這自性的執著、自我實在感的

發展，引生一切煩惱，由煩惱而造業，故有生死流轉。 

乙說：薩迦耶見。《入中論》說「慧見煩惱諸過患，皆從薩迦耶見生」16，

                                                      

12
  見印順，《佛法是救世之光》，頁 308。 

13
  見印順，〈台灣當代淨土思想的動向讀後〉，《華雨集第五冊》，頁 104、105。 

14
  見龍樹，《七十空性論》，法尊譯。 

15
  見印順，《成佛之道（增注本）》，正聞，頁 159。 

16
  見月稱，《入中論》，法尊譯，新文豐，2001年 7月，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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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薩迦耶見──身見、我見為生死根本17。個別的執身為自我的執見（阿

特曼 Ātman），眾生在自我補特伽羅上生起的實在執見，或稱靈魂，是外道主

張為輪迴主體的「神我」，但這還是「無明」的內容之一。無知中最根本的，

即為不能理解緣起。不能從緣起見到緣起事物的無常性、無我性、寂滅性。

因為不知無我，而生起我見、我所見。「我見」即為無明迷蒙有情自體的特徵

18，自私自利的根源，成為有情流轉生死的苦因。 

丙說：無明與愛。《雜阿含經》第 266經說：「於無始生死，無明所蓋，

愛結所繫，長夜輪迴，不知苦之本際」19。生死即由此二的和合而成。所以

每說：「無明為父，貪愛為母」20。這二者以「無明」為前際生死根本，「愛」

為後際生死根本21；十二緣起中「無明」支即是「發業無明」；愛支則是「潤

生無明」。發業無明，有時也稱迷理無明、根本無明。潤生無明，有時候稱為

迷事無明或枝末無明22。「愛、取」固然是流轉的主因，但生死的根本卻在為

自性見所惑的「無明」。這好像蒸汽能轉動機輪，而它之所以有這推動的力量，

還依賴著煤炭的蒸發23。 

丁說：識，十支緣起中的「識支」。經論中又說「識」為生死根本，如於

觀察緣起時，十支緣起說「齊識退還」。此識，指自體──五蘊的執取識24。 

這「執取識」是與無明相應，與我見、薩迦耶見相應的。如廣百論說：「識

為諸有種，境是識所行，見境無我時，諸有種皆滅」。識以境為所行境界，於

                                                      

17
  見印順，《佛法概論》，正聞，2003年 4月，頁 80。 

18
  見印順，《佛法概論》，頁 21。 

19
  《觀音義疏》卷 2（T34，930c14-15）「無明為父，貪愛為母；六根男，六塵女，識為媒

嫁，生出無量煩惱之子孫。」 
20
  見印順，《佛法概論》，頁 80。 

21
  見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0：「稽留有情久住生死，或令流轉於生死中，從有頂

天至無間獄。由彼相續，於六瘡門， .... 無明漏及有愛漏。二際緣起之根本故，謂無

明是前際緣起根本，有愛是後際緣起根本。」 
22
  見智諭，《中論講記》，607頁。 

23
  見印順，《唯識學探源》，正聞，2003年 4月，頁 22。 

24
  見印順，《中觀今論》，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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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而執為實有自性，此執取識，即為生死根本。如於境而不起我見、自性見，

境的實有性滅，執取識隨之而滅生死即得解脫25。此「識」非離無明而別有，

是與無明或薩迦耶見相應的26。但是，千萬不可將此「識」看為實在，而成

為輪迴主體云云，如嗏啼比丘受佛的呵斥27，原因就在此。 

小結：自性見為生死根本。「自性見」與「緣起理」是徹底相反而不相容

的見地。眾生違反緣起，迷於自性實有，不能正見緣起實相，所以常在生死

大海。無明、薩迦耶見、識等之根本，也都是眾生無始以來「反緣起」的「自

性見」、「自性執」。「自性見」就是眾生的生死根本。「這根本在三乘也是共通

的，不管修什麼宗、什麼行，不能擊破生死根本的自性見，就不能得到真正的解脫」

28。眾生流轉生死，就是「反緣起」，不能徹悟緣起無自性的實相，不能「正

見緣起」。有自性見障蔽了無自性見的智慧，執有實在的「我、法」的「自性」。

所以見色聞聲時，總以為色、聲的本質就是這樣的，確實是這樣的，自己是

這樣的。由於這一根本的自性執見，即為生死根本29。 

參、緣起還滅與解脫之道 

有婆羅門問佛說什麼法？佛說「我說緣起」、「我論因、說因」30。「緣起」

就是佛陀不共世間之正見。能正確把握「緣起」，才有破除自性見得解脫的可

能。佛說緣起之目的，就是要破除眾生迷惘生死的自性執見，教導眾生自己

得解脫。釋迦佛本於自己的自覺實證，為我們開示世間真相，一切是緣起的，

緣起是相待的、相對的、非創造的；一切事物，尤其是自我身心無非是因緣

假合，非常恆、不變異、是因緣生滅，本質即是無生的。 

                                                      
25
  見印順，《中觀今論》，頁 240。 

26
  見印順，《中觀今論》，頁 240-241。 

27
  見《中阿含嗏啼經》。 

28
  見印順，《中觀論頌講記》，正聞，2003年 4月，頁 27。 

29
  見印順，《般若經講記》，正聞，2003年 4月，頁 5。 

30
  見《雜阿含》53經，「婆羅門白世尊曰：『沙門瞿曇！何論、何說？』佛告婆羅門：『我

論因、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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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體會「緣起正觀」的修習，「從來有兩大類，一者，依據阿含經等，要

先於緣起因果，生死還滅的道理，有了深刻的信解，然後從『緣起相有』而觀察到

『緣起性空』31，如經中說：『先得法住智，後得涅槃智』。二者，大乘般若經以本

性空為門，發心即觀八不，直觀諸法本不生」32。上述兩類修行者間存有極大的

差距。中國佛法崇仰大乘，以大乘為主，如禪宗有先悟本來的主張33，但一

般人每每無從下手，以為聞思不是重點，幻想直接由「定」直觀悟入無漏慧，

就可以直接見性成佛，終致談玄說妙總是不能契悟妙諦，終究摸不著修證竅

門。又有些佛教的修行者無法瞭解佛意，使佛法有了畸形發展。如，佛法部

派時代的學者，不能依「無我」明了「性空」，卻聽說「我無」而轉執「法是

實有」；大乘行人中又有悟解空義之方廣道人；也有以「緣起相有、假名有」

為不了義，而轉執著「緣起自相有」；或以「緣起性空、畢竟空」為不了義，

而轉執著「涅槃自性實有」。這種畸形發展，終於與佛陀本意逐漸脫節。 

能經由多聞、思惟「佛說緣起」之深意，善修慈悲與戒定，再正觀「緣

起無我」、「緣起性空」，這才能契入修道的正途。 

一、阿含從無我談緣起 

「緣起無常」故「緣起無我」，無常即是苦，苦故無我無我所。「緣起無

常、無我」是佛法的常道，也是佛陀唯一的希有教法34。眾生無明為本的妄

執，主要是無常執常，無我執我，不淨執淨，無樂執樂。佛法慧學即是緣起

三法印的契悟。「法性本自空寂，只因為一切法是緣起的，所以說『賢聖出世空相

應緣起』。依空相應緣起，觀無常、無我而趣入涅槃，成了釋尊立教的心要」35。 

                                                      
31
  這不就是印順指出「修慧」的實際操作，止觀如何相應，觀的對象所緣等，詳細可另參

閱《成佛之道（增注本）》第五章，頁 367-368。 
32
  見印順，《中觀今論》，頁 237。 

33
  見印順，《中觀今論》，頁 237。 

34
  參印順，《佛法概論》，頁 161。 

35
  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正聞，2003年 1月，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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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中觀自我身心以及一切法都是因緣和合的，是依因待緣而起的。

這樣的「緣起、緣生」以智慧力觀察簡擇可以發現；緣起的「生」是無有常

的，是變化的，所以「生」了，馬上就「滅」了。正因為「因緣」「緣起」，

所以「生」也是一個變化，一個緣起的「生」，一生起後，馬上就發生變化，

所以說原來的「生」已即「滅」；為何「生已即滅」，因為「緣起」，所以「生」

是無自性、無自體的「生」；「滅」也是無自性、無自體的「滅」。由「無常」

就可以直接觀察到自性寂滅，「以『生』滅故，寂滅為樂」。當然，這樣的「無

自性」、「無自體」的生滅，就是「無我」、「空寂」、「自性了不可得」的，但

緣起幻像卻又能生滅滅生、生生滅滅不已。 

「緣起」的一切法必定隱含有三種深意，即 1.諸行無常，無常性，求「常」

的自性不可得。2.諸法無我，無我性，求「我」的自性不可得。3.涅槃寂靜，

無生性，求「生」的自性不可得。從一切世間有為法以及自我身心中，深刻

觀察「一切從緣起」，即能 1.如實體證到前後相續、念念生滅的無常性，求其

「常」性而不可得；2.眾緣和合、相互因待的無我性，求其「我」之本性、

本質不可得；3.又能了達一切當體自性虛妄不起的空寂性，求其實在的「生」

性也不可得36。從「緣起」事相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才能徹底悟

入三法印，才能證得「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的清淨解脫涅槃。從「緣

起相有」，達到「緣起自性不可得」，從自性不可得中，悟入緣起一切法性空37。 

（一）下手處 

聲聞行者依戒、定、慧三學與八正中道，由信、進、念、定、慧輾轉進

學。循聞法持戒、靜定如理思惟、法隨法行而悟道、證果。釋尊扼其關要，

教導修行人『近取諸身』，直截從有情身心「蘊、處、界」的緣起無常，無我

次第下手。剷除真、常、一的實在自性見，除卻補特伽羅我執，使薩迦耶我

                                                      
36
  參印順，《學佛三要》，頁 177；《中觀今論》，頁 60-63。 

37
  參印順，《中觀論頌講記》，頁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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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無所依托（附麗、附著）。如不見有實質固定不變的「我」，也就沒有「我

所法」，正見一切諸法的本來空寂性了。達到見法悟道，親見實相，得淨法眼。

如阿說示比丘對舍利弗所說的「諸法因緣生，是法說因緣，是法因緣盡，大

師如是說」38，這是修行上重要的一關。 

（二）次第 

緣起無我的修行，是由戒、定、慧三學之輾轉增上漸次修學，而達到頓

破見惑，再從不斷的修習中，一分一分斷除愛見煩惱的修惑39。天台智者大

師在四教義中有形容此一過程為「見惑頓斷如破石，思惑漸斷如藕絲」40。 

緣起 (相有) →無常  →（苦）→  無我  →  涅槃（性空） 

一切法是緣起而有的，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以，一切法是

生滅變化不定的，是變異的，是「無常」恆的。無常變異法所以終究是「苦」

的。既然無法自主、主控，無法要這樣就這樣，要那樣就那樣，所以是不自

主的，就是「無我」。一切的差別與動亂現象，當下就是平等的、和諧的、寧

靜的，達到「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終歸於滅，終歸於空。無自性的緣

起生滅，就是緣起的生滅自性了不可得，這就是「寂靜涅槃」。 

我們要體證緣起，離去自性見，須從這三方面去理解41。1.無常觀，世間

是生生滅滅又前後相續的，沒有「不變性」的東西，都是無常變化的，也就

是「諸行無常」。2.無我觀，世間的存在是彼此和合相互因待的，沒有「獨存

性」的東西，也就是「諸法無我」。3.涅槃寂靜觀：世間沒有「實有性」的東

西，常人總以為世間事物有他的實在性，這是一種「錯覺」、「邪見」，認真的

推求起來，實在性是不可得的，也即是無自性空「寂靜涅槃」。 

                                                      

38
  參印順，《唯識學探源》，頁 11。 

39
  見印順，《成佛之道（增注本）》，頁 232。 

40
  見《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第 57冊 No.980；四教儀註彙補輔宏記(10卷)【清 性權記】

第 6卷。 
41
  見印順，《般若經講記》，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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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緣起三法印漸次見道 

修行人於聞、思、修的過程中，漸次由多聞緣起、三法印等正法，具足

正見，成就信根（聞慧）。其次，思惟抉擇法義，簡擇正理（思慧）。再進一

步，於定心成就後，於定中觀察抉擇「緣起、無常、苦、空、無我」等，即

成修慧。最後，依無常、無我、空等勝義諦理，趨向無我智慧，而非依識42。

即於定中依著「緣起理」觀察「生滅相」，可發現一切生滅變化「無有常」；「無

常」故不一、變化、非創造、無實質，即無有「真常一」的「自我‧神我」；

「無我」故生滅相無本性，不是實在生、自性生，是無自性的表象生滅，沒

有本體的自性生滅，「緣生」即是「無生（無自性生）」，個中沒有「生」的實

在自性。一切無生，本性空寂，故自性涅槃。圖示如下。 

                                                      
42
  參印順，《學佛三要》，頁 182至 188。這也是印順明白指出「聞思修證」完整修學的歷

成，一點都沒有藏私，也沒有只重聞思不論修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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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阿含經三法印的次第悟入，是聲聞弟子證入解脫的常道。《雜阿含經》

270 經中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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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依三法印而漸次悟入涅槃的明證，也是聲聞弟子修行的常道。依

循緣起觀察身心而證入無常、無我，順入涅槃得道解脫，這是「先知法住、

後知涅槃」的。《雜阿含經》143 經中說「佛常這樣的問比丘們：五蘊等是無常

否？答：是無常。無常的是苦否？答：是苦。若是無常苦變易法，是我我所否？答：

非我我所。佛即告訴他說：比丘！所以這樣的觀察無常、無我，即得解脫」。 

   生滅 

不生滅 

（無生性） 

涅槃 

緣起 

無常（性） 

無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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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緣起相」的無常、無我，透到「緣起性」的涅槃空寂。從緣起三法

印，了知眾生因妄執常、我而生死，能夠了解五蘊性無常、苦、無我，離常、

我的執見，則因無常生滅而厭、離欲，便可以達到涅槃寂滅了。《雜阿含》262

經即說「一切諸行空寂，不可得，愛盡，離欲，涅槃」43。 

二、般若從性空談緣起 

「緣起無我」，引起了部分修行者轉執「法有」的迷思；相對地，就有認

同「我空法空」的一群修道者。初期大乘「一切法空」的學派逐漸成型。直

從「緣起『法性』」是「了不可得」的、是無的、是空的下手。菩薩證悟「空」

的真理，即於此空性中融攝貫串了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的三法印。

般若經的深義，專從「緣起（自）性無」「緣起（自）性空」的空性、真如下

手，並發揚之。但「空性」與「緣起」是不二的。如般若經廣說十八空，「空」

的理由，是非常非滅的，就是本性空；「非常非滅」也就是「緣起」，如『小

品般若經』，舉如焰燒炷的譬喻，而說緣起非常非滅與空性無二44，而說緣起

甚深，正見「緣起」，才能真見「性空」。 

一切法無自性，無自性故空（法空），要趣入空，仍須就人（我）、法，

從這三方面去理解：1.世間沒有「不變性」，都是無常變化的，前後相續而不

斷。從否定不變性說，即是空。2.世間沒有「獨存性」，一切事物都是因緣假

合，都是沒有獨存性的。從否定獨存性說，也即是空。3.世間沒有「實有性」，

一切無不變性、獨存性，所以就無實在性，實在性不可得，也即是空。不變

性、獨存性、實在性不可得，即自性不可得、自性空。空，不離開因果事物

而有空，即事物的無常變化，無我不實，當體自性寂滅45，空。 

                                                      
43
  見印順，《性空學探源》，頁 41、42。 

44
  見印順，〈契理之人間佛教〉，收《華雨集第四冊》，頁 39。 

45
  見印順，《般若經講記》，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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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手處 

初期大乘菩薩不如原始佛教聲聞行者以漸進方式體見空性，以一「空」

字，就把三法印統攝起來。空，是真理中最高的真理，最究竟的真理46。大

利根人修習上士道，直解緣起法相的畢竟空性，即入「緣起性」無，從「空、

無相、無作（無願）」的三解脫門，一刀直入畢竟空，證得涅槃47。 

（二）次第 

緣起   →（無生）八不   →（自性）空   →涅槃（但不停滯）   →

圓滿菩提 

大乘菩薩廣修福智資糧，不急於求證涅槃，菩薩觀慧直接從「諸法不生

不滅」下手，以本性空為門，下手即觀「八不」，先廣觀一切法空；然後，再

集中收攝觀「無我」、「無我所」，以法空性的勝義觀慧，不斷修習轉進，最後

證入諸法空性的真勝義諦48。無著比喻這一修證過程如金剛杵，前後寬中間

狹49。以般若通達真理，能真知諸法真理的，如即空的無常、無我、涅槃寂

靜。但，菩薩不停滯於涅槃，仍勇敢進修菩薩道，莊嚴佛土，廣化眾生，圓

滿菩薩大道。 

（三）緣起空性直入見道 

大乘菩薩行者先廣觀一切法空，如六入處、五蘊、六界、因緣、去來、

染染者、有為法三相、本住、本際…等，再集中收攝觀「我無」，擊破「自性

見」的根據地。若一切法的法性尚且是空，六入處、五蘊、六界等生滅法當

                                                      
46
  見印順，《般若經講記》，頁 159。 

47
  見印順，《中觀論頌講記》，頁 449。 

48
  參印順，《中觀今論》，頁 252，「依中觀論義，不但廣泛的從相續和合中現觀一切法空，

更應勝解一切法空而反觀自我（不但是內心），觀無我無我所。如《中論 》說：『若無有

我者，何得有我所？滅我我所故，名得無我智』。」 
49
  見無著，《金剛經論》「如金剛杵的『初後闊，中則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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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空（如《般若心經》照見五蘊皆空50，即是照見五蘊等法自性皆空），那

麼依此而建立的「我」、「人」等補特伽羅我見、薩迦耶見等，當然也是虛妄

的執著（「諸法性尚空，何況於彼我51」），如《金剛經》說「無我相、無人相、無

眾生相、無壽者相」，其實性不可得，破迷啟悟，本自無生，還自本來，一切

即是本性空寂現證般若智慧。其修證過程圖示如下。 

                                                      
50
  見印順，《般若經講記》，頁 177。有的譯本，譯「照見五蘊皆空」為「照見五蘊等自性

皆空」。 
51
  見印順，《成佛之道（增注本）》，頁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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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大乘」學人修學般若須由聞思下手，多聞熏習，累積資糧。「先對

於一切是世俗假名有，自性不可得，深細抉擇，而得空有無礙的堅固正見。有無自

性的正見，卻不壞世俗緣起有的一切，這就是聞、思慧的學習。如修定成就，就可

以依此不礙假有空性正見修觀，入於修慧「觀察」階段。由『有分別影像』觀察久

了，就以無性空為所緣而修「安住」──定，名為『無分別影像』。如安住了，再修

觀察；這樣的止觀雜修，都是以無性空為所緣的。觀心純熟時，安住、明顯、澄淨，

  生滅 

無生滅 

（無生性） 

般若 

直 從 緣

起性『不

生不滅』

下手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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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淨虛空的離一切雲翳一樣。那時，『一切法趣空』，…修觀將成就時，應緩功力，

等到由觀力而重發輕安，才名修觀成就。以後，就「止觀互相應」，名為止觀雙運。

以無分別觀慧，能起無分別住心；無分別住心，能起無分別觀慧。止觀均等，觀力

深徹；末了，空相也脫落不現，就「善入於」無生的「寂滅」法性。到此，般若─

─無分別智現前」52。此即是大智度論所說「般若將入畢竟空，絕諸戲論；方便

將出畢竟空，嚴土熟生」53。 

大乘行者直從與涅槃相當的深奧義入手，「『般若經』是「初期大乘」的重

要經典，充分表達了這一意趣」。「佛法」與「大乘佛法」的所重不同，依此而可以

明了出來」54。這即是無著菩薩金剛杵的喻說，由廣觀一切法的漸修到集中頓

悟「空、無生」，但不證入涅槃之實際，進而圓修、圓滿菩提道的菩薩大行，

『方便將出畢竟空，嚴土熟生』，就「能成辦一切佛事」。般若如王，總其成，

方便如大臣能辦理國事55，莊嚴佛土，成熟眾生。 

肆、龍樹緣起中道共貫三乘 

龍樹見到部派佛法轉執「法有」；般若甚深一切法空的教說又衍生弊病，

所以起來造論，使復歸佛陀本懷，立本「般若」真義，闡明阿含「緣起」之

深意；貫通「般若性空」與「阿含緣起」，說「緣起無自性故空」，又「以有

空義故，一切法得成」56，圓見空義。其《迴諍論》中說「佛說空緣起，中道為

一義；敬禮佛世尊，無比最勝說」57；《中論》也說：「眾因緣生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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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不是空者」

                                                      
52
  見印順，《成佛之道（增注本）》，頁 367-368。這就是「修慧」見般若的實際過程，論者

自有所見、所得，否則不能詳細描述至此。 
53
  參印順，《般若經講記》，頁 8。 

54
  見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 》，頁 93。 

55
  見印順，《寶積經講記》，頁 85。 

56
  見龍樹，《中論》〈觀四諦品第二十四〉。 

57
  見印順，《中觀今論》，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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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龍樹以「佛法」的「中道、緣起」，貫通「大乘佛法」的「性空、唯（假）

名」59，中觀者成功引領學佛者復歸於釋尊的本義。又以「緣起、中道」融

通三法印、三解脫門與大乘一實相空慧，是真解佛意者。「緣起、無我、性空」

不僅貫通阿含經與般若經；也貫通了佛法「三法印」與大乘「一實相印」。兩

者間或有下手方便、次第的不同，但是從「緣起理」去觀察體會「無我」、「性

空」才不會誤入歧途，才能正確地悟解「緣起」、「無我」、「空」。 

從否定的方面看三法印「『無』常、『無』我、『無』生」──泯相證性，

即是顯示空義的。1.不變性（常性）「不可得」；2.獨存性（我性）「不可得」；

3.實在性（生性）「不可得」。三自性「不可得」，「不可得」即是空。「空」，

不離開因果事物而有空，即事物的無常變化，無我不實達到自性寂滅。就能

以「空」、一實相印貫通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的三法印60。 

一、下手處 

「多聞能知法，多聞能離罪，多聞捨無義，多聞得涅槃」61，由聞才能了知

世間正法，也才能知出世間的四諦、緣起、空，信心堅定（聞慧）；再藉由思

惟如上正法，如法實踐，嚴持戒律，身語正行，長養悲心（思慧）；持戒心安，

引發正定，依定心觀察正理（四諦、緣起、空），止觀相應，才能見緣起、斷

煩惱、得涅槃（修慧）。所以，修慧所觀察的是「智」，就是緣起、無常、無

我、空等正理。印順其實時時提醒修行人，修慧是要由聞思、八正道、三學，

彼此相關因待、前後序列必然地輾轉依成的62。「定」中觀察的內容如下： 

                                                      

58
  見龍樹，《中論》卷 4（大正三０‧三三中）。 

59
  見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序頁 5。 

60
  見印順，《般若經講記》，頁 160、161。 

61
  見《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第 42卷| CBETA 漢文大藏經 T27n1545_042。 

62
  見印順，《學佛三要》，頁 189至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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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 

依龍樹論，以「緣起」刺透阿含「無我」與般若「性空」之兩端，從生

死輪迴的緣起因果中去了解「性空」。由「即空的緣起」中去觀察「即緣起的

空」，決非離開「緣起」而能悟解「無生」。對於「緣起」有深刻的掌握與了

解，才能正確悟解空性63，進而以「緣起」貫通「我空」與「法空」圓滿空

正見。 

（二）緣起無我、緣起性空 

「無我」與「性空」其實是一，只有量上的差別，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

依據龍樹的見地，與空相應的「緣起、中道」，菩薩與聲聞的智證是相同的，

但是證悟的深淺不同，聲聞所證的空如毛孔空，菩薩則如虛空空64，所以「聲

聞乘多說眾生空，佛乘說眾生空、法空」65，「若了了說，則言一切諸法空；若方便

說，則言無我」66。如此，「中論確是以大乘學者的立場，確認緣起、空、中道為

佛教的根本深義，與聲聞學者辨詰論難，並非破除四諦、三寶等法，反而是成立。

抉發阿含的緣起深義，將佛法的正見，確樹於緣起中道的磐石」
67。這就是印順研

求實證後親見的「佛陀本懷」，也正是龍樹論的精髓所在。「仰推龍樹、進趨

佛陀」本旨，弘闡大乘菩薩之行解，這就是印順回歸佛陀本懷的教示68。 

（三）緣起、空、中道 

一般修行人包括中國的修行人，總以為「緣起甚易」而忽視之。不知忽

視「緣起」是不可能見真理的，更不用妄想能「開悟見性，見性成佛」。既不

                                                      
63
  見印順，《中觀今論》，頁 237、238。 

64
  見《大智度論》卷 35。 

65
  見《大智度論》卷 4。 

66
  見《大智度論》卷 26。 

67
  見印順，《中觀今論》，頁 23、24。 

68
  玅境法師在宣講影片中形容近代佛教界「印順像一個大浪起來，你不敢去同他碰….」等

語，可見這是怎樣值得我們學習的「大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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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真見道，就沒有正確的行解，如何能不與人諍辯；繼而帶領徒子徒孫往偏

斜發展？ 

龍樹特別的顯示一切法性空，就是「緣起」的一實相印。從「即空的緣

起」去透視諸法、身、心的生滅幻象，體解三法印就是統一在無自我性、無

實在性、空、無生；一切假生假滅，而無一個實在的「我」生，無實在的「我」

滅，也無實在的法生、法滅，「實」法不可得，自性就不可得，故空。如此方

可得知三法印與一實相印毫無扞格。以緣起即中（道）、即假（名有）、即空

（人、法無我）的八不緣起，貫通三法印與一實相印。三法印與一實相印，

在「緣起無我」、「緣起性空」的中道中獲得無礙的融通69。故迴諍論說「空、

緣起、中道，三者為同一義，並禮敬為佛世尊無比最勝說」70。因為所有眾

因緣所生的萬法，佛都說是空。既然都是因緣所生，就是無實在的自性。所

以僅是假名施設，這就是中道緣起義。諸法無一不是因緣所生，緣生就是無

自性，非創造，無自性就是性無、性空。既然性空，故無實在的生滅，無實

在、無實體的生滅即是不生不滅，既然無生滅實性即常住寂靜相。雖然，緣

起即無自性空，但是因有空義故；因有緣起理故，一切萬法得以從緣而起，

一切法也因此成立、成就71。「宛然有而畢竟空，畢竟空而宛然有」72，一切

生滅宛然，而本性空寂；森羅萬象，而本性不生。本性空寂才能生生滅滅生

趣盎然，繁花萬象中求其實性卻又一點都了不可得。 

釋尊開示迦旃延說「世人顛倒，依於二邊，若有、若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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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釋尊開示「中

道正見」的教授，說明世人不依於「實有」，就落於「實無」，釋尊教授「緣

                                                      
69
  見印順，《中觀論頌講記》，頁 11。 

70
  見龍樹，迴諍論，後魏三藏毘目智仙共瞿曇流支譯。 

71
  見《中論》，「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諸法因緣生，緣

生無性空；空故不生滅，常住寂靜相」；「諸法從緣起，緣起無性空；空故從緣起，一切

法成立」。 
72
  見印順，《印度之佛教》，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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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正觀」，引導眾生遠離「實有」、「實無」的二邊，而開示中道法73。中道的

緣起法，說明了世俗的「有」，是依因待緣而生之「緣起如幻有」，不是「實

有」，但卻是「假名有」，所以可離無因、無果的「實無」見，卻又不會執著

「實有」。世俗的「滅」，是因緣離散之滅，並非有一個實在我、法壞滅，不

是「實滅」，但卻是「假名滅」，所以可以離「實有」不壞滅見，而又不墮於

斷滅了74。斬斷「實有」、「實無」；「實生」、「實滅」的自性非緣起見，才能

如實正見「緣起中道」。 

二、次第 

《中論》先廣觀一切法（處、蘊、界…）不生、不滅、不常、不斷、不

一、不異、不來、不去，空75；再集中收攝觀「無我、無我所」，一切法緣起

無自性故空，而證得涅槃，但不證入涅槃之實際，行菩薩道，廣度一切眾生。

由漸修到頓悟，由頓悟到圓修76。其流程如下。 

緣起   →（無生）八不   →（自性）空   →涅槃（但不停滯）   →

圓滿菩提 

（一）廣觀法空、攝觀無我 

菩薩應先廣觀一切法空，然後歸結到「我空」，以集中收攝觀「無我、無

                                                      
73
  見《雜阿含經 》，大正藏編號二六二經。 

74
  參印順，《性空學探源》，頁 58。 

75
  見印順，〈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收《華雨集第一冊》，頁 144-145，「原來印

度文字裏『如』的意思，便是『這樣這樣』，說不出什麼來。什麼不同，與平時我們所說

『不異』的意思是一樣的。因為一有了差別即是這樣那樣而非這樣這樣了。這個或那個，

因為說不出什麼，便只能這樣說。而『這樣這樣』，便是沒有什麼不同，與平時我們所說

『不異』的意思是一樣的。因為一有了差別即是這樣那樣而非這樣這樣了。」由此同理

可證，或有人聽說印順曾說「不是這樣，不是那樣，一切法皆空」，筆者解讀為「『不是

這樣』，就是說不是實在的一元（一、生、常、來）；『不是那樣』，就是不是『這樣』與

『那樣』；就是說不是多元（異、滅、斷、去），然後『一切法自性皆空』」；這也就是說

「不是你認為的這邊、也不是他認為的那邊，是離此兩邊，豎出而說的甚深一切法緣起

自性皆空的中道」等，但這只是筆者個人猜臆之詞，聊供參考。 
76
  參印順，《中觀今論》，頁 232，「依大乘佛法的共義，應該是從漸修到頓悟，再從頓悟到

圓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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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為證入空性的不二門77。不但是勝義慧，也重於世俗智78。《中論》宣

說的「不依世俗諦，不得第一義；不得第一義，則不得涅槃」的二諦教，即是龍

樹復歸佛法「先知法住、後知涅槃」79的根本教義。由此可見《中論》與《阿

含經》義，是相符相順的80。《中論》確是抉發阿含深意的通論81；但也是以

大乘菩薩的般若智慧去貫通掘發。 

（二）依二諦教解脫次第 

《中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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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不依世俗不能確知勝義，

而貫通二者之關鍵就在「緣起理」。依世俗緣起知勝義空性，依勝義空性確見

中道實相。二諦就是諸佛巧妙的方法，也正是龍樹復歸佛說「先知法住、後知

涅槃」的教示83。其次地開展如下84： 

1.依緣起理明世俗諦：佛所證覺的，是緣起正法，釋尊方便巧說，令眾

生依緣起理照見世俗「假生假滅」的因緣幻相，瞭解「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

生」的因果律，深入彼此相互因待、前後序列必然的因果幻網。掌握「此故

彼」的緣起法則，才能正確明瞭世俗諦中「緣起」的真相。 

2.明世俗諦解勝義空：佛依緣起說二諦教，目的在使人依世俗諦通達第

                                                      
77
  見印順，《學佛三要》，181頁，「無著喻這修證過程，如金剛杵，首尾粗大而中間狹小。

最初發心修學，觀境廣大，法門無量；及至將悟證時，唯一真如，無絲毫自性相可得，

所謂『無二寂靜之門』；『唯此一門』。」 
78
  見印順，《佛法概論》，頁 257。 

79
  《雜阿含經》，卷 14（大正二‧九七中）。『相應部』「因緣相應」（南傳一三‧一八０）。

「釋尊為須深說：『且自先知法住，後知涅槃』」 
80
  見印順，《中觀今論》，頁 247。 

81
  見印順，《中觀今論》，頁 18。「《中論》是《阿含經》的通論，是通論《阿含經》的根本

思想，抉擇《阿含經》的本意所在。」 
82
  見龍樹，《中論》，觀四諦品第二十四。 

83
  見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 》，序頁 5。這是印順的一大發現與論定；論主也必有所見，

才能如此論定。 
84
  參印順，《中觀論頌講記》，頁 17至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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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義諦，解勝義空而得涅槃。佛陀為我們指出眾生認識中「反緣起」的虛妄，

顯示聖者自覺緣起的真實，使凡夫能進求諸法的真性。世俗的有是彼此相因

（無我性），前後必然（無常性）的，了知世間的因果幻網、不實，緣起的「無

常、無我」即幻相自性空寂，因果幻網即當體絕待，「宛然有而畢竟空，畢竟

空而宛然有」85。 

3.解勝義空趣涅槃道：眾生因有自性見的存在，執「反緣起」得邪見而

不能徹見「緣起」，流轉在生死戲論中。要真正認識「緣起」，必先知道「空」，

空卻「反緣起」的「自性見」，了知勝義一切皆空，就能見到「緣起無自性」、

「畢竟空寂」的無生涅槃。 

三、中道緣起之見道 

依緣起的八不中道觀察世間實在的人、法等，雖然如幻地「生生滅滅」，

彷彿實在地「來來去去（輪轉）」，但是推求觀察其生滅、來去的現象，可以

發現是前後變化不常，但又相續不斷（不常不斷、無常）；彼此相互因待，但

又非孤立同一（不一不異、無我），一切都無實在實有的自性，故一切皆空。

「入空」一切「戲論」即「滅」86。 

《中論》也說「不一亦不異，不常亦不斷，是名諸世尊，教化甘露味」。「一

切實非實，亦實亦非實，非實非非實，是名諸佛法」。1.「一切實非實」。這因果幻

相必須透過無常、無我的緣起諦理，通達世間眾生以為「一切實」在、實有

的「生滅、常斷、一異、來去」相，是無有一點實在自性的，是「非實」的。

2.「亦實亦非實」。因果幻相宛然假有（亦實），但依緣起觀察其實相、實性了

不可得，有的只是前後相續，彼此因待的因果幻有，當體畢竟空寂，「宛然有

（亦實）而畢竟空（亦非實）」。3.「非實非非實」。一切無有實，一切有為法無

有實，無為法、清淨涅槃是實是非實？「空」是真理；真理是要有「本來性」、

                                                      
85
  見印順，《中觀今論》，頁 63。 

86
  見龍樹，《中論》「青目釋」，卷 4，第 18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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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性」與「普遍性」的，「空」既然是真理，那「空」勢必一定要符合真

理，也一定要「空」的。「非實非非實」，「空亦復空」，青目論師如此宣說87，

如草死雹消。又，一切因有「空」的緣故，故一切能從與空義相應的「緣起」

而生起，「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這是豎的、超越的88、絕待的、跳脫的

「空觀」，不是有一個「空性」能生萬法，也不是有一個實在的「空」，更不

會轉出一個不空。「空」當然不會成為萬法的實體、本源89。 

故龍樹《七十空性論》說「以此一切法，皆是自性空，故佛說諸法，皆從因

緣起」90；《大智度論》也說「空，破一切法，唯有空在。空，破一切法已，空亦

應捨。以是故，須是空空。復次，空緣一切法，空空但緣空」91。 

 

 

 

                                                      
87
  見龍樹，《中論》「青目釋」，卷 4，第 24品（大正三０‧三三中），「空亦復空，但為引

導眾生故，以假名說；離有無二邊，故名為中道」。 
88
  參印順，《中觀今論》，頁 226。 

89
  此一觀點為個人參酌印順《中觀論頌講記》，頁 330-332；龍樹《中論》青目釋等所啟發

之意見。 
90
  見龍樹，《七十空性論》第 68頌，法尊譯。 

91
  見龍樹，《大智度論》卷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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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樹以「緣起、無我、空」刺透「生滅無常」與「無生涅槃」兩端，以

「緣起有，自性空」的佛法真義，貫通三法印與一實相印。依於緣起的無常、

生滅 

來去 

（世俗諦） 

 

不生不滅 

不來不去 

（勝義諦） 

涅槃 

空 

故
，
從 

緣起 

不常不斷 

（無常性） 

不一不異 

（無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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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我、無生等特性（極無自性），開衍出中道八不緣起，引導修行人依「八不

緣起正見」去除自性妄執，體見法法緣起無我、無自性的自性空寂。「有的」

即是緣起，緣起的「有」即是「空」；不是「有」以外另有一個「空」。所以，

《心經》說「色即是空」，即表示色法無自性，「當體」就是空。不是硬去觀

想成「色是空」。《大智度論》說「空即是般若波羅蜜，不以空智慧破色令空，亦

不以破色因緣故有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故」92。「空」是「有」的本相、實相；

「有」是「空」的緣起幻相、假象。「空」是「緣起相有」而「當體性空」；

無我無我所，「我空」、「法空」而一切皆空93。又「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

以從緣起「成」立94。達到有空圓滿，真見涅槃解脫之悟證。 

伍、一切法性空、方便轉轉勝 

佛法為度脫一切眾生，適應眾生畏懼「一切法皆空」的教說，所以，佛

法又開示了唯識及真常（心）法門，以教導無法漸入或直入「自性空寂」的

學人。 

「虛妄唯識」者，自《瑜伽師地論》、《解深密經》，以至《成唯識論》的

一貫見解，均以一切法空為不了義，認為「無」的是遍計所執性，故說無自

性空。至於依他起性、圓成實相則是有的。「真常唯心」論者，也是以一切空

為不了義，但是別有不空之真常以為輪迴、成佛的主體。如《涅槃經》去除

了病眼所看見的染污不明的月亮，卻可圓見圓淨光明的月亮，所以不但見空

無的空，也同時可見「不空」的妙有，妙有就是恆常不變、清淨、自在的實

體95、如來藏。 

                                                      
92
  見《大智度論》卷 55。 

93
  參印順，《成佛之道（增注本）》，頁 348，「若無有我者，何得有我所，諸法性尚空，何

況於彼我」 
94
  見龍樹《中論》，「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參印順，《成佛之道（增注本）》，頁 361，

「諸法從緣起，緣起無性空；空故從緣起，一切法成立。現空中道義，如上之所說」 
95
  見印順，《印度之佛教》，頁 26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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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為闡發完整佛教，提出「能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宏闡中期佛教之行

解（梵化之機應慎），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

96之主張，確實能符合佛教發展的需要。中後期佛教「唯識」、「真心（真常）」

的發展，就是為了適應眾生根基而將「緣起」、「性空」做了包裝，以方便開

示化導眾生。唯識是「緣起自相有」；真常則有「清淨真如佛性」。但這二者

同屬菩薩的「般若」智慧，同攝於「一切法性空」中97，可防止「神我化」

的「梵化之機」，並「攝取」其同於佛教之緣起、空等「確當者」。 

一、無境唯識 

妄識者以為緣起世俗不空，緣起法、因緣法雖是因果的顯相，但這個相

是「自相有」的。對於無法由一切法無自性，無自性故空而入「一切法皆空」

者，佛開顯深密，「或是無自性」的假有，遍計所執相，如補特伽羅我見這是無

的、是空的。「或是自相有」的『實有唯事』，「依他起性」。因緣生法是自相有的，

是一切法的緣生自性。或說為十八界性，界也就是自性不失的意義。這不是執著而

實有性的，從因緣生時，就是這樣自性有的，雖與中觀者見地不同，至於依法而

執為實有，是無自性的，則是二者相同的98。 

「緣起」而「自相有」的，就是依他起性。依他起是一切緣起法，但唯

識大乘是以唯識為宗，所以「依他起」是以「虛妄分別」為性的，也就是有

漏識。但以『根本分別』的阿賴耶識，為一切法的依止處。依阿賴耶根本「識」

為依，而立「緣起」所生的一切法。阿賴耶識含藏有無量種子，依種子生起

現行；一切法生起時，又熏習成種，藏在阿賴耶識裏。這樣，阿賴耶識為種

                                                      

96
  見印順，《印度之佛教》，序頁 7。 

97
  參印順，〈遊心法海六十年〉，收《華雨集第五冊》，頁 22-23，「『成佛之道』其中，貫通

性空唯名、虛妄唯識、真常唯心──大乘三系部分，是依『解深密經』及『楞伽經』所

說的。不是自己的意見，但似乎沒有人這樣說過，所以可說是我對大乘三系的融貫。」 
98
  見印順，《成佛之道（增注本）》，頁 377-381。本小節依本書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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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性，一切因果都能善巧地成立了99。 

依虛妄分別識，種子生現行，現行熏種子的因果來說，心外法是非實有

的。執我、執法，都是遍計所執相的，是空無自性的。然假必依實，自相有

而為一切假所依的「心識」，論理是非無的。如依觀而通達實無外境，是無自

性的，是「唯識」所現而立的，這就能於依他起而知遍計所執空。如境相空

不可得，虛妄分別識也就因失去對象而不生。境無所得，識也就無所得，就

能悟入於唯識真實性──空相，真相100。 

二、真常唯心 

有一類「畏於無我」的眾生，聽了「無我」而感到駭然，害怕生死的繫

縛、解脫沒有根據地、無根；不能成立生死輪迴與涅槃解脫的依託，死後斷

滅無著而感到恐怖、畏懼。對於這些人，佛又適應他們，以善巧方便來攝化，

這就是「如來藏法門」了。 

如來藏是甚深的，如來藏含攝如來一切功德，而為雜染法所覆藏。依如

來藏，成立生死與涅槃；眾生與佛，所以說是為不善的生死雜染因，也為善

的清淨佛果因。 

如來藏也是阿賴耶識。如來藏是自性清淨的，但無始以來，就為虛妄雜

染的戲論習氣所熏染成為「阿賴耶識」。由此阿賴耶識的雜染種子，就有生死

流轉的諸趣。如來藏常住不變，不離生死，所以也可說如來藏流轉諸趣。但

能發心修行，破煩惱而有「涅槃」的證得。就是如來藏出纏，名為清淨法身

了。 

如來藏是什麼呢？《楞伽經》中，抉擇分明：佛是說那一切「法空性」，

稱之為「如來藏」的。如說：『我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之我。…，或說如

來藏，或說無我』。所以，如來藏就是甚深法空性，是直指眾生身心當體本性

                                                      
99
  見印順，《成佛之道（增注本）》，頁 380-381。本小節依本書整理而得。 

100
  見印順，《成佛之道（增注本）》，頁 381-382。以上本小節整理自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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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寂性。如來藏就是「無我如來之藏」，學人不要自以為有個不變的「如來藏」

實體、大我，而混入印度教等「梵我見」才好101！ 

三、同屬般若、法空融攝 

解脫生死，成佛，都是依現證「法性」而成就的。一切法的真實相，二

乘、菩薩、佛，都是證入同樣的法性。佛是依「緣起」而覺證法性的，也就

依「緣起」而開示法性。這是法性等流本無差別的，但在隨機說時，仍可能

會有方便誘導的教說。「了義」或「不了義」，般若修證的學者應善巧的抉擇102。

善修法者還是可以透出緣起空義，都可以得道解脫。 

如來在大乘中善巧說法中，是越轉越殊勝的。但其內容始終是現證「法

空性」，無二無別。三系原是同歸般若空性的，同屬般若智慧，同樣是緣起法

空性的。智者應善巧地貫攝，使成為一道一清淨，一味一解脫的法門，免得

多生諍論，破壞了無諍的佛教。最要緊的是，不能執著方便，忘記真實。學

者千萬要體察如來出世說「緣起性空」法的大義103，這才是佛說的無上道。 

陸、結論 

1.緣起是真理 

「緣起」是真理104，「緣起」符合真理的三個定義「（1）緣起是本來如

此的；（2）緣起是必然如此的；（3）緣起是普遍如此的」，世出世間、古今中

外、一切人事物，沒有一法不是緣起的。所以緣起是真理，「有本然性、安定

性、普遍性，而被稱為『法性、法住、法界』的」；「若見緣起法，則為能見佛」105，

                                                      
101
  見印順，《成佛之道（增注本）》，頁 383-392。以上本小節整理自本書。 

102
  見印順，《成佛之道（增注本）》，頁 390-391。本小節依本書整理而得。 

103
  見印順，《成佛之道（增注本）》，頁 392-393。以上本小節整理自本書。 

104
  見印順，《般若經講記》，頁 161。「凡是真理，要合乎三個定義：(一)、凡是真理，必定

是本來如此的；(二)、又必定是必然如此的；(三)、還必是普遍如此的，時不分古今，

地不分中外，大至宇宙，小如微塵，都是如此的。」 
105
  見龍樹，《中論》，「是故經中說，若見因緣法，則為能見佛，見苦集滅道」；參印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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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第一個結論106。 

2.緣起是世間的真理 

世間的一切是因緣合和的因果現象，也就是「緣起」的。如個人、家、

村、縣、省（州）、國家、國際等；又如，腳踏車、機車、汽車、輪船、飛機、

太空梭等，都是相互關連、彼此因待、前後延續的存在著但又隨緣變化著。「緣

起的」就是假有、假合、假施設，不實在的，非獨存的，是變化無常的，是

本性「空」的。就像手機，以前叫作電報、電話，有線有轉盤固定不動；後

來變成行動電話，很大一支，要找一個年輕男孩，叫「話弟」的人來背；後

來縮小成磚形，俗稱黑金剛，一個不爽還可以拿來 K人；其後的孔雀機；小

海豚，漸漸的有了螢幕，可以照相、攝影；寬螢幕可以上網，從 1G到 4G，

還有 APP，幾乎成功取代電腦甚至超越電腦。但是，這一支「科技」手機是

「來自人性」？其實是「科技始終來自『緣起』」。這前後「新新無常」的演

進（不常不斷）；零件、材料彼此「相依相待」的序列組合（不一不異），不

就為了滿足人類眼耳通話、通訊等功能而「生生不斷」的「緣起」產品。離

了從前的電話、手機，就沒有現在最新手機的誕「生」，故，這樣的「生」，

是不實而生（不生）；而手機卻生生相續不停不斷地有新型手機產生，故不斷

變換（不一），新新非舊故「不滅」。雖然手機是「前前非後後」的剎那生滅

（不常、不一）；但後後出的又非同前前，故「不一、不斷」；又不全然別異

前前的「不一不異」；年年相續有新手機產「生」，故「不斷」。這手機生滅變

動的因果現象，就這樣「不常不斷」、「不一不異」的延續著。由藍圖、機殼、

螢幕、晶片、記憶體、電路版等各個「不一」；經由一條條組裝線，屏幕模組、

主板、外殼等各種組件，通過一道道工序組合成完整的手機，也不可說是完

                                                                                                                                                 

觀論頌講記》，頁 479-480，「阿含『經中』（大集經中也有）這樣『說：若見因緣法，則

為能見佛』；也就能夠『見苦集滅道』的四聖諦法。有的經中說：『見緣起即見法，見法

即見佛』。」 
106
  見印順，《佛法概論》，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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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別異」的。手機不是有人莫名奇妙「創造」而來（「神來」一筆），也不

是有個手機的原始個體（自體）而出，即「不來不出」。手機就是因緣序列必

然地前後相續、彼此相依因待地和合而已。其他生活大小事，無不如此。「緣

起」就是世俗的真相，是實用的真理。佛只是「發現」107它，為我們顯示指

出真相而已108。緣起是世間的真理，這是第二個結論。 

3.緣起是出世間的真理 

世間是緣起的，人類天天生活其中，卻從來不知不覺。甚至認為世間不

是緣起的，或誤為是被創造的或自然演進的。最嚴重的就是誤認為「自我」

不在這緣起大海之中，而與其他眾生、社會、環境對立起來；並認為世間「是

『常』，有『我』」的，幾乎人人如此（只有聖賢例外），所以終日相互「爭『常』

鬥『我』」，等到老病體衰還是「不甘心」的「凝結自我」「再來」一次；一次

又一次，一而再、再而三地輪轉不已。如世界第一次大戰、第二次大戰、日

俄戰爭、中東混戰，…，一次一次地延續到現在。「科技」不但沒有解決世間

的問題，只是讓「人性」更無知、更貪婪。一切只因「不知緣起」、「反緣起」。

所以，佛說「緣起」，是要眾生信解修習「緣起中道」的觀行與教義，透過「緣

起相有」之觀察，發現無常、空、無我的深意，才能通達證悟「緣起性空」109。

真正認識「緣起假有」進而體會「緣起性空」，更進一步融會「色空相即」、「即

有即空」的般若中道，從世間緣起中跳脫輪迴的苦惱，即世間而開啟即緣起

的菩提大道。「緣起」是出世間的真理，這是第三個結論。 

4.緣起是貫通一切直達釋尊本懷的真理 

                                                      
107
  「緣起」是佛發現的真理，並非一種前無今有的「發明」。 

108
  參印順，《中觀今論》，頁 95，說明青目的稻穀譬喻，「如穀，離從前的穀種，並沒有今

穀新生，故不生；而穀從無始來，還有現穀可得，故不滅。雖然穀是不生不滅的，以後

後非前前，故不常；年年相續有穀，故不斷。由穀生芽、長葉、揚花、結實，即不一；

然穀芽、穀葉、穀花、穀實，而非麥芽、麥葉、麥花、麥實，也不可說是完全別異的。

穀不自他處而來，亦不從自體而出，即不來不出。這可見青目的八不義，是即俗顯真的。」 
109
  所以，修行只是以智慧火（緣起理），勘破不真實的煩惱，讓業力緣缺不生，再行菩薩大

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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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貫通「事相」與「理性」；緣起貫通「相有」與「性空」；緣起貫通

「大乘」與「小乘」；緣起貫通「中觀」、「唯識」與「真常」。真見「緣起事

相有」，才能真見實相，如實體見「緣起本性空」。有「緣起義理」的證悟，

才能解脫、悟道、行菩薩道。找出符合「佛說」、「佛陀本懷」的純正修行方

法，依此修道、行道，是三乘共法中的精要，也是大乘菩薩道的基礎。 

5.印順是如實證悟「緣起」的實踐者 

印順是個「緣起」的實證者，是「有修有證」的「中國佛教徒的學者，不光

是個學者」110，茲略舉其事例如下：（1）洞察人心。其觀察太虛在西方寺的入

定悟理即是「空」，即是「本來無一物」111；印順觀察太虛之行為了知其心理

之想法，「年輕時行為不拘小節，遭人誣謗，…所以就留起鬍鬚顯得老成；到了四

十五歲，又感覺衰老，於是又把鬍鬚剔除，以顯得年輕些等…，足見印順對太虛的

觀察很透徹」112。印順由胡適在海外發見了有關神會的作品，如何在狂喜下

做出了錯誤判斷的文章，即能推論、判斷、條理一一點出其寫作的想法與錯

誤之處113。這些不都是由緣起外相透視其心理想法的例證114。（2）了知生死

（預知時至）。印順於民國六十年春季就預知業緣將盡，而寫下《平凡的一生》

                                                      
110
  筆者親近 20年的家師圓香居士（湖南衡山劉國香先生）親口告訴我的，有錄音可憑。 

111
  見印順，《般若經講記》，頁 159、160，「太虛大師自傳裡有一段寫到他在西方寺看《大

般若經》的時候，『身心漸漸凝定，忽然失卻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靈光湛湛，無數塵剎

煥然炳現如凌虛影像，明照無邊。坐經數小時，如彈指頃，歷好多日』身心猶在輕清安

悅中。……從此，我以前禪錄上的疑團一概冰釋，心智透脫無滯；曾學過的臺、賢、相

宗以及世間文字，亦隨心活用，悟解非凡」。因為大師勝解了空義，所以就與一般人不同』」 
112
  見道安，〈道安日記〉，收印順輯，《法海微波》，頁 7、373。民國道安長老是圓香居士的

親教師，他是傳統教界一致尊重的長老。圓香居士是長老的俗家第一大弟子，受命編撰

《道安法師遺集》，其中日記的內容引發教界不少震撼與風波。長老是印順引為唯一知己

的，其內容也還印順不少公道。道安稱揚印順是「論師…有羅什才華、龍樹悲智、博通三

藏…」等。故印順實乃中華佛教瑰寶、其聞思修的教導是值得修行人學習與發揚的。 
113
  參印順，〈評胡適禪宗史的一個重要問題〉，收《無諍之辯》，頁 59-99；〈神會與壇經〉，

收同前書，頁 93-94「胡適…。在巴黎、倫敦，發見了有關神會的作品，比對燉煌本《壇

經》而作出神會造《壇經》的結論。…他的論斷錯誤，是不幸的。一個主觀的因素，引他

踏上錯誤的歧途。他在海外發現有關神會的作品，如哥倫布發見新大陸一樣的使他狂喜。

他在《荷澤大師神會遺集》的〈自序〉中…」 
114
  這在一般可能會稱為是「他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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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最後的篇章」115，瀟灑自然。另又預見續明116、演培的死117，這不都

是預知時至。（3）恆順因緣。不躲避空襲，置死生於心外118。（4）學風自由，

不強人同己119；學友星散，不忤不怨120。足見印順對學生的慈悲與隨順因緣。

（5）為法求法猛利精進121。（6）寬大布施、建太虛堂122。（7）為身忘世，為

法忘軀，深入經教，依教奉持。從這些略舉的事例，可見印順所行無非都是

正見「緣起正法」的表現，「釋尊說『為家忘一人，為村忘一家，為國忘一村，

為身忘世間』（《增一阿含經‧力品》）。這『為身忘世』」，不是逃避現實，是正見

緣起法，「忘卻我所有的世間，勘破自我。不從自我的立場看世間，才能真正的理

                                                      
115
  見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198，「民國六十年（六十六歲），住嘉義妙雲蘭若。

春季以來，身體就感到異樣的不舒服，這可能是業緣將了的預感，所以寫了自傳式的《平

凡的一生》，以為這是我『最後的篇章』了。」要不是道源長老勸請住世，…，這長老不

也是傳統教界一致尊重的。 
116
  見印順，〈三二、悼念續明法師〉，收《華雨香雲》，頁 375，「續明法師逝於印度之加爾

各答。翌晚，訃電達臺北。或以電（話）來告，余以且睡卻之，殆預感而不忍卒聞之耶？

不忍聞而終聞之，撫今懷昔，悵惘何能自已！」 
117
  見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214-215，「見到演培…一次我到福慧講堂去，沒有

見到他，也不知他去了那裏，我多少有點疑慮。…我這次南來，可說有點意外，原來是為

了與演培永別呀！」 
118
  見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31，「『身體虛弱極了，一點小小因緣，也會死過

去的』。我存有這樣的意念，所以我在武昌，一向是不躲警報的。因為我覺得：如真的炸

中了，那怕小小彈片，我也會死去的，不會傷殘而活著受罪。一天晚上，敵機來得特別

多。武院當時住有軍事器材庫（科？），一位管理員，慌得從樓梯上直滑下來。有人急著

叫我，我沒有感激他，相反的嫌他囉囌，這可以反映我當時的生死觀了。」 
119
  見印順，〈四一、答楊敏雄居士〉，收《華雨集第五冊》，頁 281，「予學尚自由，不強人

以從己，這是我的一貫作風。……我自覺到，我所理解的佛法，所授與人的，不一定就

夠圓滿」。 
120
  見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144-151。 

121
  見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3。「對佛法的真義來說，我不是順應的，是自發

的去尋求、去了解、去發見、去貫通，化為自己不可分的部分。我在這方面的主動性，

也許比那些權力烜赫者的努力，並不遜色。但我這裡，沒有權力的爭奪，沒有貪染，也

沒有瞋恨，而有的只是法喜無量。隨自己夙緣所可能的，盡著所能盡的努力。」 
122
  見印順，《平凡的一生（重訂本）》，頁 192-193，「民國五十三年，我辭退了慧日講堂的

住持，要去嘉義掩關時，聽說李炳老領導蓮社同人，發起建立菩提醫院。在那時，這是

佛教界難得聽到的好消息！我與演培、續明洽商，決定以臺幣五十萬元，樂助菩提醫院

建院費用。本來，我們只希望，在某間病房中，紀念性稱為「太虛室」。但炳老建議：在

醫院旁，建一座「太虛大師紀念館」。上層供佛及虛大師的影像與略傳，可引導病者及其

關係人的信佛；下層供醫院使用。炳老的好意，我們當然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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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世間，救護世間。
123」 

6.緣起是印順復歸釋尊本懷的教導 

從而，印順絕對沒有獨尊阿含而否定大乘，也沒有堅持三論（甚至「三

論宗」或「中觀宗」124）而評破其他，更無自己創宗立派之意圖。有的只是

回歸「佛說緣起」、「緣起無我」、「緣起性空」、「緣起中道」而已；於生生滅

滅的世間，行無生無滅的菩提大道，「不計年復年，且度日又日，聖道耀東南，

靜對萬籟寂」125。「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佛在《法句》中說：『若人生

百歲，不聞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見聞之』」126。釋尊對「聽聞緣起」正法

是何等的重視！印順一生的努力，無非就是復歸佛陀行思的本懷。理論與修

證並重，闡揚純真青壯積極入世的佛法127。遵行依人成佛的菩薩大行。也依

循龍樹引導學佛者，以「緣起」融貫大乘與二乘佛法，貫徹三法印與一實相

印，貫穿三解脫門，直探佛陀真意、佛法肝心，龍樹與印順的用心與修行是

怎樣的值得我們尊重！ 

 

 

 

 

 

                                                      

123
  見印順，《佛法概論》，頁 12。 

124
  龍樹、提婆之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三論」與中國之「三論宗」是有差異的，這點

應該注意區別。 
125
  見印順，〈掩關遙寄〉，收《華雨香雲》，頁 395。 

126
  見印順，《我的宗教觀》，頁 67-68。 

127
  見印順，〈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收《華雨集第四冊》，頁 2。「三十八年完成的『佛法

概論』「自序」就這樣說：「深深的覺得，初期佛法的時代適應性，是不能充分表達釋尊

真諦的。大乘佛法的應運而興，……確有他獨到的長處。……宏通佛法，不應為舊有的

方便所拘蔽，應使佛法從新的適應中開展。……著重於舊有的抉發，希望能刺透兩邊（不

偏於大小，而能通於大小），讓佛法在這人生正道中，逐漸能取得新的方便適應而發揚起

來」！──這是我所深信的，也就是我所要弘揚的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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