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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緣起空寂性；緣起中道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三乘共法〉p.201 ~ p.213） 

【《般若經講記》補充講義：中道緣起 1-4】 

 
釋貫藏 敬編 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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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2――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三乘共法〉p.201 ~ p.213： 

一、 緣起義甚深 

佛為阿難說︰緣起義甚深──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無常空無我，惟世俗假有。  

                                                
1 案：凡「加框」者，皆為編者所加。 
2 案：1、凡「首行未空二格的段落」，在印順導師的原文中，皆屬「同一段落」。 

2、印順導師原文，若為編者所略部分，以「…〔中略〕（或〔下略〕）…」表示。 

3、文中「上標編號（如：
〔1〕

）」，為編者所加。 

4、梵巴字未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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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世的解脫法門，不出乎四諦與緣起的二大綱，所以說到出世的慧學，也就

是通達緣起與知四諦的慧。3現在，先從正見緣起來說。  

（一）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1. 緣起「十二支的因果相生」：是「緣起的事實」，或「緣起的序列」 

（1） 緣起的事實：十二支的因果相生，說明了生死的無限延續（緣起的世間正見） 

    上面說到過的十二緣起說，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這不過是煩惱起業，業感苦

果的說明；說明了生死的無限延續，並非神造而已。就是部分的分別法相的佛學

者，也每每如此。4 

如真的這樣，這不過是緣起的世間正見，怎麼能解脫生死呢？阿難曾代表過這樣

的見地，以為緣起是很好懂的。「佛」就因此「為阿難說」：『諸緣生（起？）法，

其義甚深』；「緣起義」是「甚深」甚深，如大海一樣的，不容易測度到底裏的。 

要知道，緣起是佛在菩提樹下覺證得來的，不要說人，就是天（玉皇大帝之類）、

魔、梵（耶和華等），也都是不能通達的。這是佛法超越世間，勝出世間的根源，

當然是『甚深極甚深，難通達極難通達』的了！緣起實在太深了！ 

如十二支的因果相生，說明了生死的無限延續，這已經是很深的了！ 

（2） 緣起的序列：十二支的因果相生，是一切眾生共同的必然理性（初步成就） 

                                                
3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p.213 ~ p.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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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知緣起的集、滅外，

還有四諦的正見，這是經中特別重視的。 

正見流轉還滅的緣起法，是依因而起，依因而滅的正見。但這不是空洞的因果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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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相依的必然性，從中道的立

場，如幻假有緣起觀中，正確的體見他，深入到離惑證真的聖境。 

四諦，也是因果的：苦由集而生，滅依道而證，這是世間與出世間兩重因果。觀察的對象，

還是現實苦迫的人生。從苦而觀到集（如從老死而觀到愛取為緣，到無明為緣一樣），然後覺

了到集滅則苦滅的滅諦（如知道無明滅則行滅……老死滅一樣）。但怎能斷集而證滅呢？這就

是修道了。道是證滅的因，也是達成集苦滅的對治。 

這樣，知四諦與知緣起，並非是不相關的（十二緣起也可以作四諦觀，如老死，老死集，老

死滅，滅老死之道，經中說為四十四智）。所以緣起「正見」，也「即是」知「四諦慧」。

不過在說明上，緣起法門著重於豎的系列說明，四諦著重於橫的分類而已。  
4 印順導師《性空學探源》p.215 ~ p.217： 

    一、緣起支性無為――阿含經中明緣起與緣生的差別，說緣起法是「法性法住法界安立」。 
〔1〕

說一切有部偏重在具體事實因果上立論，所以解釋為緣起是因、緣生是果。直到大乘唯識

學，還是承襲這一思想，如《攝論》所知依說緣起、所知相說緣生；所說雖與有部有所不同，

卻都同是在具體因果事實上說明的。…〔中略〕… 

說一切有者重在具體事實，大眾分別說者重在統一理性，按諸根本教典，二者是各得一體。
〔1〕

若如大眾等所說的離因果事實外別有一種理性，這當然不當，難怪俱舍論主的抨擊。
〔2〕

但若

單只看到各各差別事實的一面，也是不大夠的；若無統一的必然理性，現在的此因生此果，

何以見得將來的此因也必生此果呢？ 

所以，佛說的理則性
〔1〕

是不離具體因果事實，
〔2〕

而又是貫通於一切具體因果事實上的普遍必

然性，所以古人曾說它是非有為非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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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觀察：眾生的生死，始終在這樣的──十二支的情形下流轉；只要是眾生，

是生死，就超不過這十二支的序列。所以十二支是生死的因果序列，有著必然性

與普遍性的。從因果的不同事實，而悟解到一切眾生共同的必然理性，堅定的信

解，這才得到了初步的成就。 

2.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才是緣起的法則，緣起事物的一般理性 

但還要再深入，徹悟更深的真義。  

 

    佛的開示緣起，總是說：『依此有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無明緣行，行緣識……

生緣老死』。要知道：
〔一〕

無明，行……老死，這十二支的因果相生，
〔1〕

是緣起的

事實，
〔2〕

或緣起的序列；
〔二〕

而「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才是緣起的法則。

因果的所以成為因果，生死的所以成為生死，都離不了這個──此有故彼有，此

生故彼生的定律。這樣，就進到了緣起事物的一般理性了！ 

試問：因果到底是什麼意義呢？怎樣才會成為因果呢？依佛開示的緣起來說： 

〔1〕
有，是存在的意思。這不是自有、永有的存在，而是生滅的存在，所以又說

生，生是現起的意思（約徹底的意思說：存在的就是現起的，現起的就是存在

的）5。為什麼能存在？為什麼會現起呢？這是離不了因緣的。 

                                                
5（1）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p.52： 

    『有』『生』，我常用存在現起來解釋的；有是存在，生是現起。似乎前者的範圍廣，

顯在的，潛在的，都是有。後者只是存在中一分現起的。但據龍樹的正見看，存在的有和

現起的生，二者的範圍，到底是同一的。意思說：凡是存在的，就是現起的；沒有現起

的存在，等於沒有。 

一般人以為甲功能存在而沒有發現；
※
其實，有甲功能存在，等於甲功能的現起。不能甲

功能存在而沒有現起。他們的意境中，是近於因中有果，而不是直觀法法的當體，與法

法的相依相成。 

《中論》的本義是現起即存在。這生起即存在的緣起法，自然有顯現或隱微的，有我們

所從來沒有發見的。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其實同是緣起，沒有有而不是生的。生是因緣的生起，

有是因緣的存在。 

實在論者，執著自性有與自性的生起。既然以為自性有，不論他說不說生起，他終究是反

緣起的，觀察這『自性有』非有，名為無自性空。自性有的生起不成，名為無生。無自

性有，也就沒有自性無；無生也就無滅。 

     
※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p.255 ~ p.256： 

但「現在有」學派卻如此說：未來是什麼？既說未來，即是還沒有來，沒有來――沒

有生起而說法已經存在，這是難以信受的。過去又怎樣？過去了剎那滅，既已成過去，而

說法依然存在，這也是令人難以理解的。這一學派的時間觀，認為「未來」與「過去」

都是假立的，祇有當下的現在是真實的。 

如問：如果祇有現在是真實的，
〔1〕

過去的已剎那滅，既已滅去，怎麼對當下的現在與未

來，還有影響力呢？起初的解釋是「曾有」，法是曾經有過的，所以能對現在起著影響。
〔2〕

至於未來，怎麼一定會來呢？又解釋說是「當有」，當時要來――可能要來。佛說「曾

有」，「當有」，其實是不離「現在」的。 

曾有與當有，聽來似不大具體，到了經部，引出了種子薰習的思想，那就較易領會了。

其解釋是：現在法生起後即剎那滅，「曾有」是什麼？它就是曾經有過，在剎那滅時，

就薰習而成一種潛能，如種子一樣；這薰習所成的力量，是「曾有」，其實就是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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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於因緣的關係，才能存在的，現起的。那個因緣呢？也是存在的，現起的；

他如不是存在的與現起的，就不能成為果法存在與生起的因緣了！那個因緣自

身，既然是存在的，現起的，那當然也要依於另一因緣。就是另一因緣，當然也

不能不是存在的與現起的了。 

〔3〕
這樣的深刻觀察起來，盡世間的一切事事物物，盡一切眾生的生死死生，無

                                                                                                                                       
只是沒有發現出來而已。說「當有」，當有即種子，有了種子，當然會生起，其實種子

並沒有離開現在。 

這「現在有」派的思想，依我看法，一定要講到種子――潛能思想才能圓滿。依現在有來

說，過去與未來是假有。由於時間觀的不同，有此兩派。由此，可知唯識思想是繼承「現

在有」的學派，唯識家指出過去未來是假立的，故以種子薰現行，現行薰種子，來說明

一切法的起滅，其教理與經部師特別深切。 

（2）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p.159： 

寅二 破已有之生時生 卯一 約所生之生破  

若有未生法  說言有生者  此法先已有  更復何用生  

    因緣生法，是釋尊的根本教義。外人雖不能正確的把握，也有他的根據，他是不能輕

易放棄的。所以現在再破已有的在因緣和合時生。像說一切有系，主張未來具足一切法

的，不過沒有遇到緣的時候不生起，因緣和合時就生起了。這近於因中有果論者。 

性空論者說：凡是存在的，必是生起的，沒有生就不存在。所以，說「有未生」的「法」，

先已存在，一碰到緣就可以「有生」的話，這未生的（所生）「法」既是「先已有」了，

「更」要「用」（能生的）「生」做什麼呢？因為生是使法從無到有的；既已有了，生

就無用，那怎麼可說先有而後生呢？  

（3）印順導師《中觀今論》p.85 ~ p.87： 

    更進一步來說與生滅有關係的有與無。「有」與「無」，依現代的術語說，即存在與

不存在。此有無與生滅，徹底的說，有著同一的意義。如緣起法說：「此有故彼有，此

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這可知有與生為一類，無與滅又是一類。 

外道及一般人，每以為有即是實有，無即實無，即什麼都沒有了，這是極浮淺的見解。

此一見解，即破壞因果相――和合與相續。佛法徹底反對這樣的見解，稱之為有見、無

見。這有見、無見，佛法以生滅來否定它，代替它。一切法之所以有，所以無，不過是

因緣和合與離散的推移；存在與不存在，不外乎諸法緣生緣滅的現象。即一切法為新新

非故，息息流變的有為諸行，從不斷地生滅無常觀，吐棄了有即實有，無即實無；或有

者不可無，無者不可有的邪見。 

一類世間學者，以抽象的思想方法，以為宇宙根本的存在是有，與有相對的不存在是無；

從有到無，從無到有，而後成轉化的生滅。這是以為先有無而後生滅的。依佛法，凡是有

的，必然是生的，離卻因緣和合生，即不會是有的。因此，因中有果論者的「有而未生」，

為佛法所破。 

〈觀有無品〉說：「有若不成者，無云何可成？因有有法故，有壞名為無」。這是說：依

有法的變化趨於滅，滅即是無。離了有法的變異即沒有滅，離了滅即沒有無。若滅是存

在的滅，不是存在的緣散而滅，那就是連無也無從說起。所以〈觀六情品〉說：「若使

無有有，云何當有無」！這樣，有與生，滅與無，是有著同一的內容。生起就是有，滅

去即是無。 

一般人對於有與無，每落於靜止的觀察，所以都想像有與無約體性說，以生滅為約作用

說。其實，體用如何可以割裂？佛法針對這點，以生滅為有無，如〈觀三相品〉說。 
〔1〕

中觀者深研生滅到達剎那生滅，所以發揮生滅即有無，確立動的宇宙觀。
〔2〕

但從念念

生滅而觀相續的緣起，那麼有與生，無與滅，也不妨說有相對的前後性。如十二緣起支

中說的「取緣有，有緣生」，即有在先而生在後；有即潛在，生即實現。滅了而後歸於無，

也好像滅在先而無在後。但這都約緣起假名相續的意義說，否則會與外道說相混。 

此生與滅，含攝了哲學上的存在與不存在，發生與消滅等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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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是成立於這樣的原理：因（有）存在所以果存在，因（生）現起所以果現起。

一切都是依於因緣的，也就是離不了因緣的，離了因緣是不能存在的。 

依這『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定律而觀察起來，什麼都不是自有的，永有

的，一切世間，一切生死，無論是前後的，同時的，都無非是展轉相關的，相依

相待的存在。展轉相關的，相依相待的存在，才能成為因果。 

所以，從佛悟證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因果定律，就能正見因果的深

義，而不是庸俗的因果觀了！ 

（二） 無常空無我 

    依照這深刻的因果觀，來正觀一切，就能正確地了解：一切是「無常」的，

是「空無我」的。 

1. 依「此故彼的緣起深觀」，能正知一切是「無常」 

存在與生起的一切法，都是無常的。你看！器界在成而壞，國家在興而衰亡，眾

生在生而老死。如粗顯的說，是一期無常：如器界的成壞，眾生的生死，似乎都

經過一安定時期而後滅盡。但細微的說，是剎那無常：一切都是剎那剎那的生滅

著，纔生即滅而不住的。 

這一切，為什麼會是生滅無常的呢？這是緣起呀！從因緣而有的，不能不依於因

緣，緣無也就歸於無了。是從因緣而生起的，當然也依緣而滅了。依緣而存在與

生起的一切，必然會是生滅無常的。經中說到無常，用無常，無恒，不可保信，

不安穩等來說明。所以因緣所生的一切法──約眾生的自體來說，都是不永久

的，不可靠的，末了總是歸於滅盡的。 

2. 依「此故彼的緣起深觀」，能正知一切是「空無我」 

說到空與無我，可以作多種不同的解說，現在且約無我來說。我，是主宰的意思。

主是與他不相干，自己作主；宰是別的要由我來支配。總之，我是自由自在自主

的。大家都覺得有我；一般宗教也都說眾生（或專約人類說）有一個我（有的叫

做靈）。但我在那裏呢？是怎樣的呢？一般人沒有考慮過這些；到了宗教與哲學

家手裏，經一番推究，這可問題多了，意見也紛歧了，但總之，覺得不能沒有常

住不變的，自由自在的東西，作為眾生── 人的生命主體。並且覺得，這個常

住而自主的，也就是安樂的，這將來才好回到天國，或歸於解脫，去享受永恒的

自由。 

然在佛的正觀中，（像他們主張的）我是並不存在的。眾生，不是別的，只是五

蘊呀，六處呀，六界呀；只是身心的因果現象──存在與生起。這一切是不息的

流變，那裏有常住不變的我？是相依相待的存在，那裏有獨立的我？不常住，不

獨存，這那裏有自主自由（樂）的我呢？無常無我的正觀，如佛所常說的：『色

（等一切法）無常；無常即苦（不安隱，不自由）；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

如是觀者，名真實正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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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惟世俗假有：雖假施設而有，但歷然不亂 

    這樣，器界也好，眾生也好，一一法也好，都「惟」是「世俗」的「假有」

了。除去世俗的假有，什麼也不可得。 

什麼叫世俗？什麼叫假有呢？世俗，有浮虛不實的意思。經我們──一切眾生的

虛妄分別心而發現的一切，覺得這是什麼，那是什麼；心裏覺得的那個，覺得就

是稱之為什麼的。庸常所認識到的一切──體質，形態，作用，一切都是世俗的。

世俗的，就是假有的。假有，不是說什麼都沒有，是施設而有的意思（也叫做假

名），就是依因緣而存在而現起的。這雖然因果法則，歷然不亂，但這是假施設

而有的。佛在阿含的《勝義空經》中說：是無常的，空無我的，『除俗數法。俗

數法者，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所以，無常無我的一切因果法，佛

稱之為世俗的假有。 

舉例來說吧！人是六根取境，引發六識的綜合活動。但是，如眼根能見色，因為

能見色，所以確定有眼根。但到底什麼是眼根呢？其實『眼不實而生，生已盡滅』；

也就是『眼生時無有來處，滅時無有去處』。
〔1〕

因為眼根是緣起的有，緣起的生，

你不能想像為有一真實的眼根，從那裏生出來。
〔2〕

說到見色，也不是有一獨存體，

能單獨負起見色的作用；見色也是要有種種關係才能成就的，所以也不能說有真

實自體的眼根，能夠見色。
〔3〕

這樣，眼根是纔生即滅的，你也不能想像為有一真

實自體的眼根，滅到那裏去了。《勝義空經》的開示，夠明白了。 

所以，世間的一切──器界，眾生，一色一心，都是世俗假有，緣起的存在。這

是無常、無我的，但在展轉相關，相依相待下，眾生是和合的，相續的存在，流

轉不絕於生死大海。生死死生的相續不已，也就是輪迴不已，苦痛不已。  

 

二、 緣起空寂性，義倍復甚深 

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緣起空寂性，義倍復甚深。  

（一） 緣起的存在，終歸會不存在；緣起的生起，終歸會盡滅 

    無常無我的生死，從煩惱起業，從業起苦果，又從苦果起惑業。這緣起的生

死，是否會永遠不斷的生死流轉下去？不！生死是可以解脫的。為什麼可以解

脫？就因為他是緣起法的緣故。佛在開示了緣起的生死流轉以後，接著就開示生

死的還滅說：『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謂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 ……純

大苦聚滅』。緣起法是依於因緣而存在的，凡是依緣而存在與生起的，那就不會

是常恒不變的；存在的會歸於不存在，生起的終歸會盡滅。 

生死法，雖一向在即生即滅中，但由於煩惱業的不斷相續，滅而又生，所以苦果

也就不斷地相續下去。如能淨治煩惱──無明、愛等不起了，那業力也就銷息，

生死也就停止了。如風雖是瞬息不住的，可是風吹不息，水就掀起大波浪，一層

層的起伏不斷；風一停，海就波平浪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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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從這如幻的緣起法中，發見了生死解脫的可能性 

所以生死可以解脫，是因為生死是緣起的假名有。佛在《阿含經》中，曾這樣說

過：『不見一法可取（著）而無罪過者』。所以若取著實法而又說沒有，是錯誤的。

真實有的，是不可能成為沒有的；如說實有的成為沒有，那思想上就犯了很大的

錯誤。 

佛不是那樣說的，生死法是緣起的，假有的，所以是不可取著的；本沒有一真實

的生，也就不是有一實法滅去了。從這如幻的緣起法中，發見了生死解脫的可能

性，也由此而到達生死解脫的境地。 

（三） 正觀緣起，通達是無常、無我，生死就解脫 

怎麼能到達呢？一切法是緣起的假名──假法、假我，是如幻的，是無常、空、

無我的。而無明──我癡、我見、我慢、我愛等一切煩惱，卻迷蒙了真相，把一

切法──眾生，看作真實的；想像為有一永恒自在的我。一切從自我中心去活動，

於是到處執著，造善惡業而流轉了。如正觀緣起，通達是無常、無我的，那自我

中心的妄執，失去了對象，煩惱也就不起了（煩惱也是緣起的生滅），生死也就

解脫了。佛所以這樣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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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涅槃，是從正觀緣起的空寂而悟入，也就是緣起法性的實證 

    正觀緣起的無常無我，離煩惱而解脫生死，名為得般涅槃，涅槃到底是怎樣

的呢？那是深而更深的。佛為阿難說有為與無為法，也就是緣起與「緣起」的「空

寂性」，說是「義倍復甚深」。如說：『此甚深處，所謂緣起（有為）。倍復甚深難

見，所謂一切取離，愛盡無欲，寂滅涅槃』。這所以大乘經中，每以大海譬生死

緣起的深廣難測；而以最深的海底來形容最極甚深的法性。 

緣起是相對的假名，眾生為無明所蒙蔽了，不見緣起的本性空寂，也就不知但是

無常無我的業果延續。如真能正觀緣起，不取不著，斷盡煩惱，生死永息，那就

體證到緣起法性的寂滅。正像風停，體現到波平浪靜一樣。 

依一般來說，聲聞弟子是漸次悟入的。從無常而通達無我，從通達無我，離我所

見、我愛等而契入涅槃。但這是從正觀緣起而來的，緣起是與空寂相應相順的，

如《阿含經》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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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相應隨順緣起法』。 

這是唯證方知的『甚深廣大，無量無數，永滅』。換言之，這是沒有邊際可說的；

是超越假名的相對界，而不可以數量說的。也不可以想像為在此在彼的，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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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沒有了嗎？不能說是有，也不可說是沒有的，如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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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諸虛偽，得



緣起；緣起空寂性；緣起中道 

中道緣起 1-4 

8 
 

般涅槃，此則佛說』。總之，這是超越了假名相對界（緣起），而契入絕對界，什

麼也不可說，說著也不對。但這是從正觀緣起的空寂而悟入，也就是緣起法性的

實證。  

 

三、 緣起中道義，不著有無見 

此是佛所說，緣起中道義，不著有無見，正見得解脫。  

（一） 佛法的中道觀，是從緣起法的正觀顯出 

    上來所說的，「是佛」在《阿含經》等「所說」的，名為「緣起中道義」。中

道，是正確的，恰好的，沒有偏差，不落於兩邊邪見的。佛法的中道觀，是從緣

起法的正觀中顯出，為佛說法的根本立場。所以，正觀也稱為中觀，正法也稱為

中法了。說到不落二邊，經中都依眾生自體說。眾生，是緣起的生滅。 

緣起是不落兩邊的，不像眾生邊執所想像的。這都依佛說而成立，
〔1〕

如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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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緣生老死，……緣無明故有行』。這是不一不異的

緣起中道。〔2〕又如說：『自作自覺（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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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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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事有……』。這都是不常不斷的中道。〔3〕佛說中道，都是依緣起而立論的。最

重要的，要算不有不無的緣起中道了。  

（二） 「不有不無」的緣起中道 

    佛為刪陀迦旃延，說過不落有無二邊的緣起中道。6迦旃延是不著一切相，

                                                
6 印順導師《性空學探源》p.56 ~ p.58： 

從緣起的因果生滅，認取其當體如幻如化起滅無實，本來就是空寂，自性就是涅槃。《詵陀

迦旃延經》正是開示此義。《雜阿含》第二六二經說得最明顯。事情是這樣的：佛陀入滅後，

闡陀（即車匿）比丘還沒有證得聖果，他向諸大聖者去求教授，說道：  

      我已知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然我不喜

聞一切諸行空寂不可得，愛盡、離欲、涅槃。  

    他的癥結，在以為諸行是實有的（法有我無），涅槃之滅是另一實事。他把有為與無為

打脫為兩節，所以僅能承認有為法的無常無我，涅槃的寂滅；而聽說一切法空、涅槃寂滅，

就不能愜意。他懷著這樣的一個問題，到處求教授。諸聖者的開示，把無常、無我、涅槃等照

樣說一遍，他始終無法接受。後來，找到阿難尊者，阿難便舉出《化迦旃延經》對他說道：  

      我親從佛聞教摩訶迦旃延言：世間顛倒依於二邊：若有，若無；世人取諸境界，心便計

著。迦旃延！若不受，不取，不住，不計於我，此苦生時生，滅時滅。迦旃延！於此不

疑不惑，不由於他而能自知，是名正見，如來說。所以者何？迦旃延！如實正觀世間集

者，則不生世間無見；如實正觀世間滅者，則不生世間有見。迦旃延！如來離於二邊，

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  

    闡陀比丘的誤解，必須使他了解諸行非實、涅槃非斷滅才行；這中道的緣起法，是最正

確而應機的教授了。 

試問：為什麼如實正觀世間集可離無見而不起有見呢？正觀世間滅可離有見而不墮於斷見呢？

因為中道的緣起法，說明了
〔1〕

緣起之有，因果相生，是如幻無自性之生與有，所以可離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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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深入『勝義禪』的大師。7大乘龍樹的《中觀論》，彌勒的《瑜伽論》，都引證

這《阿含經》的教授，來說明諸法的真實相，所以這一教授，在抉擇佛法的緣起

正見中，有著無比的重要性。 

佛對迦旃延說：『世人顛倒，依於二邊，若有若無』。佛的聖弟子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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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旃延！如來離於

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

滅……』。換言之，世人不知緣起義的，顛倒妄執，不能脫出二邊──有見與無

見的窠臼。佛弟子依緣起法正觀，那就不起有見與無見了。 

譬如說：
〔1〕

世間人見人生了出來，就執為是實有的而起有見。等到死了，大都是

執為實無而起無見的。
〔2〕

又如在生死流轉中，一般人是執為實有的。聽見了生死，

入涅槃，就執著以為是無了（世人因此大都是怕無我，怕空，怕涅槃的）。8 

但是，佛弟子依著緣起中道去觀察時，
〔一〕

如見到世間滅，也就是生死解脫了，

就不會起有見。
〔1〕

因為緣起如幻的相對性，在涅槃寂靜中是不能安立的。
〔2〕

而且，

                                                                                                                                       
無果的無見，卻不會執著實有。

〔2〕
緣起本性就是空寂的，緣散歸滅，只是還它一個本來如是

的本性，不是先有一個真實的我真實的法被毀滅了；見世間滅是本性如此的，這就可以離有

見而不墮於斷滅了。 

這是說：要遣除眾生怖畏諸行空寂，以涅槃為斷滅的執著，不僅在知其為無常生滅，知其為

有法無我，必需要從生滅之法、無我之法，直接體見其如幻不實，深入一切空寂，而顯示涅

槃本性無生。  
7 印順導師《性空學探源》p.58 ~ p.59： 

     《雜阿含》的九二六經，佛對迦旃延說入真實（勝義）禪，不要依一切想，以見一切法

自性空寂。其別譯經文（第一五一經）說：  

      比丘深修禪定，觀彼大地悉皆虛偽，都不見有真實地想；水、火、風種及四無色（四無

色界），此世他世、日月星辰、識知見聞、推求覺觀心意境界，及以於彼智不及處，亦

復如是皆悉虛偽。無有實法，但有假號，因緣和合有種種名；觀斯空寂，不見有法及以

非法。  

    在一切生滅有為法上，觀察其當體悉皆虛偽、空寂，無有實法，一切只是假名安立；如

是遣離有無二邊見，而證入解脫涅槃。 

說到涅槃，大家都知道有兩種：無餘依涅槃，固然無身心可說；但有餘依涅槃，阿羅漢們在

生前就都證得了的。所以涅槃之滅，要在現實的事事物物上，一切可生可滅、可有可無的因

果法上，觀察它都是由因緣決定，自身無所主宰，深入體認其當體空寂；空寂，就是涅槃。 

這是在緣起的流轉還滅中，見到依此不離此故彼性空，性空故假名，可稱為中道空寂律。這

是諸法的實相，佛教的心髓。  
8印順導師《性空學探源》p.56： 

    三、中道空寂律：「此滅故彼滅」的滅，是涅槃之滅。涅槃之滅，是「純大苦聚滅」，是

有為遷變法之否定。涅槃本身，是無為的不生不滅。只因無法顯示，所以烘雲托月，從生死

有為方面的否定來顯示它。 

如像大海的水相，在波浪澎湃中，沒有辦法了解它的靜止，就用反面否定的方法，從潮浪的退

沒去決定顯示水相平靜的可能。涅槃也如是，從生命流變的否定面給予說明。 

常人不解此義，或以為涅槃是滅無而可怖的；這因為眾生有著無始來的我見在作祟，反面的

否定，使他們無法接受。 

那麼，要遣離眾生執涅槃為斷滅的恐怖，必須另設方便，用中道的空寂律來顯示。從緣起的

因果生滅，認取其當體如幻如化起滅無實，本來就是空寂，自性就是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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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可滅的，在生起時也就決非實有，實有是不會依緣而滅的。
〔二〕

如見到生死

世間的集起，就不會起無見。
〔1〕

因為緣起的如幻假有，不是什麼都沒有的。
〔2〕

而且，既是可生的，在滅時也決非實無了。
〔三〕

還有，
〔1〕

了解緣起的此有彼有，

此生彼生──世間集，所以生起現前時，知道緣起的流轉相續，不會覺得一死了

事而起無見的。
〔2〕

了解緣起的此無彼無，此滅彼滅，當生死解脫時，也不會執有

實我得解脫的。 

總之，一切是緣起的，唯是緣起的集、滅，
〔1〕

並沒有實我、實法，所以不起有見。
〔2〕

沒有實我、實法，所以也不會起無見的。真能正觀緣起，就能「不著有」見

「無見」，依中道「正見」而「得解脫」了。 

三學的增上慧學──甚深般若，八正道的正見，都是緣起的中道觀。所以佛弟子

能不著常我，不落斷常，一異，有無的執見，破無明而了脫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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