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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緣起之生滅與不生不滅 

第一節 無生之共證與大乘不共（p.25~p.28） 

釋厚觀（2006.3.8） 

一、各部派對緣起是否為「不生不滅」之看法（p.25~p.26） 

龍樹依空而顯示中道，即八不緣起。其中，不常不斷、不一不異、不來不去的緣起，

即使解說不同，因為《阿含經》有明顯的教證，聲聞學者還易於接受。唯對於不生不滅

的緣起，不免有點難於信受。因此，這就形成了大乘教學的特色，成為不共聲聞的地方。 

（一） 薩婆多部（說一切有部）：不承認緣起不生不滅。1 

（二） 經部師：進步些的經部師，也有緣起的不生不滅說，但他們是依「唯法因果，

實無作用」2的見地說，還不是大乘學者說緣起不生不滅的本義。 

（三）大眾部：緣起是無為法（p.25~p.26） 
大眾部說緣起是無為法，因為緣起是「若佛出世，若不出世，法性法住，法界常

 
1(1)參見《空之探究》〈第四章‧第四節 緣起——八不緣起〉，p.221～p.222。 
(2)《阿毘達磨大毘婆沙論》卷 23（大正 27，116c4~23）： 

或復有執，緣起是無為，如分別論者。 

問：彼因何故作如是執？ 

答：彼因經故，謂《契經》說：「如來出世，若不出世法住法性。」佛自等覺為他開示乃至廣

說，故知緣起是無為法。為止彼宗，顯示緣起是有為法墮三世故，無無為法墮在三世。 

問：若緣起法非無為者，如何會釋彼所引經？ 

答：經說因果決定義故，謂佛出世，若不出世，無明決定是諸行因，諸行決定是無明果，如

是乃至生決定是老死因，老死決定是生果，法住法性是決定義，非無為義。經意如是，

若不爾者，《契經》亦說：「如來出世，若不出世，法住法性」，色常色相，乃至識常識相，

地常堅相乃至風常動相，喝梨德雞常是苦味，羯竹迦盧呬尼常是辛味，豈五蘊等亦是無

為？彼既有為，緣起亦爾，謂五蘊等自相決定說如是言，緣起亦依因果決定，作如是說。

為止如是他宗異執顯示正理故作斯論。  
2(1)《阿毘達磨俱舍論》卷 2，大正 29，11b1~6： 

經部諸師有作是說：如何共聚楂掣虛空？眼色等緣生於眼識。此等於見孰為能所，唯法因

果，實無作用，為順世情，假興言說眼名能見，識名能了，智者於中不應封著。如世尊說：

「方域言詞不應堅執，世俗名想不應固求。」  
(2) 參見唐普光述《俱舍論記》卷 2，大正 41，50b26~c8。 
(3) 印順法師《性空學探源》p.197： 

經部師認為作用是假有的，眼見色、識了境等，只是在因緣和合下，依世情假安立的言說。

否則，你說眼根本身就具有見色的作用，那就應不待因緣，常見不息。既待因緣才能見色，

可見「見色」的作用並不是眼根自體所已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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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3的。他們說緣起常住，不生不滅，而把緣起作為離開事相的理性看，也與大

乘不同。4 

關於這些，清辨的《般若燈論》5，曾經說到。 

（四）中觀者：緣起即是不生不滅，這緣起寂滅性即是中道。（p.26） 

依中觀者說，緣起不生不滅，是說緣起即是不生不滅的，這緣起寂滅性即是中道。

佛陀正覺緣起而成佛，在此；聲聞的證入無為無生，也在此。 

二、緣起的不生不滅，三乘所共證（p.26） 

緣起的不生不滅，本是佛法的根本深義，三乘所共證的；但在佛教教義開展的過程

中，成為大乘學者特別發揮的深義，形式上成為大乘的不共之學。 

一般聲聞學者以為緣起是無常生滅的，現在說：「不生不滅是無常義」（《維摩經》

卷上）6，這似乎不同，成為一般聲聞學者與大乘學者論諍的焦點。然依釋迦創開的佛

                                                 
3
《雜阿含經》卷 12（296 經），大正 2，84b1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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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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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如來自所覺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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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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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見《雜阿含經論會編（中）》p.34~ p.35） 
4 印順法師《空之探究》p.220~p.221： 

緣起與緣生，同樣的是無明、行等十二支，而意義卻顯然不同。緣生法，是無常滅盡

的有為法，是緣已生──從緣所生的果法。而緣起，是佛出世也如此，佛不出世也如

此的。「法住法界」，是形容緣起的。《相應部》經作：「法定、法住，即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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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非妄、非虛、非倒、非異」）。這些緣起的

形容詞，使大眾部一分，及化地部等說：緣起是無為；《舍利弗阿毘曇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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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參見龍樹菩薩造偈，分別明菩薩釋論《般若燈論釋》卷 1，大正 30，52a~b。 
6(1)《維摩詰所說經》卷上，大正 14，541a12~23： 

佛告摩訶迦旃延：「汝行詣維摩詰問疾」。迦旃延白佛言：「世尊，我不堪任詣彼問疾。所以

者何？憶念昔者佛為諸比丘略說法要，我即於後敷演其義，謂無常義、苦義、空義、無我義、

寂滅義。時維摩詰來謂我言：『唯迦旃延！無以生滅心行說實相法。迦旃延！諸法畢竟不生

不滅是無常義，五受陰洞達空無所起是苦義，諸法究竟無所有是空義，於我、無我而不二是

無我義。法本不然，今則無滅是寂滅義。』說是法時，彼諸比丘心得解脫，故我不任詣彼問

疾。」 
(2) 印順法師《印度佛教思想史》p.131～p.132： 

如「佛法」說三法印──「諸行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而大乘說一實相印，即

一切法本空、本不生、本來寂滅。知一切行無常，無常故苦，苦故無我我所，以無我我所執

而得涅槃，是《阿含經》的一致意見。「大乘佛法」依據一切法本不生的見地，竟說：「色是

無常，……受想行識是無常，……是名說相似般若波羅蜜」。應該說：「不壞色故觀色無常，

不壞受想行識觀識（等）無常」。不壞，是沒有變易的。不壞色等觀無常，也就是《維摩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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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說，生滅與不生滅，本來一致。 

三、涅槃的意義（p.26~p.27） 

（一）不生不滅，《阿含經》是指涅槃無為而說的。7  

（二）涅槃，決不是死了，也不是死了纔證得涅槃。涅槃，玄奘譯為圓寂。梵語含有否

定與消散的意味，又有安樂自在的意義。8 
佛所說的涅槃，是指那超脫了紛亂的、煩囂的、束縛的一切，而到達安寧的、平

和的、解放的自在境地。 

（三）這一解脫自在的境地，是佛教正覺的完成，充滿了豐富的內容，即解脫了愚癡為

本的生死，而得到智慧為本的解脫。9 

（四）涅槃又稱為無為、無生（無住無滅）。因為佛稱世俗的一切為有為，即惑業所感

成的，動亂、相對、束縛的生滅，是他的根本性質；突破了這種煩擾、差別、束

縛的有為生滅，在無可形容、無可名稱中，即稱之為不生不滅的無為涅槃。 

（五）無為涅槃本是中道行的成果，然依此為正覺所覺的法界而說，無為又成為究竟的

理性。10 

                                                                                                                                                         
經》所說：「不生不滅是無常義」。不生不滅，怎麼說是無常呢﹖《大智度論》卷 22（大正

25‧222b~c；223b）說： 
  「問曰：摩訶衍中說諸法不生不滅，一相所謂無相，此中云何說一切有為作法無常，名為

法印？二法云何不相違？答曰：觀無常即是觀空因緣，如觀色念念無常，即知為空。……

空即是無生無滅；無生無滅及生滅，其實是一，說有廣略」。 
  「摩訶衍中有一實，今何以說三實（法印）？答曰……有為法無常，念念生滅故皆屬因緣，

無有自在，無有自在故無我。無常無我無相故心不著，無相不著故即是寂滅涅槃。以是故，

摩訶衍法中。雖說一切法不生不滅，一相所謂無相，（其實）無相即寂滅涅槃」。 
無常是念念生滅的，涅槃是不生不滅，一般每以此而看作不相同的二法。然「佛法」以無常

（苦）故無我我所，以無我我所能契入涅槃。無我我所是空義，龍樹以空（即無我我所）為

中心，無常故空；空即無相涅槃。以空貫通了生滅與無生滅，而有「無生無滅及生滅，其實

是一」的結論。 
7《雜阿含經》卷 12（293 經）：「無為者不生、不住、不異、不滅，是名比丘諸行苦寂滅涅槃。」

（大正 2，83c16~17） 
8 涅槃的梵語：nirvANa。《阿毘達磨大毘婆沙論》卷 28：「問：以何義故，名曰涅槃？答：煩惱

滅故，名為涅槃。復次，三火息故，名為涅槃。復次，三相寂故，名為涅槃。復次，離臭穢

故，名為涅槃。復次，離諸趣故，名為涅槃。復次，槃名稠林，涅名為出，出蘊稠林故，名

涅槃。復次，槃名為織，涅名為不，以不織故，名為涅槃。如有縷者，便有所織，無則不然，

如是若有業煩惱者，便織生死，無學無有業煩惱故，不織生死，故名涅槃。復次，槃名後有，

涅名為無，無後有故，名為涅槃。復次，槃名繫縛，涅名為離，離繫縛故，名為涅槃。復次，

槃名一切生死苦難，涅名超度，超度一切生死苦難故，名涅槃。 (大正 27，147b6-18) 
9《雜阿含經》卷 18（1478 經），大正 2，126b2~4： 

閻浮車問舍利弗：「謂涅槃者，云何為涅槃」？舍利弗言：「涅槃者，貪欲永盡，瞋恚永盡，

愚癡永盡，一切諸煩惱永盡，是名涅槃」。（參見《雜阿含經論會編（下）》p.374） 
10《空之探究》p.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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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聲聞行者與菩薩行者對涅槃的看法（p.27～p.28） 

（一）涅槃，正覺的解脫，不問菩薩、聲聞，是一致企圖實現的目的。 
（二）聲聞行者：達到了此一目的，即以為到達了究竟，「所作已辦」，更沒有可學可作

的，稱為「證入實際」。 

（三）大乘行者： 
1、到了不動地，也同樣的體驗此一境地，但名之為「無生法忍」，而認為還沒究竟

的。如《十地經》11第八地中說：菩薩證得無生法忍時，想要證涅槃了。佛告訴

他說：「此諸法性，若佛出世，若不出世，常住不異。諸佛不以得此法故名為如

來，一切二乘亦能得此無分別法」。無生法，是三乘所共證的，諸佛並不以得此

法而名為如來，即說明了大乘沒有把它看作「完成了」，還要更進一步，從大悲

大願中去廣行利他。 
2、《大智度論》卷 75 說：「得無生忍、受記，更無餘事，唯行淨佛世界，成就眾生」

12。依於此義，故卷 5 說：「無生忍是助佛道門」。13 

（四）聲聞行者與菩薩行者之比較 
可見大乘在正覺解脫的──自利立場，并不與聲聞乘不同。不過一般聲聞行者自

利心切，到此即以為一切圓滿了，不能更精進的起而利他，所以大乘經中多責斥

他。大乘是依此聲聞極果的正覺境界──涅槃，得無生法忍，不把他看作完成，

進而開拓出普度眾生的無盡的大悲願行。 

                                                                                                                                                         
（一）果：無生、無滅、無染、寂滅、離、涅槃：《阿含經》以來，就是表示涅槃（果）的。 
（二）行：空、無相、無願，是三解脫門。「出世空性」與「無相界」，《阿含經》已用來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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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理境：真如、法界、法性、實際。實際是大乘特有的；真如等在《阿含經》中，是表

示緣起與四諦理的。到「中本般若」，真如等作為般若體悟的甚深義。 
這三類──果，行，理境，所有的種種名字，都是表示甚深涅槃的。 

1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6〈十地品〉，大正 9，564b15~c14： 
……是名菩薩得無生法忍入第八地，入不動地，名為深行菩薩。……菩薩住是地，諸勤方便

身口意行，皆悉息滅，住大遠離，如人夢中欲渡深水，發大精進，施大方便，未渡之間，忽

然便覺，諸方便事，皆悉放捨。菩薩亦如是，從初已來，發大精進，廣修道行，至不動地，

一切皆捨，不行二心，諸所憶想，不復現前。……又諸佛為現其身，住在諸地法流水中，與

如來智慧為作因緣，諸佛皆作是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得是第一忍，順一切佛法。善男

子！我有十力、四無所畏、十八不共法，汝今未得為得，是故勤加精進，亦莫捨此忍門。善

男子！汝雖得此第一甚深寂滅解脫；一切凡夫離寂滅法，常為煩惱覺觀所害，汝當愍此一切

眾生。又善男子！汝應念本所願，欲利益眾生，欲得不可思議智慧門。又善男子！一切法性，

一切法相，有佛無佛，常住不異；一切如來不以得此法故，說名為佛，聲聞、辟支佛亦得此

寂滅無分別法。（另參見《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8〈十地品〉，大正 10，199a26~b12） 
12《大智度論》卷 75，大正 25，590c11~13：「菩薩過聲聞、辟支佛地，得無生法忍、授記、更

無餘事，唯行淨佛世界，成就眾生。」 
13《大智度論》卷 5，大正 25，97b25~c4：「如偈說：諸法不生不滅，非不生非不滅，亦不生滅

非不生滅，亦非不生滅，非非不生滅。已得解脫，空、非空，是等悉捨，滅諸戲論，言語道

斷，深入佛法，心通無礙，不動不退，名無生忍，是助佛道初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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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聲聞常道與大乘深論（p.28~p.34） 

一、聲聞常道（p.28） 

正覺體悟的無為、不生，是三乘聖者所共證的。 
為了教導聲聞弟子證得此無生法，依《阿含經》所成立的教門說，主要是三法印：

一、諸行無常，二、諸法無我，三、涅槃寂靜。此三者，印定釋迦的出世法，開示

世出世間的真理。此三者，是可以隨說一印，或次第說此三印的。 
次第三法印，即是以明解因果事實的生滅為出發點，依此而通過諸法無我的實踐，

到達正覺的涅槃。這如《雜阿含》（270 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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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三法印的次第悟入，可看為聲聞法的常道。 

二、大乘深論（p.28~p.29） 

（一）聲聞：「所作已辦」；大乘：「利他無盡」 
大乘佛教，本是充滿利他悲願的佛教行者，在深證無生的體悟中，闡發釋迦本懷

而應運光大的。在這無生的深悟中，以佛陀為模範，不以為「所作已辦」，而還

要進一步的「利他無盡」。本著此無生無為的悟境去正觀一切，即窺見了釋迦立

教的深義，因之與一般凡庸的聲聞學者不同。 

（二）聲聞學者：以緣起因果生滅為出發；大乘學者：以本不生滅的寂滅無為為出發 
大乘佛教的特色，即「諸法本不生」，即是依緣起本來不生不滅為出發的。《文

殊師利淨律經》說：「彼土眾生了真諦義以為元首，不以緣合為第一也」。15 
這雖在說明彼土與此土的立教方式不同，實即說明了佛教的原有體系──一般聲

聞學者，是以緣起因果生滅為出發的；應運光大的大乘學，是以本不生滅的寂滅

無為（緣起性）為出發的。16 

                                                 
14《雜阿含經》卷 10（270 經），大正 2，71a1-2。 
15《佛說文殊師利淨律經》卷 1，大正 14，448c25~26。 
16《空之探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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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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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證、修以達理想──涅槃的實現，方法是截然不同的。如《佛說文殊師利淨律經》

說：「問：其佛說法，何所興為？何所滅除？答曰：其本淨者，以無起滅，不以生盡[滅]。所

以者何？彼土眾生，了真諦義以為元首，不以緣合為第一也。」（大正 14，448c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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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的佛法，以緣合（因緣和合生或緣起）為第一，出發於因緣生滅，呵責煩惱等教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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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兩大不同類型的佛法，在方法上是對立的。如《阿含經》從生滅無

常下手：「無常故苦，苦故無我」──空。甚至說：「若人壽百歲，不觀生滅法，不如一日中，

而解生滅法」（《法集要頌經》卷 2，大正 4，789a21~22）。如實知生滅無常的重要性，可

想而知！（另參見印順法師《印度佛教思想史》p.91~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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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乘佛法與釋迦本教相合(p.29 ~ p.30) 

（一）釋迦本教：（從證出教） 
從釋迦的由證而立教說，本是正覺了無生法性，圓證了法法不出於如如（無生）

法性的。他的從證出教，如先從最高峰鳥瞰一切，然後順從山谷中的迷路者（眾

生），給以逐步指引，以導登最高峰的。 

（二）聲聞學者：（從現實因果生滅法依次向上） 
後來的一般聲聞學者，在向上的歷程中，為路旁的景色所迷，忘卻了指導者的真

意。 

（三）大乘學者17：（由涅槃下手，直接揭露鳥瞰一切的意境） 
大乘學者，即是揭露這鳥瞰一切的意境，使他們歸宗有在而直登山頂的。所以，

大乘不僅不與釋迦的本教相違，而且真能窺見釋迦本教的真義，非拘泥名相的一

般聲聞學者所及。 
如佛在《阿含經》中，從緣起的生滅相續而說「諸行無常」；從緣起的因緣和合

而說「諸法無我」；無我我所的執見而悟入「無生無滅的涅槃」。 
1、從緣起的生滅相續：說「諸行無常」。 
2、從緣起的因緣和合：說「諸法無我」。 
3、從無我我所：悟入「無生無滅的涅槃」。 

釋迦的方便善巧，使眾生從現實經驗到的因果生滅相續和合中，離執到達正覺的

體悟。實則此涅槃並不在一切現實的以外，不過為了引迷啟悟，而相對的稱之為

無為、無生。 

四、各學派對「生死與涅槃」、「有為與無為」之看法（p.30~p.32） 

一般聲聞學者，為名相章句所迷，將有為生死與無為涅槃的真義誤會了。 

（一）薩婆多部（說一切有部） 

薩婆多部，把有為與無為，看作兩種根本不同性質的實體法。18這由於缺乏無生

無為的深悟，專在名相上轉，所以不能正見《阿含》的教義，不能理解釋迦何以

依緣起而建立一切。涅槃即是依緣起的「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的法則而顯

示的，如何離卻緣起而另指一物！ 

（二）經部師 

                                                 
17 《中觀今論》p.31~p.32：「大乘行者從『一切法本不生』的無生體悟中，揭發諸法本性空寂

的真實，直示聖賢悟證的真相。」 
18(1)《阿毘達磨俱舍論》卷 6，大正 29，34a1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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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印順法師《性空學探源》p.226：「涅槃體性的擇滅無為，有部認為實有，是說涅槃離繫，

有漏法不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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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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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部師主張：無為是無，有為才是實有。19 
2、印順法師評：如果無為是無的話，那麼佛法竟是教導眾生離開真實而歸向絕對

的虛無了！要知道： 
（1）生滅相續的是無常，蘊等和合的是無我，依無常無我的事相，說明流轉門。 
（2）能夠體悟無我無我所，達到「此滅故彼滅，此無故彼無」的涅槃，這是還

滅門。這雖是釋尊所教示的，但這不過是從緣起事相的消散過程上說。這

「無」與「滅」，實是有與生的否定，還是建立在有為事實上的，這那裏能

說是涅槃──滅諦？所以古人說：「滅尚非真，三諦20焉是」？ 

（三）大眾系學者(p.31) 

1、大眾系學者：誤會不生不滅的意義，因而成立各式各樣的無為，都是離開事相

的理性。21 
2、印順法師評：聲聞學派不是將無為與涅槃看作離事實而別有實體，即是看作沒

有。尤其生滅無常，被他們局限在緣起事相上說，根本不成其為法印！ 

（四）大乘學者(p.31) 

      大乘學者從無生無為的深悟中，直見正覺內容的──無為的不生不滅。所以，說

無常，即了知「常性不可得」；無我，即「我性不可得」；涅槃，即是「生滅自性

不可得」。這都是立足於空相應緣起的，所以一切法是本性空寂的一切。 

1、常性不可得：即現為因果生滅相續相；從生滅相續的無常事相中，即了悟常性

的空寂。 

                                                 
19 (1)《阿毘達磨俱舍論》卷 6：「經部師說：一切無為皆非實有，如色、受等別有實物，此所無

故。」（大正 29，34a12~14） 

(2)《性空學探源》p.226~p.227： 
經部譬喻師，認為擇滅非實有。表面上看，這主張似乎與大乘空宗相同；實質上，終究

是上座系的見解。大眾分別說系側重在理性的空義，譬喻者卻在常識法相的不生面說明

涅槃非有。重事相而忽略理性，雖主張無體，反而接近了薩婆多部。如《順正理論》的

兩段介紹說：「煩惱畢竟不生，名為涅槃。」（卷 17，大正 29，431a27~28）「由得對治，

證得當起煩惱後有畢竟相違所依身故，名得涅槃。」（卷 17，大正 29，431a10~11）煩惱

決定不生曰涅槃。所說的煩惱，不像有部的三世實有，是在有情六處中的煩惱功能。現

在智慧現前，使煩惱功能不再潛動，決定不再生起煩惱，身心得到清淨，叫做得涅槃。

所以，譬喻者說的涅槃，專在煩惱的不生上安立，不是另有實體可得。後來，大乘常用

破瓶的譬喻說明這思想：如說破瓶，是在完整瓶子的否定上說，不是另有一種叫「破」

的實在東西。所以經部說的擇滅非實有，純粹從消極面，在事相的否定上說，幾乎沒有

接觸到理性。他們思想與大乘空宗的距離，就在這一點。 
20 三諦：苦諦、集諦、道諦。 
21 (1)《異部宗輪論》卷 1：「大眾部、一說部、說出世部、雞胤部，……四部同說：……無為法

有九種：一、擇滅；二、非擇滅；三、虛空；四、空無邊處；五、識無邊處；六、無所有

處；七、非想非非想處；八、緣起支性；九、聖道支性。」（大正 49，15b25-c 27) 
  (2)《印度佛教思想史》p.66：「大眾系及（流行印度的）分別說系，立種種無為，都是在推究

永恆不變的理性；傾向於形而上的理性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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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性不可得，即現為因緣和合的無我相；在這無我的和合相中，即了悟我性的

空寂。 

3、生滅性不可得，即生非實生，滅非實滅，所以「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

緣起相，必然的歸結於「此滅故彼滅，此無故彼無」。由此「此無故彼無，此滅

故彼滅」的事相，即能徹了生滅的空寂。大乘行者從「一切法本不生」的無生

體悟中，揭發諸法本性空寂的真實，直示聖賢悟證的真相。 

五、三法印即是一實相印（p.32） 

釋迦的三法印，在一以貫之的空寂中，即稱為一實相印。一實相印即是三法印，真

理是不會異樣的。 

（一）《大智度論》卷 22 說：「有為法無常，念念生滅故，皆屬因緣無有自在；無有自

在故無我；無常無我無相故心不著，無相不著故即是寂滅涅槃」。22 

（二）《大智度論》卷 22 又說：「觀無常即是觀空因緣（「觀心生滅如流水燈焰，名入空

智門」23），如觀色念念無常，即知為空。……空即是無生無滅。無生無滅及生滅，

其實是一，說有廣略」。24 

諸法生滅不住，即是無自性，無自性即無生無滅，所以生滅的本性即是不生不滅

的，這即是不生不滅的緣起。這是通過了生滅的現象，深刻把握它的本性與緣起

生滅，並非彼此不同。依此去了解佛說的三法印，無常等即是空義，三印即是一

印。  

六、無常、無我等即是空義，原是《阿含經》的根本思想（p.32～p.34） 

（一）無常等即是空義，原是《阿含經》的根本思想，大乘學者並沒有增加了什麼。如

《雜阿含》（232 經）說：「眼（等）空，常恒不變易法空，我我所空。所以者何？

                                                 
22

《大智度論》卷 22（大正 25，223b3~12）： 
間曰：佛說聲聞法有四種實，摩訶衍中有一實，今何以故說三實？ 
答曰：佛說三種實法印，廣說則四種，略說則一種。無常即是苦諦、集諦、道諦；說無我則

一切法；說寂滅涅槃即是盡諦。復次，有為法無常，念念生滅故，皆屬因緣無有自在，無有

自在故無我。無常、無我、無相故，心不著，無相不著故，即是寂滅涅槃。以是故，摩訶衍

法中，雖說一切法不生不滅一相所謂無相，無相即寂滅涅槃。 
23《大智度論》卷 15(大正 25，171b1-5)：「行者觀心生滅如流水燈焰，此名入空智門。何以故？

若一時生，餘時中滅者，此心應常。何以故？此極少時中無滅故，若一時中無滅者，應終始

無滅。」 
24

《大智度論》卷 22（大正 25，222b27~c6）： 
問曰：摩訶衍中說諸法不生不滅，一相，所謂無相，此中云何說一切有為作法無常名為法印？

二法云何不相違？ 
答曰：觀無常，即是觀空因緣；如觀色念念無常，即知為空。過去色滅壞，不可見故，無色

相；未來色不生，無作無用，不可見故，無色相；現在色亦無住，不可見、不可分別知故，

無色相。無色相即是空，空即是無生無滅。無生無滅及生滅，其實是一，說有廣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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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性自爾」。25《雜阿含》（273 經）也有此說，但作「諸行空」。26 
1、常恒不變易法空，即是無常，所以無常是「常性不可得」。 
2、我我所空即是無我，所以無我是「我性不可得」。 
「無常、無我」即是「空」的異名，佛說何等明白？ 
眼等諸行──有為的無常無我空，是本性自爾，實為「自性空」的根據所在。 
這樣，一切法性空，所以， 
1、縱觀（動的）：緣起事相，是生滅無常的。 
2、橫觀（靜的）：即見為因緣和合的。 
3、直觀：從一一相觀他的本性，即是無常、無我、無生無滅、不集不散的無為空

寂。 
因此，無常所以無我，無我、無我所，所以能證得涅槃，這是《阿含經》本有的

深義。 

（二）釋迦佛本重於法性空寂的行證，如釋尊在《小空經》中說：「阿難！我多行空」。
27《瑜伽論》解說為：「世尊於昔修習菩薩行位，多修空住，故能速證阿耨多羅三

藐三菩提」。28 
這可見佛陀的深見所在，隨順眾生──世俗的知解，在「相續」中說「無常」，

在「和合」中說「無我」，這名為以俗說真。釋迦的本懷，不僅在乎相續與和合

的理解，而是以指指月，是從此事相的「相續相、和合相」中，要人深入於法性

──即「無常性、無我性」，所以說能證「涅槃」。 

（三）可惜如來聖教不為一般聲聞學者所知，專在「事相」上說因果生滅，說因緣和合，

偏重事相的建立，而不能與深入本性空寂的「無為無生」相契合。 

（四）徹底的說，不能即緣起而知空，不能即生滅而知不生滅；那麼，無常、無我、涅

槃，也都不成其為法印！ 

                                                 
25《雜阿含經》卷 9（232 經），大正 2，56b22-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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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世間空，云何名為世間空」？佛告三彌

離提：「眼空，常、恆、不變易法空，我所空。所以者何？此性自爾。若色，眼識，

眼觸，眼觸因緣生受──若苦、若樂、不苦不樂，彼亦空，常、恆、不變易法空，我

所空。所以者何？此性自爾。耳、鼻、舌、身、意，亦復如是，是名空世間」。 
26《雜阿含經》卷 11（273 經），大正 2，72c1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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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變易法空，

無我我所。」 
27《中阿含經》卷 49(190 經)〈小空經〉(大正 1，737a4)。 
28《瑜伽師地論》卷 90 (大正 30，812c28~a10)： 

以世間道修習空，當知為趣乃至上極無所有處，漸次離欲，自斯已後修聖道行，漸次除去無

常行等，能趣非想非非想處，畢竟離欲。彼於爾時，自觀身中空無諸想，謂一切漏一向寂靜，

永離熾然。又觀身中有法不空。謂此依止為緣，六處展轉互相任持，乃至壽住為緣諸清淨法，

無有壞滅。當知世尊於昔修習菩薩行位，多修空住，故能速證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非如思

惟無常苦住。是故今者證得上妙菩提住已，由昔串習隨轉力故，多依空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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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三法印之橫豎無礙（p.34~p.37） 

一、 三法印在佛教史中的開顯（p.34） 

三法印的任何一印，都是直入於正覺自證的，都是究竟的法印。但為聽聞某義而

不悟的眾生，於是更為解說，因而有次第的三法印。 
在佛教發展的歷史中， 
1、初期：重無常行。 
2、中期：重空無我行。 
3、後期：重無生行。29 

二、三法印與三解脫門30（p.34~p.36） 

（一） 諸行無常：依無願解脫門得道（p.34~p.35） 

1、「諸行無常」，除了事相的起滅相續相而外，含有更深的意義，即無常與滅的含

義是相通的。佛為弟子說無常，即說明一切法皆歸於滅31；終歸「無常」，與終

歸於「滅」，終歸於「空」，並無多大差別。 
2、依此無常深義，即了知法法如空中的閃電，剎那生滅不住，而無不歸於一切法

的平等寂滅。無常滅，如從波浪洶湧，看出他的消失，還歸於平靜寂滅，即意

味那波平浪靜的境界。波浪的歸於平靜，即水的本性如此，所以他必歸於平靜，

而且到底能實現平靜。 
3、佛說無常滅，意在使人依此而悟入寂靜，所以說：「若人生百歲，不見生滅法，

不如生一日，而能得見之」32！所以說：「諸行無常，是生滅法，以生滅故，寂

滅為樂」33。使人直從一切法的生而即滅中，證知常性本空而入不生滅的寂靜。

                                                 
29 參見印順法師《以佛法研究佛法》p.190~p.192。 
30 (1)《阿毘達磨大毘婆沙論》卷 104，大正 27，538c6~9： 

三三摩地皆依行相差別建立，謂空三摩地：有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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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參見《空之探究》〈第一章‧第九節  三三昧‧三觸‧三法印〉，p.60～p.67。 

31《雜阿含經》卷 10（260 經）：「五受陰是本行所作，本所思願，是無常、滅法；彼法滅故，是

名為滅。」（大正 2，65c18~19） 
32《法集要頌經》卷 2，大正 4，789a21~22。 
33(1)《大般涅槃經》卷 3：「諸行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樂。」(大正 1，204c23-24) 

(2)《雜阿含經》卷 34（956 經）：「一切行無常，悉皆生滅法，有生無不盡，唯寂滅為樂。」（大

正 2，244a6-7） 
 (3) 印順法師《性空學探源》p.41-p.42：「無常是生滅義，生者必滅，一切一切，確都是滅盡之

法。世人固或知之，但他們偏注重到生生不已的生的一面，忽略了滅。生生不已，佛法並

不否認；但生者必然要滅，一切痛苦依此生生不已而存在，確又是赤裸裸的事實。佛法就

是要在這生滅不已之中，設法使它滅而不生，以之解決一切痛苦。滅，不是佛法的故意破

壞，它是諸法本來如是的必然性（法性自爾）。因有了某種特殊的因緣連繫縛著了，所以滅

了之後又要生；現在把這連繫截斷；就可以無生滅而解決痛苦了。所以經說：「諸行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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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的歸於統一，動亂的歸於平靜，生滅的歸於寂滅。所以說：「一切皆歸於如」
34。 

4、這樣，無常即究竟圓滿的法印，專從此入，即依「無願解脫門」得道。 

（二） 諸法無我：依空解脫門得道（p.35~p.36） 

    1、然而，在厭離心切而拘泥於事相的，聽了無常，不能深解，只能因生滅相續的

無常相而起厭離心，不能因「常性不可得」而深入法性的寂滅，這非更說「無

我」不可，也有直為宣說無我的。由無我離執而證知諸法的空寂性，因之而得

解脫。 
2、依《般若》及龍樹所宗，諸法本性的空寂即是不生，不生即是涅槃。《心經》「色

即是空」的空，即解說為無生的涅槃。空是「本性空」；空亦不可得，即是無生。

如《大智度論》卷 15 說：「諸法性常空，心亦不著空；如是法能忍，是佛道初

相」35。這是把空亦復空的「畢竟空」，與無生等量齊觀的。 
3、如《解深密經》36說：初時教說無常令厭，中時教說「空無自性，不生不滅，本

來寂靜，自性涅槃」，也是以空及無生為同一意義的。 
4、如從此得證，即依「空解脫門」得道。 

（三） 涅槃寂靜（不生不滅）：依無相解脫門得道（p.36） 

1、然而，若著於空，即不契佛意，所以說：「大聖說空法，為離諸見故，若復見有

空，諸佛所不化」37。有所著，即不能體證無所著的涅槃──無生法忍。因之，《經》

中也有以「空」為不了，而以「不生不滅」為究竟的。 

                                                                                                                                                         
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樂」。或依三法印，從諸行生滅無常，體解我性的不可得。眾

生因妄執常、我而生死，現在能夠了解蘊性無常、無我，離常、我的執見，則因無常生滅

而厭、離欲，便可以達到涅槃之滅。」（另參見印順法師《佛法是救世之光》p.281-p.282） 
34(1)《摩訶般若波羅蜜經》卷 15：「一切法趣如，是趣不過。何以故？如中無來無去故。」(大

正 8，333b5-6) 
(2)《維摩詰所說經》卷上，大正 14，542b8~16：「云何彌勒受一生記乎？為從如生得受記耶？

為從如滅得受記耶？若以如生得受記者，如無有生。若以如滅得受記者，如無有滅，一切眾

生皆如也，一切法亦如也，眾聖賢亦如也；至於彌勒亦如也。若彌勒得受記者，一切眾生亦

應受記，所以者何？夫如者不二不異，若彌勒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者，一切眾生皆亦應得。」  
35《大智度論》卷 15，大正 25，172a3-4。 
36《解深密經》卷 3，大正 16，697a23~b11：「爾時勝義生菩薩復白佛言：世尊！初於一時在婆

羅豇斯仙人墮處施鹿林中惟為發趣聲聞乘者，以四諦相轉正法輪。雖是甚奇甚為希有，一切

世間諸天人等先無有能如法轉者，而於彼時所轉法輪，有上有容是未了義，是諸諍論安足處

所。世尊！在昔第二時中惟為發趣修大乘者，依一切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來寂靜，自

性涅槃，以隱密相轉正法輪。雖更甚奇甚為希有，而於彼時所轉法輪，亦是有上有所容受，

猶未了義，是諸諍論安足處所。世尊！於今第三時中，普為發趣一切乘者，依一切法皆無自

性，無生無滅，本來寂靜自性涅槃，無自性性，以顯了相轉正法輪，第一甚奇最為希有。于

今世尊所轉法輪，無上無容是真了義，非諸諍論安足處所。世尊！若善男子或善女人，於此

如來依一切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來寂靜自性涅槃，所說甚深了義言教。」 
37《中論》卷 2〈觀行品第 13〉大正 30，18c16~17。 

 40



2、如從不生不滅而證入，即依無相解脫門得道。 

三、「空」與「無生」（p.36） 

    1、「空」與「不生」，如《大方廣寶篋經》說：「如生金與熟金」。38 
2、龍樹也說：「未成就為空，已成為般若」39。 
3、「空」：著重於「實踐」的意義； 

「無生」多用於說明「法性寂滅」。 
然在中觀的諸部論典中，處處都說空，「空即不生」，空即是八不緣起的中道。 

4、事實上，取著無生，還是一樣的錯誤，所以《大智度論》40解說無生，是無生無

不生等五句都遣的。空與無生，有何差別？  

四、結語（p.36） 

（一）錯解三法印之流弊 

總之，凡成為世諦流布，或以世俗的見解，依名取義， 
1、無常：會引來消極與厭離。 
2、空：會招來邪見的撥無因果或偏於掃蕩。 
3、無生：會與外道的神我合流。 

（二）正確理解三法印 
1、如能藉此「無常、無我、無生」的教觀，徹法性本空，那麼三者都是法印，即

是一實相了。 
2、依眾生的悟解不同，所以有此三門差別，或別別說，或次第說，或具足說，都

是即俗示真，使契於正覺的一味。 
3、從「緣起生滅」悟得「緣起不生不滅」，揭開釋迦《阿含》的真面目。能於空相

應緣起中，直探佛法深義而發揮之，即成為後代大乘教學的唯一特色。 

                                                 
38《大方廣寶篋經》卷上，大正 14，467a16~21：「須菩提言：空之與寂有何差別？文殊師利言：

大德須菩提！於意云何？如生金與熟金有何差別？答言：以言說故而有差別。文殊師利言：

如是大德須菩提！以言說故言空言寂，若有智者不著文字，不執文字。」  
39《大智度論》卷 35，大正 25，319a11~12：「般若波羅蜜分為二分：成就者名為菩提，未成就

者名為空。」 
40《大智度論》卷 5，大正 25，97b27~ c4：「諸法不生不滅，非不生非不滅，亦不生滅非不生

滅，亦非不生滅，非非不生滅。已得解脫，空、非空，是等悉捨，滅諸戲論，言語道斷，深

入佛法，心通無礙，不動不退，名無生忍，是助佛道初門。」  
《大智度論》卷 27，大正 25，259c21~260 a2：「一切法，所謂有法、無法，亦有亦無法；空

法，實法，非空非實法；所緣法，能緣法，非所緣非能緣法。復次，一切法，所謂有法，無

法，亦有亦無法，非有非無法；空法，不空法，空不空法，非空非不空法，生法，滅法，生

滅法，非生非滅法，不生不滅法，非不生非不滅法，不生不滅亦非不生非不滅法，非不生非

不滅亦非不不生亦非不不滅法。復次，一切法，所謂有法，無法，有無法，非有非無法。捨

是四句法，空，不空，生滅，不生，不滅五句皆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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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緣起之綜貫性（p.37~p.39） 

一、緣起：綜貫生滅與不生滅（p.37） 

聲聞常道以「緣起生滅」為元首，大乘深義以「無生真諦」為第一，這多少是近於

大乘的解說。 
如從《阿含》為佛法根原，以龍樹中道去理解，那麼緣起是處中說法，依此而明「生

滅」，也依此而明「不生滅」；緣起為本的佛法，是綜貫「生滅」與「不生滅」的41。 

二、「緣起」與「涅槃」（p.37） 

《雜阿含》二九三經，以緣起與涅槃對論，而說都是甚深的：「此甚深處，所謂緣起。

倍復甚深難見，所謂一切取離，愛盡無欲，寂滅涅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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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滅」42。這說明

在有為的緣起以外，還有更甚深難見的，即離一切戲論的涅槃寂滅──無為。 

三、「緣起」與「緣生」（p.37～p.38） 

（一）《阿含經》之教說 

《雜阿含》二九六經43，說緣起與緣生。「緣起」即相依相緣而起的。「緣生」是被

                                                 
41

《空之探究》p.224~p.225： 
佛說的緣起，是「諸說中第一」，不共世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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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異說紛紜了。大都著重依緣而生起，忽略依

緣而滅無。不知「此有故彼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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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2(53 經)正是這樣說：「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有因

有緣滅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大正 2，12c23~25）。佛的緣起說，是通於集與滅的。 
42《雜阿含經》卷 12(293 經)，大正 2，83c13~17。  
43(1)《雜阿含經》卷 12(296 經)，大正 2，84b13~26： 

爾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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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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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如來自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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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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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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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入處、觸、

受、愛、取、有、生、老病死憂悲惱苦，是名緣生法。（參見《雜阿含經論會編（中）》p.34 
~ p.35) 

(2)《阿毘達磨法蘊足論》卷 11〈緣起品第 21 之 1〉引契經云：  

一時薄伽梵，在室羅筏住逝多林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苾芻眾：吾當為汝宣說緣起、緣

已生法，汝應諦聽，極善作意。云何緣起？謂依此有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無明緣行，行

緣識，識緣名色，名色緣六處，六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

生緣老死，發生愁、歎、苦、憂、擾、惱，如是便集純大苦蘊，苾芻當知。生緣老死，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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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的過去格，即被生而已生的，所以玄奘譯作「緣已生法」。經文，以緣起與緣

生對論，而論到內容，卻都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十二支，成為學派

間的難題。44 

（二）薩婆多部：因名緣起，果名緣生。 
薩婆多部依緣起是主動，緣已生是被動的差別，說因名緣起，果名緣生。45 

（三）大眾部：各各因果的事實為緣生；因果關係間的必然理性為緣起。 
大眾部留意經中說緣起是「若佛出世，若不出世，法性、法住、法界常住」46的

特點，所以說： 
1、各各因果的事實為緣生，這是個別的，生滅的。 
2、因果關係間的必然理性為緣起，是遍通的，不生滅的。47 

四、依「緣起」說明「緣生事相」，亦因「緣起」悟入「涅槃實相」（p.38~p.39）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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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人問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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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入涅槃」。 

（三）緣起通「生滅」與「不生滅」 

1、依「相依相緣的緣起法」而看到「世間現象界」──生滅，「緣起」即與「緣生」

相對，緣起即取得「法性、法住、法界、常住」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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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知亦爾。此中所有法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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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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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苾芻當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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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取，愛，受，觸，六處，名色，識，行，無明亦爾。（大正 26，505a10~27） 
44《空之探究》p.220：「緣起與緣生，同樣的是無明、行等十二支，而意義卻顯然不同。緣生法，

是無常滅盡的有為法，是緣已生──從緣所生的果法。而緣起，是佛出世也如此，佛不出世也

如此的。「法住法界」，是形容緣起的。」 
45 參見《空之探究》p.221～p.222。 

說一切有部主張：緣起與緣生，都是有為法，差別在：緣起約因性說，緣生約果法說。緣起

是有為，在世俗的說明中，龍樹論與說一切有部相同；但龍樹主張的八不緣起是如幻如化的

緣起。 
46《雜阿含經》卷 12(296 經)，大正 2，84b13~18。 
47《阿毘達磨大毘婆沙論》卷 23，大正 27，116c4~8： 

或復有執，緣起是無為，如分別論者。 
問：彼因何故作如是執？ 
答：彼因經故，謂契經說：「如來出世，若不出世法住法性。」佛自等覺為他開示乃至廣說，

故知緣起是無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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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緣起」而看到「出世的實相界」──不生滅，「緣起」即與「涅槃」相對，

而緣起即取得「生滅」的性質。 

（四）「緣起與緣生」、「緣起與涅槃」 

1、《阿含》是以「緣起」為本而闡述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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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正覺的緣起，實為與「緣生」對論的。 

2、反之，如「緣起」與「涅槃」對論，即偏就緣起生滅說，即攝得──因果生滅

的緣起事相。 

（五）緣起，相依相緣而本性空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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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空相應緣起 

1、聲聞學者把緣起與緣生，緣起與涅槃，作為完全不同的意義去看，是終不會契

證實義的。 

2、若能了解緣起的名為空相應緣起；大乘特別發揮空義，亦從此緣起而發揮。以

緣起是空相應，所以解悟緣起，即悟入「法性本空的不生不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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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緣起性空」而予以統一。 

3、大乘把握了即空的緣起，所以能成立一切法相；同時，因為緣起即空，所以能

從此而通達實相。大乘所發揮的空相應緣起，究其實，即是根本佛教的主要論

題。緣起法的不生不滅，在《阿含經》中是深刻而含蓄的，特依《大智度論》

而略為解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