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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文佛偈讚

天 上 天 下 無 如 佛

十 方 世 界 亦 無 比

世 間 所 有 我 盡 見

一 切 無 有 如 佛 者

　　　　　　　佛本行集經



南 無 宗 喀 巴 師 徒 三 尊



宗喀巴大師偈讚

釋尊大法，策源月邦，派分三幹，

化各一方，錫蘭支那，爰及西藏。

蓮華生后，密咒當陽，律像經教，

若存若亡，末流猥雜，染風孔張。

大師崛起，濁激清揚，

菩提之道，次第宣鬯。

下中上士，胥歸金剛，

根深枝茂，德隆譽芳。

此土禪淨，今亦淪荒，

扶戒研理，救之不遑。

唯師與我，志趣相當，

千年萬里，不隔毫芒。

我行未逮，我心正長，

瓣香先覺，景仰無量。

支那釋子　太虛 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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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道次第祈願文

長期勤奮二資糧，積聚廣如虛空者，

無明眾生智闇鈍，我願成佛去接引；

未登佛位生生世，文殊師利慈加持，

聖教次第大道全，諸佛歡喜願修習；

自我如實證道義，善巧方便勇猛慈，

清淨眾生蒙昧后，惟願永持佛聖教；

佛教至寶未普及，或普及后又衰沉，

以大慈悲動心意，惟願能明利樂藏；

佛弟子等殊勝事，善修菩提道次第，

賜吉祥與解脫眾，惟願永護佛本行；

能撰善道借順緣，能除違逆人非人，

惟願世世不脫離，佛陀稱讚菩提道；

于無上乘十法行，如禮精進修行時，

諸具威力常作助，願吉祥海遍十方；

願一切吉祥。　　

宗 喀 巴 大 師  造



中觀根本慧論精華三品
～傳授於2006年

前　言

今天在這個殊勝的聖地，根據《宗教源流》當中的記載

來說，具恩本師宣講吉祥時輪金剛的聖地，是在此希日達納

噶扎嘎。這個偏僻的村莊雖然物質條件很艱困，但是今天在

這裡，由於得到地方政府的關注、以及其他相關單位所做的

準備，所以出現的成果很不錯；也因此，今天可以順利聚集

在這裡。

從今天起三天於繪製壇城所需的期間，一般都會先舉行

前行說法。這次要宣講的是《中觀根本慧論》其中的幾品，

這像是對佛法的介紹；與此同時，關於佛法要如何修持的情

形也會一起談論。所以，就直接宣說《中觀根本慧論》的其

中那幾品。

那麼，如果配合論典來解說，首先我們講、聽佛法時，

無論如何都要懷著清淨的動機—說法者如是宣講，聽聞

者也以清淨的動機聽聞；假使能這樣，才是符合講、聽的角

色，如果切合講、聽的角色，則在調伏心靈上會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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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與講聽的角色契合—說法者如果只是空口說白話，

則對心緒不會產生什麼影響。尤其講說者雖然是坐在法座

上，然而卻心懷高傲、忌妒、競爭，為了獲得供奉、名聲，

如果以這樣的心態作宣講，即使表面上說的是佛法，事實上

卻有落入造惡的過患。

同樣的，從聽聞者的角度而言，假裝聽到了、聽過了、

得到了，然後在將來……雖然不知道會不會有這種情形，

但像是從西藏來的人，或者有一些外國人很可能會出現的情

況是：「我在聖地從法王跟前聽受而獲得了時輪金剛的灌

頂……」如是在他人面前冒充成上師、或是講說虛偽教法等

等之類，假如是想要這樣而來參加，那就非常顛倒。如此，

就會有「以聽聞佛法要積聚的善業反而被造作惡業所取代」

的危險。

由於如此，從上師本身來說，要竭盡全力以利濟心、助

益他人之善心而講說；從承侍教法、為佛教服務之上而宣

講。從聽聞者來說也要像這樣，為了消除暫時與永遠的痛

苦、以及獲得安樂，就要調伏自己的內心，必須各自將不調

柔的心清除。不只是自己，因為所有眾生都是想要離苦得

樂，所以，要祈願窮盡虛空所有眾生都能夠調伏不柔和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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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應懷著這種意趣而來到這個聖地聽受佛法。總之，以祈

願成為成辦暫時與長遠廣大利益之因、以及發願從事廣大利

益之上而來聽聞。

皈依發心

如此一來，應該懷著怎樣的動機呢？有謂：「從歧路區

分出差別的是皈依，從下道區分出差別的是發心。」所謂：「從

歧路區分出差別的是皈依」指的是皈依佛法僧三寶。所謂

「皈依佛法僧」，乃如同宗喀巴大師所說：「通達教理於大

師，獲得信心恆充滿。」。

相類似的導師有很多，一個比另一個更有名的也非常地

多；在歷史上有很多導師真的是具有功績。在我們西藏各

處，可以說大致上都是佛教徒，雖然以前有不少信奉苯教

者；反正就是心地純潔地這樣過著呀！縱觀全世界六十多億

的人們，在這世界上有許多宗教導師呀！而這些導師的特色

並不只是在談論身軀大小、體格強弱呀！主要是要對該導師

所宣說的任何道理作審察。尤其是佛教整體的作法，特別是

以其中的梵文佛教法則來說，以居心公正而心懷疑惑地作審

察乃是非常緊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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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居心公正」就如同《中觀四百論》當中「質直心

希求，說為聞法器」所言；「居心公正」真的非常重要。如

果各自固執己見，在分析內外道法義的差別時，便先入為主

地認定佛法最為殊勝，則就只能侷限在：要想盡各種方法來

證明佛法最棒。

首先要居心公正，抱持著任何狀況都有可能、無論是什

麼都可以，以不偏私的心態，在還沒作剖析之前先不要決

定：「這個比較好，那個比較壞」；懷著「任何情況都有可

能」而作審察。如是在作分析之後，對於剖析所獲得的決斷

有什麼損益作個思維。然後因為自己想要離苦得樂，所以持

取有利者、拋棄有害者；要這樣進行呀！如果一開始就先斷

定「這是所取、那是所捨」，就不是居心公正；亦即，假如

事先便斷定是與不是，則居心就不公正。

由於如此，秉持公平正直的心態，對佛法以及別於此法

的外道作審察、作剖析時，如同宗喀巴大師在小部《辨了不

了義善說心要》—《緣起讚》當中提到：「如理見而說，

隨汝而行者，衰損皆遠離，因斷眾過故。反於汝教者，長時

行艱辛，隨後如召過，堅守我見故。」說得很有道理呀！由

於如此「喔唷智應知，此二之差別，爾時心深處，於汝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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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所說就是這樣。

因此「通達教理於大師，獲得信心恆充滿」就是在說

明：對於內外道教法的見解宗論善加了知其差別，然後，對

佛法是因為了解而獲得信心；由此才信奉佛教而說「皈依

佛、皈依法、皈依僧。」所以如果說：「我家人—爸爸媽

媽皈依了佛教，因此我也作皈依。」這樣隨著風俗習慣而皈

依的話，要成為正確標準的皈依大概很困難。

由於如此，所謂「諸佛正法眾中尊，直至菩提我皈依」

的次序，依據一個宗教的產生順序來說：首先是殊勝化

身—佛陀蒞臨，接著是轉法輪—宣說教法，依此而於心

續當中生起證悟功德—徒眾藉由聽聞並思維所聽義理而產

生證悟功德，具有如此心續之補特伽羅就成了所謂的僧寶。

由於如此，是依據一個宗教的產生順序而說：「皈依佛、皈

依法、皈依僧」。

否則真正來說，首先應該在教法上做思維。在法義上做

思索之後，以此，對於斷盡缺失、齊備功德的佛陀是否可

以產生？有沒有可能成辦？如是作思維，而對於佛陀（所證

成）整體之解脫是有可能，其中的決定勝遍智果位也有可

能；於大乘共通道，特別是無上密續所說的四身或是五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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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佛陀是可以產生，是能夠成辦。從了知其中關鍵上，而

理解大乘所主張的四身本體佛陀；然後，才對以具殊勝化身

的佛陀世尊為首的諸佛陀言「皈依佛」。要這樣作思維呀！

知道嗎？

這個就是所謂「從歧路區分出差別」。依據佛陀之法理

而捨棄顛倒錯誤的見解；為了要脫離歧途，所以說「從歧路

區分出差別的是皈依」。

至於所謂「從下道區分出差別的是發心」，就是「我

以施等諸資糧，為利眾生願成佛」當中的「為利眾生願成

佛」。不是說「願我自己成就佛果位」、「願我獲得快

樂」，而是為了要讓與我相同的窮盡虛空之所有眾生證獲

究竟無上果位，為了要利濟彼等而說「願成就佛果位」。總

之，是為了要成為自他所有眾生無限量之安樂因而作祈願。

所謂「從下道區分出差別」說明：大乘行者不只是為自

己一人作考慮，而是思及無量無邊的眾生。這種思維與只想

到單獨之自我比起來，較為優越呀！相形之下，例如重視自

己的利益……

完成自己的需要是非常合理，很正確的呀！由於如此，

自我疼惜地生起自己要成就解脫的心念而精進於成辦解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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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正確的行為呀！對吧！雖然如此，所謂的「上下、

善惡」都是互相觀待而安立；除此之外，並沒有不觀待而能

獨立存在的上下與善惡呀！

由於如此，這裡的「下道」乃說明：不只為自己一人作

考慮，而是思及無量無邊所有眾生利益的這種心念，此比起

只為自我個人著想還要優越呀！更有效益、更為廣泛呀！因

此就成為「上」，故說「從下道區分出差別的是發心」。

這兩段「諸佛正法眾中尊，直至菩提我皈依」，出現一

個「我」字呀！「我以施等諸資糧，為利眾生願成佛」，

又出現一個「我」字呀！因為出現「我」這個字，所以就

如同上面所說：凡是佛法的法則，全部都不承許「別於蘊之他義

我」—常、一、自主；所謂「我」是依賴蘊而假立、依賴蘊而安

立，要如是呈現於內心。

甚至皈依境—佛陀，乃是依據無漏蘊而安立。（所

以）趨向皈依的自己，是依賴隨惑業轉移的蘊而安立

的「我」—一個平凡眾生；將如是之觀念放在心中。

「我」，乃以「無我」為差異而思維「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施等諸資糧……」，則於皈依以及發心之同時，對「無

我」的道理也會在內心留下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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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來，不要說「我以施等諸功德」；如果說成「我

以施等諸資糧」就很好。若說「我以施等諸功德」，就是個

別指區分為福德資糧與智慧資糧的二資糧當中之福德資糧；

例如布施、發願、持戒之類，乃是屬於福德資糧。現在假使

配合「無我」的特性來浮現出「我」而作思維，則結合了同

分智慧資糧；這樣就產生了關係呀！

由於如此，若說「諸資糧」，即是福德資糧與智慧資糧

二者皆包含的共通名稱；所以「我以施等諸資糧」的含意比

較廣大。明白了嗎？將這些呈現於心中而一起來念誦呀！

諸佛正法眾中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施等諸資糧　為利眾生願成佛（三次）

平常……喔！還要念一段偈頌。

天與非天人緊那羅之主宰　帝釋天等凡於道法修持眾

佛陀教法係為寂靜安樂因　將宣說故欲聞正法請至此

故於廣大功德深邃珍寶藏　成辦勝大利益藉由勝信敬

絲毫無有其他勝於此所聞　善伏根門之馬而聽能仁語

本師口出甘露所成天龍士夫眾等吉祥源

請於心續牢記因為此乃一切有情耳甘露

清除所有煩惱疾病故當清淨思維彼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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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諸理由故於佛語應當以首頂持善諦聽

天龍夜叉鳩槃荼　乃至人與非人等

所有一切眾生語　悉以諸音而說法

彼以悲心攝　為斷一切見

是故宣正法　頂禮薄伽梵

獻曼達！念略頌就好。

論典前行

從某個角度來說，《中觀根本慧論》乃成為龍樹菩薩著

作當中的君王。由於如此，這部論著乃具有加持，成為基礎

根源。對剛才提過的「根」—二諦要善加了知，於輪迴中

如何流轉、以及如何遮止輪迴等等，這些在龍樹菩薩著作當

中，乃有非常卓越的說明；是最棒的，所含攝之義理也非常

善妙。

再者，這裡距離南印度吉祥山算是很近的地方，吉祥山

是龍樹菩薩的居住地，並在當地廣大弘揚佛法。以前我曾在

一九五六年，適逢佛陀涅槃紀念日時來到印度。當時，龍樹

的修行處—原來的吉祥山還在。詢問界線到哪邊？但是沒

得到清楚的答案。反正，是在山塢之間；有那種斷崖哇！總

傳授於2006年 009



之，這裡是距離龍樹菩薩聖地很近的地方。

在印度安達拉（Andhra）這個所屬地區，以前佛教曾
經很興盛的一些表徵是：在地質學家從地下挖掘古物時，發

現了許多佛教的古蹟呀！所以往昔佛教（在這地區）曾經非

常盛行。其中，龍樹父子—龍樹與聖天菩薩居住在這裡。

大約作揣測的話，龍樹菩薩的上半生是到那爛陀令其進

步發展；亦即，上半生是在印度北部地區的那爛陀從事利生

事業，然後下半生在南印度吉祥山。歷史上有一段調伏馬鳴

論師的記載呀！所以，下半生大概是居住在南印度吧！總

之，這裡是具悲阿阇梨所加持過的地區；至於南印的碑達區

是在哪邊並不是很清楚，也不曾研究過。就是這樣。

所以，在此前行說法時段想要宣講一下《中觀根本慧

論》；這就是興起此念的情形。所要講述的《中觀根本慧

論》並沒有時間解說全部的廿七品，因此不全部宣說。首

先，先看一下開頭部分；當作緣起，因此先看一下論典的開

始部分。

《中觀根本慧論》（為此論著之題名）對於論典的名

稱，後世的論典撰寫者會儘量將書名取得很烜赫呀！以前的

學者著作論典時，乃就直接之含義而題名，此外並無其他修

010 中觀
根本慧論

精華三品



飾呀！

總而言之，如同「破除有無邊」1所說，分析有無邊之

離邊之中道，就是緣起真實性。「空性」之詞經常被宣說

呀！而所謂「緣起真實性」，我覺得應該是指：名言上亦不

承許自相有，而是唯名假有的緣起真實性。如同宗喀巴大師

所說的「故勤了知緣起法」2，指的大概就是這個。由於如

此，因為是宣說緣起真實性的論典，所以是「中觀」。中觀

可以分為基中觀、道中觀、經教中觀；因為具備此種所詮，

所以本論屬於中觀論典。

1 《入楞伽經》云：「南方碑達區，吉祥大比丘，其名稱為龍，破除有無邊。於世弘
吾教，廣說無上乘；證獲極喜地，往生極樂國。」。

2 宗喀巴大師《三主要道》第九頌：「不具通達實質智，縱修出離菩提心，無能斷絕
輪迴根，故勤了知緣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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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典正行

《中觀根本慧論》

梵文是：prajn
3

ā nāma mūla madhyamaka kārīkā
藏文是：hzÞ-¤-¯-zºÛ-±ÛG-¾ïºÞ¼-‚Å-q-ÁïÅ-¼z-TïÅ-‚-zü

　　　　頂禮妙吉祥童子

首先是對本師能仁主宰作禮敬。要禮敬的是針對論典的

特色—緣起真實性，其本來就存在；而自在教授緣起真實

性的是本師，所以，要對自在教授緣起真實性、以及無上的

言說者—本師作禮敬。不是從具足三十二相、八十隨好的

本師作稱說；而是以這部論典的特質—緣起真實性之宣說

者的無與倫比言說作讚頌。頌文是：

凡彼說緣起　不生亦不滅

不常亦不斷　不來亦不去

不一亦不異　善滅諸戲論

示寂最上說　頂禮正等覺

這是書首禮讚。諸凡本師……本師有很多呀！外道的祖

師多得是，基督教的開創者，還有猶太教、回教的開教大

師；所以，有各式各樣非常多的本師。在形形色色諸多的本

師當中，宣說「無我」者，唯獨世尊之外別無他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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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窮究「無我」的義理時，就是在談論自性無呀！例如

《心經》當中說「照見五蘊皆空」，不用說依賴彼而假立

的補特伽羅，就連補特伽羅所依賴結合的蘊體也不是自性存

在、不是本性實有。總之，一切可能存在的事物都不是自相

有，都不是自性有。因此，以外在色等為例，就說「無色聲

香味觸」；即使以有境或內在而言，也是說「無眼耳鼻舌身

意」。

不僅如此，就連令流轉於輪迴的無明也是非真實存在、

非自性存在。如果本身是自性有，則必須存在實質之中；假

若存在實質當中，則尋求施設義時應該更加清楚，但卻是根

本沒有。由於如此，這些全部從真實狀態上來說，確定根本

不存在。

不存在的理由是什麼呢？是因為由依賴而生起。不存在

的理由，不說「得不到、找不著」；當說「唯依賴而假立之

外無他」時，就是將「依賴而假立」作為理由，所以，無自

性成立，無外境存在；只不過是唯言假有。由於如此，這樣

的宣說者唯獨本師世尊之外，任誰都不曾說過。

所以，「凡彼」—本師。所舉出的理由是緣起真實

性，因為有這樣本來就存在的緣起，所以是由觀待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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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由觀待而成立」如同剛才講過的—假若再以剛才談

過的來說，因果的緣起是我們現前可見、觸手可及；能夠這

樣，是由於觀待才能成立。否則，如果彼此不觀待，就無法

有因果觀待。互相需要觀待，是因為本身無自主的性質，所

以要觀待；如果具備自主的性質，就不需要觀待。

由於如此，以緣起作為理由，對於一切可能存在的事物

雖然我們覺得如同外境那樣存在，但是事實上絲毫不從外境

存在。對於是否從外境存在的究竟真實狀況作探求之後，觀

見究竟真實狀況的心智發現：「生」等全部都找不著。就是

宣說這些義理。

由於如此，觀待自性是：作盛衰之生滅；觀待連續性

是：斷以及常；觀待地區是：來與去；觀待「伴」是：相異

以及同一。像這樣，對於八種戲論全部現前觀見真實狀況的

心識，乃將彼等全皆善加滅除；亦即，完善息滅所有戲論。

善加滅除、並且具備寂滅性相，即是指示如此道理之本師，

是諸宣說者之最上，無與倫比猶如言說之王，故言「頂禮正

等覺」。

「不一亦不異，善滅諸戲論」，「戲論」分為所破戲

論、事物戲論、二現戲論；如果配合無上密續的法理，戲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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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可以安立為：有境的粗品客塵戲論。於所知障的直接對

治—經續共通的中觀見解通達之後，不僅僅以現證中觀見

解而完善止息諸戲論，甚至對於有境—內心上的粗品客塵

所有戲論也善加滅除。總之，境以及有境二者在極為細微之

狀態下，境與有境應當會合而為一；所以，我覺得或許可以

這樣理解，是為「善滅諸戲論」。

如是之佛陀果位—本師自己，也是現前證悟真實性之

後，永遠滅除一切客塵染污，任何時刻皆永不出定地安住在

等引智之中；於永不變異的法身法界上，藉由往昔之發心與

願力，任運自成之功業乃於清淨與不清淨之境地，以色身

戲論示現任何處；所以，是對具有如此四身本體的佛陀作頂

禮。以上是《中觀根本慧論》的書首禮讚，真正要講解的是

第廿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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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六品—觀十二有支

然後，第廿六品：

無明覆蓋故　後有三類行

造作彼等業　往來情世間【第一偈】

想要在諸品當中總括精華而做講解，順序首先是第廿六

品。當講解第廿六品時，對於剛才所說的四諦、因果緣起、

輪迴涅槃出現的情形，藉由十二支緣起的順次與逆次，可以

清楚了知輪迴涅槃產生等情形；所以，先講解這一品。

其次，對於生死輪迴是如何發生有了領悟時，若問：

「輪迴是如何流轉？」則是第十八品。於閱讀第十八品之

後，才會了解無明的對治需要證悟無我之智，以及由此獲得

定準。接著第十八品之後，就是第廿四品，這是《中觀根本

慧論》最重要的一品；第廿四品對於緣起真實性作了非常詳

盡的抉擇。所以，如果此三品依照這個順序講解，則對思緒

會有所助益。

最早我曾提過，再來是在哲蚌洛色林寺說過。對吧！當

時悲瑪噶謙學長在場。那時曾說：「如果有時間就以這種次

序講解，或許不錯。」平常因為有授予傳承之請求，所以無

法如此作解說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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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之後，如果只選擇部分作講解，就不必按照順序貫

串下來；所以，這算是我的自說。呵呵！我順著自己的想法

來講解，覺得應該沒什麼不可以。你們大多數人有獲得傳承

吧！以前在哪裡傳過呢？哲蚌寺或是色拉寺？曾經傳過一次

《中觀根本慧論》呀！喔！是配合《中觀根本慧論廣疏》作

傳授的呀！是色拉寺嗎？哪裡？喔！是果芒寺。就這樣來做

吧！

一是、有其關鍵性，二是、第廿六品乃大小乘共通；第

十八品應該也可以算是大小乘共通吧！這樣進行的話，是不

錯的次序。

頌曰：「無明覆蓋故」。如果想一想，如同剛才所說，

我們自他不論是誰都是不願意有痛苦，此外根本沒有人會喜

歡痛苦呀！特別以我們人類來說，絕對不會有人喜歡痛苦的

呀！其中，像是作學習、累積經驗，真的是有才幹者怎麼可

能希望痛苦？會想盡辦法大肆獲取別人所得不到的快樂，此

外，根本沒有不如此盼望的人呀！

雖然沒有，但是有時候那些高級知識分子卻是紛爭的製

造者；不僅在社會當中製造麻煩，就連他本身無論任何時候

都處在不快樂的狀態。相形之下，一位鄉下人（樸實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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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過著一天，內心的擔憂反而比較少呀！對吧！由於如此，

具智慧者雖然很有思考力，擁有很多經驗，很會想辦法，但

是希求的幸福沒來臨，取代的卻是眾多不悅意的聚集—單

單被不順遂所圍繞；這到底是什麼所造成的呢？追根究柢，

很明顯就是無知。

無知分為許多層次呀！整體來說，應該是對真實狀態的

不了知。例如做生意，假使從了解真實狀況上來經商—做

生意地點的情況、販售貨物、運費之狀況等等，對這些都詳

細了解的話，大概就有商業利潤可得。所以，現今非常需要

各種獨門行家的存在呀！即使是來往的交通，也必須全盤了

解之後才行動呀！

施予教育者從全面了知上—對於學童的想法、父母的

狀況、生活條件、身體、腦筋利鈍等全都弄清楚之後，才能

教導學問呀！縱使是傳授經論的老師，如果相應於根器與希

求，從了知上而善巧方便做教導，就很好呀！就像這樣，不

論是什麼，例如政治，從了解真實狀況之上，符合實際而從

事任何事務，就不會出錯；即使所想望之目的沒達到，至少

不會製造麻煩。

由於無知，作生意不亨通，管理政務也不順利，教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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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也不順手。例如：現今這個時代給予人們高等教育，而令

成為高級知識分子之後，卻也出現了許多社會紛爭呀！因為

有所缺失、有所不足呀！教育計劃者也是由於無知，而無法

周詳規畫，沒有考慮到所有的情形；不適合實際狀況，因此

會遭遇困難。即使是學生對內外的安樂應該如何生起，由於

未完全通達內外所有狀況、未全盤了解因緣—因為無知，

而遭遇挫折就很明顯呀！所以，現在這一世……

例如：有一天，嗯！是前天，我吃了些食物而嚴重腹

瀉，會瀉肚子並不是自己甘願拉肚子；而是因為在無知的狀

況下，飲食行為不當才會腹瀉呀！對吧！以此為代表，即使

是暫時的不順利，也是由於無知所釀成的呀！以一生（的不

順遂）來說，也是因為無知；一世又一世會有的痛苦，也是

由於無知而引生。任誰都不希望有痛苦呀！雖然如此，但會

出現不想要的痛苦是因為有所失誤、有所不了知。

無知，會從「如所有」與「盡所有」眾多類屬之中產

生。其中，會生起貪瞋心……嗯！首先這個先說明一下。

談論苦諦時，可分為外在與內在兩種苦諦。外在苦諦，

也是依照著因果緣起而進行；亦即，外在的器世間是從因

果緣起上而進行。集，如果突然要作說明，是有些困難。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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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各自的近取因3、俱有緣4之因，會從許多方面作變化。

在初始，世間壞空時是前劫壞滅、接著是空劫，這應該

是實際狀況呀！然後在進行「成劫」時，空、風、火、地、

水，不對，應該是空、風、火、水、地，須彌山擺一邊，呵

呵！空、風、火、水、地，正好符合；《寶性論》如此記

載，密續典籍當中也一樣，剛好能吻合；從科學上來說正是

如此，一模一樣。而這些為什麼會產生？

以人類為代表的各種生物那時還沒形成，雖然尚未出現

於這世間，但是外在因果緣起的運行，應該要有某種條件

呀！例如：外在細小微塵—虛空微塵；一個個虛空微塵結

合為一體，一種是逐漸地行進於有情識之上，一種是行進於

無情識之物質上。在這其中應該有其餘的條件存在，否則，

只說是僥倖出現就有困難。

例如：以現在我們這個粗略的身體來說，是依賴在心識

之上呀！對於依賴在心識上的這個身體，當談到其形成初

始的微塵時，與外在大地山岳構成之微塵是一樣的；近取

3 近取因：能生產自果實質的連續性。例如：由種子生出苗芽的因。

4 俱有緣：與近取因共同產生果；主要生起非質流部分者。例如：生苗芽時必須具備
的陽光、水、肥料、暖濕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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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前前微塵，與我們現在這個身體的微塵因是相同的。

科學家也是這麼說，佛教論典更是理所當然。由於如此，便

主張具形色的事物並沒有最初始的同類；這在《四百論》當

中有提到。

至於一種（微塵）行進於有情識之上，一種（微塵）行

進於無情識之上，是必須具備某種條件呀！不同意有創世

主，也不承許是無因無緣所生，也不贊同是恆常因所生；假

使這樣主張，則以理路可害損。如此一來，幾乎就是背理。

例如：在這世界上的聚落與城市，是因為有受用聚落與城市

的人類，所以才會形成聚落與城市。

就像這個例子，此器世間之所以會形成，應該就可以說

是由於有受用此器世間的有情眾生。但當時有情眾生還沒出

現呀！雖然該器世間的有情眾生還未形成，但是，因為有無

量無數的世界，所以，在其他各個世界的眾生，由於業力

又會醞釀成未來另一個世界的產生。其形成之根源是元素作

用，而元素作用會有變化，其中的一個要件應該就是業力。

那麼，業是什麼？這非常複雜，下面將會提到。

由於如此，器世間的形成是因為存在有情眾生，所以才

有器世間的這種關係應該是可以成立的呀。因此，所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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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世間由於是來自苦依—有情眾生的業，所以，隨著惑業

他力轉移的情形大致上就能夠理解呀！由於如此，這裡就說

「無明覆蓋故，後有……」；外在的器世間或許也可以說有

這種關係吧！而最主要是內在有情眾生。

所謂「有情」是依賴蘊而施設，不觀待蘊而獨立存在的

有情眾生並無法安立呀！由於如此，所謂「情世間」—眾

生必須依賴五蘊、或四蘊所施設才能形成。至於這樣的蘊是

如何構成的呢？則要證明其初始是由於無明之緣故。

起因於無明之證成，在我們的論典上乃將初始的無明安

立為「昧於空性的無明」；另外像是惡趣等，令造作非福業

的無明是「昧於業果的無明」。如同剛才所說「昧於業果的

無明」當中，會有蒙昧無知於微細的業果，而由暫時性不了

解因果緣起所造成的情形也很多。由於如此，可以廣泛地作

考量呀！

「無明覆蓋故，後有三類行，造作……」所謂「造作」

指施加行為、有所作為。所謂「業果」，一般指因與緣的因

果緣起。而因果緣起當中，有一類應該是依據法性而產生；

從前前神識之因，而生出後後神識。神識當中例如：慈愛與

瞋怒二者之所以是牴觸心態以及彼此相對立，除了是法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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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應該不是由於業力所造成。冷熱二者持續地存在對立，

是法性；因此，大概有相當多是由於法性作用所形成。

心識屬於唯清明、並且不具物質色法。對吧！會這樣。

物質需要物質的種類續流，清明需要清明的種類續流；是

法性。這是由法性作用所形成的一類。而同一種類當中，例

如：在許多草木之中，有些需要多一點水，有些需要多一點

日光；我想這些大概完全是從物質方面所產生，這是它們本

身的法性、或是元素本身的作用，其中有多少成分是業力所

引生的呢？是需要想一想！非常奇特。

譬如以狗、或是以貓來說，在寒冷的地區，會有較厚長

的毛；在暖和地帶，毛就比較短一些。還有那可憐的兔子之

類，沒什麼自我保護的能力呀！除了逃跑之外。為了可以快

點逃開，對於敵方是否接近的徵兆，要藉由聽覺；所以有許

多野獸有大大的耳朵，可以用來聽到遠方的聲音，這點牠們

知道呀！而大象長長的鼻子可以聞到很遠的味道呀！所以，

像這些類是屬於有情識的眾生。

如果是無情的物質，我覺得其中的各種元素自會有相當

的功用產生。一方面是法性，從法性上，又有元素所生出的

效力。我們所謂的「作用道理」，作用道理當中應該包含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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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所具的功效。譬如：地球北極夏季很短，沒什麼日照；

不像其他地區有著相當時期的溫暖季節。但是在這麼短少期

間，花草之類的生長，竟然可以發芽、開花、成熟果實，完

成全部過程；不這樣的話，時間會不夠呀！很奇怪呀！

所以像這些類屬，有多少成分是物質作用？有多少成分

是由於法性？以此二者為基礎上，或許就產生因果互相觀

待。對吧！到底是如何？而其中業力具有多少因素？是應當

作思維。很難說全部都是業力所造成，也很難說全部都與業

力無關。由於如此，於外在物質的因果法則當中，有多少成

分是由業力所造成的呢？

至於內在—士夫身軀，因為與苦樂受的引生具有直接

關係，所以，應該可以說是與業力的關聯性較大。像這樣的

業，在此是以共通的因果緣起來談論。共通的因果緣起當中

所謂「業果」的「業」，作者結合動機差異來造作行為而完成一

種新的因，就稱為「業」；由此而產生的果，便是「業果」。明白

了嗎？

一般的因果緣起，是一類。因果緣起當中結合動機差

異，作者完成一種新行為、造成一種新的因，依此而發生的

果，就是「業果」。這樣的業「……三類行，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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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類行」或是指身語意—身業、語業、意業，或者是福

業、非福業、不動業。

至於所謂「三界」的存在，應該做個證明呀！不可以只

說「是經論上所記載」吧！是否屬於極隱蔽分，我想應當作

個思維。例如：我們現前可見的人群當中，有些人很喜歡外

在熱鬧繽紛的場合，有些人則喜歡待在不吵雜而寧靜的地

方；會這樣呀！所以，由於性情的差別，喜愛熱鬧繽紛的人

即使手邊只有花花綠綠的紙張，也會設法把它裝飾起來。反

之不喜歡嘈雜者，則會自己安靜地單獨待著呀！由於性情的

差別，所以對外在的熱鬧繽紛，就有造不造作者呀！

就像這個例子，對於外境主要以五門識作接收，為了受

用色聲香味觸五妙欲而作追求；隨順於如此心思層次的業，

就形成欲界。亦即，相應於此之器世間，是依賴色聲香味觸

等妙欲而生活的一種世界。

另外一種是，不將五門識與色等外境之值遇所會生起的

苦樂視為主要，而全神貫注於內在心念而作思維。這種情形

我們可以看到呀！存在我們藏人之中、佛教徒之中，連外道

也有呀！拋捨人生，真正地實踐離世修行；不用說別的，就

連衣服也沒有而赤裸裸地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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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印度的昆部節慶期間，我去看過幾次；真的是有

那種赤裸仙人。雖然不知道是否全都一樣，但有些人真的是

在喜瑪拉雅山脈的片石山間、雪山之中單獨待了許多年；如

果於臍輪火或禪定方面不具有相當的修證，怎能輕易地持續

待下去呢？

由於如此，有這樣心念的差異性存在呀！其感應的果，

是可以不必依靠外在妙欲物資所構成的一種世界。因此，欲

界、色界、無色界之所以形成，是依據各種不同的因—粗

細心思所構成；因為是我們現前可見，所以彼等之結果，一

般來說或許就可以稱為「三界」。

總之，內心由於跟隨貪瞋他力轉移而紊亂思緒，以至於

造作害損其他的業，彼果報就是投生苦苦熾盛的惡道；其能

引業就是非福業。而引生欲界的是善業—福業，以及引生

上界的是不動業；這就是三種業5，是為「三類行，造作彼

等業，往來情世間」。由於「無明」而造作「行」業，因為

那些業，而往來各式各樣的生處6；所說的意思就是這樣。

5 《俱舍論》第四品〈分別業品〉：「福非福不動，欲善業名福，不善名非福，上界
善不動。」。

6 一般而言有四生：卵生、胎生、濕生、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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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到這裡為止。

昨天講解到「後有三類行，造作彼等業，往來情世

間」。

具有行因緣　識入諸眾生

倘若識趣入　則成名與色【第二偈】

「具有行因緣，識入諸眾生」，這非常複雜。「行」

業，例如以身業、語業來說的話，身體做了頂禮的行為，頂

禮結束之後，身業就停止了呀！那麼，在身業止息之後，將

來會產生此業的果吧！業已經停止，直到引出果為止，應該

想想會有一種連結者呀！於此，佛教學者做了許多的探究，

並於諸多研究之後出現了不同的解說方式。

總之，最主要的是：一方面因為身業—身體做的行為

停止，所以在身體動作完成時，壞滅的性質就形成；身體舉

止所具的壞滅性質，在壞滅形成之當下就變成了「滅逝」。

而身體動作停止的「滅逝」由於是從因所產生，所以，生自

因的「滅逝」於存在之際乃是依據因才會形成、藉由因才會

出現；是故會將「滅逝」說為有為法呀！因為「滅逝」是有

為法，所以已壞滅的「滅逝」就具有產生果的作用。

若問：「這樣的『滅逝』在何處呢？」即在所謂「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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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附著處—識」之上；於此，月稱論師有清楚的闡明。所

謂「我」只不過是依賴蘊所假立，此外並不是在蘊當中而安

立「我」；因此，「唯我」—依賴蘊所假立的唯名假有的

「我」如果能夠安立，則所依賴的蘊也能安立成唯名假有的

蘊呀！如此一來，輪迴涅槃的安立全部都可以架構成唯名假

有。所以，「唯我」是習氣的附著處。

但是，如果以「我」所依賴之主要假立的施設處來說，

一般是蘊；特別會說是「憑藉『識』之續流而作假立」。因

此，習氣的附著處便為意識；或者追根究柢來說，我想大概

就是在微細識之上；無上密續當中有提到一種「微細心識」

呀！

我覺得或許可以這樣吧！所以，於補特伽羅所安立之

「我」的究竟施設處，就變成應當在「最極微細心」之上做

思維。

由於如此，「具有行因緣，識入諸眾生」即在說明：如

是之業習氣乃存留於識之上，而具有這種習氣的識續流就會

進入來世而輪迴，是為「識入諸眾生」。

「倘若識趣入，則成名與色」，持取生處之後，首先就

是名蘊以及色蘊。區別名、色二蘊，是因為一般乃依據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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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而區分成色界與無色界，無色界由於沒有粗略色，所以是

名蘊；通常具有形色者，在名蘊之上還有色蘊，是為「則成

名與色」。

若成名與色　六入則產生

憑依六入故　如實引生觸【第三偈】

「若成名與色，六入則產生」—像是眼等六入就會產

生。「憑依六入故，如實引生觸」，憑藉眼等入處，那些根

門就具足生出眼識等之增上緣7，當與表象等外境接觸時就

形成所緣緣8；與所緣緣值遇時，境、根、識三者和合而受

用外境，由於受用外境而產生觸，是為「如實引生觸」。

於眼色能念　依而唯生故

如是依名色　從而便生識【第四偈】

「於眼色能念，依而唯生故」，如是，觸的增上緣是眼

根；如果以「眼之合觸」為例，則增上緣就是眼根，所緣緣

是外境，即為「於眼色」。所謂「能念」指作意，為等無間

緣；憑依彼等，所產生的唯是眼識。「如是依名色」，如是

7 四緣之一。對於生果能增強勢力，如眼等五根對於生起自果眼等五識能增加效力，
故名增上緣。

8 四緣之一。能使心識生成境相，謂緣色、聲等外境而後生起心識；故名所緣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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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名蘊以及色蘊，即「依名色，從而便生識」。

眼色以及識　三者所和合

即彼是為觸　由觸遍生受【第五偈】

「眼色以及識，三者所和合，即彼是為觸」，境、根、

識三者和合而善加受用外境，就是「觸」。「由觸遍生

受」，根據境、根、識三者之和合而善加受用外境所產生的

「觸」，會生起「受」；「受」中之「感受此」可分為樂、

苦、不苦不樂三種。「感受此」是能領會，由此而生出感

覺。

因受故生愛　為受而成愛

成愛則近取　是為四近取【第六偈】

「因受故生愛」（之「愛」）有遠離痛苦之欲求，不與

安樂分離之貪愛，即是「因受故生愛」。

「為受而成愛，成愛則近取」說明：由於這樣的苦、樂

受，會引生想不想望之「愛」，依此「則近取，是為四近

取」。由此所引生苦樂受的來源有：色、聲等妙欲；以及各

自覺得心滿意足的常、斷見解；還有「我」想—將「緣於

具壞滅性質之蘊聚的我想」執著為真實的薩迦耶見；另外

是，各個內心感到自我饜足的禁行。對於那些對境出於貪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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耽著而接受，並且取來當作是自我所擁有。

具近取則生　持取者之有

倘若無近取　解脫而無有【第七偈】

如是，往昔由於無明而造作「行」業；行為中止後是滅

逝，滅逝所存住處為意識，於意識上，具有引生果的那種效

用藉由「愛取」加以滋養，在令後有—來生果的完成變得

具力之階段—乃於因安立果名而成為「有」。亦即，在

「有」之能立因變得具力之際，乃將果名安立於因上而稱為

「有」；此猶如業之習氣—行為中止後的滅逝。如果動作

停止便中斷了呀！但是，這裡就是如此安立「有」，故說

「則生持取者之有」。

「倘若無近取」，如是，雖然會生起苦樂感受，但是會

有苦樂受是由於極度耽著；極度耽著之所以產生……

這有差別呀！例如我們生起欲望、或是瞋恨的時候，並

不只是由於對境的好壞因素所造成；必須與「我」結合呀！

是「我喜愛、我不喜歡」，並不是因為他人喜愛而生起貪

戀，因為他人不喜歡而產生忿恨吧！是由於我覺得悅意才生

起貪愛，我感到不歡喜而產生瞋恨。

所以，貪瞋生起時，是愛恨的產生境與「我」結合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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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貪瞋。

由於如此，將對境以非理作意之分別心虛構成超乎實情

的那個捏造者—我，其力量越強大，分別心所假造的虛構

就越大呀！對吧！這樣一來，所謂「要獲得解脫不需要斷除

所知障，只要斷除煩惱障即可」的主張者乃認為：證悟補特

伽羅無我之後，即使未證悟法無我，也能夠脫離輪迴。如此

之宣說者所考慮的就是（上面所說）那樣。

亦即，執著「我」的強烈力道如果能減弱，則於那些對

境即使未觀見無我，也可以解脫；說的就是這種見地。總

之，「我」想越是猛烈，則對於「我喜愛這個，我不喜歡那

個」的貪瞋耽著就會越強烈；這很明顯呀！

由於如此，「倘若無近取」，如果沒有自主的持取者，

也就是假使持取者沒有獨立自主的「我」執，則對所領會的

感受就不會生起愛著、不會產生貪瞋。對樂受存樂想而追求

安樂，對苦受存苦想而要捨棄痛苦，是合乎道理的、正確

的。

雖然如此，但是以非理作意之分別心加以捏造，對於悅

意的部分以分別心臆造而變成滿分，這就形成顛倒錯誤之心

思。於善存善想，是符合標準；對苦存苦想，也符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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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吧！由於如此，就說：「倘若無近取，解脫而無有」。

有亦為五蘊　從有而成生

老死及憂愁　悲嘆與苦痛【第八偈】

心躁煩亂等　皆由生而起

如是所生成　唯此痛苦蘊【第九偈】

然後，「有」緣起是怎樣的情形呢？「有亦為五蘊，從

有而成生」，完成「有」緣起之後，就是「生」緣起、與

「老死」緣起，故說「老死及憂愁」。臨終時，由於驚慌於

面對死亡而憂愁，發出悲嘆；「苦痛、心躁」：因為五根壞

損而產生苦痛，以及內心不愉快而煩躁紊亂。由於被傷損，

所以身心煩亂，是為「煩亂等」。

「皆由生而起」說明：由於投生為人類的緣故，所以在

這一生當中許許多多的爭執、災害等，（變成像）是我們專

門造作的；即使不是專門造作，亦會從取得蘊開始，自然就

存在病痛、歡喜等。像這樣蘊體成熟而轉變成其他的老苦，

以及蘊體之種類續流消失的死苦，這些之所以會自然順勢出

現，乃根源於有「生」。

因此就說「如是所生成，唯此痛苦蘊」。這裡提到的

「苦依」，就是佛陀所說的「此乃苦聖諦」，乃就痛苦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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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次第作宣說。

行乃輪迴根　故智不造作

無智為作者　智見空性故【第十偈】

所以「行乃輪迴根，故智不造作。」對於剛才說的「此

乃苦聖諦，此乃集聖諦」二者，十二支緣起乃極為詳細地作

了說明。與此同時，「十二支緣起，最慢三生完成，最快二

生完成」，猶如此說，以二生而言……

喔！先說三生。無明、行、因位識，是二支半緣起，為

一生。接著經過中間的生世，在臨終時由於「愛取」的滋

養，而完成「有」，是為三支緣起。緊接著那一生，就從

「名色」到「老死」進行出生的緣起，總共說成三生。

會這樣就是剛才大略提過的：從腦筋之粗細微塵上，很

難將心識徹底解說清楚。由於如此，基本上粗略的心識必定

是依賴著腦筋，但是當心識變得越來越微細時，大概自治與

自主的能力就越強。

所以追根究柢，它本身也是有一種維持自體的法則，因

為其乃是具生滅體性之有為法，所以應該就會有一種同類近

取因。

而具形色之物體，要成為唯領納體性事物的近取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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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困難；由於如此，假使不安立與其類屬相似之近取因就不

成。所以，從心識無初始上證成前世，就非常值得作思考。

但是比較重要的是：對於我們所謂「清明並了知是心的

定義」，不只是在口中說說；而是稍微思維一下所謂的「清

明、了知」。可以的話，就專心一志地遮止分別散亂—不

紊亂真正心識地令其本性呈現於內心；從這樣的體會上而理

解「唯清明之本體」—心識，乃非常重要。

有如此之認識以後，假使能做個思維，則對於所謂「心

識具前行，心識之故」之宗法道理，才會覺得有意義、有價

值。所以，這非常重要呀！藉此，便證成前後世。如是，倘

若有前世，則來生很容易就可以安立呀！

總之，臨終時所依賴的是心識之續流；例如：會有安住

於禪定當中者呀！對此，一般從科學家的說法應該很難加以

解釋；有一些人正在這方面作研究。總之，就是心跳停止，

腦部血液流動中斷，因而斷絕腦部作用；雖然斷絕腦部作

用，舊的蘊體竟然不會發出臭味，如是持續好幾個星期；這

是真實發生的事呀！

剛才有提到的經驗量，最近我與一位認識的人見了面，

他說：在泰國有一位持守上座部戒律的比丘，應該是被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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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羅漢—在前二世代之前就證得阿羅漢的一位不可思議比

丘；好像是他親眼清楚看見世尊與阿羅漢等周圍徒眾。而在

他所屬的自宗之主張是：有餘蘊涅槃之後，自己之心識續流

便斷滅。

但是，因為他無錯亂地親眼看見世尊與阿羅漢等周邊徒

眾，所以他說：「世尊與徒眾等直至現在依然存住。」自此

以後，他就變成這樣的承許者。

然後，他的一位徒孫—目前還在世，他對觀世音菩

薩……觀世音菩薩，這出自大乘典籍呀！他對觀音菩薩特別

地重視以及具有信心。有一次他到中國某個地方朝聖，在一

座寺院中有一尊觀音菩薩聖像，當他很虔誠地作祈願之時，

從觀音聖像……如果在黑暗中點個火，會看見亮光吧！就像

這樣，從觀音聖像射出真實亮光照在他的頭頂上；哪有被拍

照下來，我看過那相片。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曾經開玩笑地說，以前……是不是月稱論師

呢？月稱論師與月亮居士作辯論，觀音菩薩很詳盡教導月亮

居士，所以月稱論師覺得很無奈，而對月亮居士作追查；對

不對！就是所謂「聖者悲心真小—偏心觀音」這個故事。

泰國的比丘，以自宗的宗義而言並不承許這些呀！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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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比丘卻有觀音以慈悲發出光芒之親眼可見的照片呀！因

此，我差點也發出「聖者悲心真小」的抱怨。呵呵！這真是

新奇的經驗呀！

還有，平常我所提到的；已經過世的達隆峽崇仁波切，

他來到印度之後，有一次傳法給頂果堪界仁波切；當在傳授

達隆教派的傳承灌頂時，灌頂傳承的所有根本上師非常清晰

地出現在法會會場休息室的屋樑上邊。仁波切對我說這是他

親眼所見。

就像剛才所說，仁波切不是那種會說謊話的人，是我倆

隨意聊天時他才提到；並不是為了要在眾人當中炫耀而賣

弄。他為人非常謙虛，屬於惹噶夏家族；是一位經歷過人生

所有苦樂的人，絕對不是那種患得患失、心存顧忌的人。所

以，以上是他所說。就是會有像這些令人訝異的體驗呀！

由於如此，對於前世來生的存在，雖然我們無法從經驗

上說明，但是，根據理由作思索而加以剖析，會發現：如果

有前後生，則矛盾會比較少；假使不同意前後生，就會有許

多情形無法解釋。就像昨天所說，有關於世界的形成方面，

對於世間的事物是由哪些物質所構成？是可以作解釋；若問

其如何形成？也能夠加以說明；至於為什麼會形成？則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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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只好說是僥倖偶然；確實非常困難。對於最初始的形

成，要說是無因無緣就很難。

由於如此，就屬佛法的解釋最為深奧。二、三千年期

間，雖然有許多人在做探求、並且加以解釋，但是大概……

即使這會變成：因為我們本身是佛教徒，所以自認為最好；

然而，佛教典籍當中所作的說明，應該算是最為深邃、廣

泛。除了有一些像是昨天提過的須彌山之類，是稍微與現實

有點出入之外，其他則是令人覺得詫異。

如是，佛陀宣說了苦諦、集諦；在這之後並不是就告一

段落呀！又宣說了滅諦、道諦。那麼，滅諦將如何產生呢？

必須在「心自性光明清淨」之上做思索，還有所謂的「驟然

染污」。驟然的染污應該如何作理解？則對於染污—煩

惱三毒乃是顛倒心、執持方式也是錯誤的這些情形應當做了

知；如果有所了解，就可確定會有具力對治。

三毒的根本是實執愚痴，如果能明瞭實執愚痴是顛倒

心，卻未入住事物當中；雖然很強烈，但是因為是顛倒識，

所以對於其不具穩定性，應該就可以了知。判定其是否為顛

倒，要在微細空性上作分辨。無明可分為粗細許多種類，在

諸多粗細無明當中，要辨識微細無明，就必須對細品緣起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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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性的見解安立做剖析；然後才能認識無明。這很重要。

雖然能夠從嘴上講說，但是卻很難於內心作確認。假使

能了知唯名假有，則對於我們是如何作認持，便能明瞭如此

耽著的心為無明。由於如此，當通達之時，對於其乃有具力

對治，以及藉由具力對治，其可被捨離、為驟然性等情形就

能夠理解。在這之上，便可以了知阿羅漢果位能夠被證得。

所以，這裡說「行乃輪迴根，故智不造作」。「輪迴

根」說明：會產生「有」是由於「行」。「故智不造作」，

智者不會造作輪迴的根本—行，為什麼呢？因為「行」

生自「無明」，而智者了知：無明為顛倒心，無明之實執耽

著境連名言亦不存在；不僅徹底通達無諦實，並且以所產生

的那些體會，令實執不再現起。總之就是：能抑制實執的力

道；因此，不會再重新累積引生輪迴生死的業；故說「故智

不造作」。

「無智為作者」，是否為智者在於：無錯誤觀見緣起真

實性並現前生起體驗者，亦即精於現前洞見緣起真實性。所

以，是否為智者乃互相對比之下而安立；此即為「無智為作

者，智見空性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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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無明斷　行等亦不生

無明將斷除　知而觀空故【第十一偈】

彼彼遮斷故　彼彼不再生

唯是痛苦蘊　如此盡遮除【第十二偈】

由於遮斷前前緣起支，所以後面也不會生起；後後的停

止乃觀待於前前之遮斷。總之，要中止後面的果，就必須斷

除前面的因。

接著是「唯是痛苦蘊，如此盡遮除」，「入」根本所含

攝的是五蘊、或者是四蘊，持取如此近取蘊之後，由於蘊這

個根基而會產生源源不絕之不順遂的痛苦；因為根本是來自

近取蘊，所以，作為痛苦的依附來源—近取蘊，藉由那些

道理就會被遮除。以此證成解脫呀！滅諦，追根究柢就是滅

除煩惱的離繫功德，更徹底深入地說即是斷除二障與習氣的

無住涅槃；是為「如此盡遮除」。

觀十二有支是為第廿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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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品—觀我法

剛才上面說過了呀！「智見空性故」，智者不會造作

「行」，因為觀見空性；未觀見真實性之無智者會滋長業，

智者洞見真實性，所以業不會滋長。那麼，所謂「真實性」

是什麼？就是剛才說的甚深空性，亦即緣起真實性。

一般所謂「空性」，大概在外道的典籍當中也會提到

「空」這個術語；總之，談到「空無我」時就會以「空」這

個名相來說。雖然如此，對於「空性」的義理，從「唯依賴

而假立、唯名假有的緣起」來解說，乃是龍樹菩薩不共的見

地。

所以在《二萬般若》與《大寶積經》當中……雖然不是

按照原文引述，但是例如：「色莫以色而空，色即是空」，

「空莫以空而空，空即是空」；總之，就是應當了知唯名假

有的空性。

因此，現在要說的是：一般，對於一切法無自性的空性

是應當了知與觀修，但是在觀修時，首先如果從自己身上做

觀修，則內心會覺得比較切實；有這種差別存在是因為所空

處。由於如此，一般對於補特伽羅無我，會先從自己身上思

維無我；因為如此內心會比較踏實。所以這裡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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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我為蘊　則成生滅者

若別於諸蘊　即無蘊性相【第一偈】

當提到「我」時，會將顯現在心境當中的蘊認為是

「我」呀！例如：談到名叫札西那人時，會在心中呈現出札

西的蘊體，從札西的身軀—體型、顏色等等情況所顯現在

內心的印象而去認定札西呀！

以自己為例，說到「我」時會從心境上呈現出蘊，而

將其認定是「我」呀！在內心所認為依賴彼而安立的那個

「我」會如何顯現在心中呢？是蘊的掌控者；就像身體可

以被指出來，所以，內心認為「我」也可以被指出來。但

是，假使如同所認定的那樣—因為可以指出個別的蘊，所

以「我」也應該可以被指出來，如此便是在「有無」上做思

維。

「倘若我為蘊」，如果將蘊安立為我，例如像是蘊當中

的意識。總之，假使必須滲入蘊當中而安立我，則最終除了

意識之外無他—只能在識之上此外別無他途。識分為根識

以及意識，根識並不具思想，所以要在意識上做考慮。

意識有粗細許多種類，當如是作思維時，最終會落在

「明光」之上。如果在「明光」上做思索，則「明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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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話，應該要能說成「我的明光，我的最極微細

心」；這樣又變成不妥貼。

同樣的，像是將「明光中止、明光現起、明光隨眠」，

說成「我現起、我隨眠」就很困難。

而在明光階段應該要有「我」，但是當必須將明光本身

安立為「我」時，卻又不恰當。如此一來，地水火風一切大

種皆消融，而只剩下明光之際，若要是什麼，則除了應該是

明光之外，否則別無他途呀！

平常會認為「我」是存在一般的蘊之中，但當思及消融

次第時，就好像是將內外全部都翻出來察看，並找不到任何

存在之處呀！

這樣一來，「倘若我為蘊，則成生滅者」說明：蘊為多

樣性以及蘊經常會有生滅，變成「我」也如是；同樣的，投

生到來世的時候蘊會更動，變成「我」也必須要轉換。如

是，出現許多不妥當之處；故說：「倘若我為蘊，則成生滅

者」。

「若別於諸蘊，即無蘊性相」說明：如果別於蘊而有其

他的「我」—一種非依賴蘊而安立，不須觀待蘊而自主存

在，則無法從蘊體的老少而安立「我」的老少。另外，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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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男女之分，從具有男性或女性特徵方面而分辨我是男

性、我是女性，像這樣也無法區分。假使「我」不須觀待蘊

而獨立存在，就無法如是安立；故說「若別於諸蘊，即無蘊

性相」。

如此一來，所謂「我」是因為無明習氣，所以才會在內

心認為是掌控身心的主人、覺得是存在外境之上；否則，對

於「根本不存在」是能夠在心中獲得確定。

洛桑確堅大學者在《互辨實執》曾說：「緣蘊而稱我，

唯破其實有，無遮作為境，不失具清明。」於此專心一志作

串習，若熟諳則可壞損實執；如同《互辨實執》所說，應當

生起如是之心念。

當產生這種「我不存在」的念頭時，則

若我無自性　我所豈會有

斷我我所故　無我我所執【第二偈】

無我我所執　彼亦非為有

無我我所執　凡見即未見【第三偈】

這應該是在「空性真實有」上做思維。

若斷內及外　我與我所想

近取即止息　彼盡故生盡【第四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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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將執著我的薩迦耶見遮除，然後滅除執著我所的

薩迦耶見。

同樣的，於蘊等亦觀見非真實，「士夫非地水，非火

非風空，非識非全部，除此何士夫。士夫六界合，是故非

真實，如是界各別，聚集故非實。」9猶如以上所說，總之

「我」非自性有，根本非如同顯現般存在；當思及這樣的無

我時，對於以「我」為基礎所安立的輪迴涅槃之有、寂亦不

存在。

同樣的，佛陀聖者本身只不過是依賴無漏蘊而安立

「我」，此外並沒有一種具自相有的佛陀聖者呀！以此所代

表的有、寂一切可能存在的事物，從觀見真實性之心識上，

便會產生將這些戲論全部遮除、止息的體會。

惑業由分別　滅盡故解脫

彼等由戲論　以空將遮斷【第五偈】10

所謂「解脫」是藉由產生惑、業之對治力，令其不再生

起而滅除煩惱；如是，不僅不會重新造業，連業的滋養者亦

9 出自《中觀寶鬘論》第一品第八十、八一偈頌。

10 此偈頌若翻成七字一句則為：「煩惱業盡故解脫，煩惱及業由分別，彼等戲論而戲
論，藉由空性將斷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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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所以就獲得解脫；即是「煩惱業盡故解脫」。為什麼

呢？

因為形成輪迴生死的業是來自煩惱，煩惱來自非理作意

的分別心，非理作意的分別心來自實執戲論，如是之實執戲

論會被洞見空性的智慧所遮斷；是為「藉由空性將斷除」。

接著下一頌的「……說我」有一些不同解釋方式。

雖施設說我　亦宣說無我

諸佛或說我　無我無絲毫【第六偈】

如果依照字面來解說：一般追求脫離者，例如以解脫

之希求者來說，內外道有許多宗義，其中承許解脫之安立

者—非只對自己暫時衣食的困苦，而是針對稍微長遠一點

的痛苦想要拋除，以獲得永久的安樂者當中；「雖施設說

我」—從前世來到此生、再前往來生的「我」，乃別於蘊

之他義。如是常、一、自主的「我」，雖然俱生心中未如此

認為，但是受到宗義之改造，而變成「有常一自主之我」的

同意者；是為「雖施設說我」。

「亦宣說無我」，佛教自宗不僅說補特伽羅並非常、

一、自主之我，而且主張補特伽羅不是獨立自主的實體我。

許多經藏會因應需要，而在諸多宗義當中宣說這種粗品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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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論；是為「亦宣說無我」。哎呀！這樣不太對！這應該

是搭配佛法而說的。那麼，這樣作解釋吧！

「諸佛或說我，無我無絲毫」，諸佛的究竟密意是什麼

呢？於我以及無我皆無絲毫—無我、亦無無我；總之，無

我、無蘊、亦無無我。亦即，從色至遍智一切法都是自性

空，而非從自性之有無部分區分成：有些無我、有些有我等

等。總之，就是從色至遍智一切法都是自性空，而自性空之

空也是無我。意思就是這樣，是為「無我無絲毫」。

如是之空性於現起階段是怎樣的狀況呢？

無法作言說　非心所行境

不生與不滅　法性如涅槃【第七偈】

然後，佛陀世尊為何會宣說各式各樣的法理呢？具恩本

師乃順應所化根器與希求而講說教法，除此之外，本師世

尊並未說：「唯此乃究竟自宗，所有人皆須承許！」由於如

此，頌曰：

一切實非實　真實非真實

非非實非實　即佛所教誡【第八偈】

先是「一切實非實」，有時會宣說「蘊、處等一切法皆

為真實」。「非實」說明：全部都具剎那剎那壞滅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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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變異的自性，非如同顯現般之恆常穩定、前後不更動，而

是剎那剎那壞滅。於持續之「常」作思維，將如是剎那剎那

不壞滅地持續存在狀況安立為「真實」；反之，「非真實」

就是剎那剎那作轉化變異；是為「真實非真實」。

《中觀根本慧論廣疏》 11說：「其後，對一些徒眾宣

說：『此情器全部，觀待於凡夫為正確真實，觀待於聖者後

得智為虛假不實。』此之真假亦以本身形成之第二時是否存

在自我之體性，而論虛假與否。」。

接著是「非非實非實，即佛所教誡」，「真實非真實」

之後對成熟徒眾宣說「非非實」，每一剎那皆變異的非真實

亦……如果為真實就不會剎那剎那壞滅，對吧！於勝義，顛

倒心乃非自性存在，而不顛倒心所執持之狀態亦非自性存

在，故說「非非實非實」。

「即佛所教誡」，順應徒眾的根器以及上下等心智、還

有因應所化是否已成熟，世尊才作教誡。總之，世尊所教導

的一切法，唯是為了引導至自己現前所成辦之果位而宣說。

11 此論典乃宗喀巴大師解釋《中觀根本慧論》之鉅著，論典實際名稱為《中觀根本慧
論理海疏》，藏人又稱其為《中觀根本慧論廣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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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獲得徹底斷除二障與習氣之離繫功德，就必須現證

能引導之究竟道諦，如是究竟之道諦即是「完全淨妙」之究

竟空性。

由於如此，世尊所宣說之法蘊全部都是為了趣向空性、

將入空性、趣入空性而教誡。所宣說之無常、苦，最終是要

趣向空性；「故由無常苦，因苦說無我」所說就是這樣。其

後，教誡「補特伽羅獨立實體空之粗品無我」，是將入空

性，對通達無我作了引導呀！

例如：所謂「猶如依支分，安立諸車乘；如是依賴蘊，

稱世俗有情。」說明：必須依賴蘊而安立補特伽羅，所以，

其只不過是依賴所假立；此外並不具有獨立自主的實體，此

教誡就是將入空性。然後「照見五蘊皆空」所說，因為是毫

無隱瞞地直接宣說空性，所以就是趣入空性。以上是「即佛

所教誡」。

非從他了知　寂不論戲論

無分別非異　即空性性相【第九偈】

「非從他了知……」乃為了破除邪見而宣說五性相。

依賴彼所生　暫且其非彼

亦非異於彼　是故非常斷【第十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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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任何法如果需要依賴某物才能安立，則與依賴處非

一、亦非異；所以說「是故非常斷」。

佛陀世怙主　甘露之教法

非一非異義　非斷亦非常【第十一偈】

佛雖不出世　聲聞眾亦盡

然辟支佛智　無師而善生【第十二偈】

觀我法是為第十八品

剛講解的空性—緣起真實性，聲聞阿羅漢以及獨覺阿

羅漢彼等亦全是從通達細品空性上，將煩惱連同其種子斷除

而現前證獲阿羅漢果位。三乘之聖者都必須證悟空性，如果

因未證悟空性而不現見真諦，則無法現證滅諦；如是作了抉

擇。

由於如此，這樣就很清楚了呀！所謂「空性」為什麼重

要，以及應當證悟的理由，即由此作了說明；除此之外，並

非指佛法經常在說的「空性」是由某一位學者很聰明所隨意

做的宣說。

假如是一位確確實實的佛教徒，則對於佛法真正的所

指—涅槃，就應當以身為真實的佛教徒而對涅槃作追求；

此外像是作法會、禮拜供施，只有這樣是很難成為佛教修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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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只是捨棄十不善的修行，連外道也有，除了是邪見之

外，否則是共通的呀！把所謂「解脫」當作是內心的一種功德，

於其，如果能精進於追求之心念、以及能成辦之道，就會成為真正

的佛教徒。

由於如此，佛陀的教法是所謂的「緣起」，而「緣起」

義理追根究柢就是：緣起真實性—細品緣起。總之，就

是對所謂「空性即緣起、緣起即空性」的細品空性有所領悟

上，而於根、道、果的安立全部做了知。

總而言之，由於昧於空性而輪迴—無知於真實性而輪迴，因

了知空性而涅槃；從了不了知空性而區分輪迴與涅槃，關鍵就是這

樣形成。因此，就說：應當了解空性乃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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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四品—觀聖諦

接下來是第廿四品：

此等若皆空　無生亦無滅

則四聖諦等　於汝即成無【第一偈】

因無四聖諦　善知與斷捨

觀修及現證　變成不合理【第二偈】

彼等非有故　四果亦不存

無果無住果　諸向亦非有【第三偈】

倘若八士夫　彼等無僧無

因無諸聖諦　故亦無正法【第四偈】

若無法與僧　如何有佛陀

如是言空性　害損於三寶【第五偈】

而且於果報　非法以及法

世間之名言　全悉成壞損【第六偈】

我們有很多人在內心會認為所謂「空性」就是沒有，一

般我們對「空性」是：聽過這術語，但是不了解意思；所以

在平常就會說：「無所謂！沒有關係！因為是空性！」這真

是很大的錯誤。如果真正作思索，當說「空性是空」，差不

多就是指「有」的意思；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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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空性」是指自性空，當說「自性空」時是要具有

某事物被空掉才說「空性」，否則，沒什麼要被空掉的話，

就不會說是「空性」。因此，說到「是空性」時就應當理解

成「有」的意思；會有這種涵義。但是我們……我們是理所

當然啦！

然而，具有詳細揀擇事物之大智慧者在作審察之時，卻

說：如果是不具自性存在之自性空—不以本性而成立，則

本身乃無自性，不具自我之本質，沒有執持本身體性的事

物。假使其不存在，彼彼事物就無法安立；如果其不存在，

則無因無果；假使其不存在，則無苦諦、集諦；如果其不存

在，則不會有滅除苦集之止息方式—法，而具有法寶相續

之補特伽羅—聖僧亦不會產生，甚至佛陀也不會出現。就

是這樣子解說。

所以，如果一切法自性空—把自性空掉，則沒有因、

本體、果，假使這些不存在，則我們現前可看見的「造善惡

因、得善惡果」，這些親眼所見之情況變成全被歪曲；因此

其乃是斷見。以此加以批評指摘，這就是以上頌文的意思。

於此，龍樹菩薩是如何回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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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彼而言汝　不知空本質

旨趣及涵義　是故而受損【第七偈】

你—如果是外道，那就理所當然。假如是自宗的說實

事師，對空性義理駁斥說：「不應是空性」而做出以上的批

判，如此乃顯示出你們未了解空性的要義；故說「不知空本

質，旨趣及涵義，是故而受損。」。

其中「空性旨趣」說明：對於所謂「空性」應當了知的

目的理由以及關鍵是什麼，你們並不清楚；其次是對於空性

的本質、空性的涵義，由於你們對這些不明瞭，所以出現那

些批評。總而言之，就是對空性未善加理解，不了知空性義

理之緣故，因此才會有所指謫。以上是「旨趣及涵義，是故

而受損」。然後：

諸佛說正法　如實依二諦

世間世俗諦　以及勝義諦【第八偈】

如同上面所說，因為必須以二諦的安立作為基礎而講解

四諦，所以佛陀所宣說的一切教法都是依據二諦而教誡。

諸凡於二諦　不知差別性

彼等於佛法　不解深空性【第九偈】

說明：應當從了解二諦的安立上而領悟佛陀之教法，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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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若不了知二諦的安立，就無法通達甚深微細之佛法義理。

不依賴名言　無法說諦實

不知諦實義　不能得涅槃【第十偈】

說明：當提到「空性」時，指的就是自性空。自性空的

道理是：由於依賴而假立，所以自性空；因此，要有某種令

依賴而假立之事物根源。這樣的事物乃是名言之事物，如此

之名言事物會存在的法則是：依賴而假立、依靠其他才形

成，並不是自主產生；由於如此才會說自性空，故說「不依

賴名言，無法說諦實」。

首先是前陳（主詞）……要先將現前具損益作用的前陳

適當地作安置，於安立如是前陳法則之時，假若其以自主存

在，則應當找到；但卻不得，最後除了是背理唯依據名言存

在之外，並無其他安立方法。因為唯是依據名言才存在，所

以就是自性空；也由此而能夠確認空性之見解。

在沒有根源—例如兔角—根本不存在的事物之上，

便無法宣說空性的義理。因為以緣起這個理由而說自性空，

所以必須以緣起作安立，否則一種不具緣起之事物，就無法

安立自性不存在之空性；由於如此而說：「不證諦實義，則

不得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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謬誤見空性　劣慧成衰損

如蛇及明咒　舛錯持與修【第十一偈】

倘若不徹底通達如是之勝義諦—緣起真實性，則無法

斷除實執；如果無法斷除實執，便無法滅除貪瞋；假使無法

滅除貪瞋，最後就不可能獲得解脫。由於如此，應當了知空

性。雖然如此，所謂「空性」並不是那麼簡單；故說「謬誤

見空性，劣慧成衰損」。

對於空性的道理必須以詳細揀擇事物的優越智慧周密地思索，

此外，並不是單靠信任、觀想就可以了解。如果憑著信賴而粗略

認為一切法都是無自性、空性，一不小心就會有落入斷邊的

危險。

又，假使因為名言乃真實可靠而主張「有」，則如同

「表象累累置原狀，卻尋帶角之所遮；離障阿媽面容上，

並無所謂搖晃相，未中要害若太多，衰老阿媽恐逃跑」12所

說，而有落入常邊的危險；故說「謬誤見空性，劣慧成衰

損；如蛇及明咒，舛錯持與修」。

12 出自章嘉汝悲朵杰《辨識阿媽正見歌》第十、十一偈頌。頌文中將空性比喻為「阿
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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稔知此法深　鈍根難明瞭

是故能仁意　撤銷宣法理【第十二偈】

所成之缺失　不適於空性

故汝捨空性　於吾彼不宜【第十三偈】

諸凡堪為空　於彼一切成

諸凡不得空　一切皆不成【第十四偈】

汝將己諸過　全皆轉嫁我

猶如正騎馬　卻忘所騎馬【第十五偈】

以上之要義是：說實事師對於一切法連名言亦自相空之

安立，因為內心無法接受而加以批評指謫；此乃是由於對空

性義理—細品緣起未善加理解，所以才會批判駁斥。就是

這樣，今天就到此為止。

接著昨天所講的，看書本。「汝將己諸過，全皆轉嫁

我，猶如正騎馬，卻忘所騎馬。」接下來是：

若於眾事物　視為有自性

如是諸事物　汝見無因緣【第十六偈】

說明：於外境不論內外任何事物，近取者—我、以及

近取蘊等所包含的一切法，彼彼法的名言施設處—外境本

體，如果是以自相存在於各個外境上，亦即是本身自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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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需依靠其他的話，則彼即是非虛假地自然存在；這樣

一來就無法改造。

用我們世俗話來說就是：「那是他本性使然，沒辦

法！」如果是那人本身的性格、習氣，便不怎麼能加以改

變；在我們一般平常的對話會這樣說呀！由於如此，假若任

何一種事物本身的外境狀況具有自性，則無法改造；不能觀

待其他而有所轉變，故說：「若於眾事物，視為有自性，如

是諸事物，汝見無因緣。」。

如果仔細思維，不承許自性空—非本性空而具自性存

在的話，乃有極大的矛盾。有什麼矛盾呢？假使自主成立、

或自性存在，亦即，本身所具有的一切乃是自己所形成的

話，則各自所擁有的那些並不需觀待其他，如果自己所具備

的那些需要觀待其他才存在，便不是自主所形成。

《四百論》當中有提到：「凡依賴而生，彼不成自主，

此皆無自主，是故非有我。」總之，如果內外事物具有各個

之自性—非虛假之性質，則與觀待其他因緣乃互相牴觸，

並不可能，故說：「如是諸事物，汝見無因緣。」同樣的：

結果以及因　作者與能作

行為及生滅　果亦成壞損【第十七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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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現前可見的像是觀待長而說短；例如：我們的

三個手指—小指、無名指、中指，如果要談論長度的話，

是有個長度呀！此乃具備看法一致的標準。雖然有長度，但

是必須說明時，如果立起無名指而問：「這算是長？還是

短？」則只能回答：「相對於什麼？」此外並無法確定長短

呀！假如無名指與中指互相並排，則相較之下，無名指比較

短呀！會說：「它比較短」吧！

如果無名指與小指互相並排而問：「無名指是長？還

是短？」則剛才回答的「短」就不存在了呀！變成要回答

「長」吧！所以，假使在無名指之上本身就存在著「長」，

則不需要觀待其他呀！由於觀待才成立，因此可以說它是

長，也可以說它是短。以此為代表，可以變好、也可以變

壞；相較於某種是好，相對於某類是壞，會這樣呀！

例如：觀待於孩子是父親，父親觀待自己的父親卻是孩

子。而我們大多數的人就只是含糊不清地述說著；否則，如

果需要仔細做思索時，則孩子是否來自父親呢？並沒錯呀！

雖然孩子是來自父親，但是還沒有孩子之前，並不是父親

呀！成為父親時，便已經有孩子了呀！

但是又無法同意「因果俱時」吧！所以，變成好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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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來自父親，孩子尚未形成前，不是父親；所以，不就像

是非父親者生出孩子嗎？在孩子存在之後，父親才成立，不

是嗎？

如果我們不做辯論，只是以平常的話語來說因為將來會

有孩子出世，所以內心便根據未來要出生的孩子而稱名為父

親；因此孩子來自父親，父親就被安上「能生」之名。

如果仔細想一想，父親何時才成立？孩子存在時父親才

成立，孩子不存在就不會成為父親；所以能生孩子之種子，

並不是能生父親之種子呀！不是嗎？如此作思維的話，變成

不妥適。

有許多名言由於觀待而成立，所以才做了諸多安立；如

果那些安立各自具有本身的實質而不需觀待，則是矛盾的匯

聚，會變成動彈不得、無可言說、絲毫不能作施設。由於如

此就說：「結果以及因，作者與能作」。

如同昨天所說裁縫師那個例子，依賴行為而安立作者，

根據作者而施設行為，必須彼此互相觀待呀！是為「作者與

能作，行為……」。

「及生滅」，所謂「生」，這很複雜。生之作用，例

如：因—正趨向壞滅，果—正趨向生成；像這樣，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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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要在同一時間做說明呀！

雖然如此，作用是何者之作為呢？正趨向壞滅之作用，

是因的作為；正趨向生成之作用，是果的作為。兩種作用的

時間相同，而作用在屬於何者之作為上，則因果的時間不同

呀！

能依—作用、以及作用依附的所依二者如果自性有，

則應該無論何時何地都存在能依所依，假使這樣安立，就要

在「因果同時」之上做考慮；如果因果可以同時存在，則因

不需要壞滅呀！果存在的期間，因（繼續）待著那邊就行了

呀！但不是這樣呀！因如果不壞滅，果就不會出生呀！由於

如此，所有安立都變得像這樣不妥適；即是「生滅、果亦成

壞損」。

那麼，所謂「自性空」……「那個事物」不管任何時候

我們都會這樣指出來呀！「這個良善，這個惡劣，這是形

狀，這是顏色，這是柱子，這是某某」，會有指出的對境

呀！假若所指處本身並不存在，則應當指向何處呢？所以是

有？還是沒有？要說明的就是這個。

諸凡依緣起　說彼即是空

依賴而假立　其乃中觀道【第十八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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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為緣起法　絲毫不存在

是故無涓滴　非是空性法【第十九偈】

《中觀根本慧論》廿七品當中最主要的一品是第廿四

品，而第廿四品之中乃以此二偈頌為關鍵。如果能夠背誦整

部《中觀根本慧論》是最上等，假若不行，但能經常念誦此

二偈頌，那會很好。

世尊於《般若經》所教誡的空性，其義理並不是思及

「尋求而找不著、根本不存在」而宣說空性；所謂「空性」

乃從「是緣起」這方面而說為空性的本質，故說「諸凡依緣

起，即說彼為空」。

「諸凡依緣起，說彼即是空」當中的「諸凡依緣起」，

以剛才講解過的《四百論》裡的字句來說應該就很清楚；

「凡依賴而生」，無論任何事物本身之所以會存在是因為必

須觀待其他，如果是需要依賴其他才能存在，彼即不具非觀

待而自主存在之性質，故說「凡依賴而生，彼不成自主」；

假如是觀待其他，便不具非觀待而自主存在之性質。

「凡依賴而生，彼不成自主」，再來是什麼？「此皆無

自主」之「此皆」說明施設名言的自己以及……因為施設名

言的自己也是必須從心境呈現蘊上而作安立，所以自己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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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而安立的蘊，以及以此為代表，一切所受用—屬於我所

擁有之事物，再擴大到輪迴與涅槃所有一切法，這些全部都

無自主；「此皆」由依賴而假立，全都是由依賴而產生。

昨天說過的，並不只是因果緣起而已，是在說明細品緣

起—由依賴而假立。所謂「由依賴而假立」—觀待而安

立，凡是能夠觀待而成立，最終也是……如果是從施設處本

身而存在，則施設處本身就是自主存在，施設處自己形成了

呀！它不用觀待呀！所以，假若從施設處本身存在，觀待而

成立就很難安立。

因此，必須非從施設處本身存在，是根據名言、由依賴

而假立；唯是假立。由於如此，唯名的「唯」字涵意就很大

呀！所謂「唯名假有」、「唯此至要」乃極具關鍵呀！

然而，是以心識任意所創造的嗎？不是。雖然沒有不是

心識所施設的事物，但也不是以心識任意所造作。例如：執

持兔角的分別心假立了兔角，但是兔角並不存在呀！所以，

這就非常複雜呀！

因此，宗喀巴大師在《毗婆舍那廣論》當中提到：「修

學甚深中觀之友伴，縱於自性空上汝心境，難將因果緣起作

安立，然於如此即是中觀義，依止所云法理是為善。」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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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正確。

同樣的，在《辨了不了義善說心要》以及《中觀根本慧

論廣疏》兩部論典中都說：若有，則從外境上存在、或者以

心識施設而成立，有的情況除此二者之外並無其他。如果是

從外境上存在，則尋求施設義應找得到；因此，以尋求施設

義之理路能壞損從外境上存在，所以，有境存在名言上乃背

理證成。

《中觀根本慧論廣疏》當中所說：「願牽引心念至此」

意指：當在我們內心產生相當體會、並串習得差不多時，在

心中便能從「唯名」上適當安立能、所全部，唯獨「唯名假

有」才能形成各式各樣緣起而引出特殊信解。「一旦俱時無

輪番，唯見緣起非虛妄，執境全滅之信念，爾時見解齊詳

審」13，似乎就像所說這樣呀！

因此，就是宗喀巴大師說的：「縱於自性空上汝心境，

難將因果緣起作安立」。我們隨意在辯經場上辯論「自性

無、自性無」，很輕易地就脫口而出，但是，如果思維一下

其真正含意，在唯名上，因果行為之安立是個難處；「中觀

13 宗喀巴大師《三主要道》第十二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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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見解之難處亦為此」，乃《入中論善顯密義疏》當中所

說，是長時間應當作思維的呀！

然後，積資淨罪、祈請本尊與上師加持、研讀典籍，從三方

綜合上串習中觀見解，依次逐漸必定能轉變成滅除二邊之中觀見解

者。

此乃事物之法則，事物之法則如果在內心作思維，是可

以被了解，不可能不了知；對吧！就是這樣！並不是件容易

的事！以上是「諸凡依緣起，說彼即是空」。

「依賴而假立」，由於如此，無論任何法之所以為自性

空，是因為由依賴而假立，由依賴而存在，除了由依賴而假

立之外，絕非從本身而存在。因此，以依賴假立而存在，有

利害損益、造作一切行為；當是這樣時，也並不是沒有呀！

所謂「依賴而假立」當中之「依賴」說明：藉由其他作

用才成立，此外並非本身自主形成。「假立」意思是假立存

在、具活動行為，不是沒有，非無利害損益。

如同鳩內仁波切在《更迭讚》當中所說：藏文的「緣

起」一詞本身即是「緣起乃不離法性」，說明緣起乃是觀待

其他、憑藉其他。因為觀待與不觀待是直接相違，所以是觀

待時，即不具不觀待之性質—不觀待而自主；由於非不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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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而自主，因此就說：「緣起乃不離法性」。

「於世間事亦適宜」說的是「有、存在、具損益」，不

是「沒有」；不是像兔角只是假想出來，而是有、具備損

益，故說：「於世間事亦適宜」。因此接著是：「如諸理路

之大王，緣起係為具量語」14即說明：理路之大王乃是緣起

因。因，像是離一異因、金剛屑因等等全部，最根本的依據

乃歸源於緣起之理路。

頌曰：「依賴而假立」，以此斷除了二邊：滅除外境上

的常邊，也破除完全沒有的斷邊，因此而說：「其乃中觀

道」。

龍樹菩薩作答覆時指出：說實事師未區分「自性無」與

「沒有」，心中無法接受「唯名假有」之名相，而從尋求處

上—外境上必定要得到某物；當內心以此先入之見而作思

維時，對於「無如此之自性」之說便認為是「根本沒有」，

因而舉出那些傷損。

事實上，你所指出的那些傷損是你自己造成的；為什麼

14 完整頌文為：「緣起乃不離法性，於世間事亦適宜，如諸理路之大王，緣起係為具
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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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因為你承許自性呀！如果同意自性，則無法有因果緣

起。所說就是這樣。

由於如此，做了個總結說：「非為緣起法，絲毫不存

在，是故無涓滴，非是空性法。」《中觀根本慧論》最主

要、究竟的教誡就是這兩偈偈頌。接下來是：

若此全不空　無生亦無滅

於汝即變成　非有四聖諦【第二十偈】

這就像剛才上面所說。

倘若非緣起　痛苦豈存具

宣說無常苦　非於自性有【第廿一偈】

說明：如果痛苦不觀待因緣而自主形成，則不是永遠都

痛苦、就是根本不會產生；這與現實狀況相違呀！故說「痛

苦豈存具」。

「宣說無常苦，非於自性有」，一切有為法都是無常、

苦，凡是隨著無明轉移之全部都是痛苦。如果是自性有，就

不需觀待其他條件；因為以「隨著無明轉移」作為理由而說

明痛苦，所以痛苦並不是自主的苦，是觀待某事物而說痛

苦，故說「非於自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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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自性有　集將如何成

故於壞空性　則集不存在【第廿二偈】

假若不承許緣起真實性，則沒辦法安立苦諦；集亦無法

安立。

苦若有自性　滅則不存具

自性永住故　於滅成害損【第廿三偈】

如果苦集自性存在、不需憑藉其他，則無法做改變；假

使無法轉變，就不會有消除苦集的寂滅，故說：「滅則不存

具，自性永住故，於滅成害損」。

道若自性有　修持不合理

若道應觀修　則無汝自性【第廿四偈】

憑藉努力能使道之證悟未生令生起、已生者令輾轉增

長；這從我們的經驗可以得知呀！無可非議地存在呀！假如

是自性有，則藉由修持串習之力也不會有進步或興盛。

爾時若苦集　以及滅非有

則道之滅苦　何為欲證得【第廿五偈】

倘若以自性　未善加了知

彼焉成善知　豈非自性住【第廿六偈】

如是汝之斷　現證與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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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四果等　不得如善知【第廿七偈】

自性全持故　果為自性有

諸凡非可得　如何變能得【第廿八偈】

無果無住果　諸向亦非有

倘若八士夫　彼等無僧無【第廿九偈】

「無果無住果」說明無法安立向果。

無諸聖諦故　正法亦非有

無法及僧眾　如何有佛陀【第三十偈】

汝不依菩提　即可成佛陀

汝不依佛陀　即可有菩提【第三一偈】

汝之自性故　非佛為菩提

縱勤菩薩行　菩提仍不得【第三二偈】

任何法非法　永遠無造作

不空如何作　無作於自性【第三三偈】

說明：如果承許自性有，則於自性不會有作用，不會有

行為，不會互相觀待，不會有作為。

雖無法非法　於汝卻有果

以法非法因　生果汝不具【第三四偈】

以法非法因　生果汝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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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非法所生　果何故不空【第三五偈】

諸凡行害損　緣起之空性

世間之名言　即悉成壞損【第三六偈】

若害損空性　則毫無所作

不動卻有行　無作成作者【第三七偈】

倘若具自性　有情無生滅

且恆常永住　離暫時各樣【第三八偈】

倘若非有空　不得未獲得

痛苦無窮盡　惑業全不斷【第三九偈】

諸凡見緣起　彼即見苦諦

集諦與滅諦　以及道諦等【第四十偈】

觀聖諦是為第廿四品

就是這樣。由於如此，當我們提到所謂「空性」便認為

是「沒有」，這樣並不正確呀！對於之所以為空性—自性

空，善加思維其理由，再加上各自的經驗，如此一來便知：

除了自性空之外，別無他途；此情形乃是事物的真實狀態，

事物之實在本質就是這樣。

雖然如此，我們由於無明習氣，於內心卻又是如何看待

的呢？如同剛才所說，有境根據名言而背理存在，雖然有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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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依據名言而成立之外別無他途，但是在我們心中，不管

是從外在顯現色聲等事物、或是從內在生起苦樂感受、或是

呈現「我」想，無論何時，對於各種名言所施設之事物，在

內心會認為是真實存在那邊呀！根本不覺得是唯依據名言而

假立，卻以為是從外境存在，所謂「實有的感覺」說的就是

這個。

如是，就像所顯現那樣，覺得「這當然存在」而加以認

同；例如：對於所謂「我走、我住」，於一瞬間大概不具實

執，但是，當對所謂的「我」—從剛才顯現在內心所感到

的真實存在加以認同而強烈覺得是「我」時，如同所顯現那

樣存在的執著就會產生。

同樣的，色聲香味觸之類屬，於呈現出來時雖然沒有實

執，但是對於形色，心中加強力道而觀看之時，如同顯現般

真實存在就會被內心所接受而認同；根據此，會令貪瞋心產

生應該就很明顯。好好想一想的話，是稍微可以揣測的呀！

所以，在《四百論》當中提到：「如身於身根，癡遍處

而住，故一切煩惱，因癡滅而斷。」15意思即是如此。「如

15 《四百論》第六品第十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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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於身根，癡遍處而住」說明：眼根等之類並不會遍及到耳

根，各個根門各具有一個自相；而身根乃廣布至眼根、耳根

等。因此，如同此例，身體的所有支分都被身根所遍布，是

為「如身於身根」。

「癡遍處而住」說明：實執愚痴於貪欲、瞋恨、憤怒、

我慢、忌妒、吝嗇、具煩惱之懷疑等全部當中皆遍及；其中

在《四百論釋》有說……嗯！記不起每個字句，但意思是由

於愚痴……

總之，就是粗品煩惱之類應該是以愚痴為因而產生，如

同「亦依癡而生」所說，微細部分指的就是實執愚痴；然

後，稍微粗略一點就是執著補特伽羅為能獨立之實體有之

類，大概也有依此而產生的一類煩惱，應該就是所謂具所緣

相之煩惱，為阿毗達磨所說。

總之，是上下宗義全部都宣說的一種粗品煩惱，其乃

以細品實執為因而形成；至於連名言亦不承許自相有之教

派……

會有微細之貪瞋呀！當說到細品實執時，會有以此所引

出的微細貪瞋，而此與實執相應產生，應該就很明顯。「有

時雖全是貪瞋，但與具煩惱之愚癡相應產生……」所說，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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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煩惱是否都與實執愚痴相應產生呢？到底要如何抉擇？我

不是很清楚。總之，像這樣，所有煩惱應該都是依賴著實執

愚痴。

由於如此，「如身於身根，癡遍處而住」，因為這個理

由「故一切煩惱，因癡滅而斷」，由於這個緣故，如果滅除

愚痴，就能斷除所有煩惱。

所以，在月稱論師的《中觀明句釋》當中有說：世尊所

教誡貪欲的對治並不會成為瞋恨的對治，所教誡瞋恨的對治

也不會成為貪欲的對治。是吧！

例如：修持貪欲的對治而觀修不悅意，當觀修不悅意到

達相當程度，過一段時間有可能會增長瞋恨。至於瞋恨的對

治所宣說的是慈愛，極度觀修慈心與關愛之後，如果於對境

不善巧應對，反而會生起愛欲；這就有可能變成產生貪欲的

條件。

同樣的，畏縮的對治是生起膽氣，因為這樣而不斷思維

以增長膽量氣魄時，過一段時間有可能變成自傲。驕傲的對

治是退讓，因此，以對治不斷思維驕傲的過患，過一段時間

內心卻變成退縮不前，感覺「我什麼都做不成」而畏怯。會

這樣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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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如此，於各個煩惱所教誡的對治，並不會成為全部

煩惱的對治；而針對實執愚痴所教誡的對治方法，卻可以作

為所有煩惱的對治。在月稱論師的《明句釋》當中所說即是

如此。

那麼，應當如何滅除實執愚痴呢？在《中觀四百論》當

中接著上面而繼續說：「若觀見緣起，則不生愚癡」，宣說

了緣起真實性。如果宣說空性，則含意可以安立在任何地方

呀！因為宣說了緣起真實性，所以細品緣起以及……一面是

細品緣起，一面是自性空；如此故說：「若觀見緣起，則不

生愚癡，故此以全力，應說唯彼語。」16意思就是這樣。

由於如此，世尊所宣說的依賴因緣和合而生起之因果緣

起，乃是為了引導至細密見解所奠定的基礎；接著層次稍微

往上提高，宣說觀待支分之緣起；然後再往上提升，依賴施

設處而宣說能施設之唯假立—唯名假有的緣起，就是依照

這樣進行。

16 《四百論》第六品第十一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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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由於如此，所謂「煩惱」是否會產生傷損？如果我們大

家好好想一想，應該都能了知。

在這世界上從有人類出現開始，即使人類還沒出現之

前，就有旁生之類的各種動物呀！在好幾億年前左右地球上

有各式各樣生物出現呀！牠們彼此互相殘殺，非常艱難且驚

惶地生存著，從那時候開始就是缺乏歡樂、不安適地產生痛

苦，會這樣是由於煩惱所造成。尤其於人類出現之後一直到

現在，各種不順遂之情況爭先恐後地出現，這些都是出自煩

惱。

又，以現今這個先進文明的世界來說，事實上，能領悟

道理的心智在做了許多的學習之後，應該會比較改善；但

是，由於我們未將煩惱視為過患，卻接受那些苦惱，所以在

這種情況之下，知識才能的聰慧就變成是傷損自他的因素。

如果不仔細思索，貪瞋二者乃成為各自生存的所需；例

如以旁生來說，因為具有貪瞋，所以才能存活呀！假使不具

貪瞋地待著，就無法生存。

所謂「貪瞋」是什麼呢？貪欲是完成有利的條件—積

極持取順緣、追求需要就是「貪」，這是就一般來說；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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弭違緣、排除逆境便是「瞋」。

由於如此，自己要生存就必須具備順緣、排除消滅違

緣；所以，在俱生心中如果不具「我」或愛惜自我之心念，

就不會想辦法讓自己存活下去吧！為了自我的生存，需要具

備順緣、不遭遇違緣；因此，當快要遇到違緣時就會產生恐

慌，由此而引發的瞋恚憤怒於出現之際，便會產生對立反抗

的情形呀！這就是在驅遣排除不利的條件呀！

貪欲，首先是對「我」的愛著；接著是貪愛身體、貪愛

受用、貪愛親朋好友，這些是在匯集順緣呀！所以一般來

說，自己要生存就會產生貪瞋，貪瞋二者似乎是有其需要

性。然而，是從何處造成紛擾呢？

對於貪瞋，不以修持佛法的角度來談論；即使是一般心

理研究者也認為：其中是由百分之九十的非理作意分別心所

捏造而成；就如同昨天提過的那樣，是這樣解說的呀！

由於如此，雖然需要完成順緣，但是，對於順緣就應當

理解為助緣；然而通常卻會因為貪欲而超越限度，以分別妄

念加以虛構而有所作為。於此，只因是順緣而積極爭取雖然

並無缺失，但是，當對順緣生起貪圖之心，而非理作意地捏

造成百分之百的美好而極度耽愛，就會遭受衰損。而貪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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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越強烈，生氣的次數應該就越多。

相同的，排除違緣是具需要性；但是，當違緣攙雜上瞋

恚時，同樣也會被非理作意所虛構，而將微小的逆緣擴大成

百分之百。亦即，事實雖是某種情況，卻以妄念將其渲染成

十足的違緣，有時會因此而製造紛爭；這很明顯呀！

由於如此，我們以詳細揀擇事物的智慧應該如何做呢？

成辦順緣，僅就所需要的那些順緣而合宜看待為良善，不要

生起逾越於此的非理作意分別心；有幾分的良善就如許視為

良善。

例如：良善的部分如果有百分之十，就接受那百分之

十；假如超出百分之十而增加到二、三十以上，即是逾越實

際情況，就是虛構。

同樣的，不順之逆緣；例如：對於一位害損之仇敵，就

將仇敵視為仇敵；如果具有百分之十的違緣，就以剛好百分

之十的認定而給予適當的回應，假使高出百分之十以上，由

分別心所捏造而做出的對立反抗，就太超過了呀！

所以對此，佛法是如何解說的呢？於取捨，例如：當論

及應當斷除貪瞋時，並不是說不可以懷著成辦順緣或是消除

違緣的心念。必須存活下去呀！不僅要生存，還要成辦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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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呀！所以，增上生之成辦者必須積極獲取增上生的順緣、

以及消滅成辦增上生的逆緣，比起一般人的完成順緣與排除

違緣之必要性還超出百倍、十萬倍、百萬倍的是：我們應當

完成順緣以及消滅違緣呀！

必須要了解順緣為助緣、違緣為逆緣，需要有積極爭取

順緣的心念呀！需要生起追求菩提的希求心呀！必須要有希

望利他的欲求呀！這些並不是貪欲、不具煩惱呀！是從了知

其中的道理上，而採納接受的心念；貪欲是由於愚昧所形成

的顛倒心，追求菩提的希求心是合乎標準的呀！總之，是正

確的。

由於如此，其乃具備理由；於實際狀況無增損且恰當地

作認持而接受。會將瞋恚視為敵人吧！但並不是忿恨呀！對

吧！會把煩惱看成是仇敵呀！雖然將煩惱當作仇敵看待，但

是對煩惱生起瞋恨就不對呀！是不是很奇怪？

由於如此，在佛教典籍當中所說的邪見，不是只有滅損

邪見，還有另外一種是增益邪見。所以，逾越實際狀況而加

以虛構也是不可以，比真實所具情況還超過的看法，就是增

益邪見；如果短缺於真實所具狀況而看待，就是滅損邪見。

因此，所謂「應當消除增損二者」指的是什麼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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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按照所具的真實狀況而如實作了解，然後才作進退取

捨；所說的意思就是這樣。這不是很好嗎？如此做思維的

話，就會覺得：「喔！這真的頗有意趣呀！」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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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結

總而言之，心續中的煩惱屬於顛倒心，其根源乃歸咎於

實執愚痴；因此，所謂「實執愚痴」乃與真實狀態背道而

馳，就變得很明白清楚了呀！

至於什麼是空性的見解呢？依照真實狀態那樣而如實看

待並領悟之心思，即是所謂「空性的見解」。於此之所以需

要很殷切且緊要地作教誡是因為：在此之前我們一直非常習

慣以反面之心緒過活，所以必須設法以最有效的方法將其遮

除，因此就竭力宣說空性。

由於太過極力，而有誤解的情況；所以，龍樹菩薩便著

重於緣起真實性之宣說，而其根源即是佛陀世尊的密意，所

謂「凡由緣生即非生，其乃不具生自性」等等所說。另外，

在許多經續典籍當中亦一再宣說：「緣起—由依賴而假

立」。

龍樹菩薩總攝精要所作的講說，令我們於了解空性的實

質道理上重新開啟了智慧之眼，真的是具大恩澤！他的弟

子—佛護論師所著作之字詞簡短的《佛護釋》，不以辨析

為主要，而著重在調心方法的解說；實在是非常稀有而令人

訝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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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月稱論師的《明句釋》，對於清辨論師在《智慧燈

釋》當中之合理與不合理處作了相當的解析，對於佛護論師

之解說也詳盡作剖析；另外還提出自宗所主張的見解，當發

現不同觀點時，就再次做審察。為了決斷佛護論師乃徹底解

說龍樹菩薩的密意，便在《明句釋》中做了許多辨析。

總之，這些論典非常地重要。雖然不是很懂，但是稍微

閱讀一下這些經典，然後作個祈願，像這樣來做是很緊要。

然後，再增添我們西藏雪域諸大學者與成就者等等往昔聖賢

極具關鍵的各種著作；而追根究柢，則應以印度學者的論著

作為主要依據來源，這非常重要。

我們有時候會不注意而疏忽了根源—《丹珠爾》與

《甘珠爾》之類，只有在結法緣時才念誦一下，平時則不太

留意去閱讀；像這樣擱置著，真是個錯誤！所以，從根本做

起是很重要的。

因此，我經常在說的：我們是承襲於那爛陀教派；因為

是那爛陀教派的執持者，所以，那爛陀教派之諸學者所著作

的那些論典是最終、最根本的依據來源，勤奮刻苦學習那些

（論典）乃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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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根本慧論精華三品
～傳授於2010年

前　言

各位法友們，首先向大家問好！今天主要是針對華人法

友們要來結法緣。

今天我們在這裡講聽佛法的目的是什麼呢？如同「願消

三毒煩惱」等祈願所說，斷除煩惱的究竟離繫功德要於自他

心續生起，必須依次逐漸往上增長。所以《心經》當中說：

「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現在是一位隨三毒他力所轉移的凡夫俗子，不會因為藉

由祈願就馬上能夠成就佛果。以世尊為例乃是積聚三大阿僧

祇劫的資糧，依次行道，最後才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總之，四種有學道，一種果道；亦即，資糧道、加行道、見

道、修道，以此四種有學道為前行，而現證果—無學道。

所以《心經》說的「揭諦，揭諦」是資糧、加行二道，「波

羅揭諦」指見道，「波羅僧揭諦」指修道，「菩提薩婆訶」指果

地—奠定菩提基礎；因此，心智必須輾轉往上行進呀！

例如：以外在因緣的緣起法則來說，播下種子之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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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部就班才能開花結果，此外不會一下子就完成呀！像這

樣，內在的因果也是要先結合因緣，接著以順緣令違緣越來

越少，如是，心續才會輾轉往上增長；所以，循序漸進地修

持心緒，變成是一種現實情況。

要轉變心思的門徑或方法是什麼呢？主要是智慧。為什

麼呢？因為智慧會引生信念，於道理作思維、剖析時，越作

分析就越能獲得信解。當理解新的義理時，對所了解的義理

就會得到確定、相信；所以是以智慧為主，將智慧當成助

伴，可以看到往昔所未見，明瞭以前所未知。因此當清楚其

利益時，便會生起追求的欲樂。

欲樂類屬，一種是追求來世增上生之欲樂，一種是追求

解脫之欲樂，一種是追求遍智果位之欲樂；有三種不同的欲

樂呀！這些欲樂大致上是越來越微細、寬廣，要生起這些欲

樂必須將智慧當成助伴；對於來世獲得增上生的違緣是什

麼、順緣是什麼，藉由了解這些情況的智慧作為輔助，加上

對增上生利益的了知，便會產生追求來生的欲樂。

同樣的，觀見輪迴的過患，以及由於輪迴的根源—煩

惱乃有具力對治，所以煩惱可以拋捨滅除。而斷除煩惱的離

繫功德乃是恆常的安樂，這也是以智慧為輔助，特別是煩惱

084 中觀
根本慧論

精華三品



能否滅除乃根源於要斷定「煩惱是否為顛倒心」，而這除了

運用智慧來判斷之外，以欲樂並無法成辦。所以，遮除煩惱

的離繫得以存在，以及於自己心續上可以證獲這種離繫，以

智慧作協助而明瞭時，就會生起追求解脫的欲樂。

如是，窮盡虛空之有情心續中的煩惱與所知障等乃有具

力對治、以及可以脫離染污，如是滅除染污之具足二淨法

界—所謂「大菩提」之究竟具足二種清淨的法界，在所知

範圍是可能會產生、會出現。於自他心續……如果先觀見

於自心續能夠生起，便可以了知相同類屬的其他有情也能生

起。

假使產生這樣的心念，並藉由智慧協助而觀見有何利

益、目的等等時，就會生起追求無上正等覺果位的欲樂。因

此，最最主要是以智慧作為助伴而成就。

尤其是從加行道開始，加行道上行至見道，見道上行至

修道，修道上行至無學道，這些都是在平等住當中進行；而

不是完成於後得位階段。欲樂會於後得位之時生起，屬於方

便之修持；在平等住當中唯是智慧。

所以從一地轉移到另一地，只會在平等住當中進行，而

其乃以智慧為主。由於如此，我們稱《心經》為「般若波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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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多」—到達智慧之彼岸，不是「方便波羅蜜多」，而是

「般若波羅蜜多」呀！所以，詳細揀擇事物的智慧乃非常重

要。

那麼，我們隨煩惱三毒轉移的心續能夠改變的主要關鍵

是什麼呢？應該是出自《般若經》當中，至於是哪一部，

我記不太清楚。總之，有句話是「於心無有心，心自性光

明。」。

其中「於心無有心」的「於心」說明：由於苦樂的根本

主要來自是否調伏的內心；所以，全部的苦樂都歸根於內心。外在

的器世間是會成為苦樂的條件，但是，最主要還是從內心發

生作用，因此就說「於心」。

「無有心」說明：對於心，我們是如何認定的呢？提到

身與心時，感覺是真實存在呀！但是事實上不是真實存在；

分明不是真實存在，卻執著為真實的是無明。所以，無明的

耽著境—心從自方成立，於名言上亦不存在；因此就說

「於心無有心」，心並非如同內心所認定般具有心之自性。

心非如同內心所認定般具有自性，乃是心的法性；而如

同內心所認定般持取而執著者，即是顛倒心—無明。將內

心所認定之存在破除的聰穎智慧，則是洞見真實狀態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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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反之，錯誤認定真實狀態的是顛倒識。如同內心所認定

般執著為真實的心念，因為非如同呈現般存在，所以，如此

執持的心乃是顛倒心。

心非如同呈現般存在，所以，心為自性空；而觀見心自

性空的智慧乃是真確的心，此具後盾。由於如此，心的缺失

就得以清除；亦即，心不調伏的過患—顛倒心—由於愚

痴引發的心思都可以淨除。再者，心的自性為光明；以貪瞋

癡三毒所標顯的缺失之類並未滲入心的自性當中，所以就說

「心自性光明」。

因此，我們的心續當中都擁有所謂的「如來藏」。《寶

性論》當中有說：「佛、法、僧、藏、菩提、功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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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所謂「七種金剛位」17。其中，佛、法、僧搭配為因

皈依；因皈依當中，佛陀宣說教法。於僧眾，我們視為助

伴，像是龍樹父子等大德即歸屬於僧寶，我們以彼等為模範

而隨行效法，將內心所具備的有學、無學之法寶從自心續當

中現起。而其為什麼能夠現起呢？

17 出自《究竟一乘寶性論》卷第一：「佛法及眾僧，性道功德業，略說此論體，七種
金剛句。」此偈明何義？言金剛者，猶如金剛難可沮壞；所證之義亦復如是，故

言金剛。所言句者，以此論句，能與證義為根本故……義者，則七種證義。何謂七

義？一者佛義、二者法義、三者僧義、四者眾生義、五者菩提義、六者功德義、七

者業義，是名為義……又此七種金剛句義，如諸經中廣說應知。應云何知？依佛

義故；如來經中告阿難言：「阿難！所言如來者，非可見法；是故眼識不能得見

故。」依法義故；如來經中告阿難言：「阿難！所言法者，非可說事，以是故非耳

識所聞故。」依僧義故；如來經中告阿難言：「阿難！所言僧者，名為無為，是故

不可身心供養禮拜讚歎故。」依眾生義故；如來經中告舍利弗言：「舍利弗！言

眾生者，乃是諸佛如來境界。一切聲聞辟支佛等，以正智慧不能觀察眾生之義，何

況能證毛道凡夫。於此義中唯信如來，是故舍利弗！隨如來信此眾生義，舍利弗！

言眾生者，即是第一義諦。」舍利弗言：「第一義諦者。即是眾生界。」舍利弗

言：「眾生界者，即是如來藏。」舍利弗言：「如來藏者，即是法身故。」依菩

提義故；經中說言：「世尊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名涅槃界。」世尊言：「涅

槃界者，即是法身故。」依功德義故；如來經中告舍利弗言：「舍利弗！如來所說

法身義者，過於恒沙不離不脫不思議佛法如來智慧功德。舍利弗！如世間燈，明色

及觸不離不脫；又如摩尼寶珠，明色形相不離不脫。舍利弗！法身之義亦復如是，

過於恒沙不離不脫不思議佛法如來智慧功德故。」依業義故；如來經中告文殊師

利言：「文殊師利！如來不分別，不分別無分別，而自然無分別；如所作業自然

行故。」如是等名略說七種金剛字句。總攝此論體相應知。（《大正藏》卷三一，

No.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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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藏」—如來藏。由於具有如來藏，所以可以

證獲道法、滅諦二者；道法、滅諦二者於心續生起後，當到

達滅諦的最高程度時，就是菩提。明白嗎？假使證成這種菩

提，則自己會獲得許多功德。由於現證菩提的目的是以利他

為所緣，因此，就有不加功用任運而成的利他事業。

如此之次第是佛陀於二千六百年前蒞臨世間，轉動教理

之法輪。轉法輪之後，所化徒眾依次隨行世尊的教誡，在心

續中現起證悟功德—修道之法寶，而成為有學道僧眾；彼

等著作了許多論典善說，例如《中觀根本慧論》就是龍樹菩

薩所作的一部善說。如是，依據佛法僧三者，我們內心的如

來藏就能轉變成菩提。知道嗎？佛、法、僧、藏、菩提、功

德、事業，七位的順序就是這樣做解說。

所以，我們目前雖隨痛苦的他力轉移，但是痛苦是可以

滅除；為什麼呢？由於苦因是顛倒心，所以有具力的對治，

因此，從苦因—無明能夠滅除上而說可以脫離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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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典前行

或許可以這樣來說吧！本師世尊所初轉的四諦法輪，其

中宣講了什麼呢？說明「於心」—如果內心調伏，則會獲

得安樂；假使內心不調伏，則會產生痛苦，這是「於心」。

而所謂「無有心」，是中轉法輪《般若》經藏等所宣說的

「無有心」。末轉法輪則宣說「心自性光明」，屬於末法輪

的經典有很多，其中主要是以《寶性論》為所詮的根本經

典—如來藏經，其所宣說就是「心自性光明」。

我們一般是將初轉法輪的經藏當成小乘經典，像是巴利

文之經論等類屬主要是來自初轉法輪。然後，中、末二法輪

是以梵文為主，宣說的是大乘經典；闡釋其義理者主要是龍

樹與無著二位尊者。對於中法輪《般若》經藏提到的「於

心無有心」之「無有心」，在龍樹菩薩「理聚」當中的主

論—《中觀根本慧論》，便是著重於「無有心」而作解

說。

至於所謂「心自性光明」，在龍樹菩薩的《法界讚》中

即解說了心之光明自性。同樣的，無著菩薩……與無著菩薩

相關的主要論著，追根究柢就是彌勒怙主的「彌勒五論」，

其中的《寶性論》也作宣說。無著菩薩本身則著有《寶性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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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所以，《般若》經典是明白宣說空性的次第；因為直接

講說了空性的次第，所以空處—事物，就像剛才提到「於

心」的前陳「心」乃不存在。如是，因為前陳是「心」，所

以在《般若》經典當中所宣說的上百個通用詞當中，根—

蘊、處、界等事物，道—三十七道品、六波羅蜜多以及十

波羅蜜多等類屬，果—力等，即宣說空處—事物的狀態

乃全部都是自性空。

所以，龍樹菩薩明說了空性之次第；至於隱義—現證

之次第，則為彌勒怙主宣說於《現觀莊嚴論》。而今天要宣

講的是以明說空性之次第為主—龍樹菩薩所著作的《中觀

根本慧論》。因為沒有時間傳授整部《中觀根本慧論》，所

以就講授第廿六品。

嗯！我會先解說第廿六品，第廿六品之後要講的是第

十八品，然後是第廿四品。如果按照這個順序宣講此三品，

對你們而言會比較容易了解；我平時會這樣作講解，閱讀經

論時也是這樣作研讀，很不錯。依據第十八品所宣說自性無

的法理而擴大作延展，就是其餘品所宣說；所以就照這樣來

講解《中觀根本慧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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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典正行

首先，先說明開頭部分的書首禮讚。

凡彼說緣起　不生亦不滅

不常亦不斷　不來亦不去

不一亦不異　善滅諸戲論

示寂最上說　頂禮正等覺

「凡彼說緣起，不生亦不滅……」等二偈頌是對佛陀世

尊作禮讚。禮讚的表現方式，並不是針對佛陀的身功德或其

他功德作讚頌，主要是著重在佛陀世尊的語功德；即是下面

提到的「最上說」之正等覺—是一位最上的宣講者、言說

之聖者、無與倫比的說者。對於無與倫比的說者……

一般，在這世界上的各個宗派全都認為自己的本師是具

有關愛眾生的慈悲功德，同樣的，還具有智慧功德、能力功

德。例如：對佛陀世尊，以我們佛教徒來說，在這世界上不

管是印度教之教主、或是基督教之教主，大概都可將祂們當

成是佛菩薩的化身；不同處是宣說了各式各樣的見解宗論。

所以在見解宗論方面，佛陀世尊的見解乃有別於其他本師，

這很明顯。

因此，龍樹菩薩在讚頌自己的本師時，不是讚揚世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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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軀莊嚴、或是具有慈悲，而是「無與倫比的言說者」。如

果是一位無與倫比的言說者，則成為無與倫比言說的理由是

什麼？亦即，根據什麼理由而變成無與倫比的言說者呢？是

依據「緣起」。

所謂「緣起」之見解宗論，唯獨說於佛教之教法當中，

此外不為其他宗派所主張。所謂「緣起」—依賴因緣和合

而生起的含意，是指觀待而形成。觀待而形成的方式又可分

為二種次第：無論任何一切事物都是觀待本身之因與緣而形

成，這是因以及緣的一種觀待成立情形；另外，不論是有為

法或無為法都是觀待本身之支分而形成，亦即，依據支分而

產生、依賴支分而存在。

所謂「依賴而生起」的「生起」，如果與有為法搭配，

就可以說是依賴因緣而生起、從因緣產生。假使與無為法配

合，便不能說是從因緣而產生，並不是因緣和合所成，而是

非因緣之聚合；那麼，其如何成為「依賴而生起」的緣起

呢？「依賴而生起」的「生起」是指存在、有之意思，因此

就是依賴而存在、依賴而成立。不依賴因緣的那些無為法之

所以是緣起的理由，乃是因為依賴各自支分而形成；所以，

有這兩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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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更加詳細清楚說明就是：「依賴而生起」可分為因

果的緣起、以及依賴而假立的緣起，如是說為兩種緣起。兩

種緣起當中乃以「依賴而假立」為主，現在這裡說的就是依

賴而假立。所謂「依賴而假立的緣起」是觀待其他因緣而

安立，本身之形成並無法自主產生，必須由別於自身的其他

作用或是效益而形成，因此是觀待而成立；由於是觀待而成

立，所以就不是不觀待的自主形成。

由於如此，所謂「不生亦不滅」等「八不」說明：凡是

有為法的緣起—依賴因緣而生起的緣起，具有出生、壞

滅、停止相續的中斷、不斷相續的恆常、來去、一異等，覺

得會有如此情況之所有事物，於生滅等是否如同我們內心所

顯現般具有自主的生滅呢？並不具備自主的生滅。

我們所認為的生滅等戲論事物是以本身之真實狀態而呈

現於內心，覺得那樣真的就是事物的最終狀態。雖然顯現的

是事物的真實狀態，但是，如果剖析有無以真實狀態存在的

生滅，卻找不著。假如是以真實狀態存在，則應該被尋找真

實狀態的心智所找到；當不被尋找真實狀態的心智找著時，

即代表非以真實狀態而存在。

由於如此，凡於緣起—具有生滅等損益作用者，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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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事物本體—緣起者，特性—生滅等無所害損地存在

的那些，當分析而審察是否具有生滅時，並找不到。

由於如此，《中觀根本慧論》的解釋本，主要應該是

《明句釋》，在月稱論師的《明句釋》當中提到：凡是緣起

所具有的生滅等，是觀待何種心智而無生滅存在呢？是聖者

現前觀見真實性的無漏智，亦即，於聖者之智所觀見乃是

現見空性；所以在現見空性的所見上，對於非空性之法是絲

毫不見呀！唯獨空性—真實狀態唯是空性之外，其他皆不

見。

由於如此，凡是緣起—事物本體具有生滅等特性者，

於聖者等引智—現見空性之所見上，乃遠離生滅等所有一

切。為什麼呢？因為聖者之等引智乃現前觀見空性，而生滅

等並不存在空性當中。由於如此，對於不存在於真實空性之

中，卻認為是真實存在的那些事物，作審察時便找不到。所

說就是這樣。

如是，對緣起真實性自主作教授者—斷證圓滿之佛

陀，乃是言說之無上士夫、言說之聖者、無與倫比之言說

者，所以就對如是之聖者作頂禮。

於所謂「八不」，觀緣性質：形成新性質的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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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毀壞則是「滅」；所以，觀緣性質而有增損的生、滅二

者。觀緣相續：相續存在為「常」，相續中止為「斷」；因

此，以相續而有常、斷二者。觀緣區域而有來、去二者；

從其他地區來這裡，從這裡去其他地區，如是而有來、去二

者。觀緣伙伴而有一、異，所謂一異或一多，指有伙伴、無

伙伴；一為無伙伴，多為有伙伴，所以觀緣伙伴而有一、

異。

具有這些名言的事物，如同剛才「於心無有心」所說，

生滅等雖然存在，但是存在的方式只不過是根據名言而有，

此外並非真實存在；所說即是如此。這就是《中觀根本慧

論》的所詮—緣起真實性，所以對具有緣起真實性之本質

的能仁主宰—自主教授緣起之無上言說者作禮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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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六品—觀十二有支

看第廿六品。第一偈頌是：

無明覆蓋故　後有三類行

造作彼等業　往來情世間【第一偈】

說明世尊於初轉法輪宣說：「此為苦諦，此為集諦」等

四諦。其他宗派例如：同意有創世主之主張者，因為是上帝

所創造出來，所以就說：祈求上帝、信仰上帝就可以得到幸

福。

另外，無神數論派以及耆那教不承許有創世主，但是，

嗯……應該可以大略這樣來理解，譬如：以數論派而言，

我—知—士夫對於「主」為自性、會變化出各式各樣形

態的道理，由於不了知，所以在生死當中輪迴。同樣的，耆

那教的論典當中也不承許有創世主；所以，大概是主張由於

無知而產生痛苦。應該是這樣吧！

詳細的理論我不是很清楚；平常我都這麼說，我所了解

的是片斷，只是略知一二，不是非常詳盡地理解，稍微懂得

的倒是很多樣，呵呵！雖然不是很深入地了解，但是此二宗

派因為不同意有世間創世主，所以痛苦乃是來自無知；以整

體來看差不多會是這樣。總之，應該就是不了知真實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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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論派有勝義諦以及世俗諦的理論，耆那教大概也有。

由於如此，在佛教的特色之中有一項是：不承許苦樂的

受用者是常、一、自主的我；不僅不同意有世間創世主，對

於常、一、自主的我也不贊同。數論派與耆那教二者雖然不

承許有世間創世主，但是卻同意有常、一、自主的我—不

變異、恆常、不觀待其他而具自主；前後都存在的唯一，是

這樣主張。由於如此，這種「我」就不具緣起自性；因為不

是觀待因緣而成立，所以他們便無法談論緣起的義理。

因此，緣起的見解唯有佛教才主張，這是別於其他（宗

教）之特色。如同剛才所說，於不承許世間創世主的宗派當

中，數論派主張（各種現象）是從「總主」變化出來，而其

為恆常；所以說的就是：由恆常所變現產生。這不妥當呀！

佛教經論當中會談論十二緣起，所談論十二緣起的緣起

經典之中說的是：「此生故彼生」；由於存在某種因緣，所

以產生果，除此之外並非無因而生。又，雖然是從因—造

作者而產生，但是此造作者不會是恆常；對吧！由於如此，

說的是「無常緣」。就連因緣本身也必須具備會轉移的無

常，此外，像數論派所主張不變動的「總主」—永恆者並

無法生出會改變的有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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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主張：一般能生是具備某種因緣才會產生果，並不

是從無因所生。同樣的，也不是因為世間創世主動念而後出

生，是由於本身具有某種因緣才產生。至於因緣要有生出自

果的能力，本身也是必須從某種因才會產生，所以就說「因

無起始」；是為無常緣。

諸凡無常、或凡是具有因緣就會產生任何果嗎？並不

是。果的任何形態或特點都必須依據「能生的因特性」才會

產生；所以這就是效用緣。

世尊宣說於經藏的「此有故彼有」，並不是藉由起心動

念就可以出生，也不是無因所能生。所謂「此生故彼生」說

明：因本身也是必須依據自己的能生因才會產生，是為無常

緣。接下來是依無明產生「行」，依其而有「識」，宣說了

十二支緣起；因此，這就是效用緣。

不論是任何人都不喜歡痛苦，不希望痛苦卻陷於苦境是

由於無知所造成的呀！所以，就是因為無明而有造作痛苦的

「行」。痛苦的根源是無知；要消除無知，必須從內心生起

無知的對立—明瞭之心智，而將無知滅除。由於無知被清

除，因此由無知所造成的痛苦便會消失；進行的方式就是這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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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所謂「究竟解脫」指的是心中染污淨除之階段，說

明了心的特色；所以最終是在心識上運行。現在這裡說：

「無明覆蓋故，後有三類行，造作彼等業。」所謂「三類

行」的「行」是指「業」；所以，三業或指身語意三業，或

是福業、非福業、不動業三業，或者善、非善、無記三者。

在第廿六品這裡，於《佛護釋》—佛護論師解說《中

觀根本慧論》的著作，其中在這一品的釋文中間提到……完

整的字句記不起來，反正意思說的是「依據聲聞經藏而宣

說」。總之，現在要說的這十二支緣起是上下部宗義全都承

許的十二支；毗婆沙宗的理論有提到十二支緣起的安立，是

佛教所有宗派都承許。

由於如此，此處十二支緣起的緣起，就解說成「有為

法」的緣起呀！在上下部宗義當中，特別是對於無明的辨

識，上下部宗義會有差異出現；同樣的，對於業的安立，上

下部宗義也不同。所以，了解宗派的理論是非常重要。

總之，由於無知而令造作痛苦的業運行。一般會有無漏

業，會有成辦解脫遍智果位的業，像這些就不屬於無明類

屬。所以，會有生死輪迴痛苦的業是無知所造成；是為「造

作彼等業，往來情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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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往來情世間」是從一生連續行向另一生，而從一

生行向另一生很明顯並不是身軀在走動呀！例如：我們這一

生在死亡之後的時段，身體便會消失；死亡時身心就分離

了。所以，一生行向另一生便要在心識上作考慮。

如果更深入，則無論心識為何，心識都需要有個所依；

因此，當心識進入極微細程度時，所依也隨之細微。所以，

身軀會分為粗細等三種來說明呀！意識分粗細，身軀也分成

粗身、細身、極細身來說明。

具有行因緣　識入諸眾生【第二偈前半】

現在這裡說「具有行因緣」，造成痛苦的業是具有行因

緣的「識」；說的是十二支緣起的第三支—識。識乃成為

業的習氣附著處，是業作用的攜帶者；在身軀之上並無法攜帶

業的作用呀！雖然由於業，身體的形色等會隨之不同；但

是，業的習氣附著處主要是在心識之上，故說「具有行因

緣，識入諸眾生」。如此之「識」是在造作業之後……

造作業，而於業中止之後馬上成為業的習氣附著處—

識，其乃是造作因階段的心識—因位識；其所引發而令

果成熟之心識為果位識。總之，是根據心識續流來講說；所

以，這就進入與心識相關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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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在佛教論典當中判定有無，是從本身是否具備能

揣度之量來判斷有無；成立沒有，是從不具能揣度之量這方

面來證明。例如：當談到「可現不可得、不現不可得」時，

就以「不具能立量」或是「具有對立可得量」而證成。不僅

如此，在佛教論典當中談到與「量」有關的話題時，有所謂

「量果」。量果當中的不間斷量果是屬於另外一種情況，因

為此處講的是間斷量果，所以說的就是增上生以及決定勝。

非但如此，差不多在這世界上以食衣名聲所代表的一切

事物，要能夠依照所願確確實實地完成，於成辦的方式上必

須符合事實狀況；在英文是稱為realistic（切實），要能夠
與現實情形契合就必須了解真實狀態。所以，要完成我們一

生當中以食衣名聲所代表的任何需求，就應當依照準則來進

行呀！

以了知真實情況並在了解真實情況之下從事適合真實情

況的方式時，成果就會出現呀！因為不了解真實情況，而在

成辦的方法上行使與現狀不符合的步驟，就變成是不正確的

措施呀！那並不是從完全了知現狀而來的呀！因此，所需求

的願望就無法完成。由於如此，要達成所願就必須依照標準

來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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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謂「量果」真的是很廣泛。以所謂「量」判定

有無，最終是從心識上來作討論。依據一種衡量的心智，假

使真實如同心智所剖析般存在，就是具能立的標準；因為具

能立的標準，所以就會存在。如果不具能立的標準，而是分

別心所假立，則在審察時便不會成為能立的標準。

所以，在佛法當中將邪見分成二種：滅損邪見以及增益

邪見；兩種邪見說明了什麼呢？無論任何情形都要從契合現

實狀況上所生起的認識而作進退取捨。

別於佛教的其他宗派有「靈魂為我」的主張，如同昨天

提到的「別於蘊的他義『我』」；外道的論典有談論前後

生，所以當提到前後生時，由前生來到今世以及業的附著

處，便可以說是在那個「我」之上。

佛法主張沒有別於蘊的他義「我」，「我」乃依賴蘊而

假立；所以，沒有另外一種別於蘊的他義之實有法。由於如

此，當論及「我」有無起始時，一般就要在「我」所依賴而

施設的蘊，特別是從思維識蘊有無起始上而考慮「我」有無

起始。

所以從前生來到今世，從今世前往來生，要在「識」上

作思索；除了依賴「識」而施設「我」之外，無法將「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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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續流放一旁而指出這個是我。因此，佛教一切派別之所以

都說「無我」就是考慮到這一點，並沒有另外一個獨立自

主、體外實有的「我」；所以，就在「識」之上討論前生後

世。

在思索前生後世時，有關「識」續流並不是指外在物

質。「識」意謂唯清明、唯了知，是唯清明、唯了知的領納

體性；一剎那接著一剎那連續不斷行進，所以藏語便稱為

「識流」。「流」是相續的意思，因此，就是將剎那不間斷

運行的這種唯是領納之體性，稱為「心識續流」。

其如何產生呢？「識」如同外在具形色物質般變動著，

會變動者表明什麼呢？表示存在「因」，就像具形色物質。

例如我們的身體之所以會改變，是由於觀待因與緣，所以出

現變化。所謂觀待因與緣，說明兩種變動。

在十二支緣起當中「老死」支緣起的死，指的是蘊體的

相續中斷。以人身來說，就是意識離開人身而成為屍體時，

人身的最後階段便結束。會有這樣一種變化呀！是屬於粗略

的改變，而會出現這種粗略的改變……一般來說「老死」意

為：蘊體成熟而轉變成其他，是為「老」；以色蘊為主的蘊

體中斷種類續流，是為「死」。所以「死」—明顯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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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必須經由慢慢逐漸的變化之後才會產生。

例如：一年之中可見的轉變，是在十二個月當中依序次

第地於每個月進行變異；一天之中的改變，是來自每個小時

的變動；每個小時的變動，是由於每分鐘所做的改變而有的

更動。這稱為細品無常。

雖然我們在突然之間察覺不到，但是思維一下，會看見

變化是因為存在剎那剎那的轉變，是基於此而能夠看到明顯

突出的改變；此外如果沒有剎那剎那的變化，就不會有看得

見的改變。至於剎那剎那的變化是從何而來呢？

明顯突出看得見的大轉變是遭受某種逆緣；由於遇到某

種違緣，所以出現突然的大變動。那麼，剎那剎那的變化並

不是忽然碰上逆緣，而是從自己能生因本身剎那剎那壞滅的

體性而產生。由於如此，剎那剎那壞滅是「因」所造成，所

以就說「和合造作為剎那」，說明：凡是從因緣所生，便具剎

那體性—剎那剎那變動著。

至於「識」的轉化，對於明顯突出的改變從我們的經驗

可以得知呀！因此，會有明顯突出的變化，是由於「識」剎

那剎那轉移就可以揣度而得知。為什麼會出現剎那剎那的變

化呢？是「因」所造成；所以，以「識」所代表的剎那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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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變可以確定全都是隨著「因」之他力而轉移。

由於是隨「因」之他力作轉移，所以於「因」作思維

時，就有俱有緣以及近取因二者。所謂「俱有緣」指於生果

有助益且不變成果者，這樣便稱為「俱有緣」；所謂「近

取」是助長生果的主因，其在最後條件聚集時，因就轉變成

果，這就是「近取因」。外在具形色物質因為需要有近取

因，所以實有法便無起始以及終結；此於《中觀四百論》有

提到，應該就是這樣。

例如：以我們現在這個身體來說，質流假使往上追

溯……種類續流是人的形成，雖是人身的開始，但是以質

流來說，是在百千萬億年前就存在。最初當「大爆炸」發

生—這個世界形成，從那時候開始，我們人身的微細質流

就產生。

而大爆炸之所以會發生也是由於條件所促成，如果條件

不具足就不會出現大爆炸呀！所以，條件的形成也需要因

緣—存在有形色物質；由於如此，有形色的質流並無起

始。

像這樣，隨「因」轉移的「識」剎那剎那變化著，其近

取因由於必須是能轉變成「識」之體性者，所以，具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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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無法轉成「識」；同樣的，「識」要轉變成具形色物

質也很困難。由於如此，具唯清明了知本體之性質的果—

「識」，其能生因也必須是從唯清明了知本體之隨順因所產

生。因此，如同形色之質流難以安立初始，「識」續流的起

始也很難加以安立。

假使設定一個起點，則「識」的第一剎那就必須承許是

不相隨順的因；所以變成不妥當呀！為什麼應該依從自己

的隨順因而產生呢？除了說是法性之外並沒有其他理由。例

如：為什麼會有五大種？因為法性。同樣的，無情物質以及

內在清明了知本體之感受，都只能說是法性。由於如此，作

剖析時就必須從四種道理作分析；其中一種就是法性道理。

從法性上觀待因緣而運作之類屬，就稱為觀待道理。各

個事物因為具有各自特別之效用；所以，外在無情物質乃具

備各種不同物質作用，識亦具有各別不同的功用，此即稱為

作用道理。

然後在這基礎之上而說利害時，因為在此之前並沒談論

到好壞呀！只說是法性，而非損益善惡的話題。同樣的，觀

待道理—從因緣生果，除了是法性之外，並未論及損益

呀！只不過是在說明事物的真實狀態。而作用道理—各個

傳授於2010年 107



物質的效用，說的就是現實狀況；所以便談到善惡呀！

至於證成道理是：若這樣做，則有這種利益；若這樣

做，則有這種損害。由於損害的因是某某，所以必須設法遮

止；由於利益的因緣是依靠某某而產生，所以必須完成這些

因緣。是這樣進行的呀！這就是證成道理。基本上，法性

的規則以及物質的效用是從各個事物的作用差別上而了知。

由於隨因緣而作改變，所以如果是所欲求，則致力於完成因

緣；假使非所欲求，則針對那些因緣設法減少且消滅。

由於如此，很難安立「識」的起始；所以，只能從「識

流」之字詞上談論具意識相續的體性，而其乃無初始。如此

之「識」乃是業的習氣附著處，以其而引出後世，依此從一

生行向另一生。將這種「識流」假立為「我」或補特伽羅，

乃是苦樂的領納者；領納苦樂要在「識」上考慮呀！因為依

賴「識」而安立的我是以「識」作覺受，所以就認為是我在

感受。對吧！就是這樣。

現今科學家的解釋，所謂「心識」是頭腦當中的微細質

流，這是從 neural（神經的……）方面所產生的一種主張；
直到最近（科學家）完全針對心識全力作探究之後，對於

腦筋會有另一種轉變才成為近來的新發現。所以，是會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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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筋所掌控的一種心識；而「識」可分為粗細很多種類，例

如：我們現前會經歷的清醒時之心識、作夢時之心識、熟睡

時之心識、昏厥時之心識。

清明了知對境應該是根據粗分心識來說的，當逐漸進入

微細部分時，大概會出現顯境。例如：死亡光明現起之分

際，具有類似現證空性的顯境；有這種說法呀！所以心識本

身……我們講清明了知，一般是以憑依對境表象之效果，而

產生具彼行相的新感受；這應該是根據粗分心識來說。

心識越來越微細，其各個形態應該會有不同的呈現方

式；因此，粗細心識幾乎會出現在我們每天日常生活當中。

如是，當心識越來越微細時，心識在腦部細胞之中應該是處

於自治狀態；最後在死亡之際……有段時間出現一些親眼可

見的事實。

從醫學角度來說是：心臟停止跳動，在心跳停頓之後不

久，血液流動中斷，血流停滯之後，腦細胞停止活動而死

亡。那時因為心識失去所依處，所以就必須說心識消失；而

有些蘊體卻可不腐壞地維持一至三星期不等。對此，有些科

學家在作探討，目前正處於研究的階段。

從這方面，心識並非只是依據腦部細胞而產生，而是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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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具有清明了知的領納體性；如果在心識上施加訓練令心識

的能力越來越強，則腦神經會有所改變之情形，於今乃現前

可見。

平常會出現一些記起前生的人呀！雖然未詳盡了解其是

否真確，或許也有撒謊者，但是有些人真的是能夠非常清楚

回憶起前世呀！而這個身體與前世並不相關是很明顯的呀！

所以，就是在心識上會與前世發生關聯。因此如果不承許心

識續流，則會有許多無法回答的問題；假使承許心識續流，

應該就能作更多的詮釋。由於如此，這裡就談論到心識續

流。

五根識應該與腦神經有關聯，腦神經18乃遍及全身；所

以如同「如身於身根」所說，眼等器官乃為身根所遍布，

因此腦神經佈滿了整個身體。五根識應該是經由腦神經的傳

達而產生作用。當說是意念時大概是……有一類是由五根識

所引生的意念，譬如：眼睛看見形色之後會引出一種意念；

另外有一種是不觀待五根識，純粹屬於意念。完全屬於意念

18 在腦部腹側（底部）的表面上可觀察到12對腦神經。其中某些神經傳遞由感覺器官
而來的訊息至腦部；其它的腦神經控制肌肉；或是連結至腺體或內臟，像是心臟以

及肺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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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雖然與腦神經會有關聯，但是我覺得其應該具有自治的成

分。

所以在意念上作訓練時，大概會變成：能引發腦神經的

改變。微細腦細胞的變動雖然非常迅速，但是卻不像光速那

樣快；而意識的速度大概比光速還快。因為它不是物質，所

以不需要移動，只要一動念就能到達對境上，而以心念作衡

量。由於如此，假使必須觀待大腦的活動才會產生意念，則

相對於非常快速的意識，較慢的腦細胞應該會來不及生起。

對於「識」在佛法理論當中有一、二、六、八、九種的

主張者；一般，主要以中觀宗的見解，或是《中觀根本慧

論》的主張來說是有六識。然後，頌曰：

倘若識趣入　則成名與色【第二偈後半】

所謂「名與色」意指「五蘊」，具形色的蘊是色蘊，非

形色之心識體性—受、想，想包含許多心所呀！然後是

行、識，此四種為名蘊；總之說的就是五蘊。區分名與色是

因為在無色界乃依據四蘊，當根據蘊而假立我時，其基本是

依賴四蘊—四種「名蘊」而假立；而最主要的是意識，這

剛才已經說過。而在具形色之境地—四蘊之上還有色蘊，

所以就說為五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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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聚集能成為「識」所依處的條件，「識」就會趣

入。例如：目前是無情識物質的木石等類屬，當歸結其構成

因素—微細粒子時，乃與我們有情所依身上微細粒子的構

成因素相同。由於微細粒子是一個一個不斷結合積聚，所以

當變成能作為「識」的所依處時，「識」便趣入其中；不適

合成為「識」的所依處就是無情物，彼等構成因素同樣都是

微細粒子。情形就是這樣，這是名色—五蘊。

若成名與色　六入則產生

憑依六入故　如實引生觸【第三偈】

從名色而有六入。「憑依六入故，如實引生觸」，觸是

如何產生的呢？

於眼色能念　依而唯生故

如是依名色　從而便生識【第四偈】

所謂「觸」指全力辨識對境，從與對境相遇上而說辨識

對境。於「觸」，具形色物質是「有對觸」—有阻礙的

觸；不具形色的「識」之類屬，稱為「增語觸」。當說「增

語觸」時是指：拘泥於語詞或名，但不被形色所阻礙；因為

是「識」類屬，所以不被形色所阻礙。具形色的物質就會被

形色所阻礙，由於有質礙，所以會被形色所阻礙。因此，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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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這兩種：從名色而分為名—增語觸，色—有對觸。

如是之觸是如何產生？例如：以眼識來說，增上緣—

眼根，所緣緣—色，等無間緣—前前識—成為產生執

色眼識的等無間緣。執色眼識所執取的色，是為所緣對境；

其增上緣為眼根，令生起了知體性的是等無間緣。所以，

「於眼色能念」的「能念」就是等無間緣，依據前前識而產

生。

然後是「依而唯生故」，「如是依眼色」應該是「名

色」；你的書上印成什麼？是「名」吧！如是依據名以及色

從而便生識。接著剛才說的觸：

眼色以及識　三者所和合

即彼是為觸　由觸遍生受【第五偈】

因受故生愛　為受而成愛

成愛則近取　是為四近取【第六偈】

近取分為四種：欲近取，還有見近取、戒禁近取……等

四種近取。有一點應當了知，就是上面說的「倘若識趣入，

則成名與色」，識趣入之後就應該是要投生了—進入了

「生」緣起。

現在以「十二支緣起之順序」這種說法可區分成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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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一是、苦依蘊體之產生乃來自「生」，「生」來自

「有」緣起，「有」緣起是由「愛、取」所滋長而成；藉

由這些來宣講因緣的法則，對吧！如此宣說的另外一種目的

是：為了說明前後生；（完成十二支緣起）最多是三生，最

少是二生。

如果按照三生來說：能引支—無明、行、因位識，為

一生；接著在中間一生是：於前一生由於無明所造的業而附

著在因位識的習氣被「愛、取」所滋長而完成「有」緣起。

「愛、取」的產生要先有「受、觸、入、名色」，依據這些

而產生「愛、取」並滋長而完成「有」緣起。

往昔能引支所引生的苦依本體，被能成支—「愛、

取」加以長養，在完成的階段就是「生、老死」緣起，這是

第三生。

快的話，是在當下這一生完成能引三支、以及接下來的

「愛、取、有」，其後一生就是「生」緣起，接著就是「名

色」等等。這是另一種目的呀！所以，從這兩種目的而宣說

如此之順序。

具近取則生　持取者之有

倘若無近取　解脫而無有【第七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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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以及「取」二者屬於貪欲類屬，「愛」是貪戀

「受」，「取」是任何樂受之產生處。以今生來說，因為藉

由色聲香味觸五妙欲會引生樂受，所以便對令樂受之生起

處—身體之享用、資具等類作追求；將貪愛彼等之欲求安

立上「取」之名；所謂「取」由於將執取來生，所以稱名為

「取」。

又，以來世而言，例如：外道因為考慮到來世，所以會

持取戒禁律儀；同樣的，恆常依照我見，於擁有俱生自性常

邊之上，再添加一種別於蘊的他義「我」，刻意去證成遍計

的我執而強固俱生我見；像這樣就是我見近取。從這些方面

而有四種近取。

「具近取則生，持取者之有」，於「愛取」的長養期

間，在往昔習氣所附著的識上牽引投生後有的強大作用，稱

為「有」緣起；「有」是業的習氣種子，依此而說「有」緣

起，是為「持取者之有」。

有亦為五蘊　從有而成生

老死及憂愁　悲嘆與苦痛【第八偈】

心躁煩亂等　皆由生而起

如是所生成　唯此痛苦蘊【第九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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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乃輪迴根　故智不造作

無智為作者　智見空性故【第十偈】

會輪迴於生死當中基本上是由業所造成，而智者不會造

作輪迴於生死的業；為什麼呢？輪迴於生死的業乃如同上面

頌文所說：「無明覆蓋故」，由於是無知所引發；所以，智

者於無知的顛倒心—實執愚痴、無明之對治—空性已經

獲得證悟，故說「智見空性故」。

無明的對立—如實了知真實狀態之心智生起時，無知

即被遮斷。不論我們對於「盡所有」存有任何不明瞭的心

思，其於了解的心智生起當下就會立即中止。

至於無明，由於從無始以來對它非常習慣，因此僅僅以了知

空性義理的領悟，無明並不會消失；因為其乃深深潛匿於心緒當

中，所以要先了解空性義理，接著再三作串習，然後於熟稔力現起

而現見諦實之際，顛倒心思就會逐漸依次被遮斷，所以就說「智

見空性故」。

倘若無明斷　行等亦不生

無明將斷除　知而觀空故【第十一偈】

彼彼遮斷故　彼彼不再生

唯是痛苦蘊　如此盡遮除【第十二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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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十二有支是為第廿六品

如果對第廿六品（所說的道理）好好地做個思維，（就

能了解）生死輪迴的根本是無知之心所造成；無知之心乃具

對治，對治之心乃具力。

所謂「具力」是指：無知並不具正確的後盾，而了知之

心則具備正確的後盾；再三作熟習，力道便會越來越強。所

以，彼此所持心態乃相互牴觸；一方具有後盾，一方不具後

盾，而以具後盾者力量比較大。因此，具力對治的意思便是

這樣。

從擁有具力對治上，對如是無知的具力對治如實作了知

之心，乃是心緒的特色。身體的特性—像是跳躍、或是做

出很驚人的體能活動，其根本由於是依據粗分形色，所以有

個限度，會有侷限。不具形色者—識，具有唯領納了知體

性之特色的識，進步乃無所限量。

再者，屬於身體所擁有的技能種類之特性，例如運動比

賽，能在其中的一次拿到第一名是必須經常不斷練習才能

獲得；而所獲取的名次並不可能永遠保持。至於心緒的特性

是：熟練到相當的程度之後，就不需依賴重新再次的努力；

這是其中一個理由。第一是能夠無限量不斷地往上增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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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無需觀待重新努力。

然後另外一項是：於所謂「心性具清明特質」之上並不

存在任何無知呀！心的本質是具備有所了知的體性，心的本

性並不是無所了知呀！由於明瞭之心無法擴展、增長，所以

才維持在無知的狀態；如果設法長養明瞭之心，無知之心就

會越來越少。

因為基本上心性乃說為「清明了知」，本來就具備了知

對境的能力；所以，無知顛倒之心並未滲入心的自性當中。

而不顛倒之心雖然亦未滲入心性中，但是與清明了知的心性

並行卻比較容易。對吧！由於如此，依據這些理由而能夠

將痛苦之因除盡，所以，由那些因所釀成的苦果亦能清除消

滅，如此而證成離繫功德。

佛陀世尊在宣說四諦時，說了苦諦以及集諦，此二諦就

是剛才講解的；說明了苦之因—集是如何產生，接著在第

三諦—滅諦當中指出：心之染污由於存在具力對治，所以

可以捨離；亦即，心上之染污能夠被除盡消滅，以此而證成

滅諦。如是心之染污的淨除分—要成辦寂滅之現前了知真

實狀態的心智，即是所謂的「道諦」。四諦就是這樣排列，

此具關鍵呀！由此方才認識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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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次第宣說的下士道應該是內外道所共通。是否符合皈

依—將滅諦、道諦視為法寶，以及宣說之本師、修持之僧

眾，是從皈依於如是之皈依境而有所差別；其乃配合無我見

解而說明皈依呀！以如是皈依而斷除十不善，才是佛教徒完

成增上生的方法。

否則，只是斷除十不善亦存於外道理論當中；例如耆那

教，甚至比我們佛教徒還要重視呀；對於不傷害有情乃以直

接、間接、趁便三種方式進行，非常強調呀！同樣的，像是

基督教也是主張不害損他人；以回教來說，真正的回教徒也

宣說不傷損他人呀！

所以，斷除十不善的內容大致上相同；不撒謊、不挑撥

這些類，三種身業、四種語業，三種意業—貪、瞋、邪見

方面則是與各自宗論作搭配。這樣一來，斷除十不善律儀乃

內外道所共通呀！如是以修持道法而於來世獲得增上生，乃

屬共通部分。

即使不承許有來生，但是在這一世造作了投生來生的因

聚—不害損他人之利他善業，則於來世就會得到增上生

呀！我們獲得增上生的所有一切有情，並無法說前生全都是

佛教徒吧！由於如此，我覺得這是屬於共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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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真正的教法是宣說了涅槃的義理，涅槃的道理乃成

為佛法不共之處；當與要證獲涅槃的無我見解搭配作說明

時，就成為真正的佛法。所以，要辨識真正的佛法就必須先

認識解脫；要辨識解脫，如果從實執愚痴、無知之心乃有具

力對治，可以除盡染污等方面而確定解脫，則對真正的佛法

就會有所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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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品—觀我法

那麼，所謂「無我見解」是怎麼一回事呢？如何作觀修

呢？（答案）就在第十八品。

倘若我為蘊　則成生滅者

若別於諸蘊　即無蘊性相【第一偈】

說明了補特伽羅無我；是什麼道理呢？平常我們貪瞋生

起時，是對於悅意對境產生貪著愛戀之心；對於不悅意對境

產生厭惡。而所謂「對境悅不悅意」，如果是在對境之上就

存在所謂悅不悅意之對境，則全部有情之所見觀感應該差不

多變成一樣；但並不是這樣吧！有些會覺得很好，有些卻感

到惡劣呀！

由於如此，所謂「悅意」應該是對我而言覺得悅意；而

不悅意應當就是在我看來感到不悅意。一方面是對境，另

一方面應該就是我自己。所以，從我覺得喜歡的觀感上而貪

愛，從我覺得喜愛的觀感上而生起競爭或忿恨之心；這時

在所謂「我」的執著上越是強烈，貪瞋心之生起大概就越容

易。

例如：以我們一般人來說，對一個自我中心不太重的人

惡作劇、戲弄調侃，他並不會因此就發怒生氣；反之一個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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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重自我的人，若隨便對他開個玩笑，稍不稱心就會馬上翻

臉呀！

因此，我執心念越強烈者貪瞋的爆發力應該就越強；我

慢更是如是。與其相關的還有妒忌，我執越強，則嫉妒越

多；我執越強，則恐懼越大。因為非常看重自我，所以有較

多的懼怕。

有一次在醫學會議當中談論到一個話題：那些平時經常

將「我、我的」掛在嘴邊者罹患心臟病的機率比較大。提出

了這種論調，但沒說明理由；這其中必定有所關聯，為什麼

呢？如果是那種很愛撒謊者，口中說的當然是與心中想的相

違；這是指非常奸詐狡滑的人。

假使以一般人來說，從言談之中會將內心的想法呈現出

來。所以，話語中時常出現「我」的人們，乃象徵在內心深

處非常看重自我；這種我執頑強的心態越是劇烈，則越會感

覺恐懼、顧慮，因此會有較多的擔憂，進而導致罹患血管的

疾病等等就很明顯呀！由於如此，對於貪瞋的生起，心中的

我執越強，貪瞋力道就越強；至於貪瞋的對境是否悅意，很

明顯主要是由內心所安立。

又，在我認識的人當中有一位老科學家，是一位美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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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紀老邁的科學家。他說：「當人們非常生氣憤慨時，對

於發怒的對象顯現出來的是不悅意；令產生憤怒的不悅意對

境，事實上有百分之九十的不悅意是由生氣者內心所想像出

來，並不是實際狀況。」他是這樣說的。他是位科學家而非

佛教徒，是否為宗教徒是個疑問。

佛法的主張正好就是這樣！非理作意的我執—強大分

別心念「我」生起時，非理作意的分別心就開始捏造；然

後，於貪愛對境產生百分之百的悅意，於瞋恚對境產生百分

之百的不悅意。此乃由分別心所虛構而形成愛恨心，我們如

此作一下思維應該可以了解。

例如：於發怒時所氣憤的對象，在氣消之後，相對於生

氣時非常惡劣的感覺，會覺得其實對方並沒有那麼壞呀！對

吧！所以心生不悅時，非理作意的分別就不斷捏造杜撰，最

後便覺得厭惡而發怒生氣。由於如此，煩惱之類屬很明顯就

是由非理作意的分別心所虛構而產生；非理作意的分別心根

本是來自我執。

所以，主張有世間創世主的宗派，雖然沒有使用（我

執）這個名相，但卻接受其中的道理；這是就我的看法來

說。如果我執心念很強烈，則會出現缺失，因此將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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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我，從各個方面奉獻給自己所信賴的創世主；由於是

出自真心誠意，所以會削減我執的生起處呀！

佛法則是一針見血地直接宣說「沒有我」。主張有我者

雖然堅持「我」的存在，但是卻將身語意全部都呈獻給自

己的上帝，藉由這種想法來減弱對「我」的執著呀！因此，

（這是）以信仰減少內心的我執。

另外，由證悟無我之智削弱對「我」的執著、以及從悲

憫心削減我執等等，佛法當中有許多減少我執的方法呀！

就是這樣。所以，其他宗派大概是從信仰上將強烈堅固的

「我」稍作削減。

至於佛教，當然有信仰，在此之上還藉由智慧將頑強的

我執力道減弱，最終徹底消滅這種顛倒執著。一般，「我」

的念頭在未加以審察剖析時，俱生之心會有「我走、我立」

的一種對「我」的認定。在生氣發怒的當下，內心領會到的

「我」是「他傷害了我」的憤恨情緒，這是另外一種認定。

若於空性見解作串習，經過一段時間的聽聞思維而獲得相當

的定準之後，就會生起沒有「我」的心念呀！

所以（對「我」），一種是不分析真假差別所認定的

「我」，一種是認執為真實所感受的「我」，一種是以非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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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所領悟的「我」；共三種。由於如此，一般在「我」的念

頭之下是存在「我」呀！所以，我執心念的所緣是「我」，

顯現出的形象則說是真實或獨立。

補特伽羅我執分為：粗品我執、遍計我執、粗品俱生我

執、細品俱生我執。遍計我執的「遍計」是認為：存在一種

別於蘊的他義之常、一、自主「我」；此乃是受到宗派理論

的影響，並不存於俱生心中，如是所執著的「我」就是遍計

我執。

然後，雖然「我」不是別於蘊的他義，但是「我」如同

主人控制著蘊，而不是去依賴蘊，是蘊來依靠「我」；這種

與蘊為異體並且掌控蘊，如同主人般的「我」，是以獨立的

姿態呈現於內心呀！這應該是屬於俱生心。如是之俱生我

執，為粗品。至於所謂「我」不只是由於名言才存在，而是

從本身就有；如此執持的心思就成為細品補特伽羅我執。

所以對這些，於四部宗義當中全都不承許「常一自主

我」，至於獨立之「我」，佛教四部宗義皆主張「補特伽羅

能獨立之實有空」的無我。當論及輪迴根本—無明時，乃

將持取「補特伽羅能獨立之實有」的執著所成之補特伽羅我

執安立為輪迴的根本；四部宗義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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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其對治就是：觀修所謂「補特伽羅無我」的見解

而將補特伽羅我執斷除。因此，「我」是貪瞋產生者，藉由

將悅意不悅意之領受處—「我」抉擇為無我，以削減執著

「我」之頑強心念；與其配合，也能令「我覺得稱心、我覺

得不合意」的力道稍微減弱。

雖然如此，但是尚未論及對境乃諦實空；唯識以及中觀

二宗派於補特伽羅無我之上，還宣說法無我。主張此方—

領受悅不悅意之「我」為無我；以及彼方—呈現悅不悅意

的對境亦為無我，補特伽羅之依附處—蘊等也是無我，此

即所謂「法無我」；意思更為廣大、深入吧！（對此）不進

一步解說。

當提到《中觀根本慧論》的究竟見解時，其所宣說的是

細品無我；細品無我是什麼呢？諸法不從自性存在，《心

經》所說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以及「照見五蘊皆

空」，指的就是這個。所以，在佛教宗義當中……喔！這在

下面會說明。

如此之見解—諸法自性空乃是最極微細之見解，是無

我之中最細品。當談論最細品無我時，最微細的補特伽羅無

我就是補特伽羅自性空；所以，執持補特伽羅為自性有，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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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細品補特伽羅我執。而以此—這種理路可以證成粗、細

兩種補特伽羅無我。

「倘若我為蘊，則成生滅者」，如果將蘊當作「我」，

則孩童時的蘊體以及青少年、壯年、老年時代各式各樣不同

的蘊體會呈現在我們內心呀！例如：在我們俱生心中不會認

為現在這個蘊體就是剛出生時的模樣呀！就像是對那些有白

頭髮的人，並不會有人認為他們出生的時候就是白髮吧！對

那些沒有頭髮的人，並不會有人認為他們出生的時候就沒頭

髮吧！呵呵！但是在內心當中提到「我」時，就會以現在所

具有的面貌而顯現呀！對吧！

所以「我」是受用者，蘊是所受用；俱生心中是這樣認

定的呀！不論如何，由於「我」乃依賴身體而安立，所以，

言詞上雖然會隨順身體生病與痊癒而說我生病與痊癒；但是

以身體變衰老，則我變衰老等之類，將「我」安立在身軀

上，便會出現不妥當之處。所以就說：「倘若我為蘊，則成

生滅者」。

不能將「我」分成各個支分，而蘊有許多支分呀！對

吧！所以，如果將蘊當作「我」，則「我」變成有很多部分

呀！因此，蘊並不是「我」，是為「倘若我為蘊，則成生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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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若別於諸蘊，即無蘊性相」，如果「我」別於蘊而存

在，則在蘊體病痛、衰老、復原、健壯之際，便無法使用

「我病痛、復原」等用語。假使「我」是別於蘊的他義，就

變成無所關連；頌文即說明了這種理路。

由於如此，我們內心所謂的「我」雖然以掌控蘊的獨立

姿態而呈現，但其並不存在；無法在蘊當中安立，也無法別

於蘊而安立。「無我」的「無」意思就是這樣，要證成的義

理是所謂「我」只是依賴蘊而假立。

若我無自性　我所豈會有

斷我我所故　無我我所執【第二偈】

如果按照中觀宗的理論作解說，則由於「我」非如同內

心所認定的那樣不觀待而自主地存在，所以「我」受用的蘊

等事物，以及各自的土地、房舍、親朋好友—所謂「我

的」，也不是自性有。

當談到「我、我所」時，就是指「我、我的」，將身

體、房舍、親友等作連結，就是「我的」，光是在「我所」

之上打轉時……

首先是執持「我」為真實存在，然後又將「我所」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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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有，與此相連結就是我的身體、我的親朋好友以及財

物等等，會如是往外擴展呀！有許多貪瞋就是因為這樣而引

生。

由於如此，因為確定「我」非自性存在而破除「我」自

性有，所以「我所」也會被遮止；是為「我所豈會有」。如

是，假使對於受用者「我」以及所受用的蘊等一切事物，於

內心生起「全非自性存在」的決斷，則執著自性有的心念會

逐漸慢慢減弱。

雖然口中之言語未說出自性有，但是在內心我們乃根據

如同顯現般存在而做認定；是如何作呈現的呢？顯現出從彼

方存在呀！

若問：「是否像從彼方存在那樣而存有呢？」如果像從

彼方存在那樣而存有，則探求時會越來越清楚呀！但是並沒

有呀！所展現出的是從彼方存在，而如果從彼方存在某種事

物，則尋找外境施設義時，就必須愈來愈明確；但愈來愈明

確卻被什麼都找不著所取代呀！

例如：依據蘊而假立我，所以去探索「我」時，在蘊之

中並找不到「我」。對於蘊當中的色蘊，譬如我的身體—

從頭頂到腳底各個支分，若問：「真正的身軀在哪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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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排除這個那個是身體的支分之後，並找不到支分所依賴的

總體—身軀。

從心識來說，所謂「識流」可以分為根識、意身識、清

醒時之心識、作夢時之心識、睡眠時之心識。如果這樣區分

下去，則補特伽羅所依賴的「識流」之真面目是什麼？去尋

覓時卻找不到呀！

例如：我們的皈依處—佛陀世尊是無上之本師，其乃

「非蘊非離蘊，彼彼不相在，如來非有蘊，何者是如來」19

第廿二品的開頭是這樣宣說的呀！如是，並找不到如來呀！

與此相同，不論是任何事物即使是尋求空性，也找不著什

麼。

由於如此，對於受用者—補特伽羅—我，以及所受

用的蘊等一切事物，發覺探求彼等施設義卻找不到時，在內

心就會確認非如同顯現般真實存在。當非如同顯現般存在的

肯定於心中生起時，便會毀損內心所認為本來就如同顯現般

19 出自《中觀根本慧論•觀如來品第二十二》第一偈。其乃宣說五相正理：1、如
來與蘊不以自性為一，即偈中之「非蘊」；2、如來與蘊不以自性為異，即偈中之
「非離蘊」；3、如來不以自性依於蘊；4、蘊不以自性依於如來，即偈中之「彼彼
不相在」；5、如來不以自性擁有蘊，即偈中之「如來非有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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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想法。

如是不斷加以串習，就會越來越確定；依次地假使能生

起寂止禪定，則藉由專心一意的禪定做為助力，而持續在證

悟空性之智上作觀修，就有希望成就見道呀！就是這樣。此

即是「斷我我所故，無我我所執」。

在內心深處……嗯！或許可以這樣搭配—上面是抉擇

粗品無我，然後從「無我我所執」以下：

無我我所執　彼亦非為有

無我我所執　凡見即未見【第三偈】

假使依照粗品補特伽羅無我來說，如是補特伽羅無我的

觀修者—「我」乃極為沉穩地呈現於心中；對吧！雖然內

心空掉補特伽羅能獨立之實有，但是自性有的補特伽羅依然

存在心中，所以即使如是思維，也只能將粗略「我」與「我

所」的執著遮除；而細品補特伽羅無我卻尚未證悟。

亦即，確定補特伽羅能獨立之實體空，但直至補特伽羅

自性有的執著存在為止，都具有缺失；此即未證得細品無

我，是為「凡見即未見」。

若斷內及外　我與我所想

近取即止息　彼盡故生盡【第四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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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指「我」，「外」指「我所」；所以將「我」與

「我所」說為「內外」。如果斷除我與我所想，則「近取即

止息」。所謂「近取」即上面說明過的「愛、取」，是對產

生安樂的那些條件所生起的貪戀心，（若將）其斷除，則執

著於我的受用物、我的幸福、我的幸福所產生的來源也會減

弱。

一方面，心生沒有「我」的念頭；一方面，對於貪瞋之

引生境也會心生非真實有、非如同顯現般存在。這樣一來，

想要遠離痛苦的「愛」以及不想與樂受分離的「愛」也會稍

微減少；由於如此而說：「近取即止息，彼盡故生盡」。因

為缺乏「愛取」的長養，所以不能進入「有」緣起，由於如

此，就不會有「生」緣起。

憑藉逐次地串習，最後煩惱的根本—無明；由於此處

乃依據中觀宗之理論，因此如同龍樹菩薩《七十空性論》

所說：「因緣所生法，遐想為真實，佛說即無明。」因與

緣……（無明，）不只是對「補特伽羅能獨立之實體有」的

執著。

凡是從因與緣所形成的那些事物，由於是依賴因與緣而

出生，所以本身的存在乃觀待其他；凡是本身的存在是觀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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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與緣……一般，因為是觀待而形成，所以可以觀待因緣；

如果不是觀待所形成，就無需觀待因緣。

所以，我們能夠看見觀待因緣的那些表明了什麼呢？能

夠了知各種果的產生並非不觀待而自主形成。假使是一種不

觀待，則在我們內心會認為從各個本身存在；倘若事實上真

的如同心中所認定的從各個本身存在，則無法作觀待。

當無法作觀待時，就不會觀待因緣；所以說：「因緣所

生法，遐想為真實」。依賴因與緣所產生的那些事物，雖然

以不觀待而自主存在呈現於心中，但是並非如同顯現般存

在；是為：「因緣所生法，遐想為真實。」。

想像為真實的那些，本師乃說為無明。（此處）不是指

「補特伽羅能獨立之實體有」的我執無明，而是更深入；由

於如此，宣說了兩種無明：昧於空性的無明、以及昧於業果

的無明，共兩種。

對於昧於業果的無明，上下宗義大概都相同；至於昧於

空性的無明，此處說得比較微細。因為對空性的安立有粗細

之別，所以，昧於空性的無明就會有粗細之分；現在這邊所

談到的細品昧於空性的無明，指的就是實執愚癡。因此，

即是所謂：「因緣所生法，遐想為真實，佛說即無明，彼生

傳授於2010年 133



十二支。」。

同樣的還有「如身於身根，癡遍處而住，故一切煩惱，

因癡滅而斷。」而「癡」是什麼？愚癡的對治又是什麼呢？

就是接下來的偈頌：「若觀見緣起，則不生愚癡」，如果觀

見緣起真實性，愚痴就會消失；「若觀見緣起，則不生愚

癡，故此以全力，應說唯彼語。」。

同樣的也是出自《四百論》：「凡依賴而生，彼不成自

主」20，不論內外任何事物只要是觀待其他條件而形成，就

不是不觀待地自主。「凡依賴而生，彼不成自主，此皆無自

主」，「此」指「我」；「我」所代表一切可能存在的事

物—有、寂法皆非自主成立，是為「此皆無自主」。「是

故非有我」，「無我」所沒有的「我」是針對自主性。由於

一切法非自主存在，而是觀待其他條件才形成，所以不具自

主成立的體性；因此沒有自主的我，故說為「無我」，意思

就是這樣。

總之，持取內外諸事物為自性存在的執著，乃是無明的

根本。因此，由於這樣的無明所形成的十二支緣起，如果

20 《四百論》第十四品第廿三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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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止「無明」支，則「行」中斷；「行」中斷，則「識」終

止；如是往下至「老死」被遮斷。「老死」等後後支的遮斷

乃觀待前前支，此說明：彼此乃互相觀待依賴著。

惑業由分別　滅盡故解脫

彼等由戲論　以空將遮斷【第五偈】21

由於如此「煩惱業盡故解脫」說明：由於滅盡煩惱，因

此煩惱所重新造作的業就會中斷；以及往昔已造的業失去滋

養，是故獲得解脫。那麼，解脫的本質是什麼呢？內心上的

法性即為解脫的本質。

如果煩惱以及業能夠滅盡，其情形為何？隨惑業他力轉

移的蘊體是業所造成，業來自煩惱，煩惱來自非理作意的分

別心，其來自實執戲論—實執愚痴之戲論。由於如此，實

執愚痴之戲論乃在無誤觀見空性之心智所串習下被遮斷，遮

斷實執戲論之後，實執戲論所引生的惑業以及苦果等全都消

失停止；說明了滅諦—解脫，是為「藉由空性將斷除」。

在區分粗細品無我時，「煩惱業盡故解脫」：若將實執

21 此偈頌若翻成七字一句則為：「煩惱業盡故解脫，煩惱及業由分別，彼等戲論而戲
論，藉由空性將斷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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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作所知障，粗品補特伽羅我執當作煩惱障，則斷除如是粗

品補特伽羅我執便獲得解脫。又，將「彼等戲論而戲論」當

作細品我執—法我執，法我執乃藉由證悟法無我而斷除，

然後證獲無住涅槃。清辨論師等人是這樣做解釋。

至於佛護論師與月稱論師乃如實闡明龍樹菩薩之密意，

所以，不將兩種實執當作粗細品無我；補特伽羅我執以及法

我執是在「空處」上有所差異，此外，所破並無粗細之別。

由於如此，對於其反面的執著也不是粗細執著之話題；所

以，是將補特伽羅我執以及法我執都當成煩惱。

因為是依據法我執而產生補特伽羅我執，所以，法我執

是針對各個所緣而心生蘊等自性存在的執著。另外是執持補

特伽羅自性有之心念，補特伽羅—我之心念生起時，乃從

蘊呈現於心境上而產生我的念頭；所以，首先是以持取蘊為

實有的執著—法我執為基礎而產生補特伽羅我執；說的就

是這樣。

由於如此，龍樹菩薩說：「直至有蘊執，如是有我執，

我執則業再，由彼而再生。」22說明補特伽羅我執乃根源於

22 《中觀寶鬘論》第一品第三五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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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我執；所以，輪迴根本是在法我執，因此稱其為煩惱。

雖施設說我　亦宣說無我

諸佛或說我　無我無絲毫【第六偈】

說明：在這個世界上的許多見解宗論當中，例如順世派

是斷邊的宣說者，主張絲毫沒有我；此外還有常邊的宣說

者，主張存在常一自主的我—別於蘊的他義我；有各式各

樣。而佛教的法理是：「諸佛或說我，無我無絲毫」，不僅

「我」不存在，甚至「無我」亦是無自我。

把「諸佛」放在最前面就變成：諸佛雖假立說我，亦宣

說無我，或說我、無我無絲毫。如果這樣作組合，則說明：

在世尊的教誡當中，會因應所化徒眾的根器與希求之差別，

對一些人宣說「有我」，對一些人講說「有蘊無我」，如此

做區分而宣說；但最終的密意是「無我無絲毫」。

對於事物的狀態，因為我們認為內外一切事物是從自方

存在，所以便會覺得其乃以本身之性質而成立。雖然是如

此以具有自性之姿態呈現出來，但是事實上並非以自性而存

在。由於如此，對於事物的真實狀態到底是什麼？去探求

而於有所收穫之心智上，乃將事物之表象遮斷；所以接著就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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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作言說　非心所行境

不生與不滅　法性如涅槃【第七偈】

說明：諸法的真實狀態乃是自性全然寂滅—自性空，

但會應機權變地說：

一切實非實　真實非真實

非非實非實　即佛所教誡【第八偈】

向徒眾宣說時，對於初學者或粗略根機者不著重講說

「剎那剎那壞滅的無常體性」，反而會說「是持續存在」，

接著解說「粗品無常」—對下士道主要宣說的是粗品無

常；以不間斷的相續狀況作解說。

其後，對中士道所宣說的是細品無常—「故由無常

苦，因苦說無我」，說的就是細品無常—剎那剎那壞滅的

體性，是指無論內外任何事物絕不存在不變異的剎那之上。

然後進一步，更細微地提到：不僅執著常是顛倒心，甚

至執著無常為自性有也是顛倒心；二者同樣都是非真實存

在，如是更深入地作宣說。

非從他了知　寂不論戲論

無分別非異　即空性性相【第九偈】

所謂「勝義真如」必須自己藉由聞思修三者依次增長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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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而親身作體會，然後現前通達諦實，此外並不是使用言語

或是他人可以詮釋，是為「非從他了知，寂不論戲論」。

「無分別非異」，說明不存具分別心思。總之，呈現出的

是止息所有戲論的寂靜法界；於寂靜法界之中，一切可能存

在之事物於自性空之法界乃一致而不相異，是為「即空性性

相」。

依賴彼所生　暫且其非彼

亦非異於彼　是故非常斷【第十偈】

說明並不是在因的階段，果以自性存在；不是像數論派

所主張那樣，如此會有「常」之過患。又，假若因以及果為

自性異之個別，則由於彼此之間沒什麼關聯，所以會變成從

無因所產生；如是之主張，因與果二者變成具有各不相關的

體性，彼此毫無關係。假使互相無所關聯，則是否為因都一

樣會出生，如是就會有落入斷邊之缺失；所以說「是故非常

斷」。

佛陀世怙主　甘露之教法

非一非異義　非斷亦非常【第十一偈】

說明：對於空性，宣說了遠離常、斷二邊的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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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雖不出世　聲聞眾亦盡

然辟支佛智　無師而善生【第十二偈】

於今生對於空性義理如果藉由聞思而稍作熟習，則即使

於此世未能現證空性見解，但是由於業力確定，於來生依靠

少緣就能現見空性。由於如此，不可以認為空性很難觀修、

很難生起而放棄，應當要勤奮作串習；然後在來世就能很順

利地證成，意思就是這樣。

觀我法是為第十八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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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四品—觀聖諦

那麼，對於所說的空性—所有一切法皆自性空如果不

以自性存在，則還有什麼會剩餘下來？事物是因為具有各個

所執持的性相或本質才會發生作用，假使事物不執持自己之

本性，則根本不存在呀！所以，爭辯就是由此產生。這就是

第廿四品所要解說的道理。

第廿四品開頭就說了呀！「此等若皆空，無生亦無

滅」，如果是自性空，就是剛才說過的，假使諸法所執持的

自性或是性相消失，就不存在了呀！所以，對於中觀宗所主

張的「一切法皆非自性有」認為是：否定了一切法—落入

斷邊。將（爭辯的）頌文念下來：

此等若皆空　無生亦無滅

則四聖諦等　於汝即成無【第一偈】

因無四聖諦　善知與斷捨

觀修及現證　變成不合理【第二偈】

彼等非有故　四果亦不存

無果無住果　諸向亦非有【第三偈】

倘若八士夫　彼等無僧無

因無諸聖諦　故亦無正法【第四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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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法與僧　如何有佛陀

如是言空性　害損於三寶【第五偈】

而且於果報　非法以及法

世間之名言　全悉成壞損【第六偈】

說明：蘊等事物真實地呈現在我們心中呀！如果說這些

都沒有，那就是不存在呀！不承許緣起的外道，以及主張緣

起的佛教宗派—毗婆沙宗、經部宗、唯識宗、中觀宗當

中，承許名言自相有者乃主張諸法以自性存在；所以，主張

諸法不以自性存在者就變成是斷邊。

總之，即使是龍樹菩薩的隨行者—中觀派當中，認為

如果遮止名言自相有，則會破壞具效用的緣起。對吧！那些

名言上有作為、與利害相關之事物應當具有某種自性，如果

無法安立這種自性，就會落入斷邊；批評便是由此產生。龍

樹菩薩對此如何答覆呢？

於彼而言汝　不知空本質

旨趣及涵義　是故而受損【第七偈】

你對我中觀宗所主張的一切法自性空—亦即於《般若

經》所說的無自性，乃隨順文義而承許；例如「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所說，乃隨順文義而承許。同樣的《寶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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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應該是在《般若二萬頌》有提到：「色非以空性而空，

色即是空。」。

《寶積經》是配合三解脫門23而說：「空性非以空性而

空，空即是空」。同樣的，性相—因，以及成熟之果，亦

即因與果之事物非以空性而空，因與果即是空；在經典當中

有這樣做宣說。所以，龍樹菩薩的主張應當如同《般若經》

之隨順文義而給予承許。

如是，對於《般若經》需要宣說諸法自性空所歸結的關

鍵是什麼呢？就是空性的旨趣。所謂「空性」一般而言是諸

法的真實狀態；又，於《般若經》中有說：「無論如來是否

蒞臨，諸法唯住法性」，將法性說為空性。以正量所緣而存

在的任何事物無論是什麼，其本身的狀況乃成為真實狀態。

由於如此，例如我們的心思也是自性空，幸福與痛苦也

是自性空；所破—染污也是自性空，能破—對治也是自

23 三解脫門：指獲得解脫而到達涅槃之三種法門。一、空門，觀一切法皆無自性，由
因緣和合而生；若能如此通達，則於諸法而得自在。二、無相門，又稱無想門。謂

既知一切法空，乃觀男女一異等相實不可得；若能如此通達諸法無相，即離差別相

而得自在。三、無願門，又作無作門、無欲門。若知一切法無相，則於三界無所願

求；若無願求，則不造作生死之業；若無生死之業，則無果報之苦而得自在。（詳

見《佛光大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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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空，這是理所當然的呀！譬如會說「有為法是無常」是因

為其原本就是無常，如是，諸法就是自性空；由於本身的自

性空，並不會對我們造成任何損益呀！

而現在說必須了知空性—亦即觀修空性之目的是什麼

呢？如同昨天所說，我們內心無論對任何事物都認為是從他

方真實存在，各個事物都呈現出具有各自的性質並將這些執

為真實；由於如此，對中意者執為真實中意，對不合意者執

為真實不合意。

然後，於此方—領受悅不悅意的我也執為真實，並且

如同心中所認定的那樣緊持不放，因此便會生出非理作意的

顛倒心；從非理作意之心念會引生貪瞋心緒，由此，身語意

三門造作惡業而釀成苦果。所以，凡是不想要有苦果者，對

於苦果是從何而來？是由紊亂心、顛倒心、無知心而產生，

對此要作個辨別了解。

至於造成痛苦的來源—顛倒心是怎樣的呢？即使是對

外在現象、或是內在感受，不論是什麼都認為是從外境能真

實獨立存在，並如同所顯現般頑強耽著地產生執著；由於此

種認知有所缺失，所以應當加以消除。為了要將其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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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內心緣於各個事物並視為真實存在，所以如果了知

各個事物非如同我們所認定般真實存在，則對於外在現象以

及內在感受雖然以獨立之姿態呈現，但是假若在心中生起非

如同顯現般存在，則因內心堅穩形象所引生的貪瞋心就會逐

漸慢慢減弱，然後依次便能加以斷除；就是這樣進行。由於

如此，所謂「空性」雖然本來就存在，但應當去了解。

例如：有為法原本就是無常呀！剎那剎那壞滅的體性當

然就是無常。雖然如此，但是之所以應當了解無常，是因為

實際上是無常，然而內心由於執常的心態，所以會引生許多

過錯。由於常執是一種缺失，所以為了破除常執，對於無常

要做認識；當了解無常時，就不會出現因為常執的心念所引

發的錯誤。明白了嗎？

就像這樣，要消滅由於執著自性真實存在所引出的過

患，就必須從心生非真實存在的定準而削減其力道，此外別

無他法。例如《釋量論》有提到：「慈等不違愚痴故，非能

滅除大過患」說明：觀修慈愛或是悲心等類並無法壞損實

執，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與實執形成對立呀！能破壞實執者是緣於同一

對境，而有互相牴觸的執持方式才能造成害損，此外，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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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之其他心緒並無法加以傷損。慈心悲心等雖然是良善之

心，但是對其卻不會形成壞損。「慈等不違愚痴故，非能滅

除大過患」的「大過患」就是指實執。基本上《釋量論》提

到的法無我、以及此處所說的法無我雖然有些差別，但是原

則卻一樣。

所以，承許名言自相有的中觀宗對於《心經》所說「色

即是空」，乃解釋成「色於勝義為空」；必須這樣搭配。

形色無可損壞地呈現出來，並且如同從外境存在般顯現而成

立。

所以，「色即是空」的「空」義（當如是思維：）如此

從自方存在的色，是以其真實狀態而形成的嗎？若問：「是

否以勝義存在？」則答：非以勝義存在。由於如此，這就是

所謂「所破諦實不現於根識」—色不以勝義存在只能出現

在心識之外，根識並無法接收。

根識所能收受的色—呈現出從他方存在的那些，全都

屬於以名言成立的範圍。因此，《心經》所說的「色即是

空」意思指的是：色於勝義為空；必須這樣子配合。至於

「空即是色」大概也可以搭配回去，而變成勝義空者乃呈現

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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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如此，月稱論師對於承許名言自相有之中觀論者作

駁斥時指出：經藏中所謂「一切法皆自性空」如果依照主張

名言自相有的中觀宗所說，就不是所謂「色非以空性而空，

色即是空」，而是色非即空；有個自主存在的色。這樣就變

成「色以空性而空」，去除「色非以空性而空」；空處—

色—自主存在、具自性有，於勝義不存在是因為以空性而

空。

不承許名言自相有者，之所以會說名言不具自相是歸根

於「色本身即是空」，色非以空性而空，色本身就是空；於

此，會使用「自空」這個名相。這有道理呀！

如果對具體的色不作碰觸而安置一旁，然後說其於勝義

有乃為空；亦即空處—自主存在的色，是被勝義有空掉所

破，則會有「他空」的含意呀！

相對於此，色不以自性存在，色非以自性成立，就變成

是「自空」呀！如是，就色本身不以自性存在的這種情況做

抉擇時，所緣境會消失—沒有所緣的立足地呀！

由於如此，這裡問：「但是，色乃以從他方存在地呈現

在我們眼前呀！所以，色從自方存在，除了這個以外還需要

什麼其他理由？是我們親眼所見、觸手可及呀！」答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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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錯亂。由於心識攙雜無明以及無明習氣，所以才展現出真

實形態；否則實際上並非真實存在地顯現。

那麼，執色之標準不論是執色分別心、或是無分別心，

反正都是能領納形色的標準呀！如同昨天所說：「有與沒有

乃從『是否為正量可得』來談論。」所以當說「那是種標準

呀！如同所呈現般應該存在外境上」時，（答曰：）。

執色之心對於「色從自方存在」並不作持取，只不過是

顯現出「從自方存在」。那麼，對於色所持取的是什麼呢？

除了只是色之外（無他）；亦即，雖然呈現出色從自方存

在，卻不執取；由於如此，於「色顯現出從自方存在」作觀

待，就是迷亂心。

所以，需要很詳細地區分呀！無欺的標準不是指：於表

面狀態的無欺瞞；於表面狀態雖存紊亂，但是對於感受境，

內心之認持並未錯亂。是這樣做說明。所以，像這些類乃有

微細的區別；而必須如此解說的理由是什麼呢？

龍樹菩薩在《六十正理論》說：「於執境之心，豈不成

大惑」，如果稍剩所緣依託，就會產生微細實執；假使產生

微細實執，由此便會引生微細貪瞋。所以，從承不承許名言

自相有之理論當中，不但於補特伽羅無我的安立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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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煩惱的安立亦出現差別。

由於如此，空性的目的是將貪瞋的引生根源—實執的

所緣境清除。總之，就是消滅內心之所緣境，從這方面而斷

除貪瞋，此即空性之目的；亦即是必須證悟空性的理由。

那麼，空性的本質是什麼呢？就像上面所說，其乃內心

如實剖析諸法真實狀態的領悟。事物是一種世俗的狀況，

對此不滿足於唯顯現而探索其真實狀態。由於事物非實質存

在，所以找不到呀！於尋求色等事物真實狀態之定解當中，

會遮止事物之表象；因為慢慢地在作熟習，所以當如實確定

真實狀態的心念到達相當程度時，事物之表象便被遮斷。

對此，必須自己如實以親身經歷而現見空性義理、並如

實確信；此外，不是以分別心所能想像、以字詞所能言說，

所謂「不可思議言說之般若波羅蜜多」的意思就是如此。所

以，這是空性的本質；善加止息所有戲論之寂靜界，浮現出一片

空朗朗的景象，是為空性的本質。

至於空性的涵義是什麼呢？空性的涵義並不是「沒有」

的意思，亦即，空性不是談論「沒有」；空性的涵義是觀

待—並非不觀待地自主存在。由於如此，依賴因緣和合而

生起，由於觀待，所以非不觀待地自主存在。這在下面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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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於此，西藏一位大學者曾做了一首偈頌：「空乃真實

空，意非無作用。」明白嗎？所謂「空性」，意思不是沒有

作用，不是指空掉有利害效用的事物，是為「空乃真實空，

意非無作用」。「緣起幻化性，意非自性生」，所謂「緣起

性空」的緣起是指從因產生果，而不是真實的生。

從因產生果只不過唯名假立，否則如果是真實，則從

「自生」或是「他生」作剖析時應該找得到呀！但是從四生

任何一種作探求時，卻都找不著呀！由於如此，所謂「生」

也是除了唯名假立之外別無其他呀！

在我們內心所認為的「生、住、滅」雖然像是個從他方

存在、可以指出來的實體，但是去尋找其真面目時卻找不

到，所以就說：「緣起幻化性，意非自性生，如是空緣起，

詞義若善知，現空於一事，不違不待言。」。

如果事物消失作用，就無法在其上安立緣起；因為空掉

的是諦實，而諦實空的理由是因為依賴而假立，所以是諦

實空，這道理是一樣的呀！因此現象與空性二者，空性是一

面，現象是另一面，而根本乃相同。所以對於二諦，為外道

所主張，佛教四部宗義也都承許；但是在上下部宗義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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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宗乃主張二諦體性相同。

例如於一形色上，具有名言一種體性、以及勝義一種體

性，共有二種體性。於名言之所以成立，是因為觀待而成

立、依賴而假立；所以就是非不觀待而自主存在。只是以形

色的呈現並不會明瞭，當剖析形色之真實狀態時，才能夠了

知。

因此，以審察勝義之心剖析時乃有所得；而在審察世俗

之心上卻找不到，於審察世俗之心上所得到的是世俗諦—

事物。

當分析其真實狀態為何之時，則唯由依賴而假立之外，

根本找不到是以自性所成立；由於變成非從他方存在，所以

最終乃歸結成：由依賴而假立。因此，現象與空性二者乃具

有相同之含意，亦即是緣起之義理。如此一來，指責中觀宗

是斷邊就不具道理呀！

善加止息所有戲論的空性之所以應當觀修，是為了斷除

實執、消滅痛苦，因此需要了解；對吧！如是，現起空性義

理之際，會湧現一種善加止息所有戲論的寂靜相。如果以你

所主張的「事物從自方存在」來說，則在觀見真實狀態之心

智上，大概就會變成還是事物。總之，空性義理就是緣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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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此外並不是指無作用效力之意。

對於名言的安立是從我們的經驗而作講說；所以，種敦

巴尊者曾說：「以真實狀態而言，手亦是空、火亦為空；於

真實狀態雖然手與火皆是自性空，但在現前狀況，手碰到火

時沒有不被燙著的呀！」此於名言上乃無可傷損，而探索炙

熱火焰的施設義時卻找不到，尋求被燙著的手之施設義時也

找不到；因為是自性空。雖然是自性空，但是卻具作用；尤

其就是因為自性空，所以才會發生效用。如果是自性有，就

無法有所作為。

因此，龍樹菩薩就如此作解說，對那些說實事師或者主

張名言自相有者說了：「若於眾事物，視為有自性，如是諸

事物，汝見無因緣。」24倘若「事物從自方存在、以自性形

成、不觀待而成立」是你的承許，則你就無法宣說因果。

凡是承許因果，則有為法的形成就是觀待依賴其他因

緣。如果不觀待任何因緣而以自性成立，則因自性存在，便

與觀待相違；沒有觀待就無法安立因果的關係，由於存在因

果關係，所以才能談論觀待。而觀待就是由依賴而假立，因

24 本論第廿四品第十六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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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由依賴而假立，所以才說非以自方存在，故說：「色即是

空，空即是色」。

諸佛說正法　如實依二諦

世間世俗諦　以及勝義諦【第八偈】

要善加理解空性以及緣起之義理，就必須了知二諦的道

理；世尊所宣說的一切教法都是依據二諦而教誡。

諸凡於二諦　不知差別性

彼等於佛法　不解深空性【第九偈】

理由是什麼呢？

不依賴名言　無法說諦實

不知諦實義　不能得涅槃【第十偈】

所謂勝義諦—空性的意思是由依賴而假立，而事物的

存在方式因為是由依賴而假立，故說並非不觀待地自主形

成。所以，如果將空性說成什麼都沒有，則不需要依賴名言

呀！就因為空性指的是自性空，所以存在於名言的成立法則

上，故說「不依賴名言，無法說諦實，不知諦實義，不能得

涅槃」。

謬誤見空性　劣慧成衰損

如蛇及明咒　舛錯持與修【第十一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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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空性的道理必須運用智慧善加探究而作了知，否則

並不是很容易就能理解。如果所破太過，會墮入斷邊；所破

不足，則落入常邊。由於會如此，故說「劣慧成衰損」。

稔知此法深　鈍根難明瞭

是故能仁意　撤銷宣法理【第十二偈】

世尊的徒眾有各式各樣根機與希求，所以很難對所有徒

眾都仔細詳盡地教導空性見解；由於如此，乃因應徒眾的根

器與信解而作契合的教誡。然後是：

所成之缺失　不適於空性

故汝捨空性　於吾彼不宜【第十三偈】

承許名言自相有的那些說自性有者，對主張自性空者所

作的那些指責，自宗乃以唯依賴而假立來安立名言。「因為

依賴而假立，所以是自性空」的這種主張雖被說自性有者批

評，但卻無法諉過於我；是你自己出錯，為什麼呢？是你主

張自性有，由於是自性有，因此不依靠其他；因為不依靠其

他，所以因緣不會有作用，不會有利害的影響。

例如：以我們現有的經驗，於某種識的產生需要所緣

緣、增上緣；以根識來說—以執色的眼識來說，所緣

緣—色，等無間緣—前前心念，是如此來談論。假使執

154 中觀
根本慧論

精華三品



色的眼識是自主存在、不觀待就能形成，則無需依賴其他條

件；這是可以親身經歷而了知的呀！

在我們名言當中有能作、所作、受詞三者，如果剖析所

謂能作、所作、受詞三者，則所作的行為在哪裡？沒有與行

為配合，就不會有能作的作者，不會有行為的業；因此，所

作乃是作者與行為的業相結合的基礎。但是，沒有作者時，

便沒有所作；沒有行為的業，就沒有行為，所以是彼此觀待

而成立。

如果談論由依賴而假立，這些就能夠安立；假使非由依

賴所假立，而是自性存在，則很難作安立呀！像是從因生

果，所利益、能利益，所損、能損等等；總之，如果安置在

唯名言假立之上，則全部都能適當安立呀！假若不是唯名言

假立，而是真實存在，則無論如何安置都覺得不妥貼。

由於如此，頌文就說：「所成之缺失，不適於空性」，

說明自性空—緣起性空因為由依賴而假立，所以是自性

空；「故汝捨空性，於吾彼不宜」。總而言之：

諸凡堪為空　於彼一切成

諸凡不得空　一切皆不成【第十四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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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將己諸過　全皆轉嫁我

猶如正騎馬　卻忘所騎馬【第十五偈】

而剛才提到的就是以下這個偈頌：

若於眾事物　視為有自性

如是諸事物　汝見無因緣【第十六偈】

這是加以反駁的說明。

結果以及因　作者與能作

行為及生滅　果亦成壞損【第十七偈】

意思已經說明過了；就是因以及果、作者與行為、所作

對境等等都無法安立。同樣的，對於能生的因以及所生的果

這些類，當探求能生因如何產生果時，就會運用到「金剛屑

因」—非從自生、非從他生、非從俱生、非從無因生。

以所生果來說，即使從因與果二者作考慮，於一或異都

無法尋獲；剖析所生果是有生或無生—「破有無生因」，

也是找不到。由於如此，就說：「作者與能作，行為及生

滅，果亦成壞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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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論》之要義

接著下面這兩偈頌文是《中觀根本慧論》的精華，你們

要背誦起來記在心裡，每天稍微念一下就很好。兩偈頌文是

什麼呢？

諸凡依緣起　說彼即是空

依賴而假立　其乃中觀道【第十八偈】

所謂空性，主張自性空的中觀宗所說的「空空」意思

是：由依賴所假立—依緣而起；亦即所謂緣起，指的就是

由依賴而假立。在佛教四部宗義當中都主張：連作者本身也

是以觀待而存在、依賴蘊而假立；說明其乃緣起的本質。總

之，作者是以觀待而成立，作者所受用的蘊等事物也是依據

因與緣所產生；因此，緣起乃為佛教整體所宣說。

中觀宗所主張的果觀待因是大家現前可見，大概連旁生

也略微知道。如是好好地想一想的話，不僅果觀待因，凡是

因以及果所安立的事物，因之所以成為因，是觀待果呀！因

雖然不是由果產生，但是因能成為因，是觀待果；由於果，

而成為因。

縱然因不是從果出生，可是因的存在，是基於有果；所

以，果不僅觀待能生之因，要成為能生也要觀待所生呀！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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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因果的話題，說的是假立。果觀待因而生，是因果；

因依賴果而假立，說明了緣起的兩種含意。所以，依賴而假

立的範圍就很廣泛；這在昨天說過—觀待支分而假立。

總之，此處依賴而假立的究竟義理是：無論任何事物之

本質都可以安立成「唯顯現」。會呈現出苦樂等，從唯顯現

之上是存在一事物；如果要尋求其體性，就談到名以及義，

名有個代表的意義呀！名雖然有個代表的意義，但是，說

「唯名」當中的「唯」是限制了什麼呢？

不是限定名所表示的含意，名所表示的含意是正量存

在；雖然如此，所謂「唯」是對於名所標顯的那個意義，於

探索是否從自方存在時卻指不出來、找不到。由於具有利害

關係，所以是存在；然而存在的方式是如何？基於名言而存

在。

總之，唯是名言與分別心所假立，唯是共許；如果承認

唯是共許，則不傷損其他名言。不僅如此，亦不被審察勝義

之心智所害損；所以，於如許狀態上只能安立存在，此外並

未論及真實存在，無法於真實上安立。外境上不是沒有，是

有；但是外境的本質是什麼呢？唯依賴而假立，能施設所假

立的唯施設，唯在名言上假立、唯在名言上安立；所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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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由依賴而假立的究竟意義—所謂唯在名言上安立，唯是

能施設的分別心所假立。

因此，成立各個事物的體性要依靠能施設的分別心，所

以是依賴其他。能施設的分別心不是所施設之事物，是故，

所施設之事物變成是相異的其他；所以是靠他力所成，而非

依自力。觀待與不觀待乃互相違背，依賴而假立屬於觀待；

由於是觀待，所以就無法不觀待，因此說「依賴而假立」。

「依賴」指觀待、無自主，觀待是指有，不是沒有；但

也不是自主存在。由於非從自方存在，且觀待其他，所以破

除常邊；以觀待而能作施設，由施設而發生作用，因此破除

斷邊。所以，此二者為中觀道；由於這些理由，（故說：）。

非為緣起法　絲毫不存在

是故無涓滴　非是空性法【第十九偈】

說明不僅是有為法，而是全部所知由於都是依賴所假

立，所以有為法是緣起。非但如此，要安立有為法的自性

時，除了是依賴所假立之外別無其他。甚至無為法也是除了

依賴所假立之外無他，由於如此，因為一切法全都是緣起，

所以，無任何非自性空之法。

這就是兩偈非常重要的頌文。明天會傳授大悲灌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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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個階段要觀修空性，到時你們要把這兩偈背誦出來。如

果將理論學說遺留在經卷當中，需要的時候就沒有助益；對於那些

關鍵重點之類要背起來，要發揮提醒作用就必須熟記頌文；在西

藏研讀經論者需要默記本頌的原因乃根源於此。義理之老人

必須依賴字詞之拐杖，如果熟記本頌字詞，則因為已經暗記

在心中，所以很容易就可以回想起來。因此，明天要能夠背

得出來呀！不可以看書喔！呵呵！

接著下面的偈頌是對於所指責的缺失加以反駁：如果主

張自相有，就是承許不觀待，承許不觀待，則會有以下過

錯：

若此全不空　無生亦無滅

於汝即變成　非有四聖諦【第二十偈】

倘若非緣起　痛苦豈存具

宣說無常苦　非於自性有【第廿一偈】

若從自性有　集將如何成

故於壞空性　則集不存在【第廿二偈】

苦若有自性　滅則不存具

自性永住故　於滅成害損【第廿三偈】

道若自性有　修持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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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道應觀修　則無汝自性【第廿四偈】

爾時若苦集　以及滅非有

則道之滅苦　何為欲證得【第廿五偈】

倘若以自性　未善加了知

彼焉成善知　豈非自性住【第廿六偈】

如是汝之斷　現證與觀修

以及四果等　不得如善知【第廿七偈】

自性全持故　果為自性有

諸凡非可得　如何變能得【第廿八偈】

無果無住果　諸向亦非有

倘若八士夫　彼等無僧無【第廿九偈】

無諸聖諦故　正法亦非有

無法及僧眾　如何有佛陀【第三十偈】

汝不依菩提　即可成佛陀

汝不依佛陀　即可有菩提【第三一偈】

汝之自性故　非佛為菩提

縱勤菩薩行　菩提仍不得【第三二偈】

任何法非法　永遠無造作

不空如何作　無作於自性【第三三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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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無法非法　於汝卻有果

以法非法因　生果汝不具【第三四偈】

以法非法因　生果汝若具

法非法所生　果何故不空【第三五偈】

諸凡行害損　緣起之空性

世間之名言　即悉成壞損【第三六偈】

若害損空性　則毫無所作

不動卻有行　無作成作者【第三七偈】

倘若具自性　有情無生滅

且恆常永住　離暫時各樣【第三八偈】

倘若非有空　不得未獲得

痛苦無窮盡　惑業全不斷【第三九偈】

最後是總結—「諸凡見緣起……」，觀見空性的義

理，於其作了知並領悟，則對由因所生之痛苦、以及痛苦可

以完盡、有滅苦的方法等等便能夠了解。

諸凡見緣起　彼即見苦諦

集諦與滅諦　以及道諦等【第四十偈】

觀聖諦是為第廿四品

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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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根本慧論理海疏
三品

龍 樹 菩 薩　造論

宗喀巴大師　作疏

滇 津 顙 摩　中譯





譯　言

漢譯《中論》，於梵文以及藏文之題名若直譯其所使用

之字詞乃為《中觀根本慧頌》。因為此典籍係龍樹菩薩闡揚

《般若經》密意之著作，故於論典名稱有人中譯成《中觀根

本慧論》或《中觀根本慧論頌》；今依其所詮以及順應漢譯

題名而譯成《中觀根本慧論》。

本師釋迦牟尼佛成道之後，於靈鷲山二轉法輪時所宣講

之妙法為《般若》；《般若》乃依據緣起而解說一切法皆是

無自性之空性。然空性之意趣深奧難解，非世間庸俗聰慧所

能正確了知；其後幸得龍樹菩薩以正理成立精深之中觀道，

將此種能超越凡俗知識、證悟事物真實體性之智慧展顯發

揚。龍樹菩薩宣說中觀正理之代表著作為「理聚六論」，其

中又以《中觀根本慧論》為最主要。

龍樹菩薩雖闡明世尊緣起性空之密意而著作《中觀根本

慧論》，然空性法理深邃，加上以偈頌體所表達之文義非一

般心智所能直接領悟，故有解說之典籍問世。有關《中觀根

本慧論》之解釋作品，印度學者所著之註釋本現存七部，其

中四部有藏譯本，分別為：龍樹菩薩《中觀根本無畏釋》、

佛護論師《中觀根本佛護釋》、清辨論師《中觀根本智慧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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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月稱論師《中觀根本明句釋》。

此些典籍傳至西藏後，陸陸續續有西藏學者之詮釋著作

出現；宗喀巴大師《中觀根本慧論理海疏》即是其中一部。

此論典乃大師因應許多求知者之請求而著作，依據《至尊宗

喀巴大師傳》所記載，其著作之情形為：大師對論著中之各

種細微智理作詳細考察，於一些極細智理略有懷疑而難以察

透時，便猛利向上師以及至尊文殊作祈求。因此有段時間，

大師多次觀見《般若經》二十空性諸字句以純金書寫之相現

於空中；從此以後，大師於微細智理之所有疑難皆不費力而

獲得解決。

《中觀根本慧論理海疏》當中，宗喀巴大師除以中觀

應成派之見解作闡釋外，並以諸多經論作引證。其中論典

方面，龍樹菩薩之「理聚六論」等以及聖天菩薩之《四百

論》、佛護論師之《佛護釋》、月稱論師之《入中論》、

《入中論釋》一再被引述乃理所當然；另外，因為此典籍係

依循《明句釋》作疏，故《明句釋》之詞句於疏文之字裡行

間乃屢屢可見。

此論典之本頌雖於西元第四世紀便有鳩摩羅什所譯之

《中論》漢譯本，然譯者為隨順藏文註釋本撰述時所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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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句，故依據藏文重新翻譯頌文。而翻譯任何典籍，本應遵

循論著各品順序逐次著手翻譯，然今因應《中觀根本慧論精

華三品》之出版，故先將第十八、廿四、廿六此三品完整譯

出。另外，為了正確標顯此論典之名稱，故將論典開端說明

書名之梵、藏文部分亦譯出而置於最前。

誠如上述，宗喀巴大師之此著作乃引述許多經藏以及論

典作說明，故以譯者才微智淺之能力著實難以透澈掌握其中

密意；由於如此，倘若譯文出現任何闕失，懇請十方大德隨

時予以斧正。

於譯著此三品其間所值遇之疑惑，幸由任教於鹿野苑

「高級藏學研究學院」之藏文老師拉巴次仁法師，以及任教

於尊勝寺之圖滇初沁格西、確秋寺之圖滇悲桑格西等大德之

教導方得解疑，在此一併獻上誠摯之謝意。另外，特別感謝

拉巴次仁法師因應不才門生之請，對宣揚緣起真實義之諸聖

賢所作之讚揚偈頌。

由於此三品之翻譯若有任何善業產生，願全數回向遍滿

虛空之如母有情，祈願以此成為一切眾生證得遍智佛果之菩

提因！

滇津顙摩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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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ïm-‚ãP-ºDô¼-zºÛ-GmÅ-¾ÞGÅ-»Ûm-q¼-¤Eïmüü
dïm-‚ãP-n¤-GŸG-ºIô-¾-wm-xÛ¼-GÅÞPÅüü
dïm-‚ãP-¾-zdïm-ºIô-¤P-f¼-¤²h-qºÛüü
dïm-‚ãP-zhG-qô-zTô¤-¿km-ºhÅ-¾-ºhÝhüü

dïm-‚ãP-Æô¾-Gbôh-Çeôm-qºÛ-GÅÞP-HÛ-hrÛhüü
dïm-‚ãP-Dô-m¼-¤Eïm-qºÛ->Àâ-Oæz-ˆÛÅüü
dïm-‚ãP-n¤-GŸG-ÇÀ¼-»P-GÅ¾-¤²h-TÛP-üü
dïm-‚ãP-¾-zdïm-ºIô-z-IPÅ-¤ïh-zO¾üü

dïm-‚ãP-¾-ÅôGÅ-GÅÞP-¼z-¤-¾ÞÅ-¤Eïmüü
dïm-‚ãP-GÅÞP-ZÛh-GŸm-¾Å-¿ËG-q¼-G¸ÛGÅüü
dïm-‚ãP-zÇem-zTôÅ-ZÛ-¿e¼-ºGº-z¯¤Å-mÅüü
dïm-‚ãP-xôGÅ-;Ým-h¼-¤²h-®ôP-D-qüü

dïm-‚ãP-Æô¾-Gbôh-zhG-TG-Çeôm-q-hP.üü
dïm-‚ãP-ÇÀ¼-GÅô-¤²h-q->Àâ-Oæz-ŸzÅüü
dïm-‚ãP-VïÅ-Vï¼-h¼-¤²h-®ôP-D-qüü
dïm-‚ãP-GŸÝP-ºhÛ¼-¤ôÅ-q-zhG-GÛÅ-zÇeôhüü

¶×-a-¤fô-ÇÀôz-ˆÛ-zôh-hGï-¿ËG-q-±ï-¼ÛP.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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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達輪迴實質為緣起

宣說緣起法理為利眾

令諸有情解脫依緣起

敬禮緣起主宰薄伽梵

開啟緣起係佛之法要

了知唯是緣起之龍樹

更復闡明緣起之義理

依據緣起度脫無量眾

全然通曉緣起諸經教

勝出他人觀見緣起義

撰述些許如日緣起論

遍傳緣起即是宗喀巴

開創緣起吾輩之本師

推動緣起復興聖龍樹

弘揚緣起流傳宗喀巴

信受緣起此理吾稱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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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根本慧論理海疏三品

恭敬頂禮至尊妙吉祥之蓮足

梵文：prajn
3

ā nāma mūla madhyamaka kārīkā
藏文：hzÞ-¤-¯-zºÛ-±ÛG-¾ïºÞ¼-‚Å-q-ÁïÅ-¼z-TïÅ-‚-zü

　　　（中觀根本慧頌）

梵文之prajn
3

ā藏文指智慧；madhyamaka—中觀；

mūla—根本；kārīkā—偈頌；nāma—稱為。

第十八品　觀我法

辛三、趣入無我真實性之情形

分為三：壬一、說明品義；壬二、與了義經教相連結；壬

三、攝義示品名。

　壬一、說明品義

分為五：癸一、趣入真實性之情形；癸二、破除違教；癸

三、引領真實性之次第；癸四、真實性之定義；癸五、指示定當

修彼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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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一、趣入真實性之情形

分為二：子一、抉擇真實性之見解；子二、以修彼而遮除過

患之次第。

　子一、抉擇真實性之見解

於此若問：「假使煩惱與業等猶如海市蜃樓等，分明非

真實性，卻對諸愚人呈現為真實性之行相；於此，真實性為

何？如何趣入真實性？」。

（答曰：）藉由內外事物不可得而於內外將執著我與我

所完全斷盡，即為真實性。趣入真實性之詳細情形，應如同

《入中論》：「慧見煩惱諸過患，皆由薩迦耶見生，了知我

為此境後，瑜伽行者遮斷我。」1等所說而作了知；此處僅

就本頌部分作解說。

分為二：丑一、破除我為自性有；丑二、以其亦破我所為自

性有。

　　丑一、破除我為自性有

分為二：寅一、求解脫者初作審察之軌則；寅二、抉擇無我

見之軌則。

1 《入中論》第六地第一二〇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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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寅一、求解脫者初作審察之軌則

苦諦乃是宣說四諦當中之第一次第，故首先若於輪迴之

總別過患多作觀修，則瑜伽行者將希求趣入真實性，並於輪

迴之過患—生死等，以及缺失—貪欲等煩惱，期望完全

斷除。爾時，觀見「若因不捨除，則果不止息」而對「此輪

迴之根源為何」作思索。當剖析時，觀見輪迴具薩迦耶見之

根源；並且洞見捨彼則煩惱以及過患全皆遮止。

然則，若思：「如何斷除薩迦耶見？」（答曰：）一

般，各品全皆宣說：對於顛倒心所執持之對境如何作壞損，

然後遮除其有境之耽著。尤其於此品乃講說：對「薩迦耶見

所執著之我以及蘊是以一或異而存在」作審察；並且從破斥

對境上，遮除我與我所之執著。

《百論》亦云：「於境見無我，則斷輪迴種。」 2說

明：應洞見猶如我執所耽著之我並不存在，而從輪迴中解

脫。《釋量論》亦云：「此境不破除，彼即無法斷。」3所

有之開派大師於此法理所思所言皆相同。

2 《四百論》第十四品第二四偈。

3 《釋量論》第二品第二二三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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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對於我執耽著我以及所執著之我，若不知以無垢

之理路善加破除之義趣，僅以內心從執著我與我所收攝而作

串習，藉此期望從輪迴脫離，並不合理。因為雖沒進入我執

之對境—我，然未趣入無我之道理，故串習彼，絲毫無

法壞損我執。若如是，則亦不需以空性觀修義理而尋求無誤

見地，故經藏與論典所宣說之抉擇空性見解，全皆變成無意

義。

亦無法說：「雖於聞、思階段如此，然於觀修分際不需

如是。」因為以聞、思抉擇，乃是為觀修時內心熟諳於見解

之故；所謂：「瑜伽行者遮斷我」即說明：瑜伽行者以觀修

而如是行之故。

是故，觀見「斷除薩迦耶見乃憑藉抉擇彼所執取之對境

無自性」，並且觀見「彼之對境亦為我」，而於我執之所

緣—我，探求是否有自性，故首先於「我」上作思索。

寅二、抉擇無我見之軌則

分為二：卯一、破除我與蘊自性一；卯二、破除我與蘊自性

異。

　卯一、破除我與蘊自性一

如是，我執之對境—我若為自性存在，則不出兩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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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狀況；即於「與蘊以自相為一或異」之上作剖析。為一或

異，若詳細分析一方，則另一方即應確認；因為排除第三種

情況之故。如是思索：

倘若我為蘊　則成生滅者【第一偈前半頌】

倘若蘊以及我二者為自相存在之同一體性，則我於各個

剎那皆變成具生滅者，因為諸蘊具生滅之故。

不僅他宗不如是主張「我」，自宗亦不應如此承許。因

為生起「我」想之根基—我，若與蘊以自相一而存在，則

變成亦與此生之蘊體相同；爾時，變成無其他來世地已出生

於此以及有初始。可參閱第廿七品所說。

又，若於每一剎那區分各個生滅，則變成有各別自相。

如是，便不會有記得前生之所謂「我曾為昂列駑國王」之

說；因為當時之「我」已如同身軀般壞滅，而於此世生出與

彼相異之自相「我」故。

另外，猶如存在諸多之蘊，「我」亦變多；「我」只不

過是蘊之同義字，故主張「我乃實有」便無意義；所近取

本身變成持取者，故受者與作者變成相同；有（以上之）過

患。

如是，以彼等理路，應當堅穩生起「我」與蘊二者非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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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一。

　卯二、破除我與蘊自性異

若別於諸蘊　即無蘊性相【第一偈後半頌】

倘若我別於諸蘊而以自相成為其他，則我不具蘊所標顯

出之有為法性相—生、住、滅；因為變成與其相離，猶如

馬與牛之性相乖離。

如是，變成無「我」，因是無為法之故；猶如涅槃以及

虛空花。而俱生我執之所緣、行相二者當中，所緣亦（變

成）不合理，因是無為法之故。

或者，別於五蘊之性相—堪為色、感受、取相、行

使、了知各個對境，而以其他體性存在。若同意，則如同別

於色而將心持取為其他般，當將「我」視為別於蘊之相異各

別體性時，（於事實上卻）亦非如是認持。

若曰：「此於他宗主張『我乃別於蘊之其他實體』並非

能損。」彼等雖言其他實體，卻非以俱生心智觀緣而談論其

所說。然則為何？

未理解「依賴而假立」之義理卻畏懼所謂「我乃唯名假

立」，而於世俗諦亦衰損；因為被相似因欺瞞，故思索並言

說別於蘊之其他體性「我」之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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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觀作者及業〉等品宣說「我」與近取二者乃互相觀

待而存在，故於世俗亦遮除彼等所思及之「我」。如是，

「我」若以自性存在，則「我」與蘊二者便必須以自相一或

異而存在；以及於此二者，復觀見以理路壞損時，所心生絲

毫無自性存在並獲得之定解，即是得到「通達俱生薩迦耶見

之我執對境為自性無」之見解。

丑二、以其亦破我所為自性有

若我無自性　我所豈會有【第二偈前半頌】

倘若對如是俱生薩迦耶見所心生「此為我所有」而執著

之所緣—我所，審察其是否以自相存在，則：

若「我」無自性，則「我所」亦豈會變成有自性？如是

思維，便了知我所亦無自性。

領悟「我」無自性之彼心智雖未認定「我所」乃無自

性，然以分析「我所」有無自性之道理而留心時，則依據前

面之領悟而不觀待其他能立便可了知。是故，此論述係以前

面理路之功用而證成，並未說明其他理論。

如是，若已確定「我」與「我所」無自性，則能通達與

輪迴根本—薩迦耶見之所有執持方式相違之空性。於此，

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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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二、以修彼而遮除過患之次第

分為二：丑一、遮除過患之次第；丑二、獲得解脫之情形。

　丑一、遮除過患之次第

分為三：寅一、破除薩迦耶見之法則；寅二、斷除爭

論；寅三、取盡故生盡之理。

　　寅一、破除薩迦耶見之法則

斷我我所故　無我我所執【第二偈後半頌】

如是，對於所獲得「確定我與我所無自性」之見解，藉

由持續觀修，便能將我—我執之境—補特伽羅、以及我

所—屬於我所擁有之境—蘊等之性相遮斷，而絲毫無所

得地變成境、有境一致。

瑜伽行者將不會持取「執著我為自性有、以及我所為自

性有」之薩迦耶見；因為見解與所斷二者於同一境上之軌則

乃相違，而以前者為正確故。

修持此之方式—寂止與勝觀之廣大守持方法，已於

《菩提道次第》解說，故於此不再贅述。

　　寅二、斷除爭論

若曰：「倘若有如此斷除我與我所執之彼瑜伽行者，如

是，我與蘊便以自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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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我我所執　彼亦非為有

無我我所執　凡見即未見【第三偈】

（答曰：）若如是我與我所無自性已解說，則別於彼

等—其餘之我執與我所執亦不存在；亦即所有皆斷除之彼

瑜伽行者亦非為自性有。

凡見而言：「斷除而無我執與我所執之瑜伽行者乃自性

有。」彼即未觀見空性之義理，亦未能斷除我與我所執之薩

迦耶見。

經云：「內在體性見為空，外在體性見為空，諸凡觀修

空性者，彼亦絲毫無所有。」《三摩地王經》亦云：「諸凡

思維寂滅法，思者彼亦不得有。」以及「蘊乃空且無自性，

菩提空且無自性，行者亦為自性空，智者了知愚不知。」。

　　寅三、取盡故生盡之理

若斷內及外　我與我所想

近取即止息　彼盡故生盡【第四偈】

如是，我與我所不可得；故於內—我、以及外—我

所，若斷盡我與我所想之二薩迦耶見，即止息四近取。因為

經云：「所有煩惱皆具薩迦耶見之根源、具薩迦耶見之集、

具薩迦耶見之因」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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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取為：欲、見、戒禁、言我。彼等依次是：色聲等

妙欲，除薩迦耶見以外之諸邪見，與邪見相關之惡劣戒律及

禁行，薩迦耶見；緣於此四類而希求貪著。

因為滅盡彼近取，是故依業而投生輪迴亦完盡。

丑二、獲得解脫之情形

惑業由分別　滅盡故解脫

彼等由戲論　以空將遮斷【第五偈】4

為何遮止投生之次第乃如前所說？因為符合「滅盡業以

及煩惱，是故獲得解脫」之說。

若「取」斷盡，則具彼之緣—「有」便不會產生；倘

若滅盡惑、業二者，即遮止生、老、死之故。

若問：「何者滅盡，則盡除惑業？」（答曰：）投生輪

迴之業乃出自煩惱，煩惱亦由苦樂以及顛倒之非理作意分別

心所產生，並非自性存在。非理作意之分別心乃對能知、所

知、所詮、能詮、瓶、毛氈、男子、女子、獲得、不得等耽

著為真實之各式各樣戲論；是從無始以來薰習所生。

4 此偈頌若翻成七字一句則為：「煩惱業盡故解脫，煩惱及業由分別，彼等戲論而戲
論，藉由空性將斷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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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執之戲論，乃以串習「將彼等對境觀為空性」便將遮

斷。如是，唯空性為真實；以觀修彼見，則證彼。於觀修之

究竟—滅盡煩惱種子時，完善遮斷戲論之彼空性，即稱為

解脫或涅槃。

如同《百論》云：「總攝諸如來，所言乃不害，空性而

涅槃，唯此二教法。」5《智燈論》云：「『彼盡故生盡』

以上說明聲聞獨覺之解脫，『惑業由分別』之頌文則宣講大

乘之解脫。」。

《佛護釋》與《明句釋》主張：彼二頌乃宣說脫離輪迴

之大小乘共通之解脫。《明句釋》指出：「清辨如是之說乃

未通達『聲聞獨覺證悟法無我』」，故說（其）非聖者之理

論，且不合理。

《寶鬘論》所說之「諸畏懼無住之自宗乃未經歷嚐試空

性」6，乃指持取毗婆沙宗以及經部宗宗義之聲聞部派，而

非指所有小乘皆未經歷嚐試。證悟補特伽羅與法之真實性之

諸小乘行者，於墮入常、斷懸崖邊乃以離邊之見解滅除，故

5 《四百論》第十二品第廿三偈。

6 《中觀寶鬘論》第一品第七九偈：「超越惡善行，甚深具釋義，自他於無住，畏懼
故未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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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觀者。彼等雖落入寂靜邊，然以其卻無損為中觀者；否

則，未從輪迴束縛以及寂靜缺失脫離為止，變成不可能成為

中觀者。

癸二、破除違教

分為二：子一、正說破除違教；子二、無法言說空性之理

由。

　子一、正說破除違教

倘若於現前觀見真實性之層面不得內外事物，故於彼二

者斷盡薩迦耶見之分別而為空性，則與經云：「本身即己之

救怙，否則誰將成怙主？善加調伏自性故，智者獲得增上

生。」又：「惡與善業不畏懼，己之所作將承受」等諸多所

說如何不相違？

然則，經云：「於此無我或有情，此些事物皆具因。」

又：「我非色，我不具色，於色無我，於我無色。」於其餘

四蘊亦如此宣說。甚至說：「一切法無我」；故與上面諸經

文豈不相違？

如是，應當探求佛陀如是宣說之密意。密意如下：

雖施設說我　亦宣說無我

諸佛或說我　無我無絲毫【第六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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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世來到此生，再從此生前往來世之有情與「我」，

由於此生所造作之善惡業而引出將來之苦樂。對此抹煞之低

劣徒眾乃於罪惡無所忌憚，為令彼等捨棄惡行，是故諸佛於

一些經藏說「我」；雖然如此，卻是假立施設而安立有我。

諸凡行善棄惡，卻被我見緊緊繫縛，猶如鳥類被極長之

線拴住，縱然所行非常遠，卻無法超越三界而前往解脫城。

對彼等中等徒眾，為令鬆脫薩迦耶見以及令生起希求涅槃，

故於一些經典亦宣說：「無我」。

或於彼等—由於往昔串習之特性，故特別信解甚深法

之種子成熟，而對經論之義理能夠揣度出深邃處之上等徒

眾，宣說：「我以及無我絲毫無自性存在。」。

《迦葉請問經》云：「迦葉！謂我是為一邊，謂無我是

為二邊，彼二邊之中間為無色、無可言說、無依、無表象、

無覺知、無住。迦葉！此即所謂中道—善觀察諸法。」。

《寶鬘論》云：「如是我無我，如實未見有，是故能仁

破，我與無我見。佛言見聞等，非實非虛無，由類異品變，

二者無實義。」7說明：名言上雖有我以及無我二者，然勝

7 《中觀寶鬘論》第二品第三、四偈。

183第十八品



義卻無，故如實不可得；同品—無我，以及異品—我，

二者無實義。

於此層級，《百論》曰：「首先遮非福，其次遮除我，

後遮一切見，凡知為智者。」8乃與「猶如聲明者……」9所

說相符。

如是，不破除執著補特伽羅獨立實有之對境，而宣說

「有造業、感果之我」，乃是為令生起業果之信解而不墮惡

趣且安置於善趣之故。

駁斥執著補特伽羅獨立實有之對境，然後宣說如是之無

我，卻不破除執著蘊為實有之對境；此僅是令鬆脫薩迦耶

見，非令根除。因此無常等十六（行相）之空以及無我—

依據補特伽羅能獨立之實體空之諸道，非能完盡煩惱。

破除補特伽羅為自性有、以及（破除）遮彼為自性有二

者之經典，方是令所有煩惱滅盡之道。

以上言「諸佛」—首先提出行者，然後言「雖施設說

我」等乃是搭配三種行為之說明。

8 《四百論》第八品第十五偈。

9 《中觀寶鬘論》第四品第九四、九五偈云：「猶如聲明者，令讀本字母，如是佛宣
說，徒眾能忍法。某些為遮止，罪惡而說法，某些為積福，某些依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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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就本頌所言「諸佛」—行者一詞配合上三種行為之

字詞而解說：因為察覺有為法於每一剎那壞滅並不適合業果

之關係，故數論派等施設而說「具有常我」。

以相似因之理由觀見無有從前生來今世、由今世往來

生—輪迴之補特伽羅，故順世派主張「無如是之我」。

諸佛世尊則言：「我以及無我絲毫不具自性有。」。

子二、無法言說空性之理由

無法作言說　非心所行境

不生與不滅　法性如涅槃【第七偈】

若問：假使諸佛教誡：「我與無我二者皆無自性」，則

為何宣說「有」？

（答曰：）倘若勝義可以作言說而宣講，勝義依然無法

作言說；因為於不存在之爾時，諸佛絲毫不會宣說。其理由

為：勝義並非心所行對境之所緣。另外，一切法於勝義乃是

不生與不滅之法性，猶如涅槃；何如即如彼之故。

或者，乃對所言之「戲論以空將遮斷」詢問：「如何以

觀見空性遮斷戲論」之答覆作說明，爾時末二句之義理即

是：於如是理解上而行。

或者對前面所提：「內外事物不可得，故斷盡二薩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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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即空性。」詢問：「其能否以言語說明或了知？」而解釋

如前。

癸三、引領真實性之次第

若問：「即使『不生與不滅，法性如涅槃』無法直接入

心以及語詞，然若不言彼，諸徒眾便無法理解；故為令徒

眾趣入甚深義，必當有依賴世俗諦而宣說之次第，故應說

彼。」。

（答曰：）趣入諸佛空性甘露之宣說次第為：

如同《百論》云：「凡於其所喜，則應先說彼，任何已

失壞，即非正法器。」10若不先宣說徒眾本身所知，則會從

堪為甚深法器中失壞。如同「猶如蠻荒語，他言不能攝，不

解世間法，無法攝世間」11所說，藉由各個所知而宣說，便

會成為攝受之方法。

《三律儀》云：「世間人齊諍於我，我不與世間人諍。

因為凡世間承許為有，我亦允許為有；凡世間承許為無，我

亦允許為無。」是為隨順世間之共許而說法之經典引述。

10 《四百論》第五品第十偈。

11 《四百論》第八品第十九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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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實非實　真實非真實

非非實非實　即佛所教誡【第八偈】

首先，唯此所謂「全然通達世間產生情形之遍智」為令

徒眾於己生信，故於所共許之事物本身體性之區分希求聽聞

之各個徒眾，依據此見地而宣說：「蘊、界、處等—諸具

無明眼翳者所施設為真實之一切情器皆正確而真實。」。

對以如是宣說而認定本師是遍智而心生恭敬之徒眾，於

稍後宣說：「真實不會變異；此等有為法壞滅於每一剎那，

而於每一剎那作變異，故非真實。」宣說此細品無常，乃將

不可靠說為「非真實而虛假」，並非指「無自相之非實」。

其後，對一些徒眾宣說：「此情器全部，觀待於凡夫為

正確真實，觀待於聖者後得智為虛假不實。」此之真假亦以

本身形成之第二時是否存在自我之體性，而論虛假與否。

對於前世長時串習甚深見，於今生受宗義影響而未斷除

些許實執障之一部分人，即使是稍許類似之垢障亦應斷除；

如同無石女之子，便不宜考慮彼為藍色或白色。不僅非真實

於每一剎那作轉變而非自性存在，即使真實於每一剎那不變

異，亦非（自性存在）；將二者皆遮除。因為判定有無變異

是否成立之根本，並無自性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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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於第一時，除了相續後際之無常，承許每一剎那

皆不變異之真實而宣說；乃是生起信心之宣說教法。

於第二時，承許每一剎那皆變異之非真實，而宣說遮除

細品常執之法。

於第三時，觀待二心智，宣說剎那變不變異之真實與非

真實二類法。

於第四時，宣說剎那常、無常二者皆是自性空之法理。

（以上）宣說：阻斷歧途，而安置於善道。又，其係以

依序隨順教導、或者因應所化根機而宣說，故為「教誡」。

諸佛不宣說非趣入空性甘露之法，如同開出順應病症之

藥方般，乃宣說相應於徒眾之教法。《百論》云：「有無與

二俱，二非亦宣說，豈非應病症，一切說為藥。」12。

《佛護釋》言：「如同世間所共許實非實二者般，本師

亦如是宣說；其乃依據世間名言。至於破除實非實二者，則

是依據勝義諦；或者，實非實二者乃於因位是否生果或二俱

生。佛陀則教誡：遮除有無邊後，僅從因緣假立。是故，欲

見空性者對於依世間名言所說不應耽著，當持取真實性。」。

12 《四百論》第八品第二十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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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四、真實性之性相

分為二：子一、諸聖者真實性之性相；子二、世間人真

實性之性相。

　子一、諸聖者真實性之性相

若問：「為令循序趣入而宣說之真實性具何種性相？」

已解說所謂「無法作言說」，為何提問？又問：「雖然如

此，然而猶如承許世間名言般，於增益名言之真實面後，應

當言說其性相。」。

（答曰：）《明句釋》中出現「增益之後應當言說其性

相」，應當成從字詞分別之名言路徑作引導而講說，並非顯

然未有卻施設，此於第十五品已宣說。於彼，為破除邪見而

宣說具五性相。

非從他了知　寂不論戲論

無分別非異　即空性性相【第九偈】

第一：所謂「非從他了知」意指：只從其他補特伽羅所

宣說並無法了解，需自己以無漏智而證知。

例如：具眼翳者見毛髮時，雖（對其）說明：「此景象

於無眼翳者並無毛髮體性」，但其卻無法如同無眼翳者不見

毛髮般了知；從彼說明，只能意會「於顯然無毛髮中卻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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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毛髮之顛倒」。當塗上清除眼翳之眼藥而無眼翳之時，方

如虛空般，出現毛髮之彼體相乃以不見毛髮景象之狀況獲得

了解。

如是，諸聖者雖從增益之角度宣說空性，然僅以此，諸

凡人對於「彼之自性類似以無漏智觀見」並無法領會。當將

無顛倒洞見空性義理之眼藥塗上心眼，不為無明之眼翳所沾

染之空性智生起時，藉由絲毫不見戲論表象之法理，自己方

能證悟彼空性；如是，其即為真實性。

因此，如同見毛髮下落者雖然由於其所現顛倒之狀況而

不知無毛髮，然並非不了解無毛髮之道理般，凡夫俗子亦

因顛倒二現狀態而未領悟真實性，並非不了解無自性有之勝

義。

第二：寂；猶如無眼翳者不見毛髮般，乃遠離自性有之

體性。

第三：是故，扯談諸事物之戲論不以言詞戲論講說。

第四：無分別；分別，指心之變動；空性現前之時，乃

與彼遠離。經云：「勝義諦為何？於其，若連心之變動亦

無，則諸言詞何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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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非異；一法於勝義是何樣，其餘所有法亦等同，

因為於勝義無各別義。如《入二諦經》云：「文殊！真實道

理為何？文殊言：天子！於勝義，真如、法界、永不生所有

皆等同；於勝義，諸無間亦同。」乃廣大解說。

如是，彼等五性相即為空性之性相；亦應知諸前者乃以

後者解說。

子二、世間人真實性之性相

依賴彼所生　暫且其非彼

亦非異於彼　是故非常斷【第十偈】

依賴彼因所生之彼果，其與彼因非暫且以自性同一存

在；因為所生與能生變成全部皆相同之故。是故，彼因非遷

移至果之「常」。

又，依賴彼因所生之彼果，其亦非異於彼因而以自性為

其他；若為其他，則違於觀待因，變成無因亦生之故。是

故，亦非果不從因生地截斷因相續。

如是，依據緣起因證成因果非以自性為一與異，並藉由

其道理成立因乃遠離常、斷二過失。應知此於非因果之所有

由依賴而假立，亦為斷除以自性為一異、常斷二者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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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五、指示定當修彼義

佛陀世怙主　甘露之教法

非一非異義　非斷亦非常【第十一偈】

佛陀為世間怙主、無庇護者之救護，成為諸守護之教

法—正法甘露永遠滅除老、死。如同上面所說，由依賴所

生、由依賴而假立之一切法非以自性為一、異，亦非斷、

常。此即闡明極為甚深之勝義空性；是故，應以大勤奮修持

彼甘露。

佛雖不出世　聲聞眾亦盡

然辟支佛智　無師而善生13【第十二偈】

於此空性甘露法以聞、思、修依次奮進之聲聞眾，因極

力修持戒、定、慧三學之甘露，故確定會證得滅盡老死之涅

槃。倘若雖聽聞彼甘露法，然善根未成熟，故於此生未獲

解脫；則於他世藉由往昔之因力，無疑將成就。《百論》

云：「知空於此生，縱未獲涅槃，來世無功用，如業必將

得。」14。

13 此句於《明句釋》為「無依而善生」。

14 《四百論》第八品第廿二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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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心想：「倘若於他世值遇空性宣說者之緣，則姑且

如是；然而，並不肯定與其相遇，故於他生得涅槃乃不確

定。」。

（答曰：）倘若於他生，雖然能喚醒之緣—諸佛陀不

蒞臨世間，以及聲聞眾亦滅盡，然而辟支佛之智慧只要遠離

吵雜、以及無師—不依於尋求善知識便能善加生起，而絕

對證獲涅槃。

彼等乃具小乘種性成大利之法，諸大乘行者係以此道作

為（觀見）他道之眼，而牽引至解脫城邑；若已抵達，即

得「至彼岸」之名。《聚功德寶》言：「千萬億天生盲無導

盲，豈入路途生疏之城邑？如是缺乏般若之五度，無導盲

故無法履菩提。當以般若圓滿作攝持，爾時得眼並且獲此

名。」。

此觀點非常重要，故亦讚許心生「是否如是」之懷疑。

《百論》云：「福薄於此法，疑惑亦不生；略生懷疑者，輪

迴成襤褸。」15。

觀見彼等利益之具智者應連性命亦捨棄—猶如常啼菩

15 《四百論》第八品第五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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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如是尋覓般若波羅蜜多般而追求，然後，當恆常勤奮於思

索此內在體性之甚深義理。如同《百論》云：「見真獲勝

位，見少得善趣，故思內體性，智者常生慧。」16。

壬二、與了義經教相連結

此些宣說我與我所自性無乃以前面所引述、以及諸多其

他甚深經藏作說明，其義理以此品總攝而抉擇為：於空性作

熟習便能遮斷所有過患，因此，趣入一切教誡所有甚深法義

之真實性之次第，即應依照此處所說而了知。

了知後，亦觀見善知識以及暇滿等集聚內外緣乃極難獲

得，故應以清淨戒律為基礎，對於多方聞得之道理—菩薩

共通行持、特別是甚深法義，當於寂靜處作熟習；切莫僅以

言詞說說，（此）乃是經典諸教誡之宗旨。

《父子相會》云：「佛陀蒞臨與住世，及於教法生信

難；倘若人身難獲得，當善精進諸佛法。捨棄一切八無暇，

以得難獲之暇滿；於善逝法生信者，諸智修持瑜伽行。莫於

音聲存貪愛，從所聽法恆慎重；汝當常住阿蘭若，如是將成

聖賢哲。依止說法善知識，惡友間或亦不近；於諸有情平等

16 《四百論》第八品第廿一偈。

194 中觀
根本慧論

理海疏



心，永不欺瞞彼眾生。持守戒律多聽聞，恆行托缽糞掃衣；

樹下安住不放逸，於上渣滓莫貶毀。一切有為非有為，同一

性相如陽燄；當知真義之唯一，迅速領悟得菩提。當見五蘊

如幻化，內之六入外六處，因說彼等如空城，於其切莫作依

附。貪欲瞋恚自性空，癡慢乃由分別起；分別未生不將生，

如此了知成導師。」17。

壬三、攝義示品名

於前後諸品所抉擇之甚深義理，歸總修持彼等之次第，

即如同本品所宣說；應知以見解所抉擇之一切乃匯集成宣說

我與法無自性，故當如前所說而修持。

觀我法是為第十八品

所謂「觀我法」十二偈頌之體性，是為第十八品之安

立。

17 漢譯《聖善住意天子所問經》云：「佛出世難值，聞法生信難。生世為人難，善哉
入佛法。已離於八難，復得於難得。得信善逝法，善思惟得見。常專心聽法，莫如

聲取義。恒宿阿蘭若，必得人中雄。近善友法器，遠離惡知識。等心於眾生，莫欺

於菩薩。持戒樂多聞，糞掃衣乞食。近樹下精進，隨得食而食。有為皆無常，一相

如陽炎。一際知真諦，速得菩提覺。五陰如幻化，內外入空聚。常說如是法，彼處

無造作。貪瞋本空無，癡慢分別起。非已今當有，如是知得佛。」（《大正藏》第

十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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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四品　觀聖諦

己二、宣說緣起自性空

其中破斥爭辯分為二：庚一、觀真諦；庚二、觀涅槃。

　庚一、觀真諦

分為二：辛一、解說品文；辛二、攝義示品名。

　　　辛一、解說品文

分為二：壬一、爭辯；壬二、答覆。

　　　　壬一、爭辯

分為二：癸一、生滅等不合理之爭；癸二、業果等不合理之爭。

　　　　　癸一、生滅等不合理之爭

分為三：子一、四諦作用不合理之爭；子二、向住果不合理

之爭；子三、三寶不合理之爭。

　　　　　　子一、四諦作用不合理之爭

此等若皆空　無生亦無滅

則四聖諦等　於汝即成無【第一偈】

倘若成立所謂「內外此等事物皆自性空」，汝即犯大錯

且造成多種過失。為何？若如是空，則因彼為無，故如石女

之子無生與滅，因此事物變成絲毫無生亦無滅。因為無彼，

則四聖諦等對於言空之汝輩即變成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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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從往昔之因所生之五近取蘊若為苦諦，則於毫無

生滅之際，即無彼。若無彼，則從任何苦蘊所生之惑業之集

亦不存在。若無苦，則斷除苦之滅諦亦無。若無斷苦，則行

向彼之八支道諦亦不存在。

因無四聖諦　善知與斷捨

觀修及現證　變成不合理【第二偈】

如是，因為無四聖諦，是故善知苦、斷捨集、觀修道、

現證滅等變成不合理。倘若無所知以及所斷等四所作，則能

知等四能作亦不合理故；能作乃不紊亂於所作之故。

　　　　子二、向住果不合理之爭

彼等非有故　四果亦不存【第三偈前半頌】

因為彼等—知苦諦等非有，故四果亦不存在。

其中，預流果：斷除見所斷之第十六剎那—道類智解

脫道，以及屬於欲界之修所斷上中下三品煩惱，又各分為三

類而為九品；其中之第六品未斷，而斷除見所斷之二斷，乃

如同《俱舍論》言：「有為無為果」18。

18 漢譯《阿毗達摩順正理論云》：「道類智品，是謂有為預流果體；見段法斷，是謂
無為預留果體。」（《大正藏》第二十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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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果：斷除欲界第六修所斷之解脫道以及斷分。不還

果：斷除見所斷與欲界第九修所斷之解脫道以及斷分。阿羅

漢果：斷除有頂之第九修所斷煩惱之解脫道以及斷分。（以

上）只是略述。

無果無住果　諸向亦非有【第三偈後半頌】

倘若無彼等四果，則亦無安住於彼等之聖補特伽羅—

四住果。因為無彼，故四向聖補特伽羅亦非有。

其中，預流向：處於第十六—道類智之前十五剎那之

智、忍，未斷除欲界第六修所斷。

苦法智忍：乃是薩迦耶見、邊見、邪見、見取、戒禁

取、懷疑、貪、瞋、我慢、無明，欲界之苦—十種見所斷

之對治無間道。緣於欲界之苦諦而生起無常、苦、空、無我

之行相。苦法智：具如是之所緣與行相，斷除彼十種所斷之

解脫道。

苦類智忍：於上二界無瞋，故為九二十八種隨眠之對治

無間道；緣於上界之苦諦，而生起如前述般之行相。苦類

智：斷除彼等所斷之解脫道，並生起如是所緣與行相。

於集、滅、道諦之法智忍、法智、類智忍、類智四個三

組，應亦如前而了知。然而集、滅之見所斷不包含前二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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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而各為七隨眠；道之見所斷不包含前二見，而為八隨

眠。於彼等八十八種隨眠，因已現見真諦而不觀待諳熟，唯

以現見諸諦而斷除，故稱為「見所斷」。

如同現見真諦，日後以串習而斷除，是為修所斷—屬

於欲界之貪、瞋、慢、無明四種，以及屬於色界、無色界除

瞋以外之三種；共十種。彼等乃欲界、四靜慮、四無色界，

共九地。如前所說，以九個九種所區分之各個煩惱亦各有對

治無間道以及解脫道兩種。

一來向：於見道之下，為趣入前述之一來果而住於加行

中。（不還向：）於斷除欲界第六修所斷之下，聖者於欲

界第九修所斷之對治解脫道之前，為趣入不還果而住於加行

中。於《明句釋》如是之解說，乃根據次第果而言說。（阿

羅漢向：）於斷除欲界第九修所斷之下，於有頂第九修所斷

之對治解脫道之前，為趣入阿羅漢果而住於加行中。

子三、三寶不合理之爭

倘若八士夫　彼等無僧無

因無諸聖諦　故亦無正法【第四偈】

倘若無四住果以及四向—八士夫彼等，則無僧寶。假

使因無諸聖諦，故無彼等八補特伽羅，則亦無成為諸聖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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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正法。其中，滅—果，道—趣入彼之法—證

法；闡明彼等之義理乃為教法。

若無法與僧　如何有佛陀【第五偈前半頌】

若無正法，則如何有佛陀？非有；因為以勤勉隨順於正

法，而從通達所有一切法理成為佛陀之故。

若無僧眾，則如何有佛陀？非有之情況有四：

一、必須由僧伽親示而積聚智慧資糧，以及藉由對彼作

供養、服侍、皈依等而積聚福德資糧，因而證獲佛陀。

二、若無僧侶，則無預流向等。往昔未獲彼等，便不得

佛果；因為世尊無疑亦趣入某一果之故。

三、世尊亦為無學僧，因為如同某些部派所言之「佛等

比丘僧眾」；依彼宗而言，若無僧伽，則無佛陀乃極明顯。

四、持誦《中阿含經》者主張：於《大事》宣說「地」

之安立提到：若言住第一地菩薩乃生見道，即承許歸屬於僧

伽之範圍。如是，彼義亦極明顯。彼等係為聲聞部之爭辯，

故依照彼等教義所說而談論。

如是言空性　害損於三寶【第五偈後半頌】

因此，若如是言說空性之道理，而成為難以獲得、間或

可得、諸福薄者不值遇、極為珍貴之時；卻亦是能害損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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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僧三寶者。

　癸二、業果等不合理之爭

而且於果報　非法以及法

世間之名言　全悉成壞損【第六偈】

此外，倘若如是言一切法非以自相存在，爾時即匯集至

「一切」當中。是故，非法—不善行、以及法—善行

二者之果—悅不悅意亦不存在。而世間之名言「做吧！吃

吧！坐吧！去吧！來吧！」等，因為亦包含於「一切」當

中，故令彼等全部悉成壞損。故言：「如是宣說空性並不妙

善。」。

從第一品至第廿三品藉由「內外一切法不具以自相存在

之本性」之理路作抉擇時，乃假想：「以剖析空性是否成立

之理路，會將生滅、解脫束縛等所有作用遮止」而爭辯。

壬二、答覆

分為四：癸一、說明他所言乃未通達緣起空性之爭；癸二、

說明自所承許之空性義即緣起義；癸三、不許如是則一切安立皆

不合理之情形；癸四、見緣起空性即見四諦空性。

　癸一、說明他所言乃未通達緣起空性之爭

分為二：子一、己無他所歸咎之過；子二、諉過者自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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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己無他所歸咎之過

分為三：丑一、無過之理由；丑二、正說無過；丑三、不僅

無過反具功德之情形。

　丑一、無過之理由

分為二：寅一、說明未通達三要之爭；寅二、如是爭辯乃說

明未通達二諦。

　　寅一、說明未通達三要之爭

對他人提出之爭辯將作答覆說明。

於彼而言汝　不知空本質

旨趣及涵義　是故而受損【第七偈】

汝對於宣說空性之旨趣、空性之本質、以有所蘊含而言

空之空性涵義並不了知，是故汝受損極大；因各式各樣虛妄

分別而衰敗。

亦即，汝唯以本身之虛妄分別認為：空掉自性有之自性

無之意思為「無」。如是錯誤捏造空性義理而指責：「此等

若皆空，無生亦無滅……」並且極度不悅於吾等而（自己）

受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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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曾說所謂：「彼等由戲論，以空將遮斷」19乃為完

全遮止執相之戲論而宣說空性；是故，汝若將自性空執為

「無」之意，唯是增長戲論網，故是不了知宣說空性之旨

趣。

空性之本質，於「非從他了知……」20等分際說明：於

現證空性之所見，猶如無眼翳者絲毫不見毛髮般，乃是與二

現所有戲論背反之本性。若以汝所認為「自性空即無之意」

而言，係與遮除一切戲論相違；故未通達空性之性相或本

質。下文將說之「諸凡依緣起……」等、以及經云：「凡由

緣生即非生」21等說明：凡是憑藉條件之任何事物，本身即

具不穩定性質之空性含義。

任何「依賴因緣和合而生起」之詞義即是自性空之語

義，「不具功用之事物」並非空性之語義。由於汝認為「若

空掉自性有，則能發揮作用之事物變成不存在」，故將「無

19 《中觀根本慧論》第十八品第五頌。

20 《中觀根本慧論》第十八品第九頌。

21 出自《聖無熱龍王所問大乘經》，乃此藏譯之題名，收錄於《德格版西藏大藏經》
No.156；此經漢譯題名為《佛說弘道廣顯三昧經》，收錄於《大正藏》No.635漢
譯為「緣生彼無生，是不與自然」（《大正藏》第十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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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虛構成自性空之詞義而加以怪罪；（此乃顯示汝）亦

不了知空性之字詞涵義。

因為認為「若彼等無自性，則有啥？」故說：「若無自

性，則應當不存在。」此說明未領悟中觀義理之譴責理論；

因此，承許為中觀之偏愛者卻如此言說，乃極不合理。

寅二、如是爭辯乃說明未通達二諦

分為五：卯一、彼未通達之二諦體性；卯二、若不知二諦則

不解經中空性義；卯三、宣說二諦之需要；卯四、誤執二諦之過

患；卯五、因二諦難知故本師初不示之理。

　卯一、彼未通達之二諦體性

分為五：辰一、本頌所說之詞義；辰二、確定釋文所推衍之

義。

　　辰一、本頌所說之詞義

若問：「分明不了知中觀宗所主張之空性旨趣等，卻加

以指責者為何人？」。

（答曰：）不了解經典所宣說之二諦區分義乃無顛倒錯

誤，卻只勤奮於念誦經文之諸自宗，如同上述般衰損。是

故，聖者為遮止他人誤解經義，且就經典所宣說無顛倒安立

之二諦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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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佛說正法　如實依二諦

世間世俗諦　以及勝義諦【第八偈】

諸佛世尊宣說正法乃如實依照二諦而進行，二諦為：世

間世俗諦以及勝義諦。其中，世間乃是依賴蘊所假立之補特

伽羅，「世間共許蘊，其必依世間」22，因是憑依壞滅蘊體

而講說世間之故。

世俗，為無知或無明，因為覆蓋且遮蔽事物之真實性

故。於此，世俗雖可用「障礙」作為取代字，然僅就彼部分

而講說，並非指所有世俗皆為能障礙。

或者世俗之意為：互相依賴。因為必須互相依賴，所以

「獨立之自性有」便非正確之含意。此情況之釋字理由，

雖於勝義諦亦具備，然卻不使用世俗分之字詞。譬如：「水

生」之釋字理由雖於水蛙亦符合，卻不採用。

或者世俗指：名稱—世間名言。亦即具備所詮、能

詮，能知、所知等性相；故非僅包括有境之名言—詮釋以

22 漢譯《勝思惟梵天所問經》云：「爾時勝思惟梵天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過世間
法現住世間法，而不為彼世法所染……爾時世尊即以偈頌答梵天曰：我說陰是世，

世間所依止，不依止五陰，得脫世間法，菩薩有智慧，知世間實性……」（收錄於

《大正藏》No.586，第十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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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了知。

若問：「將『世間世俗』稱為世間之目的，是否指存在

著非世間之世俗？」（答曰：）並非為遮除非世間世俗之存

在而說世間，而是敘述事物存在之狀態。

另一方面，非指眼翳、青光眼、黃疸病患等因為器官衰

敗而顛倒所見之彼等—針對其境而自認為正確之世間。是

故，彼等世俗—被眼翳等所障礙之彼等對境，觀待於世

間，非如所顯現般真確；故為區別此而以所謂「世間世俗

諦」言說「諦」之差別。

彼既是義境，亦最殊勝，故為勝義；彼於如實觀見真如

之前無所欺瞞，故為諦。

辰二、確定釋文所推衍之義

此處《明句釋》指出：「應從《入中論》廣泛了解二

諦。」故將對其義稍作說明。

其中，所知乃是善加分別二諦之區分根源，亦即世俗諦

以及勝義諦是由彼所分出之本質。確定各個區分義分為三：

巳一、世俗諦；巳二、勝義諦；巳三、說明二諦之數量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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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巳一、世俗諦

分為三：午一、說明世俗與諦之詞義；午二、世俗諦之性

相；午三、世俗分之分類。

　　午一、說明世俗與諦之詞義

若問：「世俗為何？諦為何？」（答曰：）色等於任何

世俗之上安立為真實之世俗，乃是於諸法無自性有之體性上

虛構為有之無明。因為事物不可能為諦實有，故乃是於內心

上安立為真實；於無實執之心智上並無法安立真實之故。

如是，《入中論》云：「癡障性故為世俗，由彼虛假現

真實，能仁稱其世俗諦，虛假事物即世俗。」23於此，《入

中論釋》言：「如是，且因有支所攝具煩惱之無明而安立世

俗諦。又，對於諸聲聞、獨覺、菩薩已斷除具煩惱之無明，

觀見有為法如同影像等之存在般，其乃是虛假之體性，而非

真實；因無法附會為真實故。諸愚者被欺瞞，然別於彼眾乃

將如幻化等以緣起性當成唯世俗。」。

此非說明：安立存在世俗諦等乃因無明而安立為有，以

及於斷除具煩惱無明之聲聞、獨覺、菩薩之前便不安立世俗

23 《入中論》第六地第廿八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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諦。

其中，第一之理由乃如前述，具煩惱之無明為實執，故

以其所持取之事物於名言亦不可能存在；以及若為世俗之諦

實，則為名言存在所周遍之故。因此，若諸法為安立成世俗

有之安立處之世俗，則必須非為具煩惱之無明所形成之世

俗。

第二之理由：將具煩惱無明之世俗斷除者，藉由於彼之

前無「真實安立之實執世俗」之道理，證成諸有為法於彼等

前乃非真實，而非成立不為世俗諦。

是故，對彼等而言乃宣說「諸有為法唯世俗」，故於

彼，世俗以及真實二者之中，真實並無法安立；故「唯」字

乃排除真實，豈是捨除世俗諦？因此，世俗諦之「諦」理，

唯於無明之世俗分上。

月稱之論典言：「於世俗為諦實，故為世俗諦。」說

明：無明於世俗分之上為真實，於名言上則非真實存在；否

則便與「於名言上連自相有亦不可能」之理論相違故。破除

實執以及證成無實，就名言而言，不宜於名言上安立真實

有；反之，於勝義亦不宜，故彼等安立變成不可能故。

若認為：「然則，法性與二我於實執世俗分之上乃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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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而變成世俗諦。」實執世俗分之上若於一種唯真實持取為

世俗諦，則雖會變成如此；然而卻不如是言。世俗諦之彼真

實處唯於世俗分上說為真實世俗分，以及於其上言說真實法

理之故。

午二、世俗諦之性相

於內外此等各個事物亦具備勝義分以及世俗分二體性。

其中，若以苗芽為例，則有：以觀見所知為真確空性義境之

智力所得之苗芽體性，以及以計量所知為虛假欺瞞義境之名

言分之心智所得之苗芽體性。前者乃苗芽之勝義諦體性，後

者乃苗芽之世俗諦體性。

如是，《入中論》云：「以見諸法之真妄，於法獲取二

本性；凡見真境稱諦實，亦見虛妄名世俗。」24此說明：於

苗芽之本性—具二諦之二本性當中之勝義為前心智（尋

得），世俗為後心智尋獲；並非指於苗芽一體性觀待前後二

心智而言說二諦。

《入中論釋》言：「將一切事物本身之體性說為二類，

如是乃為世俗以及勝義。」說明：將各個事物之體性區分為

24 《入中論》第六地第廿三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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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類，勝義—以洞見真實義境之心智（獲得），以及世

俗—以觀見虛妄之心智獲得。

苗芽之法性乃其本質，故稱為「其之本性」；而苗芽之

顏色、形狀等亦為苗芽之本體，故為其之本性。事相以瓶為

例，欲確定所知乃虛偽欺瞞狀態，則於彼事物以智力將實執

之耽著境破除之見解應探求；因為真諦以理路不能斷，而虛

偽以正量不能立之故。因此，內心為成立彼事物為世俗諦，

定需觀待以心智遮除真實有。

瓶、毛品等雖為世俗諦，但彼等已存在內心時，世俗諦

之情形便不需以內心成立。因為如同瓶、毛品等雖分明無自

性卻仍顯現—猶如幻化，然無需以已存在彼等之心智成立

如幻化之情形。

是故，就不具中觀見之凡夫心智而言，瓶、毛品等說為

世俗諦；以及就聖者而言便說為勝義諦，並不合理。因為與

《入中論釋》：「諸凡夫之任何真實分乃是聖者具表象等之

諸所行境之唯世俗，諸凡其本質為空性方為彼等之真實分」

所言相違而宣說之故。

說明：諸凡夫執持瓶等為真實，亦認為其真正地存在；

故於彼等心智上觀待彼，瓶等乃真實存在，而非世俗分之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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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就彼等而言真實存在之事物—瓶等，觀待於聖者心續

之所現乃觀如幻化物而為世俗分；觀待彼心智，真實乃無法

安立，故是唯世俗。

雖然如此，彼等之本質乃說為勝義諦，故當區分所謂

「瓶等為世俗以及彼等之本質乃聖者之勝義」而言說；不應

說「瓶等於聖者為勝義」。因為以觀見彼之真實義之智力並

未尋獲瓶等，以及將「藉由觀見真實義境之智力而獲得」說

為勝義諦之性相故。

午三、世俗分之分類

觀見所知為虛假欺瞞義境之心智又分為：未被眼翳等暫

時錯亂因沾染之清明根識，以及被暫時錯亂因沾染之具缺失

之根識二類，彼乃觀待前者所安立之顛倒識。

如是，《入中論》云：「虛妄所見許為二，清明根與瑕

疵根，承許諸具瑕疵識，觀待明根為顛倒。」25猶如於有境

區分為顛不顛倒二類，於其對境亦說為正、倒二類；因是未

被暫時之錯亂因壞損之六根識所持取之事物，以及被暫時之

錯亂因壞損之六根識所持取之事物。

25 《入中論》第六地第廿四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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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入中論》又云：「無損六根所執取，任何世間

之分別，即於世間為真實，其餘立為倒世間。」26其中，壞

損器官之內在瑕疵有：眼翳、黃疸病以及服用迷幻藥等。壞

損器官之外在缺失有：照鏡、自空谷等發聲，春季日光射於

灰白沙土之近境等等，彼等乃非壞損器官之內在瑕疵，而成

為執取影像、回音、陽燄水等之因。

同理，幻術師等所施加之咒語或藥物等亦應（如是）了

知；意根之壞損即彼等，以及邪妄宗論、近似因、睡眠之壞

損等。

如是，被無始以來入住之二我執無明等所雜染之害損，

於此處將不持取為壞損因；所持乃如同前述—暫時壞損器

官之諸錯亂因。

於「被如是未壞損之六識所持取之世俗分對境、以及別

於彼之對境」上所安立之正、倒，唯觀待世間心識；因為彼

等以猶如所現般之情狀而存在，乃以世間心識而無壞損以及

存在之故。

觀待於聖者乃無正、倒二者，因為猶如影像等所浮現之

26 《入中論》第六地第廿五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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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境並不存在般；對於諸具無明者以自相存在所顯現之藍色

等，亦無如同顯現般之真實故。因此，於彼二識錯不錯亂亦

無差別。

然則若問：「暫時壞損之具色根所出現之顛倒境，以及

意識上具夢幻等之害損而將夢中所現之人相執為（真）人

等，於清醒時將變化出之象馬幻相執為（真實）象馬，將陽

燄水相執為水等之諸外境乃顛倒錯誤雖為世間普通心智所了

知，然而意識被壞惡宗論所害損而誤執之諸義理，以世間平

常心智如何了知為顛倒？」。

（答曰：）此處剖析有無壞損之壞損，非指俱生顛倒所

執持之壞損。因此惡劣宗論所安立，唯是被宗論洗腦者所顛

倒施設之「主」等；彼等顛倒以世間平凡心智雖不了知，然

而若以未現證空性之名言量認定為顛倒，便是以世間心智認

知為顛倒。

如同二種俱生我執所持取之事物，乃是所謂「以無壞損

根作持取」；觀待世間一般看法雖為正確或真實，然於名言

上亦非有。

中觀自續派主張：諸凡認知乃以自相有顯現—如同所

現般確定為有，故於有境不區分正、倒。並於所呈現之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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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是否猶如所呈現般具有自相，彼等即承許《二諦論》所

云：「所現雖相似，作用有與無，是故於世俗，分為真不

真。」。

本派主張：具無明所顯現出自相有之所有一切，乃是彼

識被無明所雜染之呈現；故於世俗分之外境不區分正、倒二

類。於此，《入中論釋》云：「諸凡於世俗亦為虛假者，彼

即非世俗諦。」。

說明：於世間人所慣用稱號之世俗層面—例如容貌之

影像，其影像非為真實，故觀待彼之世俗即非「諦」。雖

然如此，以觀見所知為虛妄欺瞞義境所獲得之外境，卻是

（諦），故為世俗諦。

猶如望見影像之認知乃紊亂於所現，同理，諸具無明者

於藍等呈現出自相有，亦是錯亂於顯現境。若安立所量為

真實，如是雖相違於彼被安立為錯亂，然於安立所量為虛妄

上，彼卻為助伴。

否則，變成如幻化之事物以及虛假等等於名言皆需安

立，而世俗諦便不得有；因為於名言若非真實，即相違於世

俗諦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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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二、勝義諦

分為三：午一、說明勝義以及諦之義理；午二、說明勝義諦

之性相；午三、說明勝義諦之分類。

　午一、說明勝義以及諦之義理

《明句釋》言：「彼既是義境，亦最殊勝，故為勝義；

其乃是真諦，故為勝義諦。」因此對其他所說：「『勝』為

等持無漏智，勝義為其對境」並不承許，主張勝與義二者皆

為勝義諦。

勝義諦之真實法理為：無欺。亦即，非以所處狀態為一

種、所現情況為另一種而欺瞞世間。勝義之諦實僅依據世間

名言安立為有，《六十正理釋》言：「若問：『縱如是，為

何將涅槃說為勝義之諦實？』因其體性無欺於世間之故，唯

以世間名言而稱其為勝義之諦實；任何欺誑之有為法乃非勝

義之諦實。因為三諦乃是有為法—分明無自性卻顯現，故

諸愚者被矇騙，因而安立為世俗諦。」是對所謂：「涅槃以

世俗諦層面而安立，如是於勝義諦並不合理」之答覆說明。

若問：「然而《六十正理論》云：『諸佛永宣說，真諦

唯涅槃，爾時智豈思，其餘非為倒。』宣說：唯獨涅槃為真

實，其餘非為真實。（於其，）將如何引證？」此答覆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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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正理釋》有言：「然則，世尊所說：『諸比丘！此有

一最勝真諦，即是無欺之有法—涅槃』是何含意？猶如有

為法顛倒顯現而矇騙諸愚者般，涅槃並非如是；因為唯住於

恆常不生之自性體相故。

即使於諸愚者，其亦永不呈現如有為法般之具生本質，

是故，涅槃永遠只安住為涅槃；唯從世間名言說為最勝真

諦。」。

說明：無欺乃解釋成真實之含意，以及其係根據名言而

言說故。甚至經藏亦將所謂「無欺之有法」說成真實之義；

以及「一切有為法皆是虛假欺妄之有法」，將虛假說為欺妄

之義；故應知真實之義即是無欺。

是故，世俗諦之諦乃於實執上為真實，（相較於）勝義

諦，二者詞義不同。《六十正理釋》言：涅槃於世俗為真

實，乃是於世俗層面安立「涅槃以勝義諦而存在」之意，名

言上並不承許其真實。

午二、說明勝義諦之性相

分為二：未一、主要含義；未二、駁斥爭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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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一、主要含義

勝義諦之性相，如同前面《入中論》27所說：乃藉由觀

見所知為真實義境而獲得。其釋言：「其中，勝義乃以洞見

真實之特別智之對境而獲得自己本身之體性；非以本身之自

性而存在，因為此乃體相之一。」。

說明：乃藉由領悟空性之無漏智獲得，而非以自性存

在；是故，若以等持無漏所獲得，則遮除所謂「為實有」。

所謂「特別智」說明：非僅以諸聖者之任何智慧所獲得便足

夠，乃以特別智—通達如所有之智而獲得，方是勝義諦。

「獲得」意為：以其心識如是成立之意；類似於世俗。

如何以彼智獲得之情形為：如同患翳之眼於虛空中看見

縷縷落髮時，無翳障之眼於彼境絲毫不見髮縷落下之現象。

如是，對於諸被無明之眼翳壞損者所觀緣之蘊等彼自性，遠

離無明習氣之佛陀以及理解空性之無漏智—如同無翳障之

眼，藉由不見絲毫二現之法理，為彼所觀見之本性即是勝義

諦。　

《入中論》云：「眼翳作用所尋思，而有髮縷顛倒性；

27 《入中論》第六地第廿三偈後半頌：「凡見真境名勝義，所見虛妄稱俗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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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眼見其本體，如實即彼應知此。」28其釋亦言：「對於

蘊等彼等性質，遠離無明習氣之諸佛陀世尊藉由無眼翳者見

髮縷之道理所洞見之本性，即為彼等之勝義諦。」說明：以

佛陀通達空性之智不見被無明眼翳所染而呈現之事物，猶如

以無翳障之眼不見髮縷。

未二、駁斥爭辯

分為二：申一、駁斥不應見如所有之爭；申二、駁斥不應見

盡所有之爭。

　申一、駁斥不應見如所有之爭

若問：假使以佛陀通達如所有之智獲得勝義諦，則《入

中論釋》所言：「若問：『豈非不見如是行相之自性？是

故彼等如何觀見？』確實如是，然以不見之理而說『彼等觀

見』。」乃將絲毫不見說為見真實性，並於其理由引述「勝

義諦亦超越遍智之智慧境」而作解說，以及說明於佛地，

心、心所之活動全然止息；（此些說法）如何不相違？

（答曰：）所謂：「以不見之理而觀見」，非指不見任

何一切對境之道理已於第十五品宣說。《入二諦經》云：

28 《入中論》第六地第廿九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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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天子！勝義諦乃具一切行相之最上，超越遍智之智慧境

際；因為非如同所言『為勝義諦』般。」說明：當言「為勝

義諦」時，內心所見並非如同境、有境二者各別顯現般；故

是排除二現之憑證，而非佛陀未證悟勝義之憑據。

《入中論釋》又言：「不觸及具造作之實有法，唯現前

證知自性；因通達真實性，故稱為佛陀。」說明：以佛陀通

曉如所有之智慧，不經他力地唯了悟法性。

關於心、心所之活動止息，《明句釋》乃說為「分別之

活動止息」；前面已論及。另外於《入中論釋》有言：若無

彼自性，則諸菩薩為證知彼而苦行便無意義；並以理由等證

成。

經云：「彼等之自性為何？彼等之非虛假以及不觀待其

他之所有一切，即是以遠離無明眼翳之心識而作證悟之自

性。故『其有或無』之語誰將言？若無，則諸菩薩以何目的

而觀修波羅蜜多道？因為諸菩薩乃為證悟彼法性而經歷百般

艱苦故。」。

經云：「善男子！勝義乃不生、不滅、不壞、不來、不

去，非言語所能敘說，非字詞所能闡述，非以戲論作了知。

善男子！勝義止於言說，乃諸聖者各自作證知。善男子！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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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乃是無論諸如來是否蒞臨，為其目的，諸菩薩削髮鬚、著

袈裟，以清淨信離家而出家；出家後亦為證得彼法，以如同

髮衣著火般安住於精進而無壞損。善男子！若無勝義，則梵

行變成無意義，以及諸如來蒞臨變成無意義。所以者何？即

因有彼勝義，故諸菩薩被說為『精通勝義』。」。

倘若無法承許證悟真實性之義理，則剖析真實義有無錯

誤而勤奮所作之諸多審察變成無意義；因為不可能精通勝

義之故，以及佛言：「能仁宣法蘊，八萬四千種，不知空性

者，即無一切果」之故。

《入中論》云：「盡焚所知之乾薪，諸佛法身即寂滅，

爾時不生亦不滅，心滅而以身現證。」 29亦不違於其釋所

言：「智慧境—真實性於任何時地皆不涉及其有境—

心、心所，故安立唯以佛身現證。」意指：成佛時，心、心

所之活動—諸分別不生；由彼，不安立法身作現證，而安

立唯以圓滿報身作現證。

於現證真實性之智，本身之境與有境間絲毫無二現，猶

如水入水平等攝持之故。彼非現前計量盡所有之諸義理，若

29 《入中論》果地第八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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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量，則不應間接了知；故必須直接證知。又，無行相地計

量非此宗之理論，故於直接呈現色聲等行相之內心，境、有

境不應無二現。

若彼不計量盡所有，則無「有法與法性分離」之缺失。因

為於證悟真實性之智力上，不涉及有法與法性之關係故；如

同於了知藍色之名言量上無勝義諦，故彼二者並不需分離。

另外，若以佛陀通達如所有之智而計量盡所有之諸事

物，則會變成以觀見正確義理之智力獲得世俗諦，故二諦之

性相錯亂，以及諸世俗諦變成必須依據真實性之有境智力安

立。

申二、駁斥不應見盡所有之爭

若心想：「此宗於佛地是否承許有通達盡所有之智？若

為後者，則《入中論》所宣說之十力亦不合理，佛陀不堪承

許為遍智，故變成毀謗自己之本師。以前者而言，於諸愚者

若無『分明自相無卻呈現彼』，則不成任何錯亂；故為有。

爾時，彼等需於佛陀之盡所有智上顯現，如是，卻無猶如所

現般之情狀；故成紊亂。」。

於其會形成所說之缺失，故不承許後者。於《入中論

釋》乃引述經文云：「於僅車輪大小之區域所不得見之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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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如來卻明見之彼等乃極多；然三千大千世界之天、人

等則非如是。」說明：外道具五神通之仙人以及聲聞、獨

覺、菩薩，於僅車輪大小之區域所不見，卻為佛陀所明見之

眾生乃極多。如是，乃明見而通達，非不明見。

明見之境亦分：不為無明習氣所染之盡所有—佛陀之

相好等，以及為無明習氣所染之盡所有—不清淨之情器

等；共二類。其中，第一類乃於佛地，無遮止之理由；第二

類於彼地乃以斷因而遮止。

呈現之情形為：若佛陀之相好示現於未斷無明之補特伽

羅，則分明為自相無卻顯現彼，（此）非因為彼境由於無明

習氣所產生，而是因為彼有境被無明習氣所染而見。因為彼

非由僅如是呈現於其他補特伽羅方面而顯現於彼有境，而是

從本身如是望見之故。

若於佛陀通達盡所有之智出現被無明習氣所染之事物，

則彼等僅以「顯現於具無明染著之補特伽羅前」之層面而呈

現於佛陀，並非不觀待「於他人如是顯現」，而由佛陀本身

所見。

是故，佛陀亦是從具無明者如是顯現上而通曉「色聲等

分明自相無，然彼卻呈現」；並非不觀待如此呈現於彼補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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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羅，而以佛陀本身如是映現之理而了知，故不具因彼顯現

而造成紊亂之意。

如是，盡所有之通達者本身，一切事物皆以無我與無自

性之本質—如同虛妄幻化而浮現，並非真實展現。當諸具

無明者之所見分顯現於彼智時，唯出現其他補特伽羅之真實

所見。

《六十正理論》云：「智者於事物，無常欺妄法，不實

空無我，無相即所見。無住無所緣，無本不安住，無明因所

生，遠離初中後。無實如芭蕉，似海市蜃樓，惡毒愚癡城，

眾生如幻現。」30後二偈頌說明：不僅功業究竟之諸聖者所

見唯如是，阿阇梨亦憑藉本身之心智而如是證悟。如第一偈

頌所見，乃功業究竟之聖者之所見法理。

通達如所有以及盡所有之智，體性非相異，故與「以佛

陀之一智即遍及全部所知」之說法不相違；因為智慧法身與

色身二者體性雖一，然如同其二者不需成為彼此般，二智亦

與其相同。

30 《六十正理論》第廿六～廿八偈。有些版本最後二句為「癡城無窮盡，眾生如幻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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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三、說明勝義諦之分類

於勝義諦若廣分，為十六空；中分：有性空、無性空、

自性空、他性空四類；略分則歸為補特伽羅以及法無我二

類。

其他論典將勝義說為主體勝義諦與隨順勝義兩種。《二

諦》云：「遮止出生等，隨順真實故，吾許為勝義。」《中

觀光明論》亦云：「如是，此不生亦隨順勝義故，而稱為勝

義，並非主體；勝義主體乃超越一切戲論之故。」其中戲論

於此不僅是因之所破戲論，亦為表象戲論。

至於超越之情形為：於現前觀見空性之層面，令所有二

現之戲論皆泯滅，然不令表象戲論消失；否則，法性與有法

表象戲論二者互不分離，而變成不可能有勝義諦故。因此，

蘊之法與補特伽羅無我僅遮除因之所破戲論，即以通達如所

有之無漏智所獲得之義理；於其層面，補特伽羅與蘊之二現

戲論亦止息，故為勝義諦。

然而，於蘊與補特伽羅之上破除勝義之生等—非遮31

31 非遮：以「非」而遮遣，即破除一法時，間接可引出另一法。例如：當說「這不是
瓷瓶」乃以「非」之方式遮止「是瓷瓶」，並且在否定「瓷瓶」之餘，可以成立其

他法；例如：「這不是瓷瓶，而是陶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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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空，應為現前可見彼等空處之名言量—眼識等觀見，故

於本身現見之心智上，所呈現乃具二現，而非離二現，故為

假立勝義分，而為標準世俗分。

《二諦自釋》言：「於提問：『如同真實之生等，於事

物呈現時不顯現，故為倒世俗般；遮止真實之生等，亦於出

現所遮處—事物之心智上不顯現，故成為倒世俗』之答

覆：因與事物之本質不相異，故非不顯現。」因為（其乃）

主張「以『僅遮除因所破之無戲論』而遮遣，不為眼等識直

接看見，故非彼；非遮，乃是所破處之事物呈現於彼所見」

之學派故。

以此理路應知：佛陀通達盡所有之智以及下位聖者之後

得智計量「非遮」如幻化物之諸境，亦為異門之勝義。

凡於所謂：「聖者平等智證知僅破除戲論之離戲論」極

度歡喜；卻於所言：「理解無戲論而遮遣」無法忍受。即是

不了知「僅遮除所破」乃無遮32之義，而承許「所有無遮乃

如同兔角根本不存在」之心智缺失；因為若任何皆無，則相

32 無遮：以「無」而遮遣，即破除一法時，間接未引出其他任何法。例如：當說「這
裡沒有花瓶」乃以「無」之方式遮止「花瓶」，同時不引出其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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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於無遮之故。

　巳三、說明二諦之數量確定

區分唯世俗以及諦之差別並非主張有未含攝於世俗諦之

世俗，以及所謂「影像等於世俗為虛妄者非為世俗諦」之意

亦非指：有別於世俗諦之世俗；前文已提。《六十正理釋》

以及《入中論釋》將苦、集、道三諦說為世俗諦，《明句

釋》亦言：「所詮、能詮，能知、所知等一切名言，此些全

皆稱為世間之世俗諦。」將所有名言之事物說為世俗諦，故

二諦乃含攝一切所知。

又，任何事物若確認為虛假欺瞞之義，則應否定無欺之

義；故欺不欺瞞乃直接排除彼此，為存在之牴觸。如是，於

全部所知以排除彼此之方式而安立能遍，故斷除第三聚。是

故，對於所知應了解二諦之數量確定。

《入中論》云：「以見諸法之真妄，於法執為二本

性。」33乃以安立二諦性相之法理證成彼之確切數量。

33 《入中論》第六地第廿三偈前半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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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二、若不知二諦則不解經中空性義

諸凡於二諦　不知差別性

彼等於佛法　不解深空性【第九偈】

諸佛宣說教法之方式乃遵循二諦。諸凡於世俗與勝義二

諦之差別性，如前所說般未善加了知之彼等，對於佛法乃是

緣起甚深空性便不了解。

是故，若欲了知佛法之空性，則對於由依賴而生、由依

賴而假立之世俗分乃如同水中之月般，表象上一切行為皆合

理；以及依此道理，於自性有之常邊、與根本不存在之斷邊

二者作斷除之勝義分之法理，皆應作了解。

卯三、宣說二諦之需要

若問：「倘若勝義乃是遠離戲論之體性，則雖得宣說空

性，然而為何宣說蘊、界、處、諦、緣起等之世俗分？假若

非空性便是所斷，則講說所斷並無需要。」。

不依賴名言　無法說諦實

不知諦實義　不能得涅槃【第十偈】

（答曰：）分明非真實性卻顯現於彼處之世俗諸錯亂確

實為所斷，然而若不依賴所承許之所詮、能詮、能知、所知

等世間之真實事—觀待聖者之名言世俗諦，則無法講說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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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義理；不說明彼，即無法知曉；不了知諦實義理，便不能

證得涅槃。是故，因為是證獲解脫之方法，所以，如同希求

水者（先求）容器般，首先無疑應當承許所存在之世俗。

卯四、誤執二諦之過患

瑜伽行者了知世俗諦僅因無知而生，並無自性；並了解

其空性乃具勝義之性相而不墮入二邊。因為於所持「性相有

之本質乃前有後無」之理由中，於前時亦不可得故；以及對

世間之世俗如同影像，並無所壞損，故於業與業果亦無害

損。

彼瑜伽行者於勝義不虛構事物存在，因為是於事物唯自

性無之上，觀見業與業果等之故；了知事物非自性有之故。

若以講說「事物自性有」而言，業與業果等全部皆不合理。

謬誤見空性　劣慧成衰損

如蛇及明咒　舛錯持與修【第十一偈】

凡彼未見二諦如是之安立，而於觀見「有為法乃自性無

之空性」便認為：當觀見自性無之空性時，諸有為法即不存

在。或者，將些許空性施設為真實，然後於彼基礎上尋思事

物自性有。

此二者皆謬誤觀見空性，若爾，則如此觀見之下劣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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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將會形成衰損。衰損之情形為：

若見自性無，則以所作能作無安立處，而認為全部皆不

存在，故變成損減之邪見。《寶鬘論》云：「此法若誤解，

不智者失壞；如是因斷見，沉陷於不淨。」34。

又，若於一切不損減，爾時卻言：「顯然緣見此些事

物，如何以自性有而變成空？是故，自性無之意並非指空

性。」而必定拋捨空性，若捨彼，則以謗法之業墮入惡趣。

《寶鬘論》云：「於彼顛倒執，愚人詡智者；捨故不馴人，

倒栽入無間。」35。

若問：「假使將彼助益執為其他形態，則縱無利益，然

如何造成傷損？猶如穀物若種植次序失誤，並不會令播種者

滅亡。」。

（答曰：）非如是之其他譬喻為：蛇咒以及藥力若依照

口訣持誦，則能招引大量財寶；若拋捨所示而誤持，則令持

誦者衰敗。又，依照口訣如實修持之明咒能利益修持者，若

因口訣出錯而誤修，修持者便遭殃。

34 《中觀寶鬘論》第二品第十八頌。

35 《中觀寶鬘論》第二品第十九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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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卯五、因二諦難知故本師初不示之理

稔知此法深　鈍根難明瞭

是故能仁意　撤銷宣法理【第十二偈】

如是，若誤見空性，將對行者造成衰損；又，諸劣慧者

無法正確持取空性義理。因此本師成佛後，觀見眾生根器以

及甚深法，稔知鈍根者難以明瞭此深奧之緣起法，因而能仁

世尊乃撤銷宣說法理之心意。

經云：「世尊成正等覺後不久，思及：吾人覺知甚深微

妙法，非思索分別、非論議之所行境；乃細心睿智者方能通

達知曉。若吾宣說於他人，他人無法了知吾所證，因而傷損

吾人而沮喪、心不愉悅，故吾當獨自於寂靜處以所得之現法

樂住而安住。」36。

丑二、正說無過

所成之缺失　不適於空性

故汝捨空性　於吾彼不宜【第十三偈】

36 漢譯《方廣大莊嚴經》言：「如來初成正覺，住多演林中獨坐一處，入深禪定觀察
世間，作是思惟：我證甚深微妙之法，最極寂靜難見難悟；非分別思量之所能解。

惟有諸佛乃能知之。所謂超過五蘊入第一義……若以此法為人演說，彼等皆悉不能

了知，唐捐其功無所利益；是故我應默然而住。」（收錄於《大正藏》No.187，第
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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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不了知二諦乃無誤地存在而舉出所謂：「此等若

皆空，無生亦無滅」等許多缺失，係因不了解二諦之安立。

故是對空性、空性之義理、以及空性之旨趣不明瞭所施加，

因此不適用於言說空性之吾人。

是故，汝對空性列舉出眾多過失，然後拋捨空性之彼等

所有一切，於吾理論並不合宜。

如是，若汝虛構「具作用之事物不存在」即是空性之義

理而加以指責，如此並不為吾人所承許；因為緣起之法理乃

說為自性空之意，故此些批判並不合理。

說明：於中觀宗之理論，一切能所不合宜之爭辯，乃未

通達空性即緣起法理之緣故；故於此應勤奮作了知。

丑三、不僅無過反具功德之情形

諸凡堪為空　於彼一切成【第十四偈前半】

所指出之缺失不僅不歸於我方，並且聖諦等一切安立皆

極合理。如是，諸凡某理論於一切事物以自相存在之自性堪

為空，於彼，所述說之一切皆可成立。

如理之情形為：吾人於緣起乃說為非自性有之空性；是

故，諸凡堪為空性，緣起於彼即相宜。以緣起而形成痛苦，

無緣起，痛苦便不相宜。若有苦，則集苦、滅苦、行於滅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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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方合宜。若有彼等，則堪有善知彼等四者；若四者存

在，則果等以及住於彼等皆相宜。若有住果與向果，則有僧

眾；若有諸聖諦，則有正法；若彼二者存在，則堪有佛陀，

因而三寶亦合宜。世出世間之一切事物、法、非法、以及彼

果、世間名言等皆相宜。

所有「如理」於《明句釋》皆以「有」作解釋，並說明

其亦是中觀宗之理論。然而，並非主張「有」便墮入「有」

邊，以及非將一切安立唯交付他方之義。

子二、諉過者自犯錯

分為三：丑一、諉過者犯錯之理由；丑二、將自過執為他

過；丑三、詳說諸過患。

　丑一、諉過者犯錯之理由

諸凡不得空　一切皆不成【第十四偈後半】

諸凡某理論以自性有而不得為空性，於彼，緣起乃不合

宜，因此一切安立皆不成立；不合宜之情形將詳說。

　丑二、將自過執為他過

汝將己諸過　全皆轉嫁我

猶如正騎馬　卻忘所騎馬【第十五偈】

如是，我方極正確，並且與有寂一切安立不相違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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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汝方乃極粗略且具嚴重錯誤以及矛盾，因極愚昧，故不

見如何安住功德與過患。

汝將自己之諸過錯全部轉嫁於我，猶如有些人正騎著馬

卻忘記所騎之馬時，便諉過於他人搶奪彼馬。如是，正騎著

自性空—具緣起性相之馬，卻因心思散亂故不得彼而爭辯

於我。

　丑三、詳說諸過患

若於眾事物　視為有自性

如是諸事物　汝見無因緣【第十六偈】

若問：「以不可得而對唯說空性者尋找過錯之他人之彼

等缺失為何？」。

答曰：倘若汝將眾事物視為具有自性，如是，由於自性

不以因緣而生，故諸事物，汝乃不觀待因緣而觀見。

結果以及因　作者與能作

行為及生滅　果亦成壞損【第十七偈】

倘若認為瓶有自性，則無需濕泥等諸因緣；於是果—

所謂「瓶」乃無因，亦不合理。倘若無瓶，則製作者—陶

工，能作—圓輪等，以及製瓶之行為亦不存在。由於無彼

等，故無生與滅，於果亦造成壞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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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無法安立因果以及生滅等，乃於「唯說事物自性

有」之上形成缺失；（然汝卻）將汝之過錯轉嫁於我。

癸二、說明自所承許之空性義即緣起義

諸凡依緣起　說彼即是空【第十八偈前半】

於我方一切皆合理之理由：因為吾乃承許「諸凡依賴因

緣和合而生起之所有一切，說彼意即是空掉自性生」之故。

如是宣說處為：《無熱所問經》言：「凡由緣生即非

生，其乃不具生自性。」37以及《入楞伽經》云：「大慧！

思及自性不生，故吾說一切法無生。」38《聖百五十頌》39

曰：「一切法為空，自性無之義趣故。」。

其中，第一引文說明：藉由從緣所生之緣起因遮除自性

生，以及將「憑藉緣」之意說為「空掉自性有」之意；是

故，依據因緣而進行生滅之緣起乃將言說「必為自性有」以

及主張「自性無則無能、所安立處」全部破除；因為善加區

37 參見注21（本書203頁）。

38 漢譯《大乘入楞伽經》言：「大慧！無自性者，以無生故密意而說。」（收錄於
《大正藏》No.672，第十六卷）。

39 完整經名為《聖般若波羅密多正理百五十頌》，收錄於《德格版西藏大藏經》
No.17；相當於漢譯《大般若波羅密多經第十會》。

234 中觀
根本慧論

理海疏



分不生與自性不生之差別故。

第二引文說明：本師自己所宣說之不生等乃「思及自性

不生」；亦即提出自己之見地而解說。是故，諸經藏於事物

破生之含意，即所謂：「勿當成根本不生，應認持為自性不

生」之意。

第三引文說明：空性之意指空掉自性有之自性無，指出

「自性無」與「無」二者之差別。

倘若所謂「自性空之意即緣起義」曾多次被宣說，則此

意為何？若指猶如「大腹」可成為瓶義般，則藉由確定「諸

果乃依賴因緣而生」之心念亦將確定空性義；並不適宜。然

而，即使承許緣起能詮聲之意為空性義，仍存傷損；縱使主

張（空性乃是）直接確認緣起之間接義理，亦如前（所說）

不相宜。故思此意為何，因不承許如彼（說法）故。

若思如何安立？空性成為緣起義乃是以正量破除自性存

在之諸中觀師（所主張），而非其他人。如此之中觀師若直

接確認內外諸事物乃憑藉因之緣起，依據彼心智，便能確定

自性空之意。因為理解自性有乃不觀待其他，並且以正量了

知其與緣起二者相違故。

是故，於空性—以緣起破除自性有獲得定準。對於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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稞觀待苗芽等因緣，雖然見、聽、思，然應以彼道理串習思

維自性無之義趣。

如是，於他世即使無直接講授自性無之空性，藉由宣說

緣起法理便能喚醒空性見之習氣；猶如馬勝比丘對優婆提舍

梵志只講解四諦之緣起，以此便證悟空性。

依賴而假立　其乃中觀道【第十八偈後半】

自性空乃是以依賴而假名安立，（例如）依賴圓輪等車

支分而安立車乘；依賴本身之支分所假立，即是自性不生之

空性。

自性不生之空性，其乃斷捨有無二邊，故為中觀；其道

乃為中觀宗所行走之路徑。如是，《迴諍頌》亦云：「緣起

空中道，彼乃同一義，無比殊勝說，頂禮彼佛陀。」40說明

彼三者乃異名（同體）。

非為緣起法　絲毫不存在

是故無涓滴　非是空性法【第十九偈】

由於非為緣起而生之法絲毫不存在，而緣起乃自性空；

是故非是自性空之法亦無涓滴。《大海請問經》亦云：「智

40 《迴諍頌》第七二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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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通達緣起法，故於邊見不依止；以因緣等了知法，非有無

因無緣法。」。

癸三、不許如是則一切安立皆不合理之情形

分為六：子一、所知—四諦不合理；子二、了知四諦等與

四果不合理；子三、三寶不合理；子四、作者與業果不合理；子

五、世間名言不合理；子六、出世間之名言不合理。

　子一、所知—四諦不合理

若此全不空　無生亦無滅

於汝即變成　非有四聖諦【第二十偈】

倘若內外此事物全非自性空，則無出生以及無壞滅；爾

時，於汝變成非有聖四諦。為何？

倘若非緣起　痛苦豈存具

宣說無常苦　非於自性有【第廿一偈】

諸凡以自性存在，彼即非緣起。倘若非為緣起，則非無

常，猶如虛空花；是故，豈存具痛苦之諦實？因為世尊宣

說：「凡無常，彼即為苦。」乃將諸有漏之無常說為痛苦。

倘若主張其以自性而有，則因非存於諸實有法當中；故不堪

有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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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自性有　集將如何成

故於壞空性　則集不存在【第廿二偈】

痛苦若是以自性而有，則無生；故從「集」將如何聚集

形成？不成故。是故，於「痛苦為自性空」施加壞損，則不

存在「集」；因為痛苦以「集」聚集安立故。

苦若有自性　滅則不存具

自性永住故　於滅成害損【第廿三偈】

倘若痛苦有自性，則斷除痛苦之滅諦便不存具；因為自

性於任何時刻皆不變異故。如是，若自性有，便應當無時無

刻永遠存住；是故執持自性有而斥逐說空性，對於斷苦之滅

諦乃造成害損。

道若自性有　修持不合理

若道應觀修　則無汝自性【第廿四偈】

倘若道諦為自性有，則即使不觀修彼亦存在；故修持變

成不合理，因為豈需再觀修彼故。假若承許道諦應當觀修，

則汝之聖道即非有自性，為所作故。

爾時若苦集　以及滅非有

則道之滅苦　何為欲證得【第廿五偈】

倘若為證滅苦、斷集而修道，則以「事物自性有」之主

238 中觀
根本慧論

理海疏



張者而言，爾時，苦蘊—集、以及斷苦之滅諦若非有，則

藉由道諦滅集以便斷除痛苦之真諦—欲證得之彼滅諦並非

有，故修道（變成）不合理。

子二、了知四諦等與四果不合理

倘若以自性　未善加了知

彼焉成善知　豈非自性住【第廿六偈】

倘若以往昔未善知痛苦之自性而存在，其後焉能變成完

善了知？不能。因為自性有豈非如同火之炙熱般真實存住？

是之故。因為自性有與轉變成其他乃相違之故。

如是汝之斷　現證與觀修

以及四果等　不得如善知【第廿七偈】

如同無法善知（痛苦）般，以汝之見，斷除集、現證

滅、觀修道亦不堪有。因為以往昔未斷除集之自性而存住，

日後亦不會斷除故；因為自性乃無所改變故。如同敘述「往

昔善知」而駁斥，其他二者亦如是搭配。

如同「善知」般，預流果等四果亦如是—若不存於往

昔，則日後亦不可能存在。

自性全持故　果為自性有

諸凡非可得　如何變能得【第廿八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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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凡以四果非可得於往昔之自性而存有，則日後如何變

成能夠證得？不成故；因為自性乃全然保持（原狀）而不會

有所改變之故。

子三、三寶不合理

無果無住果　諸向亦非有

倘若八士夫　彼等無僧無【第廿九偈】

倘若不具四果以及獲得彼等，則住果、以及為此目的之

四向等亦非有。倘若無彼等四對士夫以及八補特伽羅，則變

成無有僧寶。

無諸聖諦故　正法亦非有

無法及僧眾　如何有佛陀【第三十偈】

因為無諸聖諦，故亦非有正法寶。倘若無有法以及僧

寶，則如何變成有佛陀？不成故。彼等應如前述作了知。

汝不依菩提　即可成佛陀

汝不依佛陀　即可有菩提【第三一偈】

以汝之見，所謂「佛陀」若以些許自性存在，則變成不

需依賴、觀待菩提—遍智之智；因為言「自性不變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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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待其他」41故。

如是，汝之菩提—遍智亦不依賴佛陀，變成不觀待、

無依賴，因為乃自性有之故。

汝之自性故　非佛為菩提

縱勤菩薩行　菩提仍不得【第三二偈】

此外，以汝之見，成佛之前—未成佛之體性乃以自性

存在，則彼補特伽羅為證獲無上菩提，縱使勤奮於菩薩行持

仍不得菩提；因為如此之自性永不變異故。

子四、作者與業果不合理

任何法非法　永遠無造作

不空如何作　無作於自性【第三三偈】

此外，若承許自性有，則補特伽羅於任何善法以及非

法—不善永遠無造作，因為於自性有而不空，如何有作

為？因為於自性有，作用並不適宜之故。

雖無法非法　於汝卻有果

以法非法因　生果汝不具【第三四偈】

此外，倘若言「果自性有」，則法、非法即使無造作，

41 《中觀根本慧論》第十五品第二偈後半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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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二者具因之果—悅意與不悅意，於汝卻變成有。

如是，為彼等果而造作二業變成無意義。故以法、非法

之因所生之二果，於不造作二業之汝並不存具。

以法非法因　生果汝若具

法非法所生　果何故不空【第三五偈】

法與非法之因所產生之二果，於汝若存具，則彼二果為

何說成「非自性空」？因為是法與非法所生之緣起故，猶如

影像。

子五、世間名言不合理

諸凡行害損　緣起之空性

世間之名言　即悉成壞損【第三六偈】

言說事物自性有者於緣起之空性行使害損，如是造作之

所有一切，即是對「走呀！做呀！看呀！坐下！」等世間名

言悉造成壞損。

若害損空性　則毫無所作

不動卻有行　無作成作者【第三七偈】

另外，倘若對諸事物自性空施加害損，爾時，自性有即

是無造作卻存在，故變成任誰皆不需行使任何所作。不發

動—分明無造作卻有行為，以及不行使任何所作卻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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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故其亦不合理；因此，諸事物非自性不空。

倘若具自性　有情無生滅

且恆常永住　離暫時各樣【第三八偈】

此外，倘若諸法具有自性，則有情變成無出生、滅亡；

因為自性乃不虛假且永不變異之故。假使不生不滅，則諸有

情變成恆常永住，以及不觀待因緣，故遠離暫時等各式各樣

狀態。

猶如世尊言：「倘若稍微存不空，佛陀絲毫不授記；

不變各自恆常住，則彼不增亦不減。」42《象腋經》亦云：

「諸法自性若稍存，佛與聲聞當知彼，堅穩諸法無涅槃，智

者永無不戲論。」43於此經藏當中宣說「空性即緣起」之含

意乃極明顯。

42 漢譯《大寶積經》第十六〈菩薩見實會〉言：「諸法若是不空者，佛不為其說授
記，以何因緣如是說，諸法若有體性者，一切常住不可轉，彼應不減亦不增。」

（《大正藏》第十一卷）。

43 漢譯《佛說象腋經》當中無相應之詞句。然於《佛說如來智印經》有相似之偈
頌：「若使涅槃有分者，諸佛聲聞應往彼，牆壁諸法無涅槃，智者不應生戲論。」

（《大正藏》第十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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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六、出世間之名言不合理

倘若非有空　不得未獲得

痛苦無窮盡　惑業全不斷【第三九偈】

倘若非有自性空，則往昔未獲得之果於日後不能得，往

昔未除盡之痛苦於日後無法窮盡，往昔未斷捨之全部惑業於

日後皆不能斷除；是故，與所有出世間之名言皆不合宜。

癸四、見緣起空性即見四諦空性

諸凡見緣起　彼即見苦諦

集諦與滅諦　以及道諦等【第四十偈】

是故，若承許事物自性有，則所有安立皆不合理。諸凡

瑜伽行者洞見空性—具緣起之性相，彼即觀見苦、集、

滅、道—四諦之真實性。

猶如《聖禪師密藏經》云：「世尊！如何了知四聖諦？

世尊教誡：文殊！凡見諸行不生，彼即善知苦；凡見諸法不

起，彼即斷除集；凡見諸法永離憂苦，彼即現證滅；凡見諸

法完全不生，彼即修持道。文殊！凡見如是四聖諦，彼於所

謂『此些法為善、此些法不善、此些法應斷、此些法應證；

應知苦，應斷集、應證滅、應修道』不作分別；不見如此所

施設之彼等法故。諸凡夫俗子若分別彼等法，則成貪愛、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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恚、愚痴。其法絲毫不取、不捨，彼如是不取、不捨而心不

貪愛三界；見三界不生、如幻、如夢、如回音。見如是諸

法之自性，故於一切有情遠離貪瞋。所以者何？如是，彼所

貪愛、瞋恚之法乃不可得故。彼心等同虛空，故亦清淨不見

佛、清淨不見法、清淨不見僧，但見所謂諸法為空，故於任

何法皆不生疑惑。因為無惑，故無近取；因無近取，故不取

而圓滿涅槃。」44。

辛二、攝義示品名

當中觀宗宣說「有、寂諸法絲毫不具自性有」時，他方

乃爭辯：「於彼法理，變成無法進行任何世間與出世間之安

44 漢譯《諸法無行經》云：「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白佛言。世尊。今云何應觀四聖
諦。佛告文殊師利。若行者能見一切法即是無生性。是名見苦。若能見一切法不集

不起。是名斷集。若能見一切法畢竟滅相。是名證滅若能見一切法無所有性。是名

修道。文殊師利。若行者能如是見四聖諦。是人不作如是分別。是法善是法不善。

是法應見是法應斷是法應證是法應修。所謂苦應見集應斷滅應證道應修。所以者

何。凡夫所行貪欲瞋恚愚癡。行者見是法皆空無生無所有不可分別。但積集虛妄。

爾時於法無所取無所捨。於三界中心無所礙。見一切三界畢竟不生。見一切善不善

法虛誑不實如幻如夢如影如響如焰。行者見貪欲性即是涅槃性。瞋恚性即是涅槃
性。愚癡性即是涅槃性。若能見一切法性如是。便於一切眾生之中不起憎愛。所以

者何。是行者不得是法。若生愛處若生憎處。安住虛空心中。乃至不見佛不見法不

見僧。是則不見一切法。若不見一切法於諸法中則不生疑。不生疑故則不受一切

法。不受一切法故則自寂滅。」（《大正藏》第十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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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答覆指出：詳察而以如是破除之理路卻無絲毫堪忍思

察，故於他宗具有無法作任何「是此以及非此」安立之過

失；而自宗不僅無彼等過失，並且一切安立極為合理。是為

此品主要之宣說。

亦即，關鍵在於「空性義即緣起義，並非遮止能、所事

物即為空性義」。因此，若是信受中觀法理之具智者應言說

如是義趣。對於諸說實事師認真逼問：「於汝此理，絲毫不

適宜世間與出世間之安立。」依吾人而言，不需他人推導所

謂「無法做任何『是此以及非此』之辨別安立」，應於初始

自己便勿陷入其中。

觀聖諦是為第廿四品

所謂「觀聖諦」四十偈頌之體性，是為第廿四品之安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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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六品　觀十二有支

戊二、由是否通達緣起而取捨輪迴之法理

分為二：己一、說明品義；己二、攝義示品名。

　己一、說明品義

問曰：所謂「諸凡依緣起，說彼即是空」 45之緣起為

何？或問：「諸凡見緣起，彼即見苦諦」46所說之若見緣

起，則見四諦真實性之緣起為何？（答曰：）於講說此（提

問之緣起）分為二：

庚一、順次緣起；庚二、逆次緣起。

　　庚一、順次緣起

分為二：辛一、能引之因果；辛二、能成之因果。

　　　辛一、能引之因果

無明覆蓋故　後有三類行

造作彼等業　往來情世間【第一偈】

「無明」並非唯遮除了知真實性、非只是與其相異，而

是智慧之乖違異品—緣於補特伽羅或法而執著為自相有。

45 《中觀根本慧論》第廿四品第十八偈。

46 《中觀根本慧論》第廿四品第四十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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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彼（無明）覆蓋真實義理之補特伽羅（投生）後有，造作

之行有福業、非福業、不動業，或者身、語、意三類行業；

「造作」指令產生。

「後有」指為產生來世之蘊體而造作。雖然補特伽羅未

必以獲得彼為目的而造作，但彼業卻會趣入彼果。藉由如是

所產生之一切業，而往來有情世間。

具有行因緣　識入諸眾生

倘若識趣入　則成名與色【第二偈】

其後，積聚「行」之彼補特伽羅之「識」乃具有「行」

因緣，而成為輪迴之種子，並趣入與「行」相隨順之眾生，

而投生為天人等等。

亦即，死有中止時，唯於一剎那，如桿秤高低之原理，

生有之蘊等乃依業招引而生。

因此，如是「識」若趣入且暈厥於母胎當中，則具有其

因緣之四種名蘊以及色蘊便會形成。「名」指（色以外之）

其餘四蘊，之所以稱為「名」乃因：以所染著之惑業而引至

彼彼生處，或者因造作諸事而遷流之故。「色」，於此處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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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部曇47等等。

若成名與色　六入則產生

憑依六入故　如實引生觸【第三偈】

如是，倘若形成四種「名」以及遏部曇等「色」，則變

成產生痛苦之出生門，故稱「入」—眼、耳、鼻、舌、

身、意六入，乃緣於名與色而產生。雖然身根以及意根於先

前就形成，但卻以「六根聚集由此（分際）產生」作依據而

說。

然後，憑依六入之緣故，而如實地引生「觸」。若問：

「『觸』如何生起以及本性為何？」。

於眼色能念　依而唯生故

如是依名色　從而便生識【第四偈】

憑依增上緣—眼、所緣緣—色、以及等無間緣—

47 胎藏八位：一、羯羅藍位：指父母之兩精初和合凝結者，即託胎以後初七日間之狀
態。二、遏部曇位：指受胎後之二七日，此時其形如瘡。三、閉尸位：受胎後之

三七日，其狀如聚血。四、鍵南位：受胎後之四七日，其形漸漸堅固，有身、意二

根，然未具眼、耳、鼻、舌四根。五、羅賒佉位：受胎後之五七日，肉團增長，始

現四肢及身軀之相。六、髮毛爪位，受胎後之六七日，已生毛髮指爪。七、根位：

受胎後之七七日，眼、耳、鼻、舌四根圓滿具備。八、形位：受胎至八七日以後，

形相完備。（出自《瑜伽師地論•本地分》、《法苑珠林》、《諸經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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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念—作意，而所生出唯是眼識；如是，依據以能念所代

表的等無間緣—受等四蘊之名、以及前二緣之色，從而便

生出眼識。

眼色以及識　三者所和合

即彼是為觸　由觸遍生受【第五偈】

凡彼之眼、色、以及識三者所和合，即是「觸」之定

義，生起之情形亦猶如「識」。藉由境、根、識三者聚合之

「眼之合觸」，亦應了知其他五種觸。

又，三者和合之際，於境可區分為悅意、不悅意、中庸

三類。其後，隨順由「觸」所生之悅不悅意等，而遍生樂、

苦、不苦不樂三種感受。藉由「眼之合觸」而有之受，亦應

了知其他五種受。

如是所引生為：名色、六入、觸、受四支，《阿毗達摩

集論》言：「（其）亦為果位識。何所引？依據無明之行。

如何引生？以『於因位識—業所附著之習氣』之方式。引

生之意義為：若有『愛』等能成支，則堪成彼等果。」。

辛二、能成之因果

因受故生愛　為受而成愛

成愛則近取　是為四近取【第六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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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因為「受」之緣故而產生「愛」；「愛」乃

「受」之有境。為何貪愛時，彼具愛會為感受而愛？因為生

起強烈欲求之故。其中，為能不離樂受、遠離苦受、以及不

退失平等受而貪愛。

如是，倘若形成「愛」，由於「愛」之緣故所招引之因

有：欲、見、戒禁、言我，四種近取；由於彼具愛而引生近

取。

具近取則生　持取者之有

倘若無近取　解脫而無有【第七偈】

倘若具備四種近取，則由於彼四類近取者—生成者持

取之緣故，「有」便會產生。

倘若彼近取者藉由證悟空性之妙觀察智之效用，於貪愛

受不取為己有，以現起無二智而無近取，則彼得解脫；亦

即，爾時無後有。

有亦為五蘊　從有而成生【第八偈前半】

由於「取」所產生之「有」應知其亦為五蘊之體性。善

不善之身、語、意三業，會成為將來五蘊之「有」；於因安

立果名，故稱「有」。其中，身、語業為色蘊，意業為四蘊

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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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於其他論典雖有駁斥毗婆沙宗主張「身語之業為

有色」，而說成「進行身語動作時之心思」；然月稱主張為

「有色」。意業雖為心思，然與心思相應之其他心、心所等

乃同一體性，故意業被說為四蘊之性質。

因為以「愛取」滋養，完成後有之業力變成具力之

「有」，由彼而形成來世蘊體之投「生」。

老死及憂愁　悲嘆與苦痛【第八偈後半】

心躁煩亂等　皆由生而起【第九偈前半】

蘊體成熟之「老」與蘊體衰敗之「死」，以及臨死時因

愚痴貪愛等所生之心痛憂愁，出於憂愁而發出悲嘆聲，以及

壞損五根之苦痛。還有傷害情緒之心躁與痛苦，以及從心躁

所引起的身心煩亂，彼等皆是由於「生」所招引。

如是所生成　唯此痛苦蘊【第九偈後半】

藉由以上所說之情況，「如是」—唯以本身之因、緣

作用，會合成痛苦蘊聚。（其乃）遠離我與我所之自性，以

及僅是愚人施設、具痛苦之本質、不與安樂雜染，故以所謂

「所生成唯此」說明進入輪迴法則。

完成什麼？完成生、死。何者完成？具「愛」緣之

「取」。如何完成？「行」附著於「識」之業習氣產生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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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即以業之「有」法理（而完成）。

由此（說明），以無明及行招引而令其完成。是故，能

引與能成之因果乃一次取生之因果，非從各別生世完成。然

而，各別宣說乃為解說引生之苦與生成之苦之差別；以及能

引與能成之因之不同差別故。

《本地分》言：「問曰：『若從「識」至「受」等，以

及生、老死等為夾雜之性相，為何以兩種型態宣說？』答

言：為各別宣說痛苦之事物性相故，以及為善加解說引生與

生成之差別故。」48。

庚二、逆次緣起

行乃輪迴根　故智不造作

無智為作者　智見空性故【第十偈】

由於無明等而產生「有」諸支分，所以，輪迴識之結生

相續等之主要根源是「行」。是故，現前觀見緣起真實性之

諸智者不造作能引生之業；無智者未現前觀見真實性，而成

為「行」之作者。

48 漢譯《瑜伽師地論•本地分》言：「問何故識乃至受與老死有雜相。答由二種說
故。謂別顯苦相故。及顯引生差別故。」（《大正藏》第三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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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經云：「諸比丘！與無明相隨之士夫，此補特伽羅

即使造作福德，亦是加行；造作非福，亦是加行；造作不

動，亦是加行。」由於是如此無智之作者，故唯是造作具無

明之行為者。

智者洞見空性而斷除無明，故不為造作者；因為現前觀

見真實性之故。

倘若無明斷　行等亦不生

無明將斷除　知而觀空故【第十一偈】

如是，若有無明，則生行；若無則不生。是故，倘若斷

盡無明，行等亦不生；由於因不具足之故。

若問：「以何斷除無明？」（答曰：）無明將會被斷除

滅盡，因為無錯誤了知緣起空性，故依據對空性義理之觀修

而現前洞見空性；觀見空性之瑜伽行者必定斷除無明。

彼彼遮斷故　彼彼不再生

唯是痛苦蘊　如此盡遮除【第十二偈】

因為滅除無明，所以遮止行。如是，由於遮斷行等之彼

彼前支分，故彼彼後支分便不再生起。

此等理路說明：瑜伽行者之痛苦蘊空掉我與我所自相

有，並且與安樂不交雜之唯是（痛苦）之彼（蘊體）不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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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故如是完全斷盡遮除。

其他各品皆以理路破除諸法自性有，於此品卻不駁斥；

因為於補特伽羅與法之緣起，已破除自性有之自性，其中已

說明此些支分亦皆是自性無。

此品宣說：若觀修如是抉擇之真實性，則遮斷無明，並

依據彼遮止其餘輪迴所有支分而證得解脫。若不獲知如是見

地，則無明不被斷除，由此而進入其後諸支分，故流轉於生

死之輪迴。

己二、攝義示品名

藉由緣於補特伽羅與法之緣起而執為我之二種無明，確

認二種我執之俱生無明之執持方式；其後以所說明之一切理

路破斥彼二者所執著之兩種我後，於生起「通達其對治—

二無我」之見解支分作了知，令證悟無我之見解完善徹底，

然後以聞、思、修三者而精進於逆次緣起之生成。

觀十二有支是為第廿六品

所謂「觀十二有支」十二偈頌之體性，是為第廿六品之

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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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為出資及讀誦受持

輾轉流通者回向偈曰

願以此功德　消除宿現業　增長諸福慧　圓成勝善根

所有刀兵劫　及與飢饉等　悉皆盡滅除　人各習禮讓

讀誦受持人　輾轉流通者　現眷咸安樂　先亡獲超升

風雨常調順　人民悉康寧　法界諸含識　同證無上道

中觀根本慧論精華三品
附中觀根本慧論理海疏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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