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龍樹——中道緣起與假名空性之統一
第二節  《中論》與《阿含經》（p.209～p.216） 

一、論書之類別（p.209） 

論書，有「釋經論」，「宗經論」。

（一）釋經論

釋經論，是依經文次第解說的。

1、有的以為：如來應機說法，所集的經不一定是一會說的，所以不妨說了再說，

也不妨或淺或深。

2、有的以為：如來是一切智人，說法是不會重複的，所以特重先後次第。 

《大智度論》與《十住毘婆沙論》，是釋經論而屬於前一類型的，有南方（重）經師

的風格1；與（重）論師所作的經釋，如無著的釋經論2，體裁不同。 

（二）宗經論

宗經論，是依一經或多經而論究法義，有阿毘達磨傳統的，都是深思密察，審決法

義，似乎非此不可。《中論》是宗經論，但重在抉擇深義。

（三）觀行論

其實，論書還有「觀行論」3一類，以觀行（止觀）為主。《中論》二十七品，每品

1（1）參見印順法師著《印度佛教思想史》p.137：「龍樹是論師，但也有經師隨機方便而貫通的特

長，一切論議是與修持相關聯的。」

（2）參見印順法師著《華雨集》第二冊 p.6： 
對於佛的應機說法，或廣或略，或同或異，或淺或深，加以分別、抉擇、條理，使佛法的義

解與修行次第，有一完整而合理的體系，所以佛法是宗教而又富於學術性的。但論者的思想

方式，各有所長；不同的傳承發展，論義也就有部派的異義。等到「大乘佛法」興起，又依

大乘經造論。如龍樹論，是南方經師及北方論學的綜合者。無著、世親等論書，淵源於說一

切有部的經師及論師，更接近阿毘達磨論者。論是經過分別、抉擇，不是依文解義的。
2 如無著菩薩造，隋南印度三藏達磨笈多譯《金剛般若論》（大正 25，757a-766a）；無著菩薩造，

隋達摩岌多譯《金剛般若波羅蜜經論》（大正 25，766b-781a）。 
3（1）參見印順法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83：「初期的聖典，大概的說：法（經）的論書，

有阿毘達磨論、釋經論、觀行論，形成以阿毘達磨論為主的，離經法而獨立的論藏。」

（2）參見印順法師著《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p.857： 
論書，以『阿毘達磨』為主流，而佛教界還有『釋經論』（《順正理論》卷 71，大正 29，

728a）、『觀行論』（《順正理論》卷 59，大正 29，668b）的存在。《義釋》的性質，是

「釋經論」；《無礙解道》的性質，是「觀行論」。與「經師」的「釋經論」，「瑜伽師」

（禪師）的「觀行論」，風格多少不同；這是銅鍱部阿毘達磨者所作，有阿毘達磨的氣味，

但到底不是阿毘達磨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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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稱為「觀」，所以古稱《中論》為中觀。如僧肇《物不遷論》說：「中觀云：觀方

知彼去，去者不至方。」4 

※《中論》是宗經論，以觀行為旨趣，而不是注重思辨的。

※ 龍樹所學，綜貫南北、大小，而表現出獨到的立場。

※ 現在論究龍樹的空義，以《中論》為主，這是後期中觀學者所共通的；以《大智度論》

等為助，說明《中論》所沒有詳論的問題。

二、《中論》與《阿含經》、《般若經》之關係（p.209-p.210） 

（一）《中論》的核心論題

《中論》開宗明義，是：「不生亦不滅，不常亦不斷，不一亦不異，不來亦不出：能

說是因緣，善滅諸戲論。」5 
《中論》所要論的，是因緣，（新譯為緣起），是八不的緣起；八不的緣起，就是中道。 

（二）從八不緣起看《中論》與《般若經》之關係（p.210） 
八不緣起的含義，可說與《般若經》相同；而以緣起為論題，以八不來闡明，卻不

是《般若經》的。6 

（三）《中論》是以大乘學者的立場，抉發《阿含》的緣起深義（p.210） 
我（印順法師）以為：

1、「《中論》是《阿含經》的通論；是通論《阿含經》的根本思想，抉擇《阿含經》

的本意所在。」

2、「《中論》確是以大乘學者的立場，確認緣起、空、中道為佛法的根本深義。……
抉發《阿含》的緣起深義，將佛法的正見，確樹於緣起中道的磐石」7。 

4 僧肇著《肇論》卷 1：「中觀云：觀方知彼去，去者不至方。斯皆即動而求靜，以知物不遷。」（大

正 45，151a21-22）。 
5《中論》卷 1〈觀因緣品第一〉（大正 30，1b14-16）。 
6 參見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p.218-p.219： 
《中論》依緣起而明即空的中道。空是離諸見的，「下本般若」確是這樣說的：「以空法住般若波

羅蜜，……不應住色若常若無常，……若苦若樂，……若淨若不淨，……若我若無我，……若空

若不空。」（受等同此說）（《小品般若波羅蜜經》卷 1（大正 8，540b）。但經文說空，多約涅槃

超越說，或但名虛妄無實說。依緣起說中道，「下本般若」末後才說到，如《小品般若波羅蜜經》

卷 9（大正 8，578c）說：「須菩提！般若波羅蜜無盡，（如）虛空無盡故，般若波羅蜜無盡。……
色無盡故，是生般若波羅蜜；受、想、行、識無盡故，是生般若波羅蜜。須菩提！菩薩坐道場時，

如是觀十二因緣，離於二邊，是為菩薩不共之法」。《阿含經》說，佛是順逆觀十二緣起而成佛的。

「下本般若」末後，正是說明菩薩坐道場，得一切智（智）的般若正觀。不落二邊（中道）的緣

起，《般若經》說是「如虛空不可盡」。但如虛空不可盡，經上也約五蘊、十二處等說，所以不能

說是以緣起來闡明中道，因為在《般若經》的歷法明空中，緣起與蘊、處、界、諦、道品等一樣，

只是種種法門的一門而已。 
7 參見印順法師著《中觀今論》p.18；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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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理解，我曾廣為引證，但有些人總覺得《中論》是依《般若經》造的。

這也難怪！印度論師——《順中論》8、《般若燈論》9等，已就是這樣說了。 

（四）《中論》本著「般若法門」的深悟，而抉發《阿含經》的深義（p.210） 

我也不是說，《中論》與《般若經》無關，而是說：龍樹本著「般若法門」的深悟，

不如有些大乘學者，以為大乘別有法源，而［是］肯定為佛法同一本源。不過一般

聲聞學者，偏重事相的分別，失去了佛說的深義。所以［龍樹《中論》］就《阿含經》

所說的，引起部派異執的，一一加以遮破，而顯出《阿含經》的深義，也就通於《般

若》的深義。

三、《中論》為《阿含經》之通論（p.210-p.213） 

從前所論證過的，現在再敘述一下10： 

（一）以八不說明中道的緣起說，淵源於《阿含經》（p.210-p.211） 

《中論》的歸敬頌，明八不的緣起。緣起是佛法不共外道的特色，緣起是離二邊的

中道。說緣起而名為「中」（論），是《阿含》而不是《般若》。11 

8（1）《順中論義入大般若波羅蜜經初品法門翻譯之記》： 
龍勝菩薩通法之師，依《大般若》，而造《中論》眾典，於義包而不悉。大乘論師，名阿僧

佉，解未解處，別為此部。」（大正 30，39c10-12） 
（2）龍勝菩薩造，無著菩薩釋《順中論義入大般若波羅蜜經初品法門》卷上： 

問曰：汝說此論，義無次第，或有次第，何意因緣，而說義論，如所依法，如是造論？ 

答曰：此如是義。世尊已於《大經》中說言：「憍尸迦！於未來世，若善男子，若善女人，

隨自意解，為他說此般若波羅蜜，彼人唯說相似般若波羅蜜，非說真實般若波羅

蜜。…‥佛言：憍尸迦！彼人當說色無常，乃至說識無常。如是說苦、無我、不寂

靜、空、無相、無願，如是乃至說一切智。彼如是人，不知方便，有所得故。…‥

若是般若波羅蜜者，彼無少法可取可捨，若生，若滅，若斷，若常，若一義，若異

義，若來，若去，此是真實般若波羅蜜。」（參見《大般若波羅蜜多經》卷 541，大

正 7，784c21-785b2） 
依彼因緣故造此論，我如是知般若波羅蜜。此方便故，我今解釋，所謂入《中論》門。

（大正 30，40 a3-b1） 
（3）《順中論》卷下：「問曰：何者阿含？答曰：此如是義，於《大經》中，如來說言：須菩提！

一切諸法去來行空，彼人不覺，取著不捨，而彼空法，不去不來，無有一法而不空者。又

復說言：一切諸法悉不來者，此是阿含。」（大正 30，49c3-8） 
9（1）《般若燈論釋》卷 1〈釋觀緣品第一〉：「『普斷諸分別，滅一切戲論；能拔除有根，巧說真實

法；於非言語境，善安立文字；破惡慧妄心，是故稽首禮。』釋曰：如是等偈，其義云何？

我師聖者，如自所證，於深般若波羅蜜中，審驗真理，開顯實義，為斷諸惡邪慧網故。彼

惡見者，雖修梵行，以迷惑故，皆成不善。今欲令彼悟解正道，依淨阿含，作此《中論》，

宣通佛語。」（大正 30，51b22-c1）。 
（2）《般若燈論釋》卷 15：「以《般若》妙理，開演此《中論》。」（大正 30，135c11）  

10《中觀今論》p.18-p.23。《中觀論頌講記》p.43-p.46。 
11 參見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p.218-p.219；p.223-p.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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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中，

1、不常不斷的中道，如《雜阿含經》卷 12（300 經）說：「自作自覺[受]，則墮常

見；他作他覺[受]，則墮斷見。義說、法說，離此二邊，處於中道而說法，所謂

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12 

2、不一不異的中道，如《雜阿含經》卷 12（297 經）說：「若見言命即是身，彼梵

行者所無有；若復見言命異身異，梵行者所無有。於此二邊，心所不隨，正向

中道，賢聖出世如實不顛倒正見，謂緣生老死，……緣無明故有行。」13 

3、不來不出的中道，如《雜阿含經》卷 13（335 經）說：「眼生時無有來處，滅時

無有去處。……除俗數法，俗數法者，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14 

4、不生不滅的中道，《阿含經》約無為——涅槃說。15涅槃是苦的止息、寂滅，在

《阿含經》中，是依緣起的「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而闡明的。

※以八不說明中道的緣起說，淵源於《雜阿含經》說，是不庸懷疑的！

12《雜阿含經》卷 12（300 經）：「佛告婆羅門：自作自覺，則墮常見；他作他覺，則墮斷見。義說、
法說，離此二邊，處於中道而說法，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緣無明行乃至純大苦聚集。

無明滅則行滅，乃至純大苦聚滅。」（大正 2，85c10-15） 
另參見《雜阿含經》卷 34（961 經）（大正 2，245b）。 

13《雜阿含經》卷 12（297 經）：「若見言命即是身，彼梵行者所無有；若復見言命異身異，梵行者

所無有。於此二邊，心所不隨，正向中道，賢聖出世如實不顛倒正見，謂緣生老死，如是生、

有、取、愛、受、觸、六入處、名色、識、行，緣無明故有行。」（大正 2，84c20-25）  
14《雜阿含經》卷 13（335 經）：「云何為第一義空經？諸比丘！眼生時無有來處，滅時無有去處。

如是眼，不實而生，生已盡滅，有業報而無作者，此陰滅已，異陰相續，除俗數法。耳、鼻、

舌、身、意，亦如是說，除俗數法。俗數法者，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如無明緣行，行

緣識，廣說乃至純大苦聚集起。又復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無明滅故行滅，行滅故識滅，

如是廣說乃至純大苦聚滅。」（大正 2，92c16-24） 
15《雜阿含經》卷 12（293 經）：「此甚深處，所謂緣起；倍復甚深難見，所謂一切取離、愛盡、無

欲、寂滅、涅槃。如此二法，謂有為、無為。有為者，若生、若住、若異、若滅；無為者，不

生、不住、不異、不滅：是名比丘諸行苦、寂滅涅槃。」（大正 2，83c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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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論》引證的佛說多出於《阿含經》（p.211-p.212） 

《中論》所引證的佛說，多出於《阿含經》。

1、〈觀本際品第 11〉說：「大聖之所說，本際不可得」16，出於《雜阿含經》卷 10
（266 經）說：「無始生死，……長夜輪迴，不知苦之本際」17。「無始生死」的

16《中論》卷 2〈觀本際品第 11〉：「大聖之所說，本際不可得，生死無有始，亦復無有終。」

（大正 30，16a8-9） 
參見印順法師著《中觀論頌講記》p.209：「釋尊在經上說：『眾生無始以來，生死本際不可得』。

什麼叫本際？為什麼不可得？本際是本元邊際的意思，是時間上的最初邊，是元始。眾生的生

死流，只見他奔放不已，求他元初是從何而來的，卻找不到。時間的元始找不到，而世人卻偏

要求得他。約一人的生命說，是生命的元始邊際；約宇宙說，是世界的最初形成。在現象中，

尋求這最初的，最究竟的，或最根本的，永不可得。」

17《雜阿含經》卷 10（266 經）：「佛告諸比丘：於無始生死，無明所蓋，愛結所繫，長夜輪迴，不

知苦之本際。」（大正 2，69b5-7）。 

經說，龍樹引歸「何故而戲論，謂有生老死」18的空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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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觀行品第 13〉說：「如佛經所說，虛誑妄取相。」19以有為諸行，由妄取而成的

虛誑[妄]，以涅槃為不虛誑；龍樹解說為：「佛說如是事，欲以示空義。」20 

3、〈觀有無品第 15〉說：「佛能滅有無，於化迦旃延，經中之所說，離有亦離無。」
21此出於《雜阿含經》卷 12（301 經）說：「世間有二種依，若有、若無。……世

間集如實正知見，若世間無者不有（離無）；世間滅如實正知見，若世間有者無

有（離有）：是名離於二邊，說於中道。」22 

離有無二邊的緣起中道，為《中論》重要的教證。

19（1）《中論》卷 2〈觀行品第 13〉（青目釋）：「『如佛經所說，虛誑妄取相，諸行妄取故，
是名為虛誑。』虛誑者，即是妄取相；第一實者，所謂涅槃，非妄取相。以是經說故，當知
有諸行虛誑妄取相。」（大正 30，17a27- b2） 

（2）參見：Suttanipāta（《經集》），739：「此苦須當知，虛偽破壞法，此智觸衰滅，認斯可離貪，

諸受滅盡故，無愛故寂滅。」；另參見 Saṃyutta-nikāya（《相應部》）IV，p.205。 

（3）參見：Suttanipāta（《經集》），757：「愚者如所思，由思為所異。愚思成虛妄，暫法虛妄法。」

Suttanipāta（《經集》），758：「涅槃非妄法，諸聖知真實。彼等解真實，無愛故寂滅。」 
（4）參見：《雜阿含經》卷 10（265 經）： 

「觀色如聚沫，受如水上泡，想如春時燄，諸行如芭蕉。 

諸識法如幻，日種姓尊說。周匝諦思惟，正念善觀察； 

無實不堅固，無有我我所。於此苦陰身，大智分別說。 

離於三法者，身為成棄物。壽暖及諸識，離此餘身分， 

永棄丘塚間，如木無識想。此身常如是，幻偽誘愚夫， 

如殺如毒刺，無有堅固者，比丘勤修習，觀察此陰身， 

晝夜常專精，正智繫念住，有為行長息，永得清涼處。」（大正 2，69a18-b2） 
20《中論》卷 2〈觀行品第 13〉（青目釋）：「『虛誑妄取者，是中何所取，佛說如是事，欲以示空義。』

若妄取相法即是虛誑者，是諸行中為何所取？佛如是說，當知說空義。問曰：云何知一切諸行

皆是空？答曰：一切諸行虛妄相故空，諸行生滅不住，無自性故空。諸行名五陰，從行生故。

五陰名行，是五陰皆虛妄無有定相。」（大正 30，17b3-10）  
21《中論》卷 3〈觀有無品第 15〉（大正 30，20b1-2）。 
22（1）《雜阿含經》卷 12（301 經）：「世間有二種依，若有、若無，為取所觸；取所觸故，或依有，

或依無。若無此取者，心境繫著、使，不取、不住，不計我，苦生而生，苦滅而滅；於彼不

疑、不惑，不由於他而自知，是名正見，是名如來所施設正見。所以者何？世間集，如實正

知見，若世間無者不有；世間滅，如實正知見，若世間有者無有。是名離於二邊，說於中道。」

（大正 2，85c21-28）。 
（2）另參見：《雜阿含經》卷 10（262 經）：「阿難語闡陀言：『我親從佛聞，教摩訶迦旃延言：

世人顛倒，依於二邊，若有、若無。世人取諸境界，心便計著。迦旃延！若不受，不取，

不住，不計於我，此苦生時生、滅時滅。迦旃延！於此不疑、不惑，不由於他而能自知，

是名正見如來所說。所以者何？迦旃延！如實正觀世間集者，則不生世間無見；如實正觀

世間滅，則不生世間有見。迦旃延！如來離於二邊，說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

彼生，謂緣無明有行，乃至生老病死、憂悲惱苦集。所謂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謂無

明滅則行滅，乃至生老病死、憂悲惱苦滅。』尊者阿難說是法時，闡陀比丘遠塵、離垢，

得法眼淨。」（大正 2，66c25-67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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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觀四諦品第 24〉說：「世尊知是法，甚深微妙相，非鈍根所及，是故不欲說。」

23這如《增壹阿含經》說：「我今甚深之法，難曉難了，難可覺知，……設吾與

人說妙法者，人不信受，亦不奉行。……我今宜可默然，何須說法。」24 
各部廣律，在梵天請法前，也有此「不欲說法」的記錄。25 

5、〈觀四諦品第 24〉說：「是故經中說：若見因緣法，則為能見佛，見苦集滅道。」

26如《稻芉經》說27。見緣起即見法（四諦），如《中阿含》《象跡喻經》說28。 

6、〈觀涅槃品第 25〉說：「如佛經中說：斷有斷非有。」29這是《雜阿含經》卷 9（249
經）說：「盡、離欲、滅、息、沒已，有亦不應說，無亦不應說。……離諸虛偽

[戲論]，得般涅槃，此則佛說。」30 

23《中論》卷 4〈觀四諦品第 24〉（大正 30，33a14-15）。 
24《增壹阿含經》卷 10〈勸請品第 19．1〉：「我今甚深之法，難曉難了，難可覺知，不可思惟。休

息微妙，智者所覺知，能分別義理，習之不厭，即得歡喜。設吾與人說妙法者，人不信受，亦

不奉行者。唐有其勞，則有所損，我今宜可默然，何須說法。」（大正 2，593a25-29） 
25 參見《四分律》卷 32（大正 22，786c15-787b4）；《根本說一切有部毘奈耶破僧事》卷 5（大正

24，126b）。 
26《中論》卷 4〈觀四諦品第 24〉（大正 30，34c 6-7）。 
27《佛說稻芉經》：「今日世尊睹見稻芉而作是說：汝等比丘，見十二因緣，即是見法，即是見佛。」

（大正 16，816c24-25）。 
28《中阿含經》卷 7，第 30 經《象跡喻經》：「世尊亦如是說：若見緣起便見法，若見法便見緣起。」

（大正 1，467a9-10） 
29《中論》卷 4〈觀涅槃品第 25〉：「如佛經中說，斷有斷非有，是故知涅槃，非有亦非無。」（大

正 30，35b14-15） 
30《雜阿含經》卷 9（249 經）：「尊者阿難又問舍利弗：如尊者所說，六觸入處盡，離欲、滅、息

沒已。有亦不應說，無亦不應說，有無亦不應說，非有非無亦不應說，此語有何義？尊者舍利

弗語尊者阿難：六觸入處盡、離欲、滅、息、沒已，有餘耶？此則虛言。無餘耶？此則虛言。

有餘無餘耶？此則虛言。非有餘非無餘耶？此則虛言。若言六觸入處盡、離欲、滅、息、沒已，

離諸虛偽，得般涅槃，此則佛說。」（大正 2，60a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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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論》所討論的內容是「阿含」、「阿毘達磨」的法義（p.212-p.213） 

《中論》凡二十七品。

《青目釋》以為：前二十五品，「以摩訶衍說第一義道」，後二品「說聲聞法入第一

義道」31；《無畏論》也這樣說。32 
［印順法師評：］然依上文所說，緣起中道的八不文證，及多引《阿含經》說，我

不能同意這樣的判別。《中論》所觀所論的，沒有大乘法的術語，如菩提心，六波羅

蜜，十地，莊嚴佛土等，而是「阿含」及「阿毘達磨」的法義。《中論》是依四諦次

第的，只是經大乘行者的觀察，抉發《阿含經》的深義，與大乘深義相契合而已。

31《中論》卷 4〈觀十二因緣品第 26〉（青目釋）：「問曰：汝以摩訶衍說第一義道，我今欲聞說聲

聞法入第一義道。」（大正 30，36b18-19）。 
32 參見寺本婉雅譯《（梵漢獨對校‧西藏文和譯）龍樹造‧中論無畏疏》，p.528，東京，國書刊行

會，昭和 49 年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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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不妨略為分析：

A、初二品：總觀八不的始終 

1、〈觀（因）緣品第 1〉觀緣起的集無所生。 

〈觀去來品第 2〉觀緣起的滅無所去。 
 ※ 這二品，觀緣起的不生（不滅），（不來）不去，總觀八不的始終。

B、第 3 品-第 27 品：別觀四諦 
※以下別觀：

（A）苦諦（第 3-第 5 品） 

2、〈觀六情品第 3〉，〈觀五陰品第 4〉，〈觀六種[界]品第 5〉，即觀六處、五蘊、

六界，論究世間——苦的中道。

（B）集諦（第 6-第 17 品） 

3、〈觀染染者品第 6〉，觀煩惱法； 

〈觀三相品第 7〉，觀有為——煩惱所為法的三相。 
〈觀作作者品第 8〉，〈觀本住品第 9〉，〈觀然可然品第 10〉，明作者、受者不可

得。與上二品合起來，就是論究惑招生死，作即受果的深義。

4、〈觀本際品第 11〉，明生死本際不可得， 
〈觀苦品第 12〉，明苦非自、他、共、無因作，而是依緣生。 
〈觀行品第 13〉，明諸行的性空。 
〈觀合品第 14〉，明三和合觸的無性。 
〈觀有無品第 15〉，明緣起法非有非無。 
〈觀縛解品第 16〉，從生死流轉說到還滅，從生死繫縛說到解脫。 
〈觀業品第 17〉，更是生死相續的要事。 

 ※ 從〈觀染染者品第 6〉以來，共十二品，論究世間集的中道。 

（C）滅諦（第 18-第 25 品） 

5、〈觀法品第 18〉，明「知法入法」的現觀。 
6、〈觀時品第 19〉，〈觀因果品第 20〉，〈觀成壞品第 21〉，明三世、因果與得失，

是有關修證的重要論題。

7、〈觀如來品第 22〉，明創覺正法者。 
8、〈觀顛倒品第 23〉，觀三毒、染淨、四倒的無性。 

〈觀四諦品第 24〉，明所悟的諦理。 
〈觀涅槃品第 25〉，觀涅槃無為、無受的真義。 

※ 從〈觀法品第 18〉到此，論究世間集滅的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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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道諦（第 26-第 27 品） 

9、〈觀十二因緣品第 26〉，正觀緣起。 
〈觀邪見品第 27〉，遠離邪見。 
 ※ 這二品，論究世間滅道的中道。

四、《阿含》與《般若經》說「空」的異同（p.213） 

《中論》與「阿含經」的關係，明確可見。

（一）《阿含》說空33，沒有《中論》那樣的明顯，沒有明說一切法空。說種種空，說一切

法空的，是初期大乘的《般若經》。

（二）《般若經》說空34，主要是佛法的甚深義，是不退菩薩所悟入的，也是聲聞聖者所共

的。

（三）《阿含經》說法的方便，與《般若經》有差別，但以空寂無戲論為歸趣，也就是學

佛者的究極理想，不可說是有差別的。35 

五、《中論》抉擇《阿含經》與阿毘達磨論，而貫通了《阿含》與《般若》等大乘

經（p.213-p.214） 

（一）龍樹的時代，佛法因不斷發展而已分化成眾多部派，部派間異見紛紜，莫衷一是。

《中論》說：「若人說有我，諸法各異相，當知如是人，不得佛法味！」36 
「淺智見諸法，若有若無相，是則不能見，滅見安隱法。」37 

33 參見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一章〈《阿含》——空與解脫道〉。 
34 參見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第三章〈《般若經》——甚深之一切法空〉。 
35（1）《大智度論》卷 4：「聲聞乘多說眾生空，佛乘說眾生空法空。」（大正 25，85 b18-19）； 

《大智度論》卷 26：「不大利根眾生為說無我，利根深智眾生說諸法本末空。何以故？若無

我則捨諸法。」（大正 25，254a8-10） 
（2）參見印順法師著《中觀今論》〈自序〉p.3-p.4： 

中觀學值得稱述的精義，莫過於「大小共貫」、「真俗無礙」。龍樹論以為：有情的生死，以

無明為根源，自性見為戲論的根本。解脫生死的三乘聖者，體悟同一的法性空寂，同觀無我

無我所而得悟。三法印即是一實相印，三解脫門同緣實相。這樣的三乘共空，對於從來的大

小相諍，可得一合理的論斷。……今依龍樹論說：三藏確是多說無我的，但無我與空，並非

性質有什麼不同。大乘從空門入，多說不生不滅，但生滅與不生滅，其實是一。「緣起性空」

的佛法真義，啟示了佛教思想發展的實相。釋尊本是多說無常無我的，但依於緣起的無常無

我，即體見緣起空寂的。
36《中論》卷 2〈觀然可然品第 10〉（大正 30，15c24-25）。 
37（1）《中論》卷 1〈觀六種品第 5〉（青目釋）：「『淺智見諸法，若有若無相，是則不能見滅見安

隱法。』若人未得道，不見諸法實相，愛見因緣故種種戲論，見法生時謂之為有，取相言有；

見法滅時謂之為斷，取相言無。智者見諸法生即滅無見，見諸法滅即滅有見，是故於一切法

雖有所見，皆如幻如夢，乃至無漏道見尚滅，何況餘見！是故若不見滅見安隱法者，則見有

見無。」（大正 30，8a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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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聞各部派，或說有我有法，或說我無法有；38或說一切法有，或說部分有而部分

無。39 
這樣的異見紛紜，與《阿含經》義大有距離了！所以《中論》引用《阿含經》說，

抉擇遮破各部派（及外道）的妄執，顯示佛法的如實義。

（2）參見印順法師著《中觀論頌講記》p.131： 
諸法的實相，不可以看作有相，也不可以看作無相，但「淺智」淺見的世間有情，或「見」

到「諸法」的實「有」自相，或見到諸法的實「無」自「相」。其實，他「是」「不能見」

到虛空及一切法的非有非無的緣起法的。不理解緣起法，就不能通達性空；不通達性空，

就有自性見的戲論；有了實有的自性見，就不能見到「滅」除妄「見」的「安隱」寂靜的

涅槃「法」。『不得第一義，則不得涅槃』也就是這個意思。所以緣起幻有的虛空，是要承

認的，從緣起中通達性空，通達了性空，就可證得安隱寂靜的涅槃了。
38（1）參見印順法師著《性空學探源》p.104-p.105：「聲聞乘的部派多，論典多，見解也多。以從

空到有的意義來觀察，玄奘三藏曾有六宗之判。一、我法俱有宗——犢子本末五部及說轉

部（經量本計）。二、法有我無宗——說一切有部。三、法無去來宗——大眾分別說系及經

量部。四、現通假實宗——說假部。五、俗妄真實宗——說出世部。六、諸法但名宗——

一說部。」

（2）華嚴宗判為十宗：（一）我法俱有宗，（二）法有我無宗，（三）法無去來宗，（四）現通假

實宗，（五）俗妄真實宗，（六）諸法但名宗，（七）一切皆空宗，（八）真德不空宗，（九）

相想俱絕宗，（十）圓明具德宗。參見：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 1（大正 35，116b3-29） 
39 以蘊、處、界三科來說：（一）說一切有部主張：蘊、處、界皆是實有。（二）經部師主張：唯

界是實，蘊、處為假。（三）世親《俱舍論》主張：唯蘊是假，處、界是實。（參見印順法師
《性空學探源》p.194-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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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末說：「不一亦不異，不常亦不斷，是名諸世尊，教化甘露味。」42 
「若佛不出世，佛法已滅盡，諸辟支佛智，從於遠離生。」43 

上一偈，總結聲聞法，下一偈是出於無佛世的辟支佛；二乘聖者，都是這樣悟入法

性的。

所以，或以為前二十五品明大乘第一義，後二品明聲聞第一義，是我所不能贊同的。 

（三）又如〈觀四諦品第 24〉說：「以有空義故，一切法得成；若無空義者，一切則不成。」
44依空而能成立的一切法，出世法是四諦——法，四果——僧，佛，也就是三寶；

世間法是生死的罪福業報。

義了。 

［印順法師評：］但細究全論，實依四諦開章，本不能劃分大小。本品的頌文，從無我入觀，到

辟支佛的悟入，也決非與二乘不同。所以，本品是正確指示佛法悟入真實的真義，即釋尊本教

（阿含）所開示的；三乘學者，無不依此觀門而悟入的。……佛的根本教典，主要的明體悟我

空，所以論主說《阿含》多明無我，多說我空。但佛的本意，生死根本，是妄執實有，特別是

妄執實有的自我，所以多開示無我空。如能真的解了我空，也就能進而體悟諸法無實的法空

了。……從破我下手，顯示諸法的真實，為三乘學者共由的解脫門。……一切法性空，卻要從

我空入手，此是本論如實體見釋尊教意的特色。 
42《中論》卷 3〈觀法品第 18〉（大正 30，24a11-12）。 
43《中論》卷 3〈觀法品第 18〉（大正 30，24a13-14）。 
44《中論》卷 4〈觀四諦品第 24〉（大正 30，33a22-23）。 

（二）如〈觀法品第 18〉，法是聖者所覺證的。40 
〈觀法品〉從觀「無我我所」而契入寂滅，正是《阿含經》義。41 

40（1）參見印順法師著《空之探究》p.216 注 18：「《中論》〈觀法品〉，漢譯《般若燈論》與《大
乘中觀釋論》，品名相同；而西藏所傳，月稱注本作〈觀我品〉，無畏等作〈觀我法品〉，

「法」的古義，有些人是忘失了！」

（2）參見印順法師著《中觀論頌講記》p.308-p.309：「法是軌持，軌是規律，或軌範；持是不變，

或不失。事事物物中的不變軌律，含有本然性、必然性、普遍性的，都可以叫做法。合於常

遍本然的理則法，有多種不同，但其中最徹底最究竟最高上的法，是一切法空性。現觀這真

實空性法，所以叫觀法。」
41 參見印順法師著《中觀論頌講記》p.310-p.312： 

本品（〈觀法品〉）的意義，中觀家的解釋，每有不同。如體悟的真理，是大乘所悟的？是小乘所

悟的？大小乘所悟的，是同是異？這都是諍論所在。 

清辨說：小乘唯悟我空，大乘悟我法二空。所以他解釋本品時，就依這樣的見解去分別，以為

這頌是小乘所悟的，那頌是大乘所悟的。 

月稱說：大乘固然悟我法二空，小乘也同樣的可以悟入我法二空性。所以他解釋本品時，不分

別大小。 

［印順法師評：］依本論（《中論》）以考察論主的真意，月稱所說是對的。本品先明我空，後明

法空。大乘、小乘的正觀實相，確乎都要從我空下手的；通達了我空，即能通達我所法空。有

我見必有我所見，得我空也可得法空。所以釋尊的本教，一致的直從我空入手。其中，悟二空

淺的是小乘，如毛孔空；悟二空深的是大乘，如太虛空。悟入有淺深差別，而所悟的是同一空

性；真理是不二的。 

本品在全論的科判中，青目的《中觀論釋》，西藏的《無畏論》，佛護的《中論釋》等，都說後

二品是以聲聞法入第一義，前二十五品是以大乘法入第一義。這樣，本品是依大乘法悟入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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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
厚觀法師編《空之探究》講義 第四章  龍樹──中道緣起與假名空性之統一 
第二節  《中論》與《阿含經》 (p. 209～p. 216) （2005.10.12）

（四）總之，依《阿含經》說，遮破異義，顯示佛說的真義，確是《中論》的立場。當然

這不是說與大乘無關，而是說：《中論》闡明的一切法空，為一切佛法的如實義，

通於二乘；如要論究大乘，這就是大乘的如實義，依此而廣明大乘行證。所以，龍

樹本著大乘的深見，抉擇《阿含經》（及「阿毘達磨論」）義，而貫通了《阿含》與

《般若》等大乘經。如佛法而確有「通教」的話，《中論》可說是典型的佛法通論

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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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p.45-46）「中論之二十七品科判」： 

┌ 標宗 …………………………(最初二頌)  …………… ┐
 ┌總觀┬觀集無生…………………………………┴觀 因 緣品（01）

└觀滅不去……………………………………觀 去 來品（02）
┌……………………………………觀 六 情品（03） 

┌觀世間┼……………………………………觀 五 陰品（04）
   └……………………………………觀 六 界品（05） 

┌染則生┬…………觀染染者品（06）

│
│
│
│
│
│

全論組織┤

  │  
  │ 
  │  
  │  
  │  
  │  ┌惑業所生┤ └…………觀 三 相品（07）

│顯義┤
│  │  
│  │  

│
│ 
│

  │
│
│

│ 
│ 
│ 

│            ┌…………觀作作者品（08）
└作則受┼…………觀 本 住品（09）

└…………觀然可然品（10）
│  │  │觀世間集┤生死流轉┬無三際……………觀 本 際品（11）
│  │  │ └非四作……………觀 苦 品（12）
│  │  │
│  │  │

│ 
│ 
│ 

┌諸行………………觀 行 品（13）
│觸合………………觀 合 品（14）

└別觀┤ └   行事空寂┤有無………………觀 有 無品（15）
│ │縛脫………………觀 縛 解品（16）
│ └行業………………觀 業 品（17） 
│ ┌   現觀……………………………觀 法 品（18）

│  
│ 

   │ 
│ 
│ ││       ┌…………………………觀 時 品（19）
│ │觀世間滅┤向得┼…………………………觀 因 果品（20）

│ │ └…………………………觀 成 壞品（21）│ 
│ 
│ 
│ 
│ 

│
│
│ 
│ 

│ ┌人…………………觀 如 來品（22）
└斷證──┤    ┌………………觀 顛 倒品（23）

└法┼………………觀 四 諦品（24） 
└………………觀 涅 槃品（25） 

│ 
│ 

└觀世間滅道┬正觀緣起……………………觀 十二因緣品（26） 
                        └遠離邪見…………………┬觀 邪 見品（27） 

└  結讚   ……………………………………(最後一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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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宗 最初二頌) 

1.觀因緣品總  觀 觀集無生

觀滅不去 2.觀去來品

3.觀六情品

觀世間 4.觀五陰品

5.觀六種品

染則生 6.觀染染者品

惑業所生 
7.觀三相品

顯  義 8.觀作作者品

作則受 9.觀本住品

10.觀然可然品

觀世間集 生死流轉 
無三際 11.觀本際品

全論組織 

非四作 12.觀苦品

諸  行 13.觀行品

觸  合 14.觀合品

別  觀 行事空寂 有  無 15.觀有無品

縛  脫 16.觀縛解品

行  業 17.觀業品

現  觀 18.觀法品

19.觀時品

觀世間滅 向  得 20.觀因果品

21.觀成壞品

人 22.觀如來品

斷  證 23.觀顛倒品

法 24.觀四諦品

25.觀涅槃品

26.觀十二因緣品觀世間滅道 正觀緣起 

遠離邪見 27.觀邪見品

結  讚    (最後一頌) 

中論之科判   (A、依印順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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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因緣品

2. 觀去來品

丁丁丁丁一一一一    

 略破人法  

顯中道實相 

3. 觀六情品

4. 觀五陰品 七 

5. 觀六種品

6. 觀染染者品

丙丙丙丙一一一一    

 破稟教邪迷  

顯中道實相 

7. 觀三相品

8. 觀作作者品

9. 觀本住品

10. 觀然可然品

丁丁丁丁二二二二    

 廣破人法  

明大乘觀行 

11. 觀本際品

12. 觀苦品
十 

13. 觀行品

    乙乙乙乙一一一一    

  破世間人法   

明大乘觀行 

14. 觀合品

15. 觀有無品

16. 觀縛解品

丙丙丙丙二二二二    

 明得益 

17. 觀業品

甲甲甲甲一一一一    
 破大乘迷失

  明大乘觀行 

18. 觀法品 一 

丙丙丙丙三三三三    

 重破邪迷 

 重明中道實相 

19. 觀時品

20. 觀因果品 三 

21. 觀成壞品

    乙乙乙乙二二二二    
  破出世人法   

明大乘觀行 

22. 觀如來品

23. 觀顛倒品
四 

24. 觀四諦品

甲甲甲甲二二二二    

 破小乘迷失  

辨小乘觀行 

25. 觀涅槃品

26. 觀十二因緣品
二 

27. 觀邪見品

甲甲甲甲三三三三    
明大乘觀行

推功諸佛 

觀邪見品末後二偈 

中論之科判   (B、依吉藏法師) 

資料來源： 劉錦華編 中觀思想概論講義 中論之科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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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中中觀思觀思觀思觀思想概想概想概想概論論論論 

  龍樹菩薩著作甚多，但其中代表著龍樹核心思想的，便是《中論》 

(Madhyamaka-karika)，《中論》又名《中觀論》、《中觀論頌》或《根本中

頌》，是詳細演繹空與緣生的論典，顯示出龍樹對根本佛法的深刻理解，及對

當時各派實有思想與虛無主義等的批判。由於年代久遠，龍樹的著作很多已經

散佚，現傳的龍樹論典亦因為找不到梵文版本，而受到外國學者的質疑。尤幸

《中論》則中文、梵文及藏文皆傳於世，因而無可爭議地被學者們所承認，確

定為龍樹親自撰寫的著作。《中論》內文為詩偈式的撰述，每一詩偈梵文為三

十二音節，傳統漢譯將它寫成為五言四句形式的偈頌，現存漢文本頌的傳本，

都是附於註釋本而一併傳來及譯出的。 

甲、中論的譯本  

《中論》的本頌在漢文有三個譯本，分別存於三個釋本中，現列之如下： 

著作著作著作著作 註釋者註釋者註釋者註釋者 譯者譯者譯者譯者 品數品數品數品數 頌數頌數頌數頌數

1 《中論》 青目 姚秦鳩摩羅什 廿七品 445 頌 

2 《般若燈論》 清辯 唐波羅頗密多羅 廿七品 432 頌 

3 《大乘中觀釋論》 安慧 宋惟淨/法護等 廿七品 441 頌 

三個譯本之中，以鳩摩羅什所譯的版本較齊全，譯筆亦最流暢，故成為研究

《中論》的最佳版本，唐代譯本與宋代譯本雖然後出，但其中缺漏亦多，譯筆亦

艱澀，令讀者很難理解其內容意義，因而研習者不多。 

由於《中論》內文以詩偈方式來創作，致使內容極度濃縮，在理解上與註釋

上都可以發揮出很大的空間與彈性，而形成不同的說法，故後來生起很大的爭

議，甚至衍生成二大學派。本來這類偈頌式的著作，由其本人寫長行解釋是最合

適不過的，龍樹本人亦曾為其《十二門論》的偈頌寫過長行註釋，可是，他卻未

有為《中論》寫下釋文，鳩摩羅什在《龍樹菩薩傳》中曾提到龍樹「又造《無畏

論》十萬頌，《中論》出其中」，因此，現傳藏本有《無畏論》的傳世，但西藏

傳統學者，一般並不相信此註釋本是龍樹所著的。 

中論譯本及其註釋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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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乙乙乙、、、、中中中中論論論論的的的的註註註註釋釋釋釋本本本本    

由於《中論》是如此重要的典籍，而龍樹本人卻沒有為之作註解，因此後

代對這部著作註釋者甚多，現傳的古代大德重要的註譯本表列如下： 

註註註註釋釋釋釋本本本本    註註註註釋釋釋釋者者者者    漢漢漢漢譯譯譯譯者者者者    漢漢漢漢文文文文    藏藏藏藏文文文文    梵梵梵梵文文文文    

1 《中論》 青目 姚秦鳩摩羅什 ���� 

2 《無畏論》 龍樹 (傳說) — ���� 

3 《根本中論註》 佛護 — ���� 

4 《般若燈論》 清辯 唐波羅頗密多羅 ���� ���� 

5 《大乘中觀釋論》 安慧 宋惟淨/法護等 ���� 

6 《淨明句論》 月稱 — ���� ���� 

7 《順中論》 無著 元魏瞿曇般若流支 � 

8 《中觀論疏》 吉藏 � 

現時流行於西方的梵文原本就是收在月稱的《淨明句論》的本子，國外

學者對《中論》的研究最初集中於此梵本，但近年亦開始對照於鳩摩羅什譯

之本頌及青目註釋來比較研究，因這個版本在年代上最為接近龍樹時期。學

者們冀能以此來考察出較為原始的龍樹學觀點。現僅將《中論》漢文註釋及

近年出版自藏傳學者中文版註釋本表列如下： 

書名書名書名書名    著者著者著者著者////譯譯譯譯者者者者    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    年年年年份份份份    

1 《中觀論頌講記》 印順法師 正聞出版社 1952 

2 《中論講記》 智諭法師 西蓮淨苑 1994 

3 《龍樹中論的哲學解讀》 吳汝鈞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7 

4 《中論》 韓廷傑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

白話版 佛光山宗務委員會 1997 

5 《中論析義》上下冊 李潤生 
佛教志蓮圖書館 

羅時憲弘法基金 
1999 

6 《中論講記》上下冊 索達吉堪布 《妙法寶庫》系列叢書 2010 

7 《中論釋—善解龍樹密意莊嚴論》 
麥彭仁波切著 

索達吉堪布譯 
《顯密寶庫》系列叢書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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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中論的內容概要 

《中論》全書共有 445 頌，分廿七品，這個分章並非鳩摩羅什翻譯時的編

排，而從版本來看，其餘各中藏梵等譯本均以廿七品的形式來分章，由此可知這

個分章應該是龍樹所訂立。現將本書各品的內容大意概述如下： 

品目 頌數 內容概要 

1 〈觀因緣品第一〉 16 觀破因緣的執取，破四生進而破四緣之實性。 

2 〈觀去來品第二〉 25 觀破諸法的去運動的實有性。 

3 〈觀六情品第三〉 8 觀破對眼等六根的執取。 

4 〈觀五陰品第四〉 9 觀破對色等五蘊等自性的執取。 

5 〈觀六種品第五〉 8 觀破對地、水、火、風、空、識等執見。 

6 〈觀染染者品第六〉 10 觀破煩惱及煩惱者之間的關係。 

7 〈觀三相品第七〉 35 考察有為法的生、住、滅三相問題。 

8 〈觀作作者品第八〉 12 考察業與作業者之間的關係。 

9 〈觀本住品第九〉 12 觀破對本住（神我）的執見。 

10 〈觀然可然品第十〉 16 考察燃（人）與可然（法）之間的關係。 

11 〈觀本際品第十一〉 8 觀破宇宙第一因的問題。 

12 〈觀苦品第十二〉 10 檢討苦之生起非由四作的問題。 

13 〈觀行品第十三〉 9 考察諸行無常空寂緣起相待之理。 

14 〈觀合品第十四〉 8 考察根、境、識和合生觸的問題。 

15 〈觀有無品第十五〉 11 由觀諸法有無而至破自性有無的問題。 

16 〈觀縛解品第十六〉 10 檢討束縛與解脫而至涅槃的問題。 

17 〈觀業品第十七〉 33 觀破業力的常見與斷見，顯示緣起之理。 

18 〈觀法品第十八〉 12 考察我法二空之問題。 

19 〈觀時品第十九〉 6 觀破時間的實在性問題。 

20 〈觀因果品第二十〉 24 考察因與果之關聯問題。 

21 〈觀成壞品第二十一〉 20 討論成與壞及三世相續之問題。 

22 〈觀如來品第二十二〉 16 考察如來亦無自性的問題。 

23 〈觀顛倒品第二十三〉 24 考察認知上的顛倒問題。 

24 〈觀四諦品第二十四〉 40 觀破對空之誤解以建立四諦三寶等問題。 

25 〈觀涅槃品第二十五〉 24 考察涅槃之相關問題。 

26 〈觀十二因緣品第二十六〉 9 考察十二因緣的流轉與還滅問題。 

27 〈觀邪見品第二十七〉 30 檢討種種邪見及其破除的途徑。 

資料來源：劉錦華編 中觀思想概論 六、中論之科判 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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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論》與《阿含經》 P.01-19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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