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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阿含經》293《甚深經》題解
[1]《雜阿含經．293經》卷12 

(大正2，83 c1-83 c22)
[2]《佛光．雜(一)》p.563，n.3：

本經敍說，佛為異比丘說甚深之因緣法，
即十二緣起之順逆、有為無為、苦滅、
相續滅涅槃等法。

[3] 溫編．《雜》，p.4：
此經敘述，佛說與空相應且隨順緣起的法，
有增上慢的比丘聞此法後，便生憂苦。
這是因為「緣起」(有為)與涅槃(無為)甚深難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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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阿含經》293《甚深經》題解
[4]◎「上慢」：
⊙《瑜伽師地論》卷93：
「復次、略有二種增上慢者：

一、於有學增上慢者，
二、於無學增上慢者。
若於有學增上慢者，彼告他言：
我已渡疑，永斷三結；
我於所證有學解脫，已離猶豫，已拔毒箭，
已能永斷薩迦耶見以為根本一切見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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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阿含經》293《甚深經》題解
若於無學增上慢者，彼告他言；
我無有上，所應作事、所應決擇，我皆已作。
如是二種，或依緣起，或依涅槃。
又依聖說而起說時，謂說甚深出離世間、
空性相應緣性緣起順逆等事。
於其所說，不能覺了，不隨悟入，
由此二種因及緣故，
於如實覺發起狐疑，於自相續煩惱永斷、
涅槃作證亦生猶豫。·····」
(大正30，830 c17-831 b1)
⊙《會編(中)》，p.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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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阿含經》293《甚深經》題解
◎「甚深」：
⊙《瑜伽師地論》卷93：

「復次、緣起本性最極甚深，而有一能開示令淺，
當知此由二因緣故：
一、由大師善開示故，
二、即由此補特伽羅成就微細審悉聰敏博達智故。

若說、若聽，是諸句義，應知如前攝異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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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阿含經》293《甚深經》題解
當知此中諸緣起法，略由四相最極甚深。何等為四？
一、由微細因果難了知故，
二、由無我難了知故，
三、由離繫有情而有繫縛難了知故，
四、由有繫有情而離繫縛難了知故。·····」
(大正30，831 b2-832 b25)
⊙《會編(中)》，p.27-31。
⊙《會編(中)》，p.27，n.1：

「論」義依《長部》(15)《大緣經》；
《長阿含經》(13)《大緣方便經》；
《中阿含經》(97)《大因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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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甚深經》 壹、序分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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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宗分 一、明世尊開示與空相應，隨順緣起法
爾時、世尊告異比丘：

「我已度疑，離於猶豫，拔邪見刺，不復退轉。

心無所著故，何處有我？

為彼比丘說法，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所謂有是故是事有，是事有故是事起，

所謂緣無明行，緣行識，緣識名色，緣名色六入處，

緣六入處觸，緣觸受，緣受愛，緣愛取，緣取有，

緣有生，緣生老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

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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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1]參見印順導師著《中觀今論》p.7-p.9：
「正見為導的中道，即是從正見人生的實相中，
增進、淨化此人生以及解脫、完成。
正見人生的實相，佛在《處處經》中，
也即說之為中道或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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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如《雜阿含經》《大正藏編號．262經》說：
「世人顛倒，依於二邊，若有、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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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是釋尊開示「正見」的教授，
說明世人不依於有，則依於無，
佛離有無二邊而說中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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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然所謂離有離無的中道，不是折中於有無，
而說亦有亦無或半有半無的。
釋迦所說者，為緣起法，依於緣起的正見，
能得不落有無二邊的中道。
釋迦所說中道，
還有不一不異的中道，如《雜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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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緣無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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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還有不常不斷的中道，如《雜阿含．300經》說：
「自作自覺(受)，則墮常見；

他作他覺，則墮斷見。
義說、法說，離此二邊，處於中道而說法，
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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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法) 南北傳《雜阿含經》《SA.300》《SN.12.17》
經文分享：

《雜阿含經》取自大正藏，
《相應部》取自Bhikkhu Bodhi的英譯

與莊春江中譯。
第三單元：緣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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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300》《SN.12.17》
《SA.300》：

「自作自覺，則墮常見。」

…「他作他覺，則墮斷見。」
The one who acts is the same as the one who experiences [the result],’
[then one asserts] with reference to one existing from the beginning:
‘Suffering is created by oneself.’ 
When one asserts thus, this amounts to eternalism.」
「‘The one who acts is one, 
the one who experiences [the result] is another,’ 
[then one asserts] with reference to one stricken by feeling: 
‘Suffering is created by another.’ When one asserts thus,
this  amounts to annihilatio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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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300》《SN.12.17》
「『做的人即是受[結果]的人』，

[那麼，]推到]最初[人的存在]而想：

『苦是自己作的』，那樣說就掉入了常恆[論]。」

『做的是一人，受[結果]的是另一人』，

[那麼，]被[苦]受壓迫而想：

『苦是他人作的』，那樣說就掉入了斷滅[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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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1258》《SN.20.7》
《SA.1258》：

「於如來所說甚深明照，空相應法，隨順緣起，

頓受遍受。聞彼說者，歡喜崇習，出離饒益。」
《SN.20.7》：

「When those discourses spoken by the Tathagata that 
are deep, deep in meaning, supramundane, 
dealing with emptiness, are being recited, 
we will be eager to listen to them, will lend an ear to them,  
will apply our minds to understand them; 
and we will think those teachings 
should be studied and mastered.」
「當那些如來所說甚深、義之甚深、出世、

空相應的經典被誦說時，我們當恭聞、傾耳、用心了知，

且當認為那些法應學、應精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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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不一不異，不常不斷，與不有不無一樣，
都是依於緣起而開顯的不落二邊的中道。
正見緣起的中道，為釋迦本教的宗要。
不苦不樂是行的中道；不有不無等是理的中道，
這僅是相對的區分而已。
實則行的中道裏，以正見為先導，
即包含有悟理的正見中道；
唯有如此，才能不落苦樂兩邊的情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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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同時，悟理即是正行的項目，正見緣起，
貫徹自利利他的一切正行，
兩者是相依相待而不可缺的。
依於正見緣起，能離斷常、有無等二邊的戲論，
發為人生的實踐，自然是不落苦樂二邊的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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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還有，釋尊的開示緣起，緣起的所以是中道，
即不能忽略緣起的空相應性，這在經中多有說到。
如《雜含．293經》說：
「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緣起是與空相應的，空的獨到大用，
即洗盡一切戲論執見。
緣起與空相應，
所以能即緣起而正見不落兩邊的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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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2]參見印順導師著《性空學探源》p.50 -p.52：

「蘊、處法門雖也說到涅槃，
但緣起法門特別以說明涅槃為目的。
緣起說：「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必然要歸結到：

「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的寂滅涅槃；
不像蘊、處法門的可說可不說。
論到空義，如《雜阿含．293經》說：

「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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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1258經也有同樣的文句。
緣起法叫空相應緣起法，
可見緣起法門與空義最相順，
即以緣起可以直接明白的顯示空義，
不像處法門等的用譬喻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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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阿含經中，緣起雖不必都說十二支，
但十二支是意義比較完備的。
五蘊與六處，都攝在這十二支緣起中。
如五蘊，依現實的痛苦為對象，
說明其無常、無我以達涅槃。
經說苦諦(四諦之一)時，謂生、老、病、死、
愛別離、冤憎會、求不得之七苦，
總結則謂：「略說五陰熾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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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一切痛苦根本，就在五蘊中；
所以蘊法門處處特別強調無常故苦，以勸發厭離。
十二緣起支中的「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惱苦」，
不就是這「五陰熾盛苦」的說明嗎？
有支之前有愛、取二支，這是惑、業，是集諦，
是追尋有、生、老死等痛苦的來源而發現的，
它是引發五蘊的原動力。
所以經中的五支緣起(苦集二諦亦然)，
就是以這五蘊為中心而闡發的。
處法門，依現實生命自體，從根境相關而生識，
進明心識活動的過程 ── 觸、受、想、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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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十二支緣起的六入、觸、受三支，就是這六處法門。
這以前有識與名色二支，是說六處活動的對象與結果。
經中雖也有從生理發展過程上說明：
由入胎「識」而有心物和合的「名色」，
而生長六根，把六處限在某一階段上。
但從認識論來說明，以六處為生命中心，
緣名色支為對象而生起認識主體的識支，
三和合而觸支，觸俱生受支，如是而愛支、取支、有支，
觸境繫心，奔流生死而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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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這十支緣起，不正和六處法門所說的意義一樣嗎？
五蘊、六處，都是緣起的一分，綜合而貫通之，
加上無明與行，在生命流變過程上，
作一種更圓滿的說明與體認，就是緣起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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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這不過說明緣起是什麼，
若要了解以涅槃為歸宿的緣起空性，則必須指出：
「無明緣行、行緣識·····無明滅識滅」，
這十二支，是因果事實，
雖是眾生生死流轉的必然次第，
但緣起最重要的原則，還在上面四句：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
這指出生死與還滅的根本理則，
是緣起之所以為緣起的根本義；那「無明緣行」等，
只是依這根本理則的一一緣起法的具體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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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增上慢比丘聞法後生憂苦，
因「緣起」(有為)、涅槃(無為)甚深難知

如是說法，而彼比丘猶有疑惑、猶豫。

先不得得想，不獲獲想，不證證想；

今聞法已，心生憂苦、悔恨、朦沒、障礙。

所以者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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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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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增上慢比丘聞法後生憂苦，
因「緣起」(有為)、涅槃(無為)甚深難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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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集故苦集，因滅故苦滅，

斷諸逕路，滅於相續，相續滅*，是名苦邊。

*《會編(中)》，p.26，n.1：
原本作「滅滅」，今刪一「滅」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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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沒
[1] 矇＝朦【宋】【元】。(大正2，83d，n.5)
[2]◎矇：3.昏暗。4.矇昧無知。

《漢語大詞典(7)》，p. 1260)
◎朦：2.模糊不明貌。3.迷糊，迷惘。4.愚昧。

(《漢語大詞典(6)》，p. 1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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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甚深處，所謂緣起；
參見印順導師著《佛法概論》p.147 -p.149：
「因緣有雜染的，清淨的，雜染的因緣，即緣起法。

緣起法的定義，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說明依待而存在的法則。
他的內容，是

「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
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
有緣生，生緣老病死。」
總結的說，即「純大苦聚集」，
這是經中處處說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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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甚深處，所謂緣起；
在中觀、瑜伽學中，緣起法 ── 或依他起法，
通於染淨，成為佛法中異常重要的理論，
所以這值得特別留心！
緣起的定義，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簡單的，可解說為「緣此故彼起。」
任何事物的存在 ── 有與生起，必有原因。
「此」與「彼」，泛指因果二法。
表明因果間的關係，用一「故」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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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甚深處，所謂緣起；
彼的所以如彼，就因為此，
彼此間有著必然的「此故彼」的關係，即成為因果系。
此為因緣，有彼果生，故緣起的簡單定義，
即是緣此故彼起。
在這「此故彼」的定義中，沒有一些絕對的東西，
一切要在相對的關係下才能存在，
這是佛陀觀察宇宙人生所得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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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甚深處，所謂緣起；
也就因此，悟得這一切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神造的。
佛陀的緣起觀，非常深廣，所以佛說：
「此甚深處，所謂緣起」《雜阿含．293經》卷12。
如上面所揭出的三句：
果從因生，事待理成，有依空立，都依緣起而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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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甚深處，所謂緣起；
佛陀先觀察宇宙人生的事實，進一步，
再作理性的思辨與直觀的體悟，
徹底的通達此緣起法。
緣起法不僅是因果事象，
主要在發見因果間的必然性，
也就是悟得因果的必然秩序。
這緣起法，佛說他是「非我所作，亦非餘人作」，
這是本來如此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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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甚深處，所謂緣起；
愚癡的凡夫，對於世間的一切，覺得紛雜而沒有頭緒，
佛陀卻能在這複雜紛繁中，悟到一遍通而必然的法則。
觀察到有情在無限生死延續中的必然過程，
知道一切有情莫不如此，於是就在不離這一切現象中，
得到必然的理則，這即是緣起法。
能徹了這緣起法，即對因果間的必然性，確實印定，
無論什麼邪說，也不能動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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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論》是《阿含經》的通論
參見印順導師著《中觀今論》p. 18-p.22：
「探求龍樹緣起、空、中道的深義，
主要的當然在《中論》。
《中論》的中道說，我有一根本的理解
──龍樹菩薩本著大乘深邃廣博的理論，
從緣起性空的正見中，掘發《阿含經》的真義。
這是說：緣起、空、中道，
固然為一般大乘學者所弘揚，
但這不是離了《阿含經》而獨有的，
這實是《阿含經》的本意，
不過一般取相的小乘學者，沒有悟解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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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論》是《阿含經》的通論
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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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說法，不要以為希奇，
可從三方面去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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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論》是《阿含經》的通論
一、《中論》所引證的佛說，都出於《阿含經》。

·····
(四)、〈觀四諦品〉說：
「世尊知是法，甚深微妙相，非鈍根所及，
是故不欲說。」這如《增一阿含經》卷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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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部廣律，在梵天請法前，都有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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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論》是《阿含經》的通論
(五)、〈觀四諦品〉說：

「是故經中說，若見因緣法，
則為能見佛，見苦集滅道。」
見緣起法即見佛，
出於《增一阿含經》卷29須菩提見佛的教說。
見緣起法即見四諦，
出於《中阿含經》卷7《象跡喻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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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論》是《阿含經》的通論
二、從《中論》的內容去看，

也明白《中論》是以《阿含經》的教義為對象，
參考古典的阿毘曇，破斥一般學者的解說，
顯出瞿曇緣起的中道真義。這不妨略為分析：
·····
〈觀四諦品〉，明所悟的諦理，
批評實有論者的破壞四諦、三寶，引證《阿含經》，
成立「若見因緣法，則為能見佛；見苦集滅道」
的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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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論》是《阿含經》的通論
〈觀涅槃品〉，發揮《雜含．293經》卷12所說：
「一切取(受)離、愛盡、無欲、寂滅涅槃」，

是「無為」法的真義，說明無為、無受的涅槃。
「如來滅度後，不言有與無」，
「一切法空故，何有邊無邊」等，
掃盡十四不可記的戲論。
從〈觀法品〉到此，論究世間集滅的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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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論》是《阿含經》的通論
十、〈觀十二因緣品〉，全依《阿含經》義。

〈觀邪見品〉，即破除我及世間常無常，
我及世間邊無邊的邪見，明我法二空。
正觀緣起，遠離邪見，
這二品即論究世間滅道的精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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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為、無為 一、依緣起而說明緣生
參見印順導師著《性空學探源》p.53-p.56：
「佛陀如是觀察而證悟，如是證悟而成等正覺，

也依所覺而開示教授弟子。
他說明緣起有兩種傾向 ──
一、依緣起而說明緣生；

緣起是因果事實所顯的必然理則，
一切皆不能違反的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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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為、無為 一、依緣起而說明緣生
緣生是依這理則而生滅的事實因果法 ──  緣所生法。
《雜阿含．296經》所說的，就是這意思。
西北的婆沙、瑜伽學者們，說緣起是因，緣生是果，
雖也是一種說法，但忽略了緣起的必然理則性，
未必是佛說緣起的本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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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為、無為 二、依緣起開顯寂滅
二、依緣起開顯寂滅，也就是依有為以開顯無為。

由緣起而緣生，是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流轉界，是有為法；

由緣起而寂滅，是
「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的還滅界，是無為法。

寂滅無為，
就是在依緣起的生滅有為法上開示顯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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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為、無為
如《雜阿含．293經》云：
「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所謂有是故是事有，是事有故是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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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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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為、無為
佛法，不出生滅的現象界與寂滅的涅槃界。
這二者的連繫，就是中道緣起法。
緣起與空義相應，
擊破了一一法的常恆不變性與獨存自在性。
既在一一因果法上，
顯示其「因集故苦集」為流轉界的規則，
又顯示其「因滅故苦滅」為還滅界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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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定律來說明緣起法
但要問：
因集故苦集，此因集，何以必能集此苦果？
無常無我云何能集起而非即無？
因滅故苦滅，生死苦云何可滅？
滅 ──  涅槃云何而非斷滅？
對這一切問題，
確能夠從現象推理成立而予圓滿解答的，
只有緣起法。現在拿三條定律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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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定律來說明緣起法 一、流轉律
一、流轉律：
「此有故彼有」，由有此因，故有彼果，

本是常人共喻的因果事理。
但佛陀卻能在這平凡的事理上，發現一種真理：
凡是存在，都不能離開因緣關係而單獨存在。
如此存在而不如彼存在者，必有其原因與助緣。
現實世界之所以忽此忽彼，忽有忽無，
有千差萬別的變化不同，都是由於它的因有所不同。
所以佛說：要改造現實，必須從因上著手。
這「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
是緣起法的根本律，是現象界的必然定律，
也是流轉法的普遍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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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定律來說明緣起法 二、還滅律：
二、還滅律：

此生故彼生，因有故果有；反轉來：
此滅故彼滅，因無故果無。
針對著有、生，從因上著手截斷它，就歸於滅無了。
但滅，並不簡單，還是要用另一種相剋的因來對治它，
所以說：

「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滅世間。」
因此，還滅也是緣起，它也是本緣起理則而成立的，
不過特別轉過一個方向，對流轉的生滅，給予一種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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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定律來說明緣起法 二、還滅律：
表面看，這好像是矛盾，其實，凡物之存在，
本性就包含有矛盾在；在「此生故彼生」的時候，
早就矛盾的注定了「此滅故彼滅」的命運。
這是事物本來的真理，佛陀並非創新，
只是把它揭示出來，安立為緣起的第二律罷了。
緣起簡單的定義是「此故彼」，
流轉之生、有，是「緣此故彼起」；
現在還滅的無、滅，是「不緣此故彼不起」，
並不違反「此故彼」的定義。
所以「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的還滅，
也是緣起理則的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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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定律來說明緣起法 三、中道空寂律：
三、中道空寂律：

「此滅故彼滅」的滅，是涅槃之滅。
涅槃之滅，是「純大苦聚滅」，
是有為遷變法之否定。
涅槃本身，是無為的不生不滅。
只因無法顯示，所以烘雲托月，
從生死有為方面的否定來顯示它。
如像大海的水相，在波浪澎湃中，
沒有辦法了解它的靜止，就用反面否定的方法，
從潮浪的退沒去決定顯示水相平靜的可能。
涅槃也如是，從生命流變的否定面給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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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為、無為
常人不解此義，或以為涅槃是滅無而可怖的；
這因為眾生有著無始來的我見在作祟，
反面的否定，使他們無法接受。
那麼，要遣離眾生執涅槃為斷滅的恐怖，
必須另設方便，用中道的空寂律來顯示。
從緣起的因果生滅，
認取其當體如幻如化起滅無實，
本來就是空寂，自性就是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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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為、無為
參見印順導師著《中觀今論》p.37 -p.39：
「聲聞常道以緣起生滅為元首，
大乘深義以無生真諦為第一，
這多少是近於大乘的解說。
如從《阿含》為佛法根原，以龍樹中道去理解，
那麼緣起是處中說法，
依此而明生滅，也依此而明不生滅；
緣起為本的佛法，是綜貫生滅與不生滅的。
所以，這裏再引經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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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為、無為
《雜阿含．293經》，以緣起與涅槃對論，
而說都是甚深的：

「此甚深處，所謂緣起。
倍復甚深難見，所謂一切取離，愛盡無欲，寂滅涅槃。
如此二法，謂有為無為。
有為者，若生、若住、若異、若滅。
無為者，不生、不住、不異、不滅。」
這說明在有為的緣起以外，還有更甚深難見的，
即離一切戲論的涅槃寂滅 ──  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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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與緣生
又《雜阿含．296經》，說緣起與緣生。
緣起即相依相緣而起的，原語是動詞。
緣生是被動詞的過去格，即被生而已生的，
所以玄奘譯作緣已生法。經文，以緣起與緣生對論，
而論到內容，卻都是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十二支，

成為學派間的難題。薩婆多部依緣起是主動，
緣已生是被動的差別，說因名緣起，果名緣生。
即從無明緣行，行緣識乃至生緣老死，
凡為緣能起的因說為緣起，從緣所生的果說為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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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與緣生
緣起、緣生，解說為能生，所生的因果。
大眾部留意經中說緣起是
「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性法住法界常住」
的特點，所以說：各各因果的事實為緣生，
這是個別的，生滅的。
因果關係間的必然理性為緣起，
是遍通的，不生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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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與緣生
今依龍樹開示的《阿含》中道，應該說：
緣起不但是說明現象事相的根本法則，
也是說明涅槃實相的根本。
有人問佛：所說何法？
佛說：「我說緣起。」釋迦以「緣起為元首」，
緣起法可以說明緣生事相，同時也能從此悟入涅槃。
依相依相緣的緣起法而看到世間現象界 ──  生滅，
緣起即與緣生相對，
緣起即取得「法性法住法界常住」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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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與緣生
依緣起而看到出世的實相界 ──  不生滅，
緣起即與涅槃相對，而緣起即取得生滅的性質。
《阿含》是以緣起為本而闡述此現象與實相的。
依《阿含》說：佛陀的正覺，即覺悟緣起，
即是「法性法住法界常住」的緣起，
即當體攝得(自性涅槃)空寂的緣起性；
所以正覺的緣起，實為與緣生對論的。

60



*緣起與緣生
反之，如與涅槃對論，即偏就緣起生滅說，
即攝得 ──  因果生滅的緣起事相。
緣起，相依相緣而本性空寂，
所以是生滅，也即是不生滅。
釋尊直從此迷悟事理的中樞而建立聖教，極其善巧！
這樣，聲聞學者把緣起與緣生，緣起與涅槃，
作為完全不同的意義去看，是終不會契證實義的。
若能了解緣起的名為空相應緣起；
大乘特別發揮空義，亦從此緣起而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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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印可依無我 ──  緣起性空而予以統一
以緣起是空相應，所以解悟緣起，
即悟入法性本空的不生不滅；
而緣生的一切事相，也依此緣起而成立。
三法印中的無常與涅槃，
即可依無我 ──  緣起性空而予以統一。
大乘把握了即空的緣起，所以能成立一切法相；
同時，因為緣起即空，所以能從此而通達實相。
大乘所發揮的空相應緣起，
究其實，即是根本佛教的主要論題。
緣起法的不生不滅，在《阿含經》中是深刻而含蓄的，
特依《智度論》而略為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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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一切取滅，則涅槃生

比丘！彼何所滅？

謂有餘苦。

彼若滅、止、清涼、息、沒，

所謂一切取滅、愛盡、無欲、寂滅、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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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法住智
參見印順導師著《以佛法研究佛法》p.97 -p.99：
「十二緣起的因果相續，是流轉門。

然流轉的緣起法，不是個別的因果事相，
是在無限複雜的因果幻網中，洞見因果的必然系列。
個別的因果事相，名為緣生法。
因果事相中，看出他必然的系列，
即有情流轉的必然階段；
因果事相，總不出此必然的理則。
此緣起法與緣生法，如《雜阿含．296經》卷12說。
凡能悟入此因果必然的理則，名為得法住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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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為法、無為法
緣起法，是依因託緣的存在。
凡是依因緣的和合而有而生的，
也必然依因緣的離散而無與滅；
這本是緣起法含蓄著的矛盾律。
所以翻過來說：
「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
雜染苦迫的消散，稱為還滅門。
滅，即是涅槃的寂滅。
此緣起法的生起，是有為法；
緣起法的寂滅，是無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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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涅槃智
有為與無為，如《雜阿含．293經》卷12說。
能悟入無為寂滅的，名為得涅槃智。
滅，決不是斷滅，不是壞有成無，
這是緣起法本性的實相。
因為因緣和合而有，因緣離散而無；
可以有，可以無，理解到他的沒有真實性，
如《雜阿含．第一義空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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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真理
這樣，佛教的三大真理，被揭示出來，
即「諸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靜。」
有情的緣起，即身心和合相續的歷程。
緣起的存在，必歸於滅無；
所以有情的相續活動，是無常的。
息息變動的身心和合，
沒有常恆，獨存的自我，所以說無我。
不但沒有常存不變的個我，也沒有宇宙本體的大我，
擬人的創造神；這都不過是小我的放大。
徹底的說，一切的一切，物質也好，精神也好，
都是依因緣而存在，所以也一律是無常的，無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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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三大真理現覺涅槃
從無常，無我的觀察，確立涅槃寂滅。
一切法的歸於滅，為一切法的本性；
如大海的每一波浪，必歸於平靜一樣。
佛弟子的證入涅槃，
不過是行其當然，還他個本來的面目。
一般人，不了解無常，錯覺自我的存在，
流為一切意欲的活動。
如勘破諸行的無常性，諸法的無我性，
即能斷愛離欲，現覺涅槃的空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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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建立於現實人生的變動上，是思辨與直覺所確證
如《雜阿含．84經》卷3說：
「無常則苦；苦則非我；非我者，彼一切非我，

不異我，不相在(此即破三種我)。
如實知，是名正觀。·····如是觀察，
於諸世間都無所取，無所取故無所著，
無所著故，自覺涅槃。」
佛教的涅槃，不建立於想像的信仰上，
建立於現實人生的變動上，是思辨與直覺所確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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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尊正法的特質 緣起與聖道，統一於因緣的法則中

上面的緣起與聖道，總貫一切佛法：
而此二者更統一於因緣的法則中，
所以說：
「有因有緣世間集，有因有緣集世間；
有因有緣世間滅，有因有緣滅世間。」

「我論因說因」《雜阿含．53經》卷2，
即是釋尊正法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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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緣法:緣起與聖道，總貫一切佛法

苦諦

緣起而緣生 世間因果

集諦

緣起法

法 因緣 緣起而寂滅 滅諦

出世因果

聖道法 道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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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流通分

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72


	《雜阿含經》293《甚深經》科判
	《雜阿含經》293《甚深經》科判
	《雜阿含經》293《甚深經》題解
	《雜阿含經》293《甚深經》題解
	《雜阿含經》293《甚深經》題解
	《雜阿含經》293《甚深經》題解
	《雜阿含經》293《甚深經》題解
	293《甚深經》 壹、序分
	�貳、正宗分  一、明世尊開示與空相應，隨順緣起法
	*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緣起(法) 南北傳《雜阿含經》《SA.300》《SN.12.17》
	《SA.300》《SN.12.17》
	《SA.300》《SN.12.17》
	《SA.1258》《SN.20.7》
	*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
	               二、明增上慢比丘聞法後生憂苦，�                      因「緣起」(有為)、涅槃(無為)甚深難知
	�二、明增上慢比丘聞法後生憂苦，�                      因「緣起」(有為)、涅槃(無為)甚深難知
	*朦沒
	*此甚深處，所謂緣起；
	*此甚深處，所謂緣起；
	*此甚深處，所謂緣起；
	*此甚深處，所謂緣起；
	*此甚深處，所謂緣起；
	*此甚深處，所謂緣起；
	*《中論》是《阿含經》的通論
	*《中論》是《阿含經》的通論
	*《中論》是《阿含經》的通論
	*《中論》是《阿含經》的通論
	*《中論》是《阿含經》的通論
	*《中論》是《阿含經》的通論
	*《中論》是《阿含經》的通論
	*有為、無為  一、依緣起而說明緣生
	*有為、無為  一、依緣起而說明緣生
	*有為、無為  二、依緣起開顯寂滅
	*有為、無為
	*有為、無為
	*三條定律來說明緣起法
	*三條定律來說明緣起法   一、流轉律
	*三條定律來說明緣起法  二、還滅律：
	*三條定律來說明緣起法  二、還滅律：
	*三條定律來說明緣起法  三、中道空寂律：
	*有為、無為
	**有為、無為
	**有為、無為
	*緣起與緣生
	*緣起與緣生
	*緣起與緣生
	*緣起與緣生
	*緣起與緣生
	*三法印可依無我  ──  緣起性空而予以統一
	�三、明一切取滅，則涅槃生
	*得法住智
	*有為法、無為法
	*得涅槃智
	*三大真理
	*從三大真理現覺涅槃
	*涅槃建立於現實人生的變動上，是思辨與直覺所確證
	*釋尊正法的特質 緣起與聖道，統一於因緣的法則中
	*因緣法:緣起與聖道，總貫一切佛法
	參、流通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