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道」之根源義與衍生義──依佛教倫理觀點作深層探索 

 
 

 91 

「中道」之根源義與衍生義 
——依佛教倫理觀點作深層探索 

 
 

釋 昭 慧
∗ 

 

摘要： 

「離於二邊，說於中道」，在《雜阿含經》中，經常是緊密連結「緣

起」乃至「十二緣起」，以述「空」義或「無我」義，這是一種針對眾

生普遍易犯之偏執，在知見、觀念上所作的導正。印順導師的《中觀今

論》上溯原始佛教部分，即是依此主軸而作演繹。 

其後在《中阿含經》，開始出現了生活態度與倫理面向的「中道」

義，這依然還是緊密連結「緣起」義，只是已進一步指向「離於苦、樂

二邊」的生活態度，以及富含倫理意義之「八正道」。印順導師的〈中

道泛論〉與〈中道之佛教〉，即是依此主軸而作演繹。 

本文有兩大重點：首先依《雜阿含經》談「中道」的根源義，即雙

非句義與離四句義；是為「緣起中道」。其次依《中阿含經》談「中道」

的衍生義，即「離於苦、樂兩邊」的雙非句義與「八正道」；是為「八

正道中道」。依此根源義與衍生義的兩大探究脈絡，本文達致的研究結

論即是： 

                                                 
∗ 玄奘大學宗教學系教授、系主任兼文理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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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始佛教聖典中，知見上「非有非無」、「不常不斷」、「非一非異」

等之雙非句義，與「非自作、非他作、非共作、非無因作」等之離四句

義，正是「中道」的根源義；而生活上「離於苦、樂二邊」的雙非句義，

以及倫理上、修持上的「八正道」，則是「中道」的衍生義。 

 

 

關鍵詞：中道、緣起、十二緣起、八正道、緣起中道、八正道中道、

八不中道、四門不生、空、無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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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al and Extended Meanings of the Middle 

Path: A Deeper Investig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uddhist Ethics 
 

Shih, Chao-hwei ∗ 
   

ABSTRACT: 

“Without veering to the two extremes, the Buddha expounds the 
teaching of the Middle Path” In the Samyuktāgama, this teaching is always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explanations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and the 
Twelve Conditional Links, so as to present/illustrate the meanings of 
“emptiness” or “non-self.” This teaching targets a common challenge faced 
by sentient beings, attachment, and aims to rectify wrong view and thought 
as such. This is also the main theme that Venerable Yin Shun examined in his 
book A Contemporary Discussion on the Teaching of Mādhyamika, when 
backtracking to the teachings of early Buddhism. 

Later, in the Madhyamāgama, the Buddha started teaching the Middle 
Path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ethics and daily discipline. These discourses 
are still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teaching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But they 
have moved a step further into highlighting a daily discipline that “does not 
indulge in the two extremes of neither suffering nor happiness” and the 
teaching of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 that has great ethical significance. 
The articles “A Discussion on the Middle Path” and “Buddhism – The 
Middle Path” written by Venerable Yin Shun, were elaborations on these 
themes.  

                                                 
∗ Professor and Director,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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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two main points in this article: firstly, to discuss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Middle Path” by analysing the “two-negations” and 
“four-refutations” phrases, as found in the Samyuktāgama. This is the 
teaching of the “Middle Path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Secondly, to explore the extended meaning of “Middle Path” based on 
the discourses found in the Madhyamāgama. That is, to analyse the 
two-negations phrase of “not to indulge in the two extremes of neither 
suffering nor happiness,” and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 This is the teaching 
of the “Middle Path -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  

By further investigating the original and extended meanings of the 
Middle Path in these two aspects, this article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in 
the sutras of early Buddhism, the ideology of the two-negations—“neither 
exists nor not exist,” “neither permanent nor discontinuous,” “neither 
identical nor different—and the four-refutations which explain all that 
exists—“cannot exist by itself, cannot be created by others, cannot be 
created by self and others, cannot exist without causes”—convey the original 
meanings of the “Middle Path.” Whereas the two-negations that highlight 
“do not indulge in the two extremes of neither suffering nor happiness” in 
daily life, and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 that teaches ethical conducts and 
practice, signify the extended explanations of the “Middle Path.” 

 
 
 

Keywords: Middle Path, Dependent Origination, Twelve Conditional Links, 
Noble Eightfold Path, Middle Path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Middle Path-the Noble Eightfold Path, Eight Negations Theory 
of Middle Path, “Cannot come to existence  from Four Gates,” 
emptiness, no dispute (abiding in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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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依筆者過往之佛教倫理學研究，佛教倫理學之基礎理論，可以簡潔地

用「緣起、護生、中道」三個概念作為主軸，而作延伸探討。整個系統理

論的架構與內容，俱見筆者過往所撰著之三本專書：《佛教倫理學》（1994

年）、《佛教規範倫理學》（2003 年）、《佛教後設倫理學》（2008 年）。1 

本來在系統理論建構部分，應可在上述三書出版之後告一段落，然

而在實踐綱領的「中道論」2部分，當日由於趕稿匆促，必須於先已預定

的研討會時日發表新書，因此筆者在論述「中道」義時，就未如論述「緣

起」、「護生」義一般，採用《阿含》教證來作一層層的詮釋分析，以免

篇幅過於冗長而不及付梓，反而是直接援引前人研究成果——印順導師

對「中」所下的定義：「中正」與「中心」3——而作發揮，再將此「中

                                                 
1 該三部書謬承佛教史學家江燦騰教授之肯定。參見江燦騰，〈昭慧法師著《佛

教倫理學》：亞洲地區新佛教倫理學說的代表性著作〉，《弘誓雙月刊》47 期（桃

園：弘誓文教基金會，2000 年 10 月），頁 14。江燦騰，〈從解嚴前到解嚴後

──戰後印順導師的人間淨土思想在臺灣的變革、爭辯與分化發展〉，《第八

屆「人間佛教與專業倫理」研討會論文集》（桃園：弘誓文教基金會，2009 年

5 月 30 日），C14 頁 1-18。聖嚴法師則來函勉勵云：「用了最新的論題」，「論

述已非傳統佛教學者所能企及」。這些來自長輩與友人的肯定與勉勵，筆者至

深感念。爰於本文開端敬表謝忱！ 
2 詳見釋昭慧，《佛教規範倫理學》（臺北：法界出版社，2003 年），頁 95-113。 
3 印順導師對「中道」之「中」下的定義，十分精準地把握了《阿含經》的中

道思想：「『中』是中正、中心，即用中正不偏的態度與立場，深入人生為本

的事事物物的根本核心，窮究它底真相。解決一個問題，必須以中正不偏的

立場，從關涉到的各方面去考察，在各方面結合點上深入推究，徹底了解問

題的真相，才能得到合理的解決。」見〈中道之佛教〉，《佛法是救世之光》（新

竹：正聞出版社，2000 年），頁 146-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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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義與「緣起」、「護生」義，共同構成佛教倫理學的三個核心概念，

並且作出三者之間關聯性的邏輯分析。因此雖然三本專書出版之後，整

個系統理論的架構與內容，算是告一段落，但筆者總是覺得：在「中道

論」部分，還有加入《阿含》教證再作深層論述的空間。 

至 2009 年九月間，筆者向校方提報九十八學年度個別型研究計畫

時，遂以「中道論」為重心，就既有研究成果以為基礎，擬對佛教倫理

學的實踐綱領，再作進一步之深化探討。該項初步研究成果，已撰為〈論

《雜阿含經》「中道」義——佛教「中道」論研究（之一）〉一文，並已

發表於 2010 年 4 月 17 日第九屆「印順導師思想之理論與實踐」論壇。4 

至 2010 年 12 月間，筆者申請國科會計畫一般型研究計畫案，並於

2011 年 6 月獲得通過，本項計畫的題目是：〈「中道」之根源義與衍伸5

義——依佛教倫理觀點作深層探索〉，英文名稱是：The original and 

Extensive Meanings of the Middle Way-- In Accordance with Buddhist 

Ethical Point of View for the Deep Exploration。 

本項研究鎖定漢譯《阿含經》及相關論典，但倘有研究上之需求，

亦將對照巴利藏之相關文獻。 

在進行本項研究之時，必須先作二項資料蒐尋： 

一、蒐尋與「中道」義相關之經論資料。 

二、蒐尋與「中道」義相關之既有研究成果。 

進以言之，本研究之參考文獻有三大類：一、佛教經論參考文獻；

                                                 
4 參見釋昭慧，〈論《雜阿含經》「中道」義——佛教「中道」論研究（之一）〉，

《第九屆「印順導師思想之理論與實踐」論壇會議論文集》（桃園：弘誓文教

基金會，2010 年 4 月 17 日），頁 119-128。 
5 本文匿名審查人之一，建議筆者將「衍伸」改為「衍生」。除國科會計畫原題

目保留原貌外，本文餘處均已遵囑修訂。謹伸謝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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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倫理學參考文獻；三、當代學者針對「中道」學說所作之研究論文。 

既然是討論佛教「中道」論的根源義與引申義，那麼除了研閱佛教

原典文獻之外，理所當然必須回顧學界的相關研究成果。於是發現：原

始佛教乃至學派與宗派有關「中道」論的當代研究相當豐富，可分為三

類：一、通論性質的「中道」論述；二、與中觀哲學相關之「中道」論

述；三、與中國宗派相關之「中道」論述。6 

然而學者論述大都著眼於「中道」理論的探討，並未跨入到「倫理

學」範疇。反倒是印順法師著作的相關闡述，對「中道」的定義清晰，

分析綿密，見地卓越，具有重要的參考價值。 

印順導師在「中道」方面之研究，以「中觀」相關講記與專論為眾

所推重，這部分可說是導師思想之精華。然而若就「倫理」面向而言，

筆者反倒認為，印順導師以下二文的內容更具重要性： 

一、〈中道泛論〉，出自《佛法概論》第十三章，區分「人類的德行」

與「正覺的德行」，顯然是直下標舉「中道」的倫理意涵，而將「中道」

視同「德行」。他將「中道」分成「一般的德行」與「正覺的德行」。在

「一般的德行」方面，依「從神到人」、「從少數人到多數人」、「從人到

一切眾生」三個淺深層次而作論述分析。7在「正覺的德行」部分，他認

為佛法的中道行，為人類德行的深化與廣化，進而提出了「八正道」的

內容。8 

二、〈中道之佛教〉，出自《佛法是救世之光》，印順導師對於「中

                                                 
6 這些學者的研究概述，詳見《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

頁 12-15，申請條碼：99WFD2900122。 
7 釋印順，《佛法概論》（臺北：正聞出版社，1992 年），頁 167-172。 
8 同上註，頁 172-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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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定義、倫理意涵、類別與範疇，作了簡要的分析。他以「中正」

與「中心」二義釋「中」，並依經義而將「中道」分作「緣起中道」與

「八正道中道」兩大類別；前者是流轉與還滅的定律，後者則是達致正

覺的修持方法。9 

本文擬在印順導師的研究基礎上，就著中道論的「根源義」與「衍

生義」，探討原始佛典《阿含經》的「中道論」。 

「離於二邊，說於中道」，在《雜阿含經》中，經常是緊密連結「緣

起」乃至「十二緣起」，以述「空」義或「無我」義，這是一種針對眾

生普遍易犯之偏執，在知見、觀念上所作的導正。可以這樣說：《雜阿

含經》的「中道論」，主要是知見上的「緣起中道」，但尚未將它指向生

活態度上「離於苦、樂二邊」的中道，或包含倫理向度的「八正道中道」。

印順導師的《中觀今論》上溯原始佛教部分，即是依此主軸而作演繹。 

其後在《中阿含經》，開始出現了倫理面向與生活態度的「中道」

義，這依然還是緊密連結「緣起」義，只是從「緣起中道」的理論基礎

拓展開來，指向「離於苦、樂二邊」的生活態度，以及富含倫理意義之

「八正道」。筆者認為，印順導師的〈中道泛論〉與〈中道之佛教〉，即

是依此主軸而作演繹。 

前述拙著〈論《雜阿含經》「中道」義——佛教「中道」論研究（之

一）〉，雖已於《雜阿含經》之「中道」義，作了知見面向的爬疏與闡釋，

但未及於生活態度、倫理抉擇與修行方法，而且當時為了參與會議而匆

忙完稿，尚有引述不全的疏失。因此本論文擬將前文全面改寫，去蕪存

菁，並增補《阿含經》中出現「中道」一詞的相關經文，完整地討論此

一問題。 

                                                 
9 釋印順，《佛法是救世之光》（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 年），頁 14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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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有兩大重點：首先依《雜阿含經》談「中道」的根源義，即「雙

非」句義與「離四」句義；是為「緣起中道」。其次依《中阿含經》談

「中道」的衍生義，即「離於苦、樂兩邊」的雙非句義與「八正道」；

是為「八正道中道」。依此根源義與衍生義的兩大探究脈絡，本文達致

的研究結論即是： 

在原始佛教聖典中，知見上「非有非無」、「不常不斷」、「非一非異」

等之雙非句義，與「非自作、非他作、非共作、非無因作」等之離四句

義，正是「中道」的根源義；而生活上「離於苦、樂二邊」的雙非句義，

以及倫理上、修持上的「八正道」，則是「中道」的衍生義。 

二、「中道」之定義與出處 
「中道」（梵：madhya-mārga，英譯 middle way 或 middle path），它

是在《雜阿含經》中就已出現的重要觀念，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出現

的次數不多，而且經常在述說「中道」之後，緊接著就會陳述「此有故

彼有，此無故彼無」的「緣起」以及十二緣起。因此在《雜阿含經》中，

「中道」是一組與「緣起」（梵 pratītya-samutpāda）同步出現的概念，並

且有其實然層面的邏輯關係：依於「緣起」法則的洞觀，就可以具足「不

有、不無」、「不一、不異」、「不常、不斷」或「非自、非他、非共、非

無因」的「中道」如實知見。 

龍樹在《中論》中，即是上探《雜阿含經》的中道知見，而鋪設「八

不中道」與「四門不生」的完整論述。這方面，印順導師的《中觀今論》

已有敘明，茲不贅引。以下根據 CBETA 檢索結果，作一「中道」詞彙

在原始佛教文獻中，出現次數的初步統計： 

一、《雜阿含經》中，「中道」一詞只出現在兩卷中，共計六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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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 

1、第十卷的二六二經，談「非有非無」的中道，「中道」一詞出現

一次。 

2、第十二卷「中道」一詞出現了五次：二九七經談「不一不異」

的中道，「中道」一詞出現兩次。三○○經談「不常不斷」的中道；三

○一經同二六二經，談「非有非無」」的中道；三○二經談的是離「自

作、他作、共作、無因作」等四句的中道。以上三經「中道」一詞各出

現一次。 

二、《中阿含經》中，「中道」一詞大都意指「道路中途」，作為法

義名相的「中道」，只出現在三卷中，共計十一次。分別是： 

1、《中阿含經》第五十六卷第二○四經，「晡利多品」《羅摩經》。10

本經「中道」一詞只出現一次。佛陀向阿難等諸大比丘，憶述初轉法輪

時，向五比丘開示離於苦、樂二邊的「中道」，並指示具體的操作途徑——

八正道。 

2、《中阿含經》第四十三卷第一六九經，「根本分別品」《拘樓瘦無

諍經》。11本經「中道」一詞共計出現四次，佛陀區分「有諍行」與「無

諍行」，並從離於苦、樂二邊的「中道」，指出「無諍行」的具體內容——

共世間的四禪成就，以及出世間的聖道八支。 

3、《中阿含經》第二十二卷第八十七經，「穢品」《求法經》。12本經

「中道」一詞共計出現六次。舍利弗承佛囑咐，對比丘們將佛所說法加

以闡述，最後兩段以「中道」總結其義，其中第二段指出「能得心住，

得定得樂，順法次法，得通得覺，亦得涅槃」的修行途徑──八支聖道。 
                                                 

10 《中阿含經》，《大正藏》冊 1，頁 775 下-778 下。 
11 《中阿含經》，《大正藏》冊 1，頁 171 中-173 下。 
12 《中阿含經》，《大正藏》冊 1，頁 569 下-571 中。 



 

               「中道」之根源義與衍生義──依佛教倫理觀點作深層探索 

 
 

 101 

三、《長阿含經》與《增一阿含經》：一次都沒有出現「中道」之詞。 

四、其他： 

較《阿含》晚出而流傳於聲聞部派間的「本緣部」諸經亦不例外，

「中道」大都意指「道路中途」，「中道」作為法義名相，只出現在七卷

中。只有顯屬大乘經的《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共計八卷出現了「中道」

一詞（法義名相），但那可能已是受到般若經系的影響了。 

出現此一法義名相最為頻繁的，就屬般若部經典與中觀諸論籍。原

來，在初期大乘空相應經論中，「中道」的名稱已逐漸被普遍使用。審

視該諸經論之文義脈絡，大都就著不落「有、無」、「常、斷」、「一、異」

二邊，以及離於「自、他、共、無因」等四邊的理論而作演繹。 

最膾炙人口的，莫過於龍樹《中論》。本論開宗明義即曉示不生、

不滅、不常、不斷、不一、不異、不來、不出之「八不中道」；緊接著

點出不自生、不他生、不共生、不無因生等著名的「四門不生」。這「八

不中道」與「四門不生」，正是源自《雜阿含經》的「中道」要義。 

即便是將「中道」置於「空」、「假」之上的天台章疏，觸處可見以

「中道」為重要之法義名相，但其根源經典《妙法蓮華經》的各種譯本，

亦不見有將「中道」作為法義名相的相關經文。顯然天台學之所以重視

「中道」義，應是受到般若經系與中觀論籍（而非《法華經》）的影響。 

筆者以為，天台學的「中道實相」論，是將般若中觀系統的「中道」

論，結合了《法華經》「十如是」的「諸法實相」論，而形成的系統理

論；其「性具」思想，則是結合前述「中道實相」元素，益以《華嚴經》

的「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以及《阿含經》的「三種世間」，邏輯

綿密地予以證成。這方面的內容，筆者將於另文再作闡述，在此暫且打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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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雙非」句義與「離四」句義──「中道」之
根源義 

以下就《雜阿含經》所述「中道」的經文，依《大正藏》之卷序，

逐一解讀其義，俾能瞭解《雜阿含經》「中道」義的完整內涵。 

（一）不落有、無二邊之中道義（《雜阿含經》第十卷，二六二經；

第十二卷，三○一經） 

本經以佛陀弟子闡陀（Chanda）比丘為當機眾，說法者則是阿難，

但他所援引的「中道」教法，則出自「佛為迦旃延所說經」。這段故事

的緣起是：闡陀對於「色無常，受、想、行、識無常，一切行無常，一

切法無我，涅槃寂滅」的教法業已理解，但是在情感上，他卻不喜歡聽

聞「一切諸行空寂、不可得、愛盡、離欲、涅槃。」他的理由是： 

此中云何有我，而言：「如是知、如是見，是名見法。」13 

如果一切俱空，那又何來宣稱能夠知法、見法的知見主體（初果聖

者）呢？簡而言之：倘若沒有「我」，那到底是誰在證聖，誰在悟道？

他為此在鹿野苑中拿著房門鑰匙，「從林至林，從房至房，從經行處至

經行處，處處請諸比丘」開解胸中疑惑，卻無法獲得滿意的答案，於是

遠行至西方的拘睒彌，向阿難請教同樣的問題。 

阿難對著披星戴月兼程趕至的昔日同道，首先以「我意大喜」表達

對他提問的歡喜，進一步告知：為何他會如此歡喜，因為他慶喜闡陀能

夠在修道人面前「無所覆藏，破虛偽刺」，亦即：闡陀對自己的局限十

分誠實，而沒有任何虛榮心或自尊心作怪，因此知之為知之，不知為不

                                                 
13 《雜阿含經》，《大正藏》冊 2，頁 6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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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不會覆藏其短。 

但「無所覆藏」在修道中，究竟有何功用？為何阿難如此讚善？筆

者認為，虛偽宛如一根扎心之「刺」，會讓人故作姿態或閃爍其詞，無

法舒坦地尋覓真理或面對自己；會讓人習慣性地合理化之自己的局限與

錯誤，卒而遠離真理。正因闡陀已經「無所覆藏，破虛偽刺」，這就打

下了悟道的好基礎。阿難說，闡陀現在已堪能接受勝妙之法——愚癡凡

夫所不能理解的三法印：「諸行無常，一切法無我，涅槃寂滅」。 

這番善知識的慰勉，就旅途疲憊的闡陀而言，不啻是極大的鼓舞，

想必這也讓他在無形中自信昂然，對即將悟道，有了很好的身心準備。 

這時阿難針對闡陀「不喜聞空」的知見盲點開始對症下藥而作如是

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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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就在這段經文中，佛陀向摩訶迦旃延開示了「中道」義。這「中道」

是依於「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的緣

                                                 
14 《雜阿含經》，《大正藏》冊 2，頁 66 下-6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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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法則，以及有情流轉與還滅的「十二緣起」，所必然達成的結論；易

言之，本經的「中道」，不是脫離「緣起」的另一項真理。雖然「離於

二邊，說於中道」，乍看好似與儒家的「中庸」相同，講的是一套「不

偏之謂中，不易之謂庸」、「不為已甚」的人生觀，但是它卻不曾架構一

套來自「天命」的本體論，而是依於「緣起」法則。 

「緣起」是眾緣和合而生起，眾緣離散而還滅，這與「離於二邊」

如何搆得上關係？原來，若有「緣起」知見，那麼就能「如實正觀」世

間集滅。某些因緣和集時，某種現象就會出現，既然世間的現象如此具

體呈顯，「如實正觀」於此，就不會生起「世間無見」。反之，某些因緣

潰散時，某種現象就會消滅，既然世間的現象如此趨向散滅，可見它們

都是無法持久存在、獨立存在、真實存在的，這就是「一切諸行空寂、

不可得」的明證。「如實正觀」於此，就不會生起「世間有見」。 

見地清晰明確了，進一步就會影響情感與意志。在感情上不會再執

著於「實有我相」，不會再「不喜聞空」，反倒能「不受、不取、不住、

不計於我」，因為此時聖弟子已能洞觀那五蘊和合而相對穩定的「我」，

同樣是因緣生法，同樣是無法持久存在、獨立存在、真實存在的「世間

集」相。抽離了對「我」的執取與戀著，這時儘管不免因緣離散而產生

敗壞之苦，卻都能以超越自我的智慧，不動情緒地靜觀「此苦生時生、

滅時滅」，這樣就能達致「愛盡、離欲、涅槃」的「世間滅」境。 

這一番話，可說正是對症下藥，讓闡陀豁然開朗而證入初果聖

位——「見法、得法、知法、起法，超越狐疑，不由於他，於大師教法，

得無所畏。」顯然他對緣起法已獲勝解而無所動搖。 

為何他經阿難開導之後，得於佛陀教法無所畏懼？原來，他所擔心

的問題是：如果一切俱空，又何來宣稱能夠知法、見法的知見主體（初

果聖者）呢？簡而言之：倘若沒有「我」，那到底是誰在證聖，誰在悟



 

               「中道」之根源義與衍生義──依佛教倫理觀點作深層探索 

 
 

 105 

道？（此中云何有我，而言：「如是知、如是見，是名見法。」）如今看

來，這已不是問題。問題並不出在「諸法空寂」或「諸法無我」的大師

法教，而是出在他原先不能洞察「緣起中道」，因此偏於一邊之見。他

於「諸法空寂」生起了「世間無見」，於能知能見的主體則生起了「世

間有見」。也就是說，他原先在知見上，業已視「諸法空寂」為徹底虛

無，因此偏執「有見」的一邊；於是在情感上也就不免戀著自我，頑強

地抗拒並畏懼「無見」的另一邊。這樣一來，他當然無法契應「離於二

邊」（有見、無見）的中道智慧。經過了阿難這番醍醐灌頂的開導，他

歡喜踴躍地作了如下的表述： 

我今從尊者阿難所，聞如是法，於一切行皆空、皆悉寂、不可得、

愛盡、離欲、滅盡、涅槃，心樂正住解脫，不復轉還，不復見我，

唯見正法。15 

從他所表述的意境來看，闡陀已能「心樂正住解脫，不復轉還」，

也就是預入聖流而不再退轉了。這時他「不復見我，唯見正法」，在乍

看似「我」的一合相中，他已能如實正觀緣起法相的生生滅滅，於此生

滅不已的五蘊法中，不再錯覺有一恆常、獨立、真實的「我」，自不再

於「愛盡、離欲、涅槃」產生「虛無」的錯解與畏懼。 

佛為迦旃延說非有非無的中道，其原始出處，應是在《雜阿含經》

三○一經。佛陀為足散陀迦旃延（巴利本作 Kaccāyanagotta）作如是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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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雜阿含經》，《大正藏》冊 2，頁 6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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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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行，乃至純

大苦聚集，無明滅故行滅，乃至純大苦聚滅。16 

對照二六二經與本經，其內容可說是完全一致。最多是些譯語的微

小差異，例如：本經的「為取所觸」、「心境繫著」，在二六二經中翻譯

為「取諸境界，心便計著」。因此可以肯定地說：阿難於二六二經中，

為闡陀所憶述的佛教摩訶迦旃延經，正是此經。而阿難憶持佛陀教法的

超強能力，也由此可見一班。 

由於三○一經平鋪直敘「中道」要理，反倒不如二六二經中，闡陀

求法的故事，來得那麼膾炙人口。因此爾後凡所引證，大都本自二六二

經。三○一經的原始出處，反倒鮮為人所提起。 

印順導師認為，這「不落有、無二邊」的中道義，對應於《中論》

所述「八不中道」，近於「不生不滅」──此有（生）故彼有（生），此

無（滅）故彼無（滅），因此導師逕以「不生不滅」取代「不有不無」。17 

（二）不落一、異二邊之中道義（《雜阿含經》第十二卷，二九七經） 

本經又名「大空法經」。佛說這是「初、中、後善，善義善味，純

一清淨，梵行清白」的教法，亦即：這套教學能達到「初善、中善、後

亦善」的良好效果——初始的動機良好，中間的過程良好，結局的成效

良好；有良好的境界（善義），有良好的效應（善味），並且能達到單純、

清淨、圓滿、鮮白的修行效果。這是什麼教法呢？依然同於二六二經，

                                                 
16 《雜阿含經》，《大正藏》冊 2，頁 85 下-86 上。 
17 釋印順，《中觀今論》（臺北：正聞出版社，1992 年），頁 90。本段依匿名審

查人之提醒而作增補，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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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的緣起法

則，乃至有情流轉與還滅的「十二緣起」教法。然而未通透緣起無我義

者，難免還是要詢問：那流轉中的生命現象，總有它所歸屬的主角，這

主角若不是「我」，難道還是別人嗎？佛陀依此疑問而說「大空」之法： 

緣生老死者，若有問言：「彼誰老死？老死屬誰？」彼則答言：「我

即老死，今老死屬我，老死是我。」所言：「命即是身。」或言：

「命異身異。」此則一義，而說有種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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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倘若有人針對十二緣起流轉門中，「老死、生、有、取、愛……識、

行」等等現象，逆向觀察而逐一提出諸如「彼誰老死？老死屬誰？」……

「誰是行？行屬誰」之類問題時，世人往往不是認定「命即是身」（命

根與色身同在亦同斷的唯物論），就是認定「命異身異」（命根與色身分

離的真我論、靈魂論、真心論等）；前者是「斷見」，後者則是「常見」，

總之不脫此二邊之見。修行人必須「無所有」於此二邊之見，方能「正

向中道」而達於「賢聖出世」的境界。 

為何這套緣起流轉門的法則，竟然會是「大空法」呢？原因如下： 

若無明離欲而生明，彼誰老死？老死屬誰者？老死則斷，則知斷

其根本，如截多羅樹頭，於未來世成不生法。若比丘無明離欲而

生明，彼誰生？生屬誰？乃至誰是行？行屬誰者？行則斷，則知

                                                 
18 《雜阿含經》，《大正藏》冊 2，頁 8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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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其根本，如截多羅樹頭，於未來世成不生法，若比丘無明離欲

而生明，彼無明滅則行滅，乃至純大苦聚滅，是名大空法經。19 

原來如環無端的生死流轉，並非真實不虛之法，只要在根本處打開

了癥結，那麼就將勢如破竹，如同刨斷多羅樹根一般，根除生死流轉。

此根本處，就是「離欲而生明」。一旦「明」（智慧）依離欲而生，那麼

就能體悟緣起無我的正理——「但見正法，不見於我」。易言之，在無

數生死流轉的現象中，印證了「老死緣自生法，生法緣自有法，有法緣

自取法，取法緣自愛法……，識法緣自行法」這一普遍性法則，於其間

不見一法，可為恆常、獨存、真實之「我」，是為「空法」。就著聖弟子

而言，只要緣起正見具足，不落「一、異」二邊，即能印證「空法」。 

然則「空法」之上為何加一「大」字，而名為「大空法」？筆者以

為：有兩事成其為「大」：一、生死流轉之數量其大無比。二、生死流

轉之法則亦遍一切有情事而無例外。以此二「大」特徵，故將此一空相

應教冠以「大」名，稱為「大空法經」。 

這項「大空法」教，正呼應了二六二經的中道之教——「一切諸行

空寂、不可得、愛盡、離欲、涅槃」。顯然「一切諸行空寂」與「大空」

同義，都是指緣起法的無我（無自性）義。而只要緣起正見具足，不落

「有、無」或「常、斷」二邊，即能印證「大空法」，是為「中道」義。 

（三）不落常、斷二邊之中道義（《雜阿含經》第十二卷，三○○經） 

本經是佛陀回答一位婆羅門，有關「自作自覺」或「他作他覺」的

問題。佛陀對這兩者都回應以「無記」（不作記別），這引起了婆羅門的

好奇，他問佛何以如此。佛答道： 

                                                 
19 《雜阿含經》，《大正藏》冊 2，頁 8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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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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此中「覺」字在《雜阿含經》，有時指的時「受」（如「自作自覺」

即「自作自受」），有時指的是「尋」（如：「有尋有伺」在本經中譯作「有

覺有觀」。 

因此婆羅門的「自作自覺（受）」論，顯然是將「不實而生，生已

盡滅」的行動與果效，作了「有我」而非「無我」的想像。透過這樣的

想像，會構作出一個「去後來先作主翁」的「我」，它必將在業果酬償

的過程中永恆存在。於是這就成了「常見」。 

但是另一方面，假使認為業與果報之間沒有連結關係，這時就會陷

入「他作他覺（受）」的迷思，認定業行的原創者一旦死亡就是斷滅，

另一時空中某一果效的出現，是由另一生命在承受，與業行的原創者毫

無關聯。這種斷滅論，經常會發生在唯物論者。因為唯物論者確信，在

物質消散的同時，生命完全終結。於是這就成了「斷見」。 

佛陀告訴婆羅門，他之所以對「自作自覺」或「他作他覺」都不作

記別，為的就是避免陷入「常見」或是「斷見」的二邊。然而如何而可

離於二邊，處於「中道」說法呢？那就是說「此故彼」的緣起法則，乃

至十二緣起流轉與還滅的法則。 

（四）不落來、去二邊之中道義（《雜阿含經》第十三卷，三三五經） 

一般總認為：佛教是講因果報應的宗教，因此理所當然主張「自作

自受」，但佛陀為何於此無記？原因是：這種觀念顯然認定有一個「去

                                                 
20 《雜阿含經》，《大正藏》冊 2，頁 8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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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來先作主翁」的「我」，它以不同的面貌出現在生生世世之中，並且

概括承受著過去生中之身、語、意業的異熟果報。 

然而佛陀是徹徹底底的「無我論」，如佛於《雜阿含經》三三五經

中所說的「第一義空法經」，即清楚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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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是名第一義空法經。21 

這是說：在第一義諦上，透過感官認知世界並產生行動的所有過

程，都是「不實而生，生已盡滅，有業報而無作者，此陰滅已，異陰相

續」的；亦即：輪迴是在無常、無我法則下，透過此一五蘊體（此陰）

乍死而彼一五蘊體還生的運作，維持著業報系統在行動與果效上的對應

關係。但這樣的生命流動，沒有真實的「來」與「去」可得。 

至於在世俗諦（俗數法）上，這樣生滅不已的行動與果效，則可歸

納為「此故彼」的緣起法則，或是十二緣起流轉與還滅的法則。22 

（五）離於「自、他、共、無因」作之中道義（《雜阿含經》

第十二卷，三○○經） 

本經是佛陀從耆闍崛山向於王舍城的乞食道途上，回答阿支羅迦

                                                 
21 《雜阿含經》，《大正藏》冊 2，頁 92 下。 
22 本處依匿名審查人之寶貴意見，而另立（四）「不落來、去二邊之中道義」，

將部分段落調整於本項中，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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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有關苦是「自作、他作、自他共作」還是「無因作」的問題。佛陀

對這四者都回應以「無記」（不作記別），這引起了阿支羅迦葉的好奇，

他問佛何以四個答案都不作記別，莫非根本就沒有「苦」這回事？佛陀

回達：並非無苦，確實是有「苦」的。這時阿支羅迦葉央請佛陀為他說

法，好讓他能「知苦見苦」。於是佛說： 

若受即自受者，我應說苦自作；若他受，他即受者，是則他作；

若受自受、他受，復與苦者，如是者自、他作，我亦不說；若不

因自、他，無因而生苦者，我亦不說。離此諸邊，說其中道，如

來說法，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行，乃至純大苦聚

集，無明滅則行滅，乃至純大苦聚滅。23 

佛陀向阿支羅迦葉所開示的「中道」，在《雜阿含經》中，是唯一

並非「離於二邊」而是「離此諸邊」的「中道論」。他之所以於「自受」、

「他受」不作記別，在本經中並沒有進一步的說明。但是他同樣在敘明

「離此諸邊」之後，導向「此故彼」的緣起法則，乃至十二緣起流轉與

還滅的法則。 

吾人可進一步依《中論》「四門不生」之內在邏輯以探討其義：倘

若承認苦（或樂）的「自作」，那麼在「作」與「受」之間，在業果酬

償的過程中，就有一真實、獨立、常恆之「我」，擔任著「作者」（發出

行動）與「受者」（概括承受行動之果效）的角色。但在緣起法則下，

只有相對穩定的個體生命，隨著「無常」法則而剎那變化，真實、獨立、

常恆之「我」是不可能存在的。倘若沒有「自」，那就沒有相對於「自」

而真實、永恆之「他」。無「自」無「他」，那麼「自」與「他」共作的

                                                 
23 《雜阿含經》，《大正藏》冊 2，頁 86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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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法，就沒有任何意義，就如同二「零」相加，當然還是掛「零」。但

苦是因緣生法，它也不可能無緣無故地出現。 

在「四門不生」方面，筆者本諸《阿含》而依於中觀，在《佛教規

範倫理學》第四章中，作了進一步的完整闡述，茲不贅引。24 

阿支羅迦葉就在聞法當下，證得初果，因此立即於佛陀座下皈依三

寶，作禮而去。不料中途被「護犢牸牛」（保護小牛犢的母牛）觸殺，

但由於他已於緣起法如實知見，因此他於命終時，「諸根清淨，顏色鮮

白」，怡然自在，完全沒有驚怖之色，比丘們向佛請示阿支羅迦葉的受

生之處，佛竟為阿支羅迦葉「受第一記」，告知他「已般涅槃」。也就是

說，在被牛觸殺的那一瞬間，他又已從初果而迅速進證第四果阿羅漢，

並且隨著命根斷除而入於無餘涅槃。 

（六）小結 

總上所述教證，可以歸納出《雜阿含經》「中道」論的特色： 

1、它們大都是「雙非」句義，只有一經是「四門不作」的離四句

義。 

2、無論是「雙非」句義還是「離四」句義，它們都是在「實然」

層面的現象中，歸納出來的法則，而不涉及「應然」的倫理層面。 

3、只有「四門不作」的問答中，帶到了「苦」的來源問題，但這

依然可以解釋作「實然」層面的現象中，生命本質的探討（諸受是苦），

而不必然要被歸結到「不苦不樂」的生活態度。 

4、無論是「雙非」句義還是「離四」句義，它們必然會在「離於

二邊」或「離此諸邊」之後，導向「此故彼」的緣起法則，乃至十二緣

                                                 
24 釋昭慧，《佛教規範倫理學》（臺北：法界出版社，2003 年），頁 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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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流轉與還滅的法則。 

5、因此，《雜阿含經》中的「中道」論，僅祇是實然層面的「緣起

中道」，尚未及於倫理層面的「八正道中道」。 

四、從「中道」到「八正道」──「中道」之衍
生義 

（一）「八正道」之字源與出處 

「八正道」，英譯應作 the correct eightfold path。筆者依 CBETA 而作

檢索，發現該一詞彙的出現次數也同樣不多。在《雜阿含經》中只出現

過十三次，《中阿含經》出現三次，《增壹阿含經》出現二次，《長阿含

經》未曾出現。 

但這種統計數字的呈現，並不能貿然詮釋作「《阿含經》不重視八

正道」；反之，在四部《阿含》中，八正道的內容可說是「俯拾即是」；

特別是在各種談到「苦滅道跡」的地方。只是它們大都直接依「正見」

乃至「正定」等八個法數，而被逐一陳述、解析，未必會總結作「八正

道」的統稱。 

這就像該經的「蘊相應教」，幾乎每一經都是在談五取蘊，但是出

現「五受陰」（即「五取蘊」）名相的經文，竟然相對有限。然而我們不

宜據此而發出「《雜阿含經》很少談到『五取蘊』」的結論。 

在另一部分經文中，「八正道」也被譯為「八聖道」——《雜阿含

經》中作此稱者計有十四處，《增壹阿含經》出現一次，《長阿含經》出

現二次。 

另外在《雜阿含經》中，有四次譯此為「八聖道分」，並且其中兩

處是在統述「三十七道品」時。《中阿含經》則有十五處譯此為「八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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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道」。25 

若依梵文而作對照，那麼稱為「八聖道分」或「八支聖道」，應是

較為符合梵文原義的。原來該一辭彙之梵語是 āryāstāngika-mārga，此中

ārya 即是「聖」義，mārga 有「道路、途徑」之義，asta 是「八」義，

而 anga 則為「支」或「分」義。āryāstāngika-mārga，可解釋為「成聖之

道的八個要件」，確實是「八聖道分」或「八支聖道」（英譯 the noble 

eightfold path）。 

既然如此，何以會出現「八正道」的名稱呢？筆者認為，這應是「正

見」乃至「正定」的八支，都用了「正」字——正見（梵：samyag-dr s t i，

英譯 right views）、正志（梵：samyak-samkalpa，英譯 right thoughts）、

正語（梵：samyag-vāc，英譯 right speech）、正業（梵：samyak-karmānta，

英譯 right action）、正命（梵：samyag-ājīva，英譯 right livelihood）、正

精進（梵：samyag-vyāyāna，英譯 right effort）、正念（梵：samyak-smr ti，

英 譯 right mindfulness ）、 正 定 （ 梵 ： samyak-samādhi ， 英 譯 right 

concentration）。這八者是成聖的八個正確途徑（八支聖道），從果溯因，

八支遂以「正確途徑」而名「正道」。 

以下在行文間，不再作此細微分別，而依漢譯常例，統稱之為「八

正道」。 

（二）「中道」與「八正道」之連結 

「中道」與「八正道」這兩項名詞（或兩組概念），在原始教典中

究竟是怎麼產生連結的？原來核心而古老的兩項概念，其名詞上的連結

                                                 
25 以上數目，均依《CBETA 電子佛典集成》光碟（2011 版），作關鍵字之蒐尋

與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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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自《中阿含經》，並且只出現於三部經中： 

1、第五十六卷第二○四經，「晡利多品」《羅摩經》。26 

2、第四十三卷第一六九經，「根本分別品」《拘樓瘦無諍經》。27 

3、第二十二卷第八十七經，「穢品」《求法經》。28 

此下分別敘述該三經的內容，並從經文前後脈絡中，完整理解從「中

道」連結到「八正道」的邏輯。 

1、《羅摩經》（《中阿含經》第五十六卷，二○四經） 

一時佛陀在舍衛國東園鹿子母堂，下午從禪坐起座之後，與阿難至

阿夷羅婆提河沐浴。阿難則請其餘比丘先至梵志羅摩家中，集坐說法，

自己則隨侍佛陀到阿夷羅婆提河，待到佛陀沐浴完畢後，請佛陀也駕臨

梵志羅摩家。佛陀在門外聽到比丘們正在說法，就站立在門外，不驚動、

不打斷他們。待到說法完畢，才略咳作聲並敲門進來（在此值得一提的

是：佛陀即使貴為「世尊」，但對弟子們依然輕微作聲以知會他的到來，

保持著禮貌與尊重的態度），詢問他們剛才說些什麼，大家是為了什麼

而集坐於此？比丘們回答：剛才是在說法（亦即不是閒談），是為了「法

事」而集坐於此。 

佛陀首先對比丘們讚善，並且提醒他們：「比丘集坐當行二事：一

曰說法，二曰默然。」亦即：開口就要為了說法，否則就要靜默。緊接

著他作了如下的開示。 

首先他向大家區分「聖求」與「非聖求」：「非聖求」的內容，會帶

                                                 
26 《中阿含經》，《大正藏》冊 1，頁 775 下-778 下。 
27 《中阿含經》，《大正藏》冊 1，頁 171 中-173 下。 
28 《中阿含經》，《大正藏》冊 1，頁 569 下-57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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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老、病、死、愁憂慼與種種穢污。但眾生卻味著其間，不見過患，不

思出離。相對而言，「聖求」是求無病、無老、無死，無愁憂慼，無穢

污法的無上安隱涅槃。 

以此佛陀憶述起他青年時代的修行歷程，那正是一段奔波道途而作

「聖求」的歲月。他知道王宮中應有盡有的五欲之樂絕非「聖求」，因

此從欲樂中超拔出來，出家訪道。一度曾向阿羅羅伽羅摩學習無所有處

定，雖然修學成就，卻發現那不是「聖求」的正途。他也曾向欝陀羅羅

摩子學習非有想非無想處定，雖然修學成就，卻發現那也不是「聖求」

的正途。雖然前後兩位大師都十分欣賞他，禮遇他，甚至為了留他下來

而邀他共同領眾，但是他知道那些世俗虛譽無關乎「聖求」，因此還是

毅然選擇離去。於是他也超越了禪定之樂的束縛。 

接著他行到象頂山南的欝鞞羅梵志村，尼連禪河側的斯那地方，為

了「聖求」而於菩提樹下以草為座而結跏趺坐，終於達致了「聖求」的

目標——證得無老、無死、無愁憂慼、無穢污的無上安隱涅槃。在此順

帶說明：本經並沒有述及他在此間六年苦行的經歷。 

成佛之後，他首先想報阿羅羅加摩、欝陀羅羅摩子等兩位禪師的教

導之恩，想為他們述說真正的「聖求」之法，這時有天人相告（他也以

天眼得知）：阿羅羅加摩已命終七日、欝陀羅羅摩子已命終二七日。佛

陀頗為惋惜，認為以他們的定力，倘若聽聞正法，將會迅速領解。於是

他憶及在苦行期間，長年為他執勞服務的五位比丘，他們已在佛陀放棄

苦行時遠離了佛陀。佛陀以天眼得知他們刻在波羅奈（今譯瓦拉那西）

城外的鹿野園中，於是啟程前往鹿野苑，並於途中隨緣度化了異學優陀。 

就在鹿野苑，佛陀第一次開示「聖求」之法，是為「三轉四諦十二

行法輪」。初見面時，五比丘依然無法相信他已成佛，原因是：連年苦

行都已無法成就了，如今食用妙好飲食，麻油塗體，豈不是多欲多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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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可能達致「聖求」境界。 

於是佛陀說出了如下離於苦樂二邊的中道論： 

五比丘！當知有二邊行，諸為道者所不當學：一曰著欲樂下賤

業，凡人所行；二曰自煩自苦，非賢聖求法，無義相應。五比丘！

捨此二邊，有取中道，成明、成智，成就於定，而得自在，趣智

趣覺，趣於涅槃，謂八正道，正見乃至正定，是謂為八。29 

佛陀對於修行過程中，如何才能真正符合「聖求」？如何只是「無

義相應」的「非聖求」，有十分簡潔的切割。那就是：欲樂與苦行都是

與「聖求」無關的「無義之苦」，捨此二邊，就要抉擇「中道」。中道是

一種不偏不倚的觀念，但這必須落實到生活中，作見地、思想、言行、

工作、勤奮、意念與專注力的長久訓練。具體而言，就是「八正道」或

「八聖道」──八條可以轉凡成聖的正確途徑。唯有作此「聖求」之努

力，才能達致無老、無死、無愁憂慼、無穢污的無上安隱涅槃。 

值得注意的是：苦與樂，在論典中的分類，是屬於無記（非善非惡）

類的。既然如此，苦行與樂行，為何又關乎倫理呢？原因是：樂行，特

別是耽溺於五欲之樂，有一種讓感官由亢奮、鈍化而麻木的變化過程。

因此一意從五欲的追逐中尋求快感，將使人不斷地加重刺激，或是變換

花樣。這兩者都會讓人的意志被渴欲牢牢捆綁，有些時候甚至傷害到其

他生命。而苦行雖未必傷害及人，但浪費歲月，折騰身體，最後徒勞無

功。因此，樂行是一邊，苦行是一邊，兩者都不是真正「善待自己」之

道，遑論「善待他人」。因此，樂受與苦受固然是無記性的，然而樂行

與苦行，卻可依其行為的過程與果效，而作出善或不善的倫理判斷。 

                                                 
29 《中阿含經》，《大正藏》冊 1，頁 777 下-77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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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經中大多數有關「離於二邊」的闡述，都是針對樂行（特別是五

欲之樂）。至於定樂與苦行，則本經只是談到佛陀未成道時的修學經驗，

並明確指出它們無法達致「聖求」。 

由此可見，五欲樂行最難為凡愚眾生之所抗拒，最需要作逐步的矯

治。至於其他兩種（定樂與苦行），則是修行人容易產生的迷障，同樣

須要有「不偏苦樂二邊」的中道智慧，否則會陷入為五欲之所奴役的迷

障中，或是蒙受世人讚歎但卻徒勞無功，而無法再作向上提昇。 

2、《拘樓瘦無諍經》（《中阿含經》第四十三卷，一六九經） 

本經的重點在討論云何「無諍」。無諍（aran a），音譯阿蘭那或阿蘭

若，義譯為寂靜處，原指遠離塵囂而適合於出家人修行與居住之僻靜場

所。若依此修行而達於內心的寂靜，使得各種「諍」的紛擾止息不起，

即可謂之「無諍行」。本經又名「分別無諍經」。30本經如何分別「無諍」？

原來，它的判斷標準非常明確： 

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行，是故此法則有諍也。……

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行，是故此法則無諍也。31 

在本經中，列出了包括「求欲樂、求苦行」等等，一連串會帶來苦、

煩、熱、憂的邪行，也列出了包括「離此二邊，則有中道」乃至「趣於

涅槃」等一連串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的正行。前者都是「有諍」

行，後者即是「無諍」行。 

有關「離此二邊」的「中道」義，在此是指離於「苦、樂」的二邊： 

莫求欲樂、極下賤業，為凡夫行。亦莫求自身苦行，至苦，非聖

                                                 
30 《中阿含經》，《大正藏》冊 1，頁 701 中-703 下。 
31 同上註，頁 70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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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無義相應。離此二邊，則有中道，成眼成智，自在成定，趣

智、趣覺、趣於涅槃。……莫求欲樂、極下賤業，為凡夫行，

是說一邊。亦莫求自身苦行，至苦非聖行，無義相應者，是說

二邊。32 

離此二邊，則有中道，成眼成智，自在成定，趣智、趣覺、趣涅

槃者。此何因說？有聖道八支，正見乃至正定，是謂為八。……

若有欲相應與喜樂俱，極下賤業，為凡夫行，此法有苦、有煩、

有熱、有憂慼邪行。彼知此已，則便自譏。所以者何？欲者，無

常、苦、磨滅法，彼知欲無常已，是故彼一切有苦、有煩、有熱、

有憂慼邪行，彼知此已，是故便自譏。33 

沙門、梵志所可畏怖的「至苦」並非「聖行」，而是有苦、有煩、

有熱、有憂慼的邪行，這是一邊；但是「欲相應，與喜樂俱」的欲樂，

更是「極下賤業」的凡夫行，當然同樣是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的

邪行，這又是一邊。這兩邊皆屬「有諍行」。 

離此至苦與欲樂的二邊，才有成正覺而向於涅槃的「中道」可言。

而這種中道行，才會是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的正行，也才會是「無

諍行」。中道行當然也會帶來快樂，但本經區別這是「聖樂」，而非「凡

夫樂」。 

至於帶來「聖樂」之無諍行，其具體做法是什麼呢？原來那就是修

學「離欲、離惡不善之法」的初禪乃至四禪。 

云何有樂，是聖樂、無欲樂、離樂、息樂、正覺之樂，無食，無

                                                 
32 同上註，頁 701 中-下。 
33 同上註，頁 70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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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可修、可習、可廣布，我說於彼則可修耶？若有比丘離欲、

離惡不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此樂是聖樂、無欲樂、離樂、

息樂、正覺之樂，無食無生死，可修、可習、可廣布，我說於

彼則可修也。決定於齊，決定知已，所有內樂當求彼者，因此

故說。34 

四禪雖然是共世間法，但是一方面定樂屬於「內樂」，而非奔逐五

欲的外在享樂，另一方面，它也是進一步修觀發慧的基礎。因此在《中

阿含經》中，顯然把它當作是厭下欣上的世間清淨之法，以及進證「聖

樂」的增上心學。 

本經末尾，佛陀特別讚歎須菩提說：「須菩提族姓子以無諍道，於

後知法如法。」並於結頌中說： 

知法如真實，須菩提說偈：此行真實空，捨此住止息。35 

這段佛對須菩提的授記，以及須菩提的解空偈言，應即是《金剛經》

中有關須菩提蒙佛授記並自述「阿蘭那行」的出處。佛說他因為具足「無

諍三昧」的緣故，成為人群中最為尊貴的離欲阿羅漢，那麼「無諍三昧」

是什麼內容，也就呼之欲出了。 

原來，「無諍三昧」就是能夠如實知法與非法，離於二邊的中道行，

這樣的中道智慧，對於生活、修行與說法、度眾，能夠作出相對最好的

抉擇。而前述四禪成就，只是其中一種無諍行。 

「無諍」一詞（aran a, aran ā, aran ya），原來是指遠離聚落塵囂的寂

靜場域，因為這樣的場域可以讓身心寂靜，有助於出家修行，這即是將

                                                 
34 《中阿含經》，《大正藏》冊 1，頁 743 上。 
35 《中阿含經》，《大正藏》冊 1，頁 70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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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毘婆沙論》所述三種諍中的「蘊諍」（亦即五蘊紛擾的狀態）予以

緩解。 

但從 aran ya 也譯作「無諍處」來看，顯然 aran a 或 aran ya 已進一步

衍申為一種寂靜和諧而無所紛擾的心理狀態。紛擾固然可能來自於聚落

塵囂，但更多時候還是來自煩惱的翻騰；因此所謂「阿蘭若念處」，即

將心念從身外拉到身內，以達於寂靜和諧而無所紛擾的生命境界，由外

而內地呈現一種寧靜致遠的性格特質，這就從減除「蘊諍」而達到了減

除「煩惱諍」的效果。 

若進一步以此寂靜和諧而無所紛擾的心性，善巧體諒周遭眾生，將

彼此的對立與諍執消弭於無形，這將進一步減除「鬥諍」的紛擾。36 

而本經談「中道」的最大特色，即在於它同樣是談離於苦、樂二邊

的「中道」，卻特別帶到了「內樂」的四禪成就，以此作為「聖樂」的

基礎。亦即：本經的「中道」論，特別發揮了八正道中的「正定」——

四禪成就時，無煩無熱而內極寂靜的「無諍」深義。 

3、《求法經》（《中阿含經》第二十二卷，八十七經） 

《求法經》的說法地點在拘薩羅國，當時佛陀座下的名德上座比丘

舍梨弗、目揵連、大迦葉、大迦旃延、阿那律陀、麗越、阿難都齊聚佛

陀座下。 

佛陀勉勵弟子們： 

汝等當行求法，莫行求飲食。所以者何？我慈愍弟子故，欲令行

                                                 
36 以上有關「無諍行」與「無諍三昧」義，詳見筆者所著〈無諍、無諍行、無

諍三昧與「諸法無諍三昧法門」──兼論〈諸法無諍三昧法門〉中之「無諍」

意涵〉，《玄奘佛學研究》16 期（2011 年 9 月），頁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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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法，不行求飲食。若汝等行求飲食，不行求法者，汝等既自惡，

我亦無名稱。若汝等行求法，不行求飲食者，汝等既自好，我亦

有名稱。37 

這是勉勵弟子們，但為法來，不為飲食。這樣修道的動機純正，對

自己有大助益，也避免牽累佛陀（讓世人因弟子們的不良舉止，而對佛

陀產生惡譽）。 

緊接著佛陀舉例讓比丘們瞭解：如何才是「為法」而「不為飲食」

的良好表現。然後總結說： 

若有法、律尊師樂住遠離，上弟子不樂住遠離者，彼法、律不饒

益多人，多人不得樂，非為愍傷世間，亦非為天為人求義及饒益，

求安隱快樂。……中、下弟子……。若有法、律尊師樂住遠離，

上弟子亦樂住遠離者，彼法、律饒益多人，多人得樂，為愍傷世

間，亦為天為人求義及饒益，求安隱快樂。……中、下弟子……。38 

亦即：弟子無問是上品還是中、下品的修道資質，只要他們與尊師

一樣「樂住遠離」，那麼尊師所傳而他們所學的法與律，就能饒益眾生；

反之，弟子無問是上品還是中、下品的修道資質，只要他們與尊師風範

背道而馳而「不樂住遠離」，那麼尊師所傳而他們所學的法與律，就無

法饒益眾生。 

這段話一般人肯定是無法理解的，因此佛陀命舍利弗為諸比丘作進

一步的闡述，自己則因背痛而就地作吉祥臥，稍事休息。 

舍利弗受教說法時，首先詢問比丘們對前所聞佛陀的極略說法，如

                                                 
37 《中阿含經》，《大正藏》冊 1，頁 507 上。 
38 同上註，頁 50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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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理解？如何闡述？於是有的比丘說：長老上尊若宣說已證阿羅漢，會

讓其餘比丘歡喜。有的比丘說：中、下資質的弟子若都求願無上涅槃，

會讓其餘比丘歡喜。 

他們的答案都不符合舍利弗的心意。於是舍利弗這才開始闡述其

義： 

弟子無問是上品還是中、下品的修道資質，只要他們與尊師風範背

道而馳而「不樂住遠離」，那麼他們就形成了三個可被毀責的過失：一、

尊師樂住遠離，弟子竟然不學捨離。二、尊師說可斷（煩惱）法，弟子

竟不斷彼法。三、尊師教導弟子證果的方法，弟子竟然棄捨不學。 

反之，弟子無問是上品還是中、下品的修道資質，只要他們與尊師

一樣「樂住遠離」，那麼他們已經成就了三個可被稱歎的功德：一、尊

師樂住遠離，弟子也學捨離。二、尊師說可斷（煩惱）法，弟子便斷彼

法。三、尊師教導弟子證果的方便（方法），弟子精進勤學，不棄捨可

以證果的方法。 

相較之下可以發現：舍利弗的闡述非常周延，從佛陀所說的「樂住

遠離」，進一步演繹到斷煩惱、證聖果。這不僅是其他比丘所說的：「發

願、證果，會讓其餘比丘歡喜。」這樣的所見實在太淺，舍利弗並不滿

意。他的提示把格局從個人的解脫，拉到了「令正法久住」的層次。佛

陀轉法輪的意旨，不僅祇於指點少數「個人」轉凡成聖，那只是「汝等

自好」的一個面向。另一面向是「令正法久住」，亦即讓佛陀教法在世

間流傳時，有著良好的名聲，以獲取世人對佛法的信心。而與尊師一樣

「樂住遠離」、斷煩惱、證聖果，這不但對自己有好處，也將對眾生大

有饒益，因為這會讓世人對佛陀的教法，產生信心與讚歎。 

接著舍利弗教導比丘們一套從檢視心念、斷除惡念、令心安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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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樂、得法喜、得神通、成正覺，直到證涅槃的「中道」修行論。然後

才帶到了「八正道」： 

復有中道能得心住，得定得樂，順法次法，得通得覺，亦得涅槃，

謂八支聖道，正見乃至正定，是為八。39 

也就是說：欲達致令心安住得定樂、得法喜、得神通、成正覺直到

證涅槃的「中道」修行，正是「八正道」。 

舍利弗的講述重點在於：斷煩惱、得解脫，必須從心念來下手訓練。

但是並非孤懸「心念」作為標的，那必須配合正確的見地、思想、言行、

工作、勤奮、意念與專注力（八正道）的長久訓練。那才有可能讓奔騰

於有、無、斷、常、一、異等二邊，如同脫韁野馬般的觀念偏執，以及

耽習於欲樂、苦行二邊且頑強難改的生活慣性，逐漸獲得矯治而導歸正

途。 

而無論是心念的善惡，還是言行的對錯，都具足了極高的倫理意義。 

（三）小結 

總上所述教證，可以歸納出《中阿含經》「中道」論的特色： 

1、其中兩經都是從離於「苦、樂」的「雙非」句義，進一步帶出

「八正道」，只有一經，舍利弗所說「中道」，是直接從「樂住遠離」切

入主題，而出「八正道」的。 

2、只有一經是從離於「苦、樂」的「雙非」句義，點出四禪成就

的「內樂」，可以臻於「聖樂」。這是專述「八正道」中的「正定」功效。 

3、無論是「雙非」句義還是「八正道」，它們大都是依於「實然」

層面的緣起法則，而進一步點出了「應然」的生活態度、倫理抉擇與修

                                                 
39 《中阿含經》，《大正藏》冊 1，頁 571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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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途徑。 

4、因此，《中阿含經》中的「中道」論，已經是倫理層面的「八正

道中道」。 

五、結語 
本文出發於對「中道」之倫理意義的研究動機，卻有了兩項意外的

收獲： 

一、《雜阿含經》依「不有、不無」、「不常、不斷」、「不一、不異」、

「非自作、非他作、非自他共作、非無因作」等「中道」義，連結佛法

核心理論的「緣起」義而作開演。「中道」在此，因此被歸類為「緣起

中道」。後世的中觀者即此而鋪展「緣起、性空、中道」義。印順導師

的《中觀今論》，即是依此「緣起中道」義而作闡述。 

但在《雜阿含經》中，尚未將「中道」指向生活態度上「離於苦、

樂二邊」的中道，或倫理意義與修道方法上的「八正道」。並非《雜阿

含經》全然不談離於苦、樂二邊或八正道的內容。相反的，這些內容當

然都在《雜阿含經》中，存留著豐富的教證。 

二、從「緣起中道」的理論基礎，進一步拓展開來，將「中道」從

如實知見，導向「離於苦樂二邊」的生活態度，指出它即是富含倫理意

義的「八正道」——八項正確的修行途徑，這是到了《中阿含經》才出

現的。「中道」在此，被歸類為「八正道中道」。印順導師的〈中道泛論〉

與〈中道之佛教〉，即是依此「八正道中道」義而作闡述。筆者在《佛

教規範倫理學》第六章中的「中道論」，依然如此。 

但要將「中道」這種「離於二邊」的思維法則，運用到生活的態度

與倫理的判斷，拿來指向一套完備的修道方法——「八正道」，則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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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含經》「中道論」的特色。 

因此本文依於兩大脈絡展開討論：首先依《雜阿含經》談「中道」

的根源義，即「雙非句義與「離四」句義；是為「緣起中道」。其次依

《中阿含經》談「中道」的衍生義，即生活態度上離於苦、樂二邊的中

道，以及作為修持要領的「八正道」；是為「八正道中道」。 

依此根源義與衍生義的兩大探究脈絡，本文達致的研究結論即是： 

在原始佛教聖典中，知見上「非有非無」、「不常不斷」、「非一非異」

等雙非句義，與「非自作、非他作、非共作、非無因作」等離四句義，

正是「中道」的根源義；而生活上「離於苦、樂二邊」的雙非句義，以

及倫理上「八正道」的開展，則是「中道」的衍生義。 

如實知見的中道論，要如何導引出倫理向度與生活態度與的中道

論？實然的中道知見，要如何運用在應然層面，作出正確的倫理判斷？

又要如何在生活層面拿來遇事練心？這是十分重要的。唯有真正理解及

此，我們才能「將佛法運用於生活中」，也才能體悟禪宗古德的「搬柴

運水無不是道」，「平常心是道」，其「道」安在？作了如是精準的認知，

才能精準地付諸行動，而不會流於空口白話的口頭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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