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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中道觀的根源義、普遍義與終極義 
——從印順導師的觀點進入 

 
 

葉 海 煙
∗ 

 

摘要： 

佛法中道觀在龍樹「八不中道」的引領之下，經由「緣起性空」本

具之根源義與普遍義，以迄真常系之大乘思想；其間，此一中道之思想

已然出現觀念與理論的諸多轉折、分歧與綜攝之歷程。如今，經由印順

導師以「成佛之道」為義理脈絡之主軸，展開其足以攝小向大、賅末還

本的全向度的探索與闡發，佛法中道觀終於有了通貫一切佛理之真實而

整全之意涵，而中道、中道觀之為佛教倫理之普遍原理、通貫原理、終

極原理與實踐原理，乃得以全面地被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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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uddhist doctrine of the middle path under the guidance of 
Nargajuna’s “eight negations of the middle way” went through the 
fundamental and general meanings rooted in the notions of “dependent 
co-arising and emptiness” and evolved within the discourses of the 
Mahayana ideas about the absolute mind. Throughout the process, the ideas 
and theories about the middle path have gone through various turns, 
divergence, and syncretism. Today, “the way to Buddahood” expounded by 
Venerable Yi-Shun” serves as an ideological axis to develop and elucidate 
the dharmas. The middle path view can finally be approached with genuine 
and comprehensive meanings that can integrate all Buddha dharma. Hence, 
the middle path and the viewpoint of the middle path are thus justified as the 
general, universal, ultimate, and practical principles of Buddhist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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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就佛法之解悟與修持，以及慈悲利生、度人、救世的種種法門為基點，

來探索成佛之道以及其相應的理論，並從而迴觀原始佛教以緣起性空之妙

義究竟如何播衍其經教與理行相即相融的意義統系，便可見其中顯然已蘊

含著「中道」、「中觀」之內在理則，以及由此所延展開來的整全性思維與

綜攝性理路──而在此一具有根源性、開放性、歷程性、普遍性以及終極

性、無限性的多元脈絡之間，吾人實不能不善解所謂「多元」並非分歧之

義，尤其是在對治那全心邁向解脫之道的實踐修為所可能遭遇的種種生命

課題不斷生發之際，佛法應機設教的全向度的觀念體系內部實始終進行著

「一中有多，多中有一」的涵攝與整合。而所謂「脈絡」或「系統」，對那

志在照料此一身心綰結、靈肉磨合的生命個體，以企求正定寂滅，而由此

踐履超越之路徑的精神鍛鍊而言，則是「動而能靜，靜而能動」的斂藏與

開顯相互為用、彼此呼應所示現的莫大之真實。 

由此看來，在三乘、五乘終歸一乘、佛乘的成佛之道上，無論是隨類

得解的應機之教，或是聞聲悟入的契理之法，乃在在是「中道」之原理與

精神之體現。而至於胸懷廣大、理想高張的「人間佛教」之所以能遂行其

秉持佛陀「上求菩提，下化眾生」之為「大醫王」之深心大願，其真實之

緣由也不外乎「中道」作為一實踐原則在「世出」與「世入」雙向並行之

際，所充分流露出來的大悲與大智二合一的妙義、奧義、甚深之義以及不

可思議的超越之義──在此，所謂「超越」，乃旨在借現代哲學之名相與概

念，以譬喻佛教之教義教理以及種種方便法門所可能培成的真實而圓滿的

悟境與覺行，而其間乃自有其發源於印度初始佛教以迄中國大乘佛教的宏

肆理路與高明理想。因此，「中論」、「中觀」或「中道」之所以為「中」者，

亦即旨在以成佛之道之根源性原理、普遍性原理與終極性原理三合一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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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取向與精神取向，以突出佛法、佛理與佛教之為一正信正解之宗教所已

然蘊藏之真實、圓滿以至於無限、無極、無終之深廣意趣。 

因此，本文乃試圖聚焦於佛法之中道、中觀以及始終堅守中道之精神，

探究其中所蘊含的根源之義、普遍之義與終極之義（此乃側重「中道」所

突出的「理入」之義，以及其所揭露的「真空」之義而言），並從而開發中

道與中觀的實踐之義、道德之義與倫理之義（此則側重「中道」所突出的

「行入」之義，以及其所顯發的「妙有」之義）。由此看來，吾人顯然可以

通過一定的概念系統，舖展出當代人間佛教以其悲智雙運之精神，所意欲

發揚的佛法原初之義──即空有無礙、理行兼攝、小大俱圓、終始一貫的

甚深義諦。 

一、中道觀的根源義與普遍義 
除非吾人甘願得少便足、淺嘗即止，否則一旦深入經教，咀嚼法味，

而因此追根究底，迴本溯源地探索佛陀浩瀚淵深之思想底蘊，並由此揭

發其中所涵覆的「中道」之意趣以及「中觀」之精義，則顯然非從佛教

經教體系之形成與發展，以及佛教義理組織之建構與流變，這兩個側面

同時著手不可。 

而對此一解行並重、悲智雙運的宗教課題，當代佛教龍象印順導師

（以下簡稱「導師」）的系列著作，則已然開闢出十分穩妥而利便的入

門之路。總的看來，導師從全面性的概論或導論著手，以至於推擴其深

入一經一法一門一義的湛深之著，乃旨在全向度地引領所有初學者邁向

佛法無邊之義海，甚而鼓舞所有修行之人勇敢而果毅地跨越一己心理意

識之險阻以及個人思惟理念之障礙，而因此堅信個人終究可以上達於

「百變不離其宗」的高妙遠大之境 此一人人嚮慕的修行之標的，實

能拉拔吾人一心向上，並志在四方，以脫卸此一混濁世間所有可能玷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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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身心之污穢。 

其間，任一湧動「成佛」之壯志大願之人，其生活歷程中確實可能

隨時隨處洋溢著真實之生命、良善之德性以及諸多不可思議、不假言詮

之興味、悅樂、吉慶與福泰，而其所以能慷慨奉獻一生以迴向無邊眾生

者，也緣於如此之自我期盼、如此之自我鼓舞、如此自信自勵之自我探

索，而如此歷歷分明之生命經驗其實始終都在文本琢磨與思維澄清二者

相輔相成的學問歷程之中 導師慨然付出百年之孤寂與清冷所成就

者，即彷彿那由經典詮釋、思維學問與智慧德行一貫地鑄就而成的道道

光芒，恒定地映現於人心與人世相接相銜之幽暗地。 

在此，且讓我們略略賞玩那由導師用心舖陳而成的真實的佛教風

貌，並同時品味其中自生自現的盎然理趣與燦然有序的文本條理，從而

探勘「中道」的根源義與普遍義。基本上，導師治學的進路即是符合中

道精神的方法與徑向——亦即是以「方法之中道」來從事其研磨根本而

真實之佛法與佛理的學術工作。在此，吾人應可通過對導師著作的探究

與理解，來為導師於其一生的佛法研究歷程中所體踐的中道精神，並因

而豁顯出佛教中道觀的真實義理，作一具體之例證。 

首先，以導師最重要的著述集成《妙雲集》為例，共二十四冊，分

上、中、下三編，其編輯之次第，在上編七冊中，即依佛法三大系：中

觀系（空系）、唯識系與真常系三系之先後，來編定經論的順序，而這

恰恰透露導師對佛法的研究，一方面全面性地照應到佛教思想發展的歷

史，一方面則始終順應著佛法內部之理論形成過程以及其核心之觀念構

成。當然，導師仍有大量的著作有其特定之主題、特定之內容以及特定

之體裁，其中或有所綜合，或有所貫通，或有所融會，或有其刻意突出

之目的，但都各顯其源自佛法根柢處的「開宗」之意，也都各有其為宣

揚佛法，為推擴佛教的「明義」之用心，而這樣的隨機應教契理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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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是導師在深入理解佛教經論與佛法理論因而依序揭顯「中觀」之大

義的同時，所親身履踐且全方位展現其辯才無礙、如如無諍的「中道」

之作為，而此一始終在佛法「中道」精神引領下的論述工作，其精采自

是在佛教思想作為一大「智慧之學」——不僅是「愛智」，也不止於「樂

道」，而是深入智慧大海以體道行道而終於成就無上之「成佛之道」的

大學問、真學問。 

對此，昭慧法師在研究《妙雲集》，並繼而從事相關之教學與推廣

之工作的同時，已然做出相當難能可貴的學術業績。而他在《妙雲集》

的教學中所體會出的心得，正充分表露出導師此一始終堅持「中道」以

治學的基本態度： 

《妙雲集》整體而言，固然三乘境行果講得很完整，但它的特色，

畢竟還是在於慧學。在戒學與定學方面，雖然有導師特殊的見

地，但相形之下畢竟著墨較少。戒定慧必須相濟，《妙雲集》在

戒學與定學方面的篇幅雖少，卻不表示導師不重視它們，也不表

示我們就可以不重視它。1 

由此看來，在以「慧學」為中心的治學取向中，導師並不輕戒學與

定學，而是將它們納入佛教思想發展所已然呈現的思維與修行（即「理

入」與「行入」）二者並行並重的義理脈絡中。因此，昭慧法師認為導

師的治學方法即是「佛法」，並將之歸納出下述四個重點：一、從論入

手，二、重於大義，三、重於辨異，四、重於思維。2而如此之治學，如

此奉獻其一生於做真實的學問的生命志業，導師又何嘗只是某一宗派的

                                                 
1 釋昭慧主講，《妙雲集導論》（臺南：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金會，2001 年 4 月

初版），頁 88-89。 
2 同上註，頁 173-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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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師？3而他也不是一般純做學問的考據學者，只因為導師的生命中有十

足強烈而端嚴的宗教情操。4 

當然，導師作為一深研佛法的佛法大家（或可稱之為「佛學大師」），

他的論學、辨異，而且持續地以正知、正見、正思惟的方法與進路（其

中自有其對此一方法與進路的論述，或可稱之為導師的「方法論」），則

自有其特殊而獨到的見地，如其以「中觀」為究竟義，並在「辨異」的

學問道上，強謂唯識、真常二系之「應機設教」的深義，其所採取、所

堅持的正是「一以貫之」的「中道」之精神與態度。5因此，導師對所

有修習佛法者最大的關切便是希望大家先行培養正知正見，而「緣起」、

「性空」與「中道」等基礎之觀念與普遍之原則，正恰恰是培養正知正

見的「佛學知見」。6因此，唯有先行修戒、習禪，而後吾人纔可能在正

定中發正知與正見，以入於空觀與慧觀，而徹底地解構吾人根深蒂固之

我執與法執 而這就是佛法解脫道之正途。7 

由此看來，導師此一歸宗於佛法的「方法之中道」或謂「方法論之

中道」，其源頭恰正是佛教中觀之學，而中觀、中道與中論作為導師佛

法之正知正見，更是其來有自。首先，導師斷言「空」為佛法之特質，

乃是對佛法之為佛法，以及佛教之為佛教，所做出的準確判斷，而佛法

之有別於世間法，佛教之異於其他宗教，也在此一空義的建立、發揚與

開展的過程中逐步突出其理論之特質以及無可遏抑的思維效力。而對此

                                                 
3 如同太虛大師，導師並不是只服膺一宗一派的徒裔，因為真正的「佛門弟子」，

是不屬於任何宗派的。見前揭書，頁 186。 
4 同註 1，頁 187。 
5 同註 1，頁 81。 
6 同註 1，頁 54。 
7 同註 1，頁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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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法奧義，導師則經由其深入「性空學」的探源工作，舉重若輕地從

容道來。他斷言佛法之為佛法的特質所在，一為「緣起」，一為「無我」。

8此一論斷顯然緣於導師對性空學之深造有得，因此，他乃信誓旦旦地如

此闡析：「緣起業果的傾向種子與細心，無我的傾向於空，確是根本佛

法所含蓄而有其必然開展之勢的。無我既是佛法的要義，佛弟子自不能

不深切注意；對無我的考察開發，理論上必然地要趨向達到於空。空義

就這樣一天天的發展光大起來。」9由此看來，導師實深解並深信空義之

真實義、奧妙義，乃如此苦口婆心地叮囑學佛之人不能不扣緊空義之為

佛法要義，並須時時以「化私為公」的無我之精神，作為道德實踐之根

本原則，以根本地破除我見，而得以順「空義是無我的開發」的必然之

路（當也是實然且應然之路），一逕邁向解脫之道。 

而對空義的必然性的考察，導師進一步提出兩個思考的側面：一是

「解脫道必歸於空」，二是「菩提道有需於空」。10而解脫道終歸於「一

切法寂滅無生不可得」，意即歸於畢竟空；至於菩提道則將成佛與菩薩

行二者予以貫通，而以空性為平等無差別的真理。導師如此理解，如此

清澈地參透空之究竟義，其實已發露出空有無礙、佛與眾生平等的中道

精神：「空是平等真理，一切眾生在空性上平等無差別，而空性又是成

佛的因，一切眾生皆可成佛的一乘思想，是一呼即出了。這雖是後期佛

教特別發揮的，但在菩薩道的發揚中，本就蘊含有這種傾向的。要成立

菩薩道，在行上是多住空門，在理論上以平等空理為基本，這是理論上

的必然要求。」11在此，導師一方面顧及了佛法的理論與實踐二者相符

                                                 
8 釋印順，《性空學探源》（臺北：正聞出版社，1992 年 4 月修訂一版），頁 111。 
9 同上註，頁 111。 
10 同上註，頁 111-116。 
11 同上註，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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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的中道原則，另一方面也充分注意到佛教先後期理論發展的內在必

然之理，而這正恰似儒家之以「時中大義」看待儒者之立身處世，學佛

之人又何嘗能自外於佛法之時中大義所逼顯的歷史感、境遇感與時代感

三合一的應機契理之中道？ 

由此，吾人應可轉入於導師深入經教的析理工夫，以實際理解具有

實證性、根源性與普遍性的原始佛理。特別是在龍樹三論所直接揭示的

中觀之學的意義脈絡裡，導師更明白而切要地經由講論經典的詮釋進

路，大開《中論》之宗旨，並同時闡明「中觀」之真諦——導師認為《中

論》乃「先論空有無礙：假名性空，在龍樹的思想中，是融通無礙的。

但即空即有的無礙妙義，要有中觀的正見才知道。如沒有方便，一般人

是不能領會的，即空即有，反而變成了似乎深奧的空論玄談。」12原來，

解空本就大不易，破執更是艱難；而流於「空論玄談」，則是莫大的危

機——不只是思想的危機、心理意識的危機，更是吾人生命難以全然豁

免的危機。因此，導師在其深探「即空即有」的中道妙義的過程中，纔

如此堅信：非要有「中觀」的正知正見不可。也就是說：方法或方法論

的中道絕不能停滯於理論的抽象層次，而理當經由更開闊的「論述、論

證與論理的中道」以及「意義與詮解並行的中道」，一逕上達於密契「方

便般若」的實踐的中道。如此一來，學佛之人纔可能真正避開空論玄談

的陷阱，而步上畢竟成佛的真實的康莊大道——這不正突顯佛教中道觀

乃自有其源自於「佛與眾生本就無殊」的根源之義，以及那足以涵覆一

切眾生並橫亙無盡時空的普遍之義？ 

此外，由「緣起性空」所引開來的正思惟，乃是要吾人認識緣起，

而要認識緣起，便必須先知道「空」的真實義，因為唯有「空卻自性」，

                                                 
12 釋印順，《中觀論頌講記》（臺北：正聞出版社，1992 年 1 月修訂一版），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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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纔可能洞見無自性的緣起，而緣起本來空寂。因此，導師歸結一句：

「唯有在畢竟空中，才能徹底通達緣起的因果性相力用。」13而鈍根之

人不離緣起而觀性空，利根之人則縱然不觀緣起，卻也同時能在空中現

見一切法的幻相宛然，這就是「性空不礙緣起，緣起不礙性空的中道妙

悟。」14在此，導師或直接在解勝義空見中道義，或依緣起法說二諦教

的不空之空，同樣都旨在以中道與中觀戡破錯誤的根本自性見，以徹悟

諸法的無自性空，佛陀說空的真意即在此。15而導師坦然直言而無任何

躲閃的「中道妙悟」，更明明白白地建立在龍樹中論的基礎上。至於導

師進一步和一致地將性空之學與真常之教予以融通，則是他在通達三系

經教之後，所慨然道出的悲切之語： 

深觀自我的緣生無自性，悟入我我所一切法空；從這性空一門進

去，或者見空，或者達到空有無礙。龍樹說：「以無所得故，得

無所礙」。所以無論鈍利，一空到底，從空入中道，達性空唯名

的緣起究竟相。這樣，先以一切法空的方法，擊破凡夫的根本自

性見，通達緣起性空，轉入無礙妙境，不能立即從即空即有，即

有即空起修。本論名為中觀，而重心在開示一切法空的觀門，明

一切法「不生不滅」等自性不可得。這不是不談圓中，不深妙；

卻是扼要，是深刻正確。那直從空有無礙出發的，迷悟的抉擇既

難以顯明，根本自性見也就難以擊破。中國學佛者，有兩句話：

「只怕不成佛，不怕不會說法」；我現在可以這樣說：「只怕不破

                                                 
13 釋印順，《中觀論頌講記》（臺北：正聞出版社，1992 年 1 月修訂一版），頁 25。 
14 同上註，頁 25。 
15 同上註，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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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不怕不圓融」。初心學佛者，請打破凡聖一關再說！
16 

以上這一段肺腑之言，對那些執意於「真常」，以至於以「圓融」

自我標榜者，難道不會起些許的棒喝作用？而導師在認定《中論》之意

涵有其三大特殊義——空有無礙、小大並暢，以及或立或破之善巧之

後，立即如此讚嘆：「龍樹深入佛教法的緣起，在立破上，可說善巧到

了頂點。」17這不也證明唯有不離緣起而解自性空之真實義，纔能達到

世出世入的一貫與融通，而如此將聲聞法與菩薩法平等地放在解脫道

上，因此認定聲聞人與菩薩人同樣可以獲得解脫，不就是將中道觀的根

源義與普遍義二者予以通貫的深心悲願？而吾人又如何能輕易地將具

根源義的「性空」與具普遍義的「妙有」割裂為二？ 

二、中道觀的終極義 
眾所周知，在《中論》裡的這一段蘊含「證成」之理的文字經常地

被引用而受到普遍的重視：「眾因緣生法，我說即是空，亦為是假名，

亦是中道義；未嘗有一法，不從因緣生，是故一切法，無不是空者。」18

此頌乃旨在證成一切法之無自性空，而此緣生性空之空是不礙有的——

導師稱之為「不著空的正見」。19他於是引《心經》：「色不異空，空不異

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故空中無色。」以及華嚴經：「有相無相

無差別，至於究竟皆無相」，作為《中論》二諦無礙，以上達於畢竟空

寂的實證。而他也同時肯定屬真常系的華嚴宗之圓融觀乃是悟入實相必

                                                 
16 同上註，頁 26-27。 
17 同上註，頁 35。 
18 龍樹，《中論》〈觀四諦品〉卷 4，《大正藏》冊 30，頁 33 中。 
19 同上註，頁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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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歷程，導師於是如此讚歎：「如本頌雖明白性空與假名有的二諦相

即，而真意在空，這才是指歸正觀悟入的要意所在，為學者求證的目標

所在。末後無不是空者一句，是怎樣的指出中論正宗呀！」20由此可見，

導師一心旨在發揚性空經論的「共義」──即不離空有二邊，亦不滯空

有二邊的中道，而這正是「中論正宗」，也正是龍樹宗風，更是佛法正

宗。導師於是溯源返本地深究原始佛教經典，而不願只在佛教後期的真

常、唯心、妙有的大乘教中去討一些仍不究竟的所謂「究竟」，去求一

些仍不圓融的所謂「圓融」，他反而樂意孤寂清冷地不附會、不穿鑿、

不錦上添花地搬弄一些巧言與美語。由此看來，縱然已然照見「一切法

無不是空者」的中觀的終極之義，導師似乎仍然不願坐享其成地耽在此

一終極之境，他反而甘願在說空道有的心路歷程中，始終保守住中道與

中觀的根本意趣，做一名質樸實在的學問僧。 

至於所謂「八不中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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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稽首禮佛，諸說中第一。」21

這二頌八句實乃《中論》全論之宗旨所在，即所謂「標宗」，而它正包

含著世間法最根本、最普遍的法則──它涵蓋了現起、時間、空間與運

動四個側面的意義，而以西方哲學的概念思維觀之，這四個側面都屬於

現象界，因此導師斷言此四義總攝一切（即一切之存有與現象之總體）。

22並隨即如此斷言：「如執有真實自性的八法（四對），就不能理解說明

世間的實相，所以一一的給以否定說：不生、不滅、不常、不斷、不一、

不異、不來、不去。八不可以作多種不同的觀察，綜合這八不，可以破

                                                 
20 釋印順，《中觀論頌講記》（臺北：正聞出版社，1992 年 1 月修訂一版），頁

473-474。 
21 龍樹，《中論》〈觀因緣品〉卷 1，《大正藏》冊 30，頁 1 中。 
22 同上註，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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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切戲論；就是單說一句不生或不常，如能正確的理解，也可破一切。」

23原來，中觀正見乃首在觀八不緣起，亦即從生滅一異的假有，揭顯不

生不滅等八不之緣起性空義，而這自可兼攝二諦：「所以從勝義諦說，

不生不滅等，是緣起法的本性空寂。從世俗諦說，這是緣起的幻相無實；

而世俗與勝義是無礙的，這才是本論的正見。」24由此看來，八不緣起

實已然在空有之間開出中道坦途，並進而從生滅顯示寂滅，這恰正是佛

說緣起的目的所在。25此外，導師更讚歎《中論》語言的「單複橫豎」，

乃單複無礙，橫豎無礙，故云：「橫的是假名，豎的是中道，中即離能

離所而為自覺的境界。但執著絕對中道，把他同假名對立，還不是一樣

的錯誤嗎？」26如此隨說隨掃，又立又破，而終不偏不滯，不落兩邊，

纔真正是中道，也纔真正是中道之為中道、中觀之為中觀的真實義，而

如此融攝方法之大用於遠大莊嚴之目的之中，融修行之善巧方便於實相

無相之真實內涵，又豈能一味地在言說與思惟的變化與流動裡耽享義

理、義味與義趣的妙奧與深邃？ 

而性空不妨唯名，唯名（假名、假有）更不礙空性與性空之有一切

法、立一切法。此一究竟終極之理境，其實終究無理可說，無境可觀──

這纔真正是究竟，真正是終極，因為說究竟實不究竟，示終極也自無終

極。悟殷法師在為導師《印度之佛教》作勘訂與資料彙編時，曾為導師

的「性空唯名論」，如此作註：「性空唯名論，印順法師說：『《般若經》

說空性，說一切但有名字──唯名；龍樹依中道的緣起說，闡揚大乘的

（無自）性空與但有假名。一切依於空性，依性空而成立一切；依空而

                                                 
23 同上註，頁 51-52。 
24 同上註，頁 56。 
25 同上註，頁 56。 
26 同上註，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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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一切，但有假名（受假），所以我稱之為『性空唯名論』。』（《印度

佛教史》頁 131）」27本來，導師創大乘三系之說，並從而予以分別，而

共立互攝之，是已然表顯導師對圓滿大乘以實現佛法究竟終極之理想的

真正用心。導師絕不在巧立名目，張揚宗派，而他善解「性空唯名」、「虛

妄唯識」、「真常唯心」之深義，也自是本其對中道、中觀的深度之理解，

來為佛法作整全之詮釋，而建立其符應佛法發展歷程之義理統系。如

此，乃能化繁為簡，又能以簡馭繁，而終能與佛法共在共行共進。 

當然，言及終極之義或終極之境，是不能不涉及佛法之實證，而此

實證之路又以證涅槃為終極，為究竟。《中論》云：「若一切法空，無生

無滅者，何斷何所滅，而稱為涅槃。」28對此頌四句，導師說了一段十

分富有中道意趣的話，用意即在破一切實有的學者無端之法執以及因而

滋生之無謂苦惱。他說：「諸法既然都是空無自性的，就沒有煩惱可斷，

沒有苦果可滅；苦、集二諦沒有，是善是常是真實的涅槃，又從何建立？

外人不但以有為的實有，成立涅槃的實有；他的用意，還想因涅槃的可

得，成立一切法不能說空，一切都實有自性。」29而導師所以能警覺「一

切實有的學者」，堅持「斷煩惱、滅生死，得涅槃」之有所見、有所滅、

有所得的片面之見，其實已大錯特錯，乃不僅因為導師深諳中道之性空

唯名，而且他還直探「虛妄唯識」的唯識學之源。導師先從原始佛教的

唯識思想講起，接著再探入部派佛教的唯識思想，而分別講本識論、種

習論和無境論。他認為唯識的「本識」，乃重在生命緣起，而也唯有在

                                                 
27 釋悟殷，《印順法師《印度之佛教》勘訂與資料彙編（下）》（臺北：法界出版

社，2009 年 5 月初版），頁 84。 
28 龍樹，《中論》〈觀涅槃品〉卷 4，《大正藏》冊 30，頁 34 下。 
29 釋印順，《中觀論頌講記》（臺北：正聞出版社，1992 年 1 月修訂一版），頁

495-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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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依持與現起六識的作用上，纔能湧現出深密之本識思想。30由此看

來，導師顯然將唯識之本納入於緣起之法；更可以說，一切佛法都不離

緣起法，一切真實也都在緣起性空之大義之中，纔可能不偏不滯、不障

不遮而得以全面豁顯。 

此外，對種習論之種子之說，導師一方面肯定其巧妙，因為他們思

想的本質就在「總覺得要有些實在才有作用」。31但種子論者對不可說之

我，卻非要說出個究竟到底是假是實——確實，「種子」非常微妙，「微妙，

一切問題，都得到圓滿解決！」32而導師對種子論者如此自信滿滿，卻單

刀直入地掀開其中之癥結：「在我看來，微妙的，也就是困難的。在思

想上覺得非有些實在性不可的學者，它們的困難，可說無法解除；除非

它困難慣了，不再覺得它自己的困難。」33看來，導師直截了當地點出

了執實有不放的種子論者的難處與痛處，只是種子論者往往不覺其難，

不感其痛。 

或許，就是因為充分理解性空與真常之間的微妙關聯性，導師乃在

「認識論上的唯識」和「本體論的唯識」這兩個向度間，提出了如下之

疑問：「至於宇宙人生的本體，是否唯識，卻還有問題。」34而既斷定佛

教的唯識乃是由認識論的唯識一路發展到本體論的唯識，導師則顯然已

經了解唯識思想所以成熟乃自有其漸進而合理的發展歷程——即是由

本體的唯識論，再轉到「認識論上不離識的唯識」。35如此一來，唯識無

                                                 
30 釋印順，《唯識學探源》（臺北：正聞出版社，1992 年 3 月修訂 2 版），頁 124。 
31 同上註，頁 193。 
32 同上註，頁 193。 
33 同上註，頁 193。 
34 同上註，頁 200。 
35 同上註，頁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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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之深度觀照纔可能超克主客、能所、心物等二元對立的難題。因此，

導師認為唯識思想所以能日趨成熟，主要是因為佛弟子依著止觀實踐而

終獲得隨心自在的事實證明，證明業因業果在心心所法的關係，乃一方

面回應著非斷非常的業感緣起，一方面也對應著心與種習結合成非一非

異的融合，如此由假名之我到真常之我，終在真假不二前提下，出現了

真實的「無境論」。36 

由此可見，中道究竟終極之意義乃自始自終都不離因果相續的緣起

觀，而因此自有其與吾人心理意識相聯結的多面向的意含。同時，在「實

無外境，唯有內識」的唯識論真正成立之際，從有漏到無漏，從假說自

性、離言自性到不離名言性而說真實義，最後終成立離言自性以達到「境

不成實」，而終究如導師所言：「在因果相續的緣起論上，達到了細心持

種能生一切見解。彼此結合起來，這依它離言自性，就是心中種子所變

現的，它就是心，就是真實。」37由此看來，以真實之心料理虛妄之識，

用真常之法破假有之理，其實都在緣起的思維道路上，而中道之究竟義

與終極義於是始終都在不究竟與不終極的諸多事態或情態之中輾轉而

來——對此一無盡無邊無量之法義，吾人似乎只能深心接納，踴躍而

行，並以全幅之生命邁向中道所拓開來的方便善巧，而終通過學佛成佛

之實踐法門，揭顯中道的實踐義、道德義與倫理義。 

三、中道觀的實踐義、道德義與倫理義 
總的看來，佛法之示現乃為「人之所以為人」以及「人之能夠不僅

止於為人」的既定之現實與無限之潛能而來。也就是說，佛陀之短暫住

世及所宣講的道理所以具有久久長長的意義與意趣，其實都在全幅之人

                                                 
36 釋印順，《唯識學探源》（臺北：正聞出版社，1992 年 3 月修訂 2 版），頁 200-201。 
37 同上註，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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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全般之人性以及全程之人生並非吾人可以單向度地、片面性地或竟

至於以封閉性的心態加以割裂或破壞的立基之上。就如楊惠南教授之突

出中道的肯定義與積極義，他如此論斷龍樹所倡之「空」義：「這樣的

『空』，怎麼可以說是『虛無主義』，而且，相反地，是積極、極積極的

『肯定主義』。──它肯定了四諦乃至三寶的可靠性。」38顯然，「空」

義之所以是積極、極積極的「肯定主義」，乃因緣起性空之中道義實可

涵蘊世出世入雙向之道所展開的六度萬行——其中，是自有其肯定四諦

與八正道的實踐義，而由此一足以解脫纏縛以超拔苦痛，濟度一切生靈

的道德實踐、倫理實踐與生命實踐，中道之為具智慧意義之中道與具德

行意義之中道乃昭然若揭，了無遮蔽。 

因此，中道觀之養德、培智、增慧，以至於建立超卓之人格典範，

乃自有其必然之理與應然之道；而中道自在人世，中觀自在人心，吾人

之道德自由與生命自在二者便將可相互為用——因自主之道德而有自

在之生命。如此，吾人之道德思考便不至於落入偏執之意識窠臼，而終

可使吾人之生命動向與性靈意向自主地超拔於一切次道德、非道德甚至

於反道德的誘引、牽絆以及種種之束縛。 

在此，且再一次反觀導師堅守「中道」的嚴正立場，如其所作「成

佛之道」之偈頌云：「佛為阿難說：緣起義甚深——此有故彼有，此生

故彼生；無常空無義，惟世俗假有。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緣起空

寂性，義倍復甚深。此是佛所說，緣起中道義，不著有無見，正見得解

脫。」對此一偈頌，導師如是解說：「上來所說的，『是佛』在《阿含經》

等『所說』的，名為『緣起中道義』。中道，是正確的，恰好的，沒有

偏差，不落於兩邊邪見的。佛法的中道觀，是從緣起法的正觀中顯出，

                                                 
38 楊惠南，《龍樹與中觀哲學》（臺北：東大圖書公司，1988 年 10 月），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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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佛說法的根本立場。所以，正觀也稱為中觀，正法也稱為中法了。」39

而正觀正法之所以為「正」，即因中道兼攝空有之二邊，融通理行之兩

端，同時涵覆德慧雙向之道，而終將佛法之在人間所已然透露的意趣全

收納於統貫一切法門的成佛之道——由此看來，中道的實踐義以及其足

以圓滿人倫的道德義，即在「中道」之為成佛之道，而其不斷突出「劍

及履及」的勇邁、灑脫與慷慨，又恰恰證實其自發自顯的實踐精神乃自

在於吾人生命內裡，而它也同時自能推擴此一道德實踐與人格修為之努

力於吾人生命全幅之向度中。 

而將導師所倡之中道精神導入於「佛教倫理學」具體而成形之建構

者，又數昭慧法師之著力與成就最為昭著，也最能得到普遍之認同與響

應。而昭慧法師在其大作《佛教倫理學》與《佛教後設倫理學》二書之

中全面地闡析佛教倫理的內涵與精神，即以「緣起」為佛教倫理的基本

原理，並進一步闡發「緣起論」的倫理價值（包含謙和、感恩、慈悲以

及民主、平等與科學之精神），他並將「佛教倫理」展開為兼具緣起相

的相關性與緣起性的平等性的整全思維。40如此兼具相關性與平等性之

原理，其實便是不偏不倚、不滯不沾、不移不易的「中道」，而昭慧法

師又斷言「護生」為緣起論的必然開展，則顯然是他秉承導師之志以大

開佛教悲智雙運之志業的理論基礎，實足以和當代一切形式之「生命倫

理」相互參照，彼此對勘。至於「護生」則不僅有其合理性，「護生」

更是每一個人都必須履踐的義務，而昭慧法師所以高舉「護生」為佛教

倫理之第一原理（也可說是有著義務論意味的無上原理），他的方法與

進路即其所揭顯的「自通之法」──他從佛弟子之歸依三寶，先行肯定

「五戒」即是在「護生」崇高精神中開展出來的規範，而在自他共感、

                                                 
39 釋印順，《成佛之道》（臺北：正聞出版社，1994 年 6 月初版），頁 216。 
40 釋昭慧，《佛教倫理學》（臺北：法界出版社，1998 年 8 月三版），頁 7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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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他共利以至於自他共存共榮的菩薩道上，「自通之法」的精神與意義

於是從「自利」式的護生，繼而推擴及「利他」的護生──這才是「自

通之法」的崇高精神： 

用自己的心情，揣度其他眾生的心情，而珍重他趨生畏死，趨樂

避苦的天性。每一眾生都會愛惜自己的生命；當外事外物有益於

他的生命時，他會歡喜、感激，若戕害他的生命或造成生命的災

難時，他會悲哀、憤怒、恐懼，甚至會報復。所以站在體貼眾生

的立場，我們也就不要隨意去惱害其他的生命，並體貼他受傷時

的痛苦，這「以自度他情」的同理心，就是護生第一步。41 

本來，緣起中道乃旨在超越因緣條件之對立性與流轉性，即在排除

由「自」與「他」所一起釀致的迷思。42而「自通之法」之由「自利」

到「他利」，看似仍然有「自」相與「他」相；其實不然，因為唯有在

「自覺」與「覺他」，以至於「覺行圓滿」的悟空體空的平等正覺之中，

纔可能示現佛法之正知正見，並進而衍生自利利他以至於利益一切眾生

的無上之德行。而在此，「眾生無量誓願度」的弘誓大業之中，其實已

無人我相與自他相，是即緣起即性空，而性空不礙緣起相之引發苦樂共

感以及自他相依相存的共同意識，而終引發同體之大悲。昭慧法師乃直

言「緣起論適足以作為『護生』心行的最高理論指導」，43乃可見他已然

深切體悟「中道」所具有的實踐意義──此亦即道德意義與倫理意義：

同時，他也已真正理解中道觀在佛法理論體系中實自有其根源義、普遍

義、終極義以至於無終無極之大義，而將之綜攝於其「自通之法」與正

                                                 
41 同上註，頁 76。 
42 同上註，頁 37。 
43 同上註，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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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正知正見正行之道──這和一般世間法（包含一般之道德理論與倫理

思維）的付諸實踐，以及展延為社會與文化之行動，正有著相當微妙之

差異，值得佛法中人細細地思量、深深地照察。 

此外，昭慧法師還在其佛教倫理學的綱領之中，拈出「中道生活」，

而將「中道」與「八不中道」作聯結。44則體現了佛法實兼具智慧與德

行，而且將智慧作為德行之底基，用德行來真正顯豁佛法妙奧之智慧於

實存之人間，因此昭慧法師站在人道關懷與人文精神的立足點上，建構

了具有層次性的佛教倫理之思考，而將之「契應於緣起中道的倫理認知

訓練」。45其間，他更強調吾人之反身自省之必要，以及不斷警覺當前所

應著重的倫理實踐。46這難道不是既契理又應機的中道生活？其中，實

已多所表顯其綜攝德行論、義務論與效益論之道德判斷與倫理思考的用

心，而如此富中道意趣的倫理學更可包涵相應的情境倫理與相關的公共

倫理、生態倫理以及兩性倫理，更是不在話下。而昭慧法師近年來致力

於生命倫理議題之研究，而將其實踐綱領歸結於「中道哲學」，他於是

如此斷言：「佛法不祇是一套理論，而且由理論的『緣起中道』，可導引

                                                 
44 昭慧法師既肯定「護生」之根源於甚深微妙之緣起性空之中道觀，他乃接著

肯定佛教倫理之行為主體——「人」，而將佛教倫理要求分三種層次：共世間

的倫理要求、解脫道的倫理實踐與菩薩道的倫理實踐。而對此一條秩井然、

理義殊勝的倫理觀，吾人似乎可以發現：昭慧法師並不因小失大，也不刻意

尊遠而賤近，他是試圖為佛教建構一具有合理思維的特殊的倫理學，其中有

合理性與可行性，特別是在上迴向以超拔世間的拉力之下，他仍願耽於繁瑣

之行與細微之思，甚至發悲憫之心而一肩擔起可能惹來爭議的改革之事業，

這難道不是將「中道」智慧與「八正道」之倫理規範相互結合於個人踴躍不

已的生命內裡所致？有關「中道」究竟如何與「八正道中道」共同締造「中

道生活」的相關的道理，請參考釋昭慧，《佛教倫理學》，頁 172-181。 
45 釋昭慧，《佛教倫理學》（臺北：法界出版社，1998 年 8 月三版），頁 204。 
46 同上註，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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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實踐的『八正道中道』，這是一整套生命自處與相待的工夫論，也是

遂行個人理念或推動公共政策的實踐綱領。」47由此，昭慧法師認為「中

道」必然要求行為主體必須因其仁慈與智慧的涵養，而具足公正無私之

態度；同時，也必然對行為所施與之對象或所處置的事物，儘可能地進

行充分的情境考量，並做出果敢的抉擇。48如此全般地將「中道觀」之

思考與精神攝入於具當代性、情境性、效益性、開放性與未來性的道德

場域與倫理氛圍之中，是不僅契合佛法，也恰恰是導師大倡中論與中觀

的悲切用心的具體表現。 

四、結語 
講究絕對、究竟與圓融的如來藏系思想有一基本原理，就是將如來

之活動與顯現全般圓滿於此一世間，進而將世間一切之活動、作為、名

相與施設全般納入於如來之圓滿法身，而大倡如來與眾生不二、無邊法

界盡是如來法身的全體大用。49對此一標示絕對義、究竟義與圓滿圓融

義的佛法思維，吾人是仍然大有機會於其裡裡外外大肆開發中道觀的根

源義、普遍義、終極義、實踐義與倫理義，而建構出合理而可行，且能

順應眾生根性與時代情境的道德養成及人格培塑的種種方法與方便。 

如此一來，吾人乃能講因果而不為因果所拘，說報應而不被報應所

禁，論緣起而不被緣起生滅之現象所惑。同理，當吾人一心嚮往如如不

滅的勝境之際，也當隨時、隨處、隨機地警覺真常之理之不可隨意輕忽、

不能任意執持；否則，法執之病恐將滋生出深入於吾人意識底層的煩

                                                 
47 釋昭慧，《佛教後設倫理學》（臺北：法界出版社，2008 年 5 月初版），頁 204。 
48 同上註，頁 205。 
49 霍韜晦，《絕對與圓融——佛教思想論集》（臺北：東大圖書公司，1989 年 12 月

再版），頁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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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而此煩惱不空，又如何能讓吾人之正知正見真正契合於不有不空的

菩提道與菩薩道？原來，真空與妙有之間，即是中道，而且非由中論之

講究與中觀之修行予以全力護持不可。此外，中道亦即治本之道──它

確實能治吾人心理意識種種之病，而其所運用之原理則大略有五個側

面，它們分別對治五種病症：一、關係原理（治斷裂之病），二、均衡

原理（治失衡之病），三、互補（互動）原理（治殘缺之病），四、整合

原理（治離散之病），五、超越原理（治沉淪之病）。 

由此看來，在佛法的廣袤之中，無論是解脫道或是菩薩道，無論是

個體存在之情態或是群體共存之生態，顯然都可舖展於「中道」體大用

弘的理路，而終入於開闊而遠大的實踐之坦途，交由吾人予以細心之照

料，並加以謹嚴之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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