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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智度論》作為中國佛學的詮釋與開展的來源之一，其中可探究

的論題與題材相當駁雜。本文僅以印順法師的詮釋與論述作為研究的主

軸，作為《大智度論》在漢傳佛學發展史中如何被理解與詮釋的探究範

∗ 東海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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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學 —— 《大智度論》與中國佛教哲學：理解、詮釋與會通」

(104-2410-H-029-049-MY3)的研究成果之一，作者感謝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案的經費補助。此外，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的審查意見，作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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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作者於此論文指出，印順法師對《大智度論》的理解與詮釋，可從

方法論與哲學立場兩種視角來把握。 

  就方法論而言，印順法師在〈《大智度論》筆記〉中，選擇論中重

要概念，或以條目、或摘錄文本重要字句，雖然表面上是「筆記」的形

式，但作者發現其中有印順法師自身的詮釋與理解隱蔽在「筆記」的形

式之後。再者，雖然印順法師對《大智度論》的詮釋或援引散見於其龐

雜的著作之中，但可分成兩種詮釋方法：分別為「教理」（Buddhist 

Philosophy）與「教史」（Buddhist History）。此兩種詮釋方法的交互運用

形成了印順法師《大智度論》詮釋的方法論主軸，其中包含了佛學基本

概念的釐清、學派立場的疏通以及判教觀點等。 

  就哲學立場來說，印順法師的《大智度論》詮釋在其方法論的基礎

上除了顯露出其對於「教理」的理解、衡定與判準之外，也顯示出其哲

學立場，此種立場則是回溯至印度中觀哲學基本問題的理解與把握上。

作者指出，印順法師不但在方法論上重構《大智度論》的歷史與思想場

景，並堅持《大智度論》的文義，更重視印度中觀哲學的理論內涵，並

藉此對當代《大智度論》詮釋做出具體的回應與駁議。 

因此，透過「教理」與「教史」雙軌的詮釋理路，有助於我們適切

地把握印順法師對《大智度論》的理解與詮釋，也呈顯出印順法師詮釋

《大智度論》的方法論與哲學立場。 

 

 

 

關鍵詞：《大智度論》、印順法師、中觀哲學、方法論、二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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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ical Stance of 

Master Yin Shun’s Interpretation of 
Mahāprajñāpāramitopadeśa (Da-zhi-du-lun) 

 
Yen, Wei-hung ∗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ain sources in regards to the interpre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ddhist studies, issues and topics that can be 
further probed in are considerably heterogeneous. With only Master Yin 
Shun’s interpretation and discussion on Mahāprajñāpāramitopadeśa 
(Da-zhi-du-lun, hereafter abbreviated as DZDL) as our main core of study, 
and as an example of study on how to comprehend and interpret DZDL 
with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ddhism.With this to 
indicate that the comprehens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DZDL of Yin Shun can 
be exploited through two types of perspectives, i.e the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ical stances. 
  In regards to the Methodology, in his works of “The Notes for DZDL”, 
Yin Shun selected important concepts from DZDL, either in the forms of 
clauses and subclauses or abstraction of important sentences from the text. 
They seem to be in the form of notes, but within I caught sight of his own 
interpretation and comprehension concealed behind this form of notes. Again, 
though his interpretation and citation of DZDL were scattered in his vast 
works, they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types of interpretation, i.e. the 
Buddhist Philosophy and Buddhist History. The interactive usage of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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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types of interpretation shaped the principal axis of the Methodology of 
interpretation of Yin Shun on DZDL. Among embodied the clarification of 
Buddhist fundamental concepts, the mediation and viewpoints on the critical 
and systematic classification of the positions of Buddhist schools.  
  In terms of the Philosophical stance, on the foundation of his 
Methodology, beside the revealing of his comprehension, weighting and 
judging on Buddhist Philosophy, Yin Shun’s interpretation on DZDL also 
exhibited his philosophical points. This standpoint has to be recalled back to 
the understanding and comprehens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Indian Mādhyamaka philosophy. This paper shows that under 
the Methodology stance, not only Yin Shun reconstructed the historical and 
thought scene, his persistence in the literary content, and he also placed high 
value on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Indian Mādhyamaka philosophy. 
With this to response and refute specifically on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s 
of DZDL. 
  Thus, the duo-interpretation path of Buddhist Philosophy and Buddhist 
History can aid us in making the most out of Yin Shun’s comprehens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DZDL, and also present his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ical 
stances. 
 
 
Keywords：Master Yin Shun, Mahāprajñāpāramitopadeśa (Da-zhi-du-lun), 
            Mādhyamaka philosophy, Methodology, Two Tru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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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國佛學的開展，有許多不同的發展途徑，除了透過各學派僧人或

學人的詮釋與深化之外，佛教經論所揭的詮釋效應史，也相當值得重視。

以《大智度論》為例，在中國佛學發展的脈絡中，有許多僧人與學人對

此論本有所論究，甚至據之以開展自身佛學詮釋觀點。然而，《大智度

論》作為中國佛學的詮釋與開展的來源之一，其中可深究的論題與題材

相當駁雜。本文無意於短篇論文全面性地處理整個詮釋效應史，僅以印

順法師的詮釋與論述作為研究的主軸，以作為《大智度論》在漢傳佛學

發展史中如何被理解與詮釋的探究範例。 

  印順法師對《大智度論》的理解與詮釋，除了以「約義集錄」的形

式所作之〈《大智度論》筆記〉外，他於其龐雜的著作中引用《大智度

論》作為詮釋依據的範例，也是我們把握印順法師詮釋視角的重要來源。

此外，在印順法師晚年口述，昭慧法師記的〈《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

翻譯〉一文中，印順法師對 Lamotte 等學者否定《大智度論》為龍樹所

作的觀點提出批判，亦為探究印順法師對《大智度論》詮釋觀點的重要

文獻。 

    首先，在〈《大智度論》筆記〉，印順法師選擇論本中重要概念，或

以條目、或摘錄文本重要字句，雖然表面上是「筆記」的形式，但作者

發現其中有印順法師自身的詮釋與理解隱蔽在形式之後。作者將嘗試於

本文中，鉤沉印順法師於〈《大智度論》筆記〉的詮釋立場。 

    再者，印順法師對《大智度論》的詮釋或援引，雖然散見於其龐雜

的著作之中，但大致上可以分成兩種詮釋方法，分別為「教理」與「教

史」。前者包含了佛學基本概念的釐清、學派立場的疏通以及判教觀

點……等；後者則是應用於大部頭的佛教（思想）史的論著。若把問題

聚焦於印順法師對《大智度論》的詮釋，初步可發現對於印順法師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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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學史中若干對《大智度論》的詮釋觀點與《大智度論》本義並非

全然相符的，他甚至據此對特定學派提出批判。據此似可推知，印順法

師的詮釋視角是與《大智度論》容受於中國佛學的詮釋發展史有所不同

的。最後，根據〈《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一文，回顧印順法師

對於以 Lamotte 為首等學者論難龍樹非《大智度論》之作者的回應與駁

議，從中反思印順法師如何理解與詮釋《大智度論》。 

  順著上述問題意識，本文將於印順法師龐雜的著作中揀擇與《大智

度論》相關的詮釋與論述，分析印順法師對《大智度論》的詮釋特點，

分析其詮釋觀點的方法論與哲學立場。 

二、〈《大智度論》筆記〉的方法論與詮釋觀點 

  自從印順文教基金會將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數位化之後，

使得這份珍貴的手稿得見於大眾。2誠如印順法師的自述，此份筆記是一

種「約義集錄」的形式，將《大智度論》重要的論題或論議分類摘錄。

印順法師是這樣說的： 

《大智度論》是《大品般若經》釋，全文（經論合）長一百卷。

經釋是依經解說，與有體系的宗經論不同。論文太長，又是隨經

散說，真是讀到後面，就忘了前面。於是用分類的方式，加以集

錄。如以「空」為總題，將全論說空的都集在一處。實相，法身，

淨土，菩薩行位，不同類型的菩薩，連所引的經論，也一一的錄出                                                                                                                                                                                                                                                                                                                                                                                                                               

（約義集錄，不是抄錄）。這是將全部論分解了，將有關的論義，

集成一類一類的。對於《大智度論》，用力最多，曾有意寫一專

2  關於此手稿與數位化的緣起，以及相關的特色，長慈法師已有詳細的整理與

說明。請參見：釋長慈，（印順導師《大智度論》筆記之特色與應用），《福

嚴會訊》19 期，2008 年 6 月，頁 5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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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說明龍樹對佛法的完整看法。但因時間不充分，只運用過部

分資料，沒有能作一專論。四《阿含經》，也都這樣的分類摘錄，

不過沒有像《智度論》那樣的詳細。3 

在印順法師的自述中，除了可看到印順法師對於《大智度論》的重視且

用力甚深外，也可理解《大智度論》筆記之所以呈顯為「約義集錄」之

形式的理由。4然而，本文作者認為印順法師以此形式來摘錄《大智度論》，

表面上是因為論文的釋經體裁相較於有系統的經論不易把握，因此印順

法師才以「約義集錄」的方式整理《大智度論》的長文。但是，「約義

集錄」同時也可表露出印順法師對於《大智度論》的理解視角，由於對

於論義的分類同時也意味著對論中法義的判釋，此種分解的進路同時也

作為印順法師總攝、理解與判釋《大智度論》乃至於龍樹完整思想的方法。 

  在《大智度論》筆記中，印順法師除了與筆記體裁一致的擇要摘錄

外，筆記中多處亦可發現印順法師對於《大智度論》的思想或觀點的理

解與詮釋。 

  例如，在《大智度論》筆記［A001］中印順法師分類摘錄《大智度

論》中四悉檀的議題，以「實性則無」的概念總攝世界悉檀、各各為人

悉檀與對治悉檀三項。事實上，若扣緊《大智度論》原文，「實性則無」

是在敘明對治悉檀時所說，5並未能見於世界悉檀、各各為人悉檀的解釋

3  釋印順，〈遊心法海六十年〉，《華雨集第五冊》（臺北：正聞出版社，1993），

頁 44。 
4  長慈法師指出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有四種摘錄形式：1.約義集錄；2.

表解；3.所引之佛經與佛典故事；4.地名、人名及名相。由於本文側重於印

順法師的詮釋觀點，僅著眼於約義集錄的形式。詳請參考：釋長慈，〈印順

導師《大智度論》筆記之特色與應用〉，頁 6-8。 
5  參見《大智度論》卷 1，《大正藏》冊 25，頁 60 上。亦可參見釋厚觀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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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之中。同樣地，在筆記［A001］中，印順法師以「世界故無」說明

第一義悉檀，也未見於第一義悉檀的解釋脈絡之中。然而，雖然「實性

則無」與「世界故無」與《大智度論》解釋四悉檀的文本脈絡不是完全

一致，但此正好可以顯示出印順法師在《大智度論》筆記中的詮釋觀點。

除此之外，印順法師在筆記中亦以「世間實相有」、「經說似違，隨機則

實」以及「法法不同，對治則實」分別說明世界悉檀、各各為人悉檀與

對治悉檀，這也是論中沒有出現的字句。 

    如果回到《大智度論》文本，世界悉檀指的是「有法從因緣和合故

有，無別性」，6印順法師在筆記［A001］則摘要錄為「因緣有，無別性」。

各各為人悉檀在論文中釋為「觀人心行而為說法，於一事中，或聽、或

不聽」的說法，7印順法師摘錄為「觀人心行而為說法，於一事中或遮或

許」，8其中顯然沒有太多的差異。而對治悉檀在論文中釋為「有法，對治

則有，實性則無」，9印順法師則是將論文中散開的例釋以「概念」的分

別，摘錄為「不淨、慈悲、因緣三觀，無常、苦、空、無我四觀」，並

評釋為「法法不同，對治則實」。第一義悉檀在論文中釋為「一切法性，

一切論議語言，一切是法非法，一一可分別破散；諸佛、辟支佛、阿羅

智度論講義》（一）（印順文教基金會，2015 年），頁 18。 
6 《大智度論》卷 1，《大正藏》冊 25，頁 59 中。 
7 《大智度論》卷 1，《大正藏》冊 25，頁 60 上。 
8  此或許是因為印順法師所依據不同《大智度論》的版本所致，但我們很難確

定印順法師筆記中所依據版本的藏經底本為何？長慈法師比對不同版本之後，

認為應該是姑蘇刻經處版本的《大智度論》，其藏經底本應為《嘉興藏》。詳

見：釋長慈，（印順導師《大智度論》筆記之特色與應用），頁 15-19。 
9 《大智度論》卷 1，《大正藏》冊 25，頁 6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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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所行真實法，不可破，不可散」，10印順法師則區分為「簡非」與「顯

是」兩個面向，前者摘錄為「一切法性、一切論議、一切是非，皆可破

壞」，後者則又區分為「約人」與「約法」，前者摘錄為「三乘聖人所行

真實，離諸過失，不可變易」，後者則為「語言道斷，心行處滅，遍無

所依，不示諸法，無初中後，不盡不壞」。11 

  由上述的對比看來，印順法師於《大智度論》筆記中所採取的「約

義集錄」的形式，並非單純的文字摘錄，而是透過關鍵概念的擇取，簡

要地從論中繁雜的廣釋結構中摘錄並記述要義。這樣的作法使得吾人能

透過筆記，循著印順法師隨文簡擇的重要概念，梳理論中廣釋的諸多觀點。   

然而，更加值得重視之處，是印順法師在「約義集錄」之外關鍵字

句的評釋。以四悉檀的摘錄為例，印順法師「實性則無」與「世界故無」

的評釋，是順著論本的基本哲學問題而立的。在《大智度論》中，第一

義悉檀乃究竟的真實性，此如《大智度論》卷 1 所云：「除第一義悉檀，

諸餘論議，諸餘悉檀，皆可破故。」12就此而論，「實性則無」即是就此

判準說明於三悉檀不相容於第一義悉檀而非實性的。相同的，「世界故

無」亦是依此觀點而說。 

  印順法師這樣的評釋觀點，似與《大智度論》論本中「四悉檀各各有

實」的觀點相違。但是否真是如此？或許先引《大智度論》論本明文如下： 

問曰：第一悉檀是真實（bhūta, satya），實故名第一，餘者不應

實。答曰：不然！是四悉檀各各有實，如：如（tathatā）、法性

10《大智度論》卷 1，《大正藏》冊 25，頁 60 下。 
11 事實上，「約法」部分乃摘錄論中下文「過一切語言道斷，心行處滅，遍無

所依，不示諸法，諸法實相，無初、無中、無後，不盡、不壞。是名第一義

悉檀。」（《大智度論》卷 1，《大正藏》冊 25，頁 61 中。） 
12《大智度論》卷 1，《大正藏》冊 25，頁 6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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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armatā）、實際（bhūtakoṭi），世界悉檀故無，第一義悉檀

故有。人等亦如是，世界悉檀故有，第一義悉檀故無。13 

從《大智度論》論主的回應中，我們可以看到《大智度論》表現出中觀

哲學二諦理論的義理，一方面承認世俗的真理結構，二方面將世俗真理

指向勝義的真理。在《大智度論》那裡，無論四悉檀的說法或是二諦的

主張，都不是在二元分立的結構中顯示世俗諦與第一義諦。引文中依據

Lamotte 教授將第一悉檀是真實與四悉檀各各有實的「實」還原梵語為

「諦」（satya），據中觀學二諦的說法，此「實」乃通世俗與勝義二諦，

因此說「各各有實」。14此如《大智度論》所云：「四悉檀中，一切十二

部經，八萬四千法藏，皆是實（satya），無相違背。佛法中，有以世界

悉檀故實，有以各各為人悉檀故實，有以對治悉檀故實，有以第一義悉

檀故實。」15此種從二諦論為基礎卻不分別二諦的立場，同樣也表現在

印順法師對《大智度論》的理解與把握之上。縱然上述筆記［A001］中，

印順法師將第一義悉檀作為判釋的標準，以「實性則無」與「世界故無」

來評釋四悉檀的義理結構，但這並不意味印順法師僅以此判準來詮說四

13 《大智度論》卷 1，《大正藏》冊 25，頁 59 下。Étienne Lamotte, Le Traité de 

la Grande Vertu de Sagesse de Nāgārjuna, Tome I (Louvain: Bureau du Muséon, 

1944), p.31.  
14 作者於此感謝審查委員的寶貴建議與提點，作者才能重新修訂此處的說法。

另，Lamotte 此處將「實」還原為 bhūta 與 satya，就《大智度論》文脈來說，

應為 satya 較合乎文意。 
15 《大智度論》卷 1，《大正藏》冊 25，頁 59 中。Étienne Lamotte, Le Traité de 

la Grande Vertu de Sagesse de Nāgārjuna, Tome I,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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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檀。例如，在筆記［D021］摘錄「實有」時，16印順法師則是揀擇了

「四種：四悉檀中，各有實有」與「二種：四悉各各實，第一義究竟實」

的兩種說法。此兩種說法，前者當屬二諦論「諦」通於世俗與勝義的結

構，後者除了「實性則無」與「世界故無」的評釋結構外，也兼顧了《大

智度論》裡「如（tathatā）、法性（dharmatā）、實際（bhūtakoṭi）」於

第一義悉檀有的說法。由此可見，印順法師仍是兼顧了兩種詮釋結構。

就此而論，印順法師約義集錄的形式不僅停留於義理的揀擇與摘錄上，

而是以中觀哲學的二諦論作為其把握或評釋義理之基礎的方法論。17 

    《大智度論》主張「四悉檀皆是實」乃是基於二諦理論結構中的詮

說型態，印順法師雖然承繼了這樣的中觀哲學理論，但卻耐人尋味的在

筆記［A001］中留有「實性則無」與「世界故無」的詮釋觀點，而此似

乎是「第一義為究竟實」的詮釋傾向。事實上，早在《印度佛教思想史》

一書中，我們已可窺知此種詮釋傾向與觀點。此如印順法師所說： 

龍樹依據古說，依「四阿含」的不同特性，立四種悉檀（siddhānta），

以貫攝一切佛法，悉檀是宗旨、理趣的意思。四悉檀是：有的是

適應俗情，方便誘導向佛的「世界悉檀」；有的是針對偏蔽過失

而說的「對治悉檀」；有的是啟發人心向上向善的「各各為人悉

檀」；有的是顯示究竟真實的「第一義悉檀」。以此四悉檀通攝當

時的一切佛說，「皆是實，無相違背」。經說不同，如從應機說法

來說，一切是如實說，「佛說無不如義」，所以「如來是真語者，

16 作者案：似應理解為「實性」。 
17 此如劉嘉誠所提印順法師三種方法論中的二種，詳見：劉嘉誠，〈印順法師

的方法論——以三法印、中道及二諦說為中心〉，《玄奘佛學研究》17 期，

2012 年 3 月，頁 3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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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然依修行而得究竟來

說，那就是「第一義悉檀了」。18 

就此而論，雖然印順法師仍是依據《大智度論》中四悉檀「皆是實，無

相違背」的詮釋觀點而說，但是印順法師顯然認為四悉檀「皆是實，無

相違背」的觀點，應是從「應機說法」的面相來理解，但就「修行而得

究竟」而言，則是「第一義悉檀」才為「實」了。如此一來，我們就不

難理解筆記［A001］中「實性則無」與「世界故無」的詮釋觀點了。簡

言之，印順法師如是般的詮釋乃是從中觀學的究竟義抉擇了第一義為實

的觀點，用印順法師的話，即是「第一義究竟實」，此與印順法師將龍

樹中觀哲學分為「深觀」與「廣行」兩種類型，但終究是以「深觀」作

為佛所究竟的立場是一致的。19 

  這樣的詮釋觀點凸顯了印順法師對於《大智度論》中四悉檀為實的

兩種詮釋傾向：第一，從「應機說法」的視角將其詮釋為「各各為實」。

第二，從究竟義揀擇「第一義為究竟實」。此種詮釋傾向與觀點除了兼

顧二諦理論，但也凸顯了第一義諦的價值。或許，印順法師這樣的詮釋

觀點可以幫助我們返回印度中觀哲學二諦理論的結構中思考：到底中觀

哲學是兼說二諦，還是從世俗諦而第一義諦為究竟呢？如果從《中論》

24.8-24.10 的詩頌看來，中觀哲學確實以涅槃為二諦理論的終極目標，20

對於印順法師而言，究竟義仍是以深觀為要的。印順法師認為，漢傳的

18 釋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臺北：正聞出版社，1993），頁 126。 
19 釋印順，《中觀今論》（臺北：正聞出版社，1992），頁 14-15。 
20 《中論》卷 4，《大正藏》冊 30，頁 32 下-33 上。MMK 24.8-24.10.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ed. Mūlamadhyamakakārikās de Nāgārjuna avec la Prasannapadā 

Commentaire  de  Candrakīrti,  Bibliotheca  Buddhica  No.IV,  (Tokyo: 

Meicho-Fukyu-Kai, 1977), pp. 492-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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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哲學如三論宗等強調二諦並觀甚至據此否定偏於第一義諦的深觀，

但是若依照《大智度論》，確實是有強調第一義諦深觀與兼重二諦的理

論內涵，21印順法師此處的詮釋觀點，十分耐人尋味，印順法師此處雖

然兩者兼說，但如果將二諦論置於究竟義的深觀之中，其詮釋觀點似乎

傾向於第一義諦，此從筆記［A001］與［D021］可窺知一二，這也意

味印順法師於《大智度論》的義理揀擇中，是以二諦作為其方法論的內

涵而兼具深觀與廣行兩種理路，但如果關涉究竟義的層面，印順法師的

詮釋觀點則是具有第一義諦深觀的傾向。 

三、印度中觀哲學的立場：以印順法師與牟宗三 

  的論辯為例 

   當代中國哲學家牟宗三於《佛性與般若》一書中，回應了印順法師

21 印順法師的原話是「悟圓中」與「悟偏真」兩類，但印順法師以契理契機為

判釋的標準，指出兩類的偏重與否端視實踐者本身的因緣與根器而定，此如：

「我覺得：中觀的修行者，不必自誇為圓證，或以為唯自宗能離一切戲論。

總之，行者的悟證，首先要得空有無礙的正見。這是三論、天臺以及藏傳中

觀者所公認的。此時，若功德不足，方便慧不足，即證畢竟空性，極無戲論；

若功德深廣，方便慧善巧，即能頓悟圓中。」相關討論與前引文請見：釋印

順，《中觀今論》，頁 233-237。另，印順法師雖然批評三論宗，卻不盡然完

全否定三論宗學。如義大利籍學者 Stefania Travagnin 在其博士論文透過歷史

及文本的對比與分析，論述印順法師與吉藏之間的關係，她認為雖然印順法

師對吉藏有所批評，但主要在其佛性論部分，印順法師對於龍樹中觀學的理

解與吉藏有其相似性。詳見 Stefania Travagnin, The Madhyamika Dimension of 

Yinshun: A Restatement of the School of Nagarjuna in 20th Century Chinese 

Buddhism. PhD thesi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2009, pp.184-189; 250-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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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觀論頌講記》中對天台宗的批評。印順也寫了一篇題為（論三諦

三智與賴耶通真妄──讀《佛性與般若》）的論文回應牟宗三，22印順法

師在此篇論文雖然承認他對天台宗的批評「話重了一些」，但也引證經

論重申並堅持他自身的詮釋觀點與立場，據以回應牟宗三基於天台圓教

之詮釋基礎所發的疑難。23  

  為何牟宗三要批評印順法師呢？此乃緣起於印順法師於《中觀論頌

講記》的一段話，印順法師原本是對天臺宗對於《中論》的解讀有所批

評，然而從《中論》的詮釋所引發的批判也延伸到《大智度論》。此如： 

天台家，本前一頌，發揮他的三諦論。在中觀者看來，實是大有

問題的。第一、違明文：龍樹在前頌中明白的說：『諸佛依二諦，

為眾生說法』，怎麼影取本頌，唱說三諦說？這不合本論的體系，

是明白可見的。第二、違頌義：這兩頌的意義是一貫的，怎麼斷

章取義，取前一頌成立三諦說。不知後頌歸結到『無不是空者』，

並沒有說：是故一切法無不是即空即假即中。如《心經》，也還

是『是故空中無色』，而不是：是故即空即色。《華嚴經》也沒有

至於究竟，終是無相即有相。這本是性空經論共義，不能附會穿

鑿。要發揮三諦圓融論，這是思想的自由。而且，在後期的真常

唯心妙有的大乘中，也可以找到根據，何必要說是龍樹宗風呢？

又像他的『三智一心中得』，以為龍樹《智度論》說，真是欺盡

天下人！龍樹的《智論》，還在世間，何不去反省一下呢！中國

22 釋印順，〈論三諦三智與賴耶通真妄：讀《佛性與般若》〉，《華雨集第五冊》，

頁 107-127。 
23 除了內文所述之外，牟宗三在《佛性與般若》中也對印順法師解釋真諦所傳

《攝大乘論》的若干觀點有所疑慮，甚至批評印順的觀點「有相刺謬處」。

對此，印順法師也作出了具體的回應，認為其論之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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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傳統學者，把龍樹學的特色，完全抹殺，這不過是自以為法性

中宗而已，龍樹論何曾如此說！24 

從印順法師這段話，我們可以理解印順法師治學方法論的基本態度：並

非不容許有創新的詮釋，但若將創新的詮釋混淆於原著的理論，則不應

許。此外，從引文中亦可發現，印順法師評議的焦點落在《中論》的二

諦說，亦延伸到《大智度論》。  

  關於牟宗三的批評，主要環繞在天台宗對於《中論》24.18「眾因緣

生法，我說即是無，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詩頌所發的空假中三諦，25 

牟宗三雖然自承此三諦說不合《中論》原詩頌明文，但其據《般若經》

之〈三慧品〉的三智說 26，配以《大智度論》「一切一時得」的說法，

推得之「三智一心中得」觀點。據此，牟宗三認為《大智度論》明文如

此，為何印順法師會有「欺盡天下人」之說。27若回到印順對天台宗的

24 釋印順，《中觀論頌講記》（臺北：正聞出版社，1992），頁 466-467。 
25《中論》卷 4，《大正藏》冊 30，頁 33 中。 
26 參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21〈三慧品〉：「佛告須菩提：「薩婆若是一切

聲聞、辟支佛智；道種智是菩薩摩訶薩智；一切種智是諸佛智。」」(《大正

藏》冊 8，頁 375 中)另，牟宗三的說法如下：「天台宗根據因緣所生法偈說

空假中三諦，雖不合偈文之原義，而根據《般若經》之〈三慧品〉以三智分

屬三人，則無不合處，以三智配三諦亦無不合處。即離開《中論》偈文而只

就緣生法說三諦亦無不合佛意處，甚至亦無不合龍樹之意處。」（牟宗三，《佛

性與般若》（臺北：學生書局，1977），頁 26-27。） 
27 如牟先生所說：「此『三智一心中得」，後為天台宗之所本。印順《中觀論頌

講記》頁 354 說龍樹《智度論》不曾如此說。天台宗說『三智一心中得」是

《智度論》說，這是『欺盡天下人！」今查《智論》明文如此，何故是「欺

盡天下人」？」（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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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牟宗三認為即便三諦說不合《中論》原詩頌文義，若就《中論》

的中道空而言，雖明文未說，在義理層面卻不相違。28 

  印順法師在回應牟宗三時，以相當大的篇幅引述《大智度論》的原

文，其中更是包含了〈三慧品〉的三智區別，29藉以回應牟宗三的批評。

印順法師引述《大智度論》明文，明確的指出「三智非一心中得」，而

是次第得。論文中指一心中得者，乃是佛智，即一切智與一切種智於佛

一心中得，此乃二智，非三智。例如《大智度論》所載： 

問曰：一心中得一切智、一切種智，斷一切煩惱習；今云何言：

「以一切智具足得一切種智，以一切種智斷煩惱習？」答曰： 實

一切一時得；此中為令人信般若波羅蜜故，次第差品說。欲令眾

生得清淨心，是故如是說。復次，雖一心中得，亦有初、中、後

次第。如一心有三相，生因緣住，住因緣滅。又如心心數法，不

相應諸行，及身業、口業。以道智具足一切智，以一切智具足一

切種智，以一切種智斷煩惱習亦如是。先說一切種智，即是一切

28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96-97。 
29 【經】「欲以道種慧具足一切智，當習行般若波羅蜜！欲以一切智具足一切

種智，當習行般若波羅蜜！ 

  【論】問曰：一切智、一切種智，有何差別？答曰：有人言：無差別；或時

言一切智，或時言一切種智。……復次，後品中佛自說：「一切智是聲聞、

辟支佛事；道智是諸菩薩事；一切種智是佛事。聲聞、辟支佛但有總一切智，

無有一切種智。復次，聲聞、辟支佛雖於別相有分而不能盡知，故總相受名；

佛一切智、一切種智，皆是真實。聲聞、辟支佛但有名字一切智；譬如晝燈，

但有燈名，無有燈用。……是故佛是實一切智、一切種智。有如是無量名字，

或時名佛為一切智人，或時名為一切種智人。如是等略說一切智、一切種智

種種差別。」(《大智度論》卷 27，《大正藏》冊 25，頁 258 下-25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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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道智，名金剛三昧；佛初心即是一切智、一切種智，是時煩

惱習斷。30 

若據上引論文，顯然三智為「次第得」，非一心得。所謂一心得，乃佛

於一時得一切智、一切種智。因此，一切一時得，並非三智一時得，而

是二智一時得，且須為佛智。印順法師據此回應了牟宗三： 

〈三慧品〉的三智，只是「一途方便」，顯示智慧的淺深次第而

已。以二乘、菩薩、佛智的淺深次第，與「一心中得一切智、一

切種智」相糅合，而說「三智一心中得」，是天台宗學而不是《智

度論》義。論說「一心中得一切智、一切種智」，是二智一心中

得，論文是這樣的明白！31 

印順法師據《大智度論》明文回應了牟宗三的評判，並直指牟宗三的詮

釋與理解乃基於天台宗學，而非龍樹本意。這樣的立場，同樣也在印順

法師評價《佛性與般若》一書時，認為牟宗三詮釋乃基於「講中國哲學

之立場」而發。32 

30《大智度論》卷 27，《大正藏》冊 25，頁 260 中。 
31 釋印順，〈論三諦三智與賴耶通真妄：讀《佛性與般若》〉，《華雨集第五冊》，

頁 114。 
32 如印順法師說：「傳統的中國學者，從前的理學大師，論衡佛法，大都只是

受到些禪宗的影響。近代的《新唯識論》，進一步的學習唯識宗，所以批評

唯識，也依唯識宗的見地而說空說有。現在，《佛性與般若》，更廣泛的論到

地論師、攝論師、天台學與賢首學。在講中國哲學之立場，展示其教義發展

之關節，即為南北朝隋唐一階段佛教哲學史之主要課題」。在更深廣的理解

佛學來說，即使我不同意作者的方法，也不能不表示我由衷的讚歎！」（釋

印順，〈論三諦三智與賴耶通真妄：讀《佛性與般若》〉，《華雨集第五冊》，

頁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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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面對相同的佛教經典，印順法師與牟宗三間卻有著不同的詮

釋傾向，隱蔽於兩者佛學詮釋的「前理解」（vorurteil）。我們可以看到

印順法師對於《大智度論》的解讀，除了扣緊原文的脈絡之外，其所堅

守的印度中觀哲學的立場，形成了一種判釋力道，掃除了創新詮釋的可

能性。然而，牟宗三受到天台圓教的影響，以中國哲學的詮釋視角，疏

通文義，雖然自承其堅持的詮釋觀點不合文本原義，但卻以一種圓教式

的判教視角，以義理會通的方式疏通了經典中看似不合之處。 

  就此事例而言，印順法師對於《大智度論》的詮釋觀點，除了如同

上文討論筆記時的扣緊原典的治學方法，與上文「約義集錄」所開之義

理揀擇與判釋稍有不同。印順法師此處除了基於印度中觀學的詮釋傾向

外，其所重視的是在印度佛學發展脈絡下的《大智度論》，而非如牟宗

三於中國佛學脈絡下的《大智度論》詮釋。 

四、「教理」與「教史」雙軌的詮釋方法 
    印順法師在其晚年口述，昭慧法師記的〈《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

翻譯〉一文中，33對於著名佛教學者比利時學者 Étienne Lamotte、日本

學者干潟龍祥、加藤純章……等人否定或論難《大智度論》之作者為龍

樹的問題，以相當嚴謹的治學方法，出於「教史」的文獻與史地考證， 

並出於「教理」的經論會通，一一反駁地上述學者的觀點。 

    在〈《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一文印順法師先從佛典的漢譯

程序著手，從譯場的情狀與僧叡筆受時不及潤筆、《大智度論》的卷數

之誤會乃產生於經論合編的誤解，以小字夾註與筆受者的附筆來澄清

Lamotte 與干潟龍祥等人的誤解，並從論中改以漢地讀者習慣的經名、

33 收錄於釋印順，《永光集》（臺北：正聞出版社，2005），頁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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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名或地名或國王的名號等，反駁 Lamotte 過度推論的訛誤。34此外，

印順法師也從《大智度論》文中釐清佛教的中國與邊地的定義，回應

Lamotte 與干潟龍祥對於論本作者的疑慮，此外，亦從南天竺與北天竺

的歷史與地理考察，包含回應 Lamotte 引述《大智度論》中本生故事流

行於西北印度佛教的觀點，舉出《大智度論》中亦有來自於全印度與南

印度方言的文證，藉此反駁 Lamotte 的觀點。35 

  事實上，Lomotte 教授最為重要且著名的論點就是否定《大智度論》

的作者是龍樹，認為《大智度論》的作者在轉奉大乘佛學之前，曾在罽

賓或犍陀羅區域講授六分阿毘曇以及毘婆沙論，也是因為這個緣故，《大

智度論》的作者對阿毘曇的相當熟稔。此外，Lomotte 教授根據《大智

度論》中援引的相關文獻，並指稱作者為四世紀遊行於西北印度 

的學者。36對此，印順法師則從「教理」的側面來回應。 
    針對 Lamotte 認為《大智度論》作者乃西北印度說一切有部的學者

的觀點，印順法師則從《大智度論》的對佛法的根本立場來回應。首先，

印順法師根據《大智度論》引用《中論》18.8「一切實、非實，亦實亦

34 詳見：釋印順，〈《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永光集》，頁 5-23。 
35 詳見：釋印順，（《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永光集》，頁 80-92。 
36 由於本文焦點在於印順法師對《大智度論》的詮釋，且 Lamotte 的觀點與論

證相當繁瑣，未免治絲益棼，此處暫不詳述。Lamotte 的觀點與論證主要見

於其法譯《大智度論》第 3 冊的序文，詳見：Étienne Lamotte, Le Traité de la 

Grande Vertu de Sagesse de Nāgārjuna, Tome III(Louvain: Universite de 

Louvain Institut Orientaliste, 1970), pp.V-LXVIII. 中譯請見 E. Lamotte,〈大智

度論之作者及翻譯〉，郭忠生譯，《諦觀》第 62 期，1990 年 7 月，頁 97-179；

英譯請見 Étienne Lamotte, Gelongma Karma Migme Chödrön trans., The 

Treatise on the Great Virtue of Wisdom of Nāgārjuna, vol.3, 2001, pp.87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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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實，非實、非非實，是名諸佛法」之偈頌，37兼以青目的長行解說此

頌，38將「離戲論」作為整部論典的核心要旨。此正如印順法師所說：「諸

佛以無量方便力，為種種眾生，說種種法門。只要能『離戲論』，則一

切法門，莫不能『知諸法實相』。這是《智論》看待一切佛法的根本立

場。」39 所謂的「戲論」，若僅依照青目的長行，即為「愛論」與「見

論」，40若接受了印順法師的詮釋，《中論》18.8 以及《大智度論》是以

遠離「愛論」與「見論」為其核心要義的。 
  然而，若根據 Mark Siderits 與桂紹隆翻譯與解說的《中論》，直接

地指稱此偈頌的「一切」即所謂的蘊、處、界等法，亦即阿毘達磨所指

稱之實有的法。41此與 Mark Siderits 與桂紹隆理解「戲論」一詞有關，

他們將「戲論」翻譯為「實體化」（hypostatization），其中意義：「戲論

為具體化（reification）或物化（thing-ifying）的過程：將實際上僅僅是 

語言的使用形式，視為指涉某些真實存在。」42無庸置疑，這樣的理解

顯然是針對阿毘達磨的，43也是一種存有論式的解讀。 

37《大智度論》卷 1，《大正藏》冊 25，頁 61 中。《中論》卷 3，《大正藏》冊

30，頁 24 上。此外，關於《大智度論》中引述《中論》的文獻整理，可參

見：三枝充悳，〈大智度論所収偈頌と中論頌〉，《印度学仏教学研究》15 卷

1 號，1966 年 12 月 25 日，頁 85-97。斎藤明，（《大智度論》所引の《中論》

頌考），《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43 號，2003 年，頁 1-36。 
38《中論》卷 3，《大正藏》冊 30，頁 25 上-中。 
39 釋印順，（《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永光集》，頁 36。 
40《中論》卷 3，《大正藏》冊 30，頁 25 中。 
41  Mark Siderits and Shōryū Katsura trans., Nāgārjuna’s Middle Way: 

Mūlamadhyamakakārik,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13), p.198.  
42 Ibid., p.15. 
43 Ibid., p.15. 

                                                 



 
印順法師之《大智度論》詮釋的方法論與哲學立場  89 

 
 

  印順法師此處並沒有將「一切」理解為僅針對阿毘達磨的教法，而

是將其理解為龍樹處世當時全印度各學派的一切法門。印順法師這樣的

理解，仍是源自《大智度論》的，其引述論中對於部派異說的記載，44說

明各學派的論點，只要不偏執於自家學說，均是有其真實義的。45事實

上，此也是《大智度論》作為釋經體裁的重要特色，46印順法師也是如

44《大智度論》卷 18：「。如是等種種異說，無智聞之，謂為乖錯；智者入三種

法門，觀一切佛語皆是實法，不相違背。何等是三門？一者、蜫勒門，二者、

阿毘曇門，三者、空門。」（《大智度論》卷 18，《大正藏》冊 25，頁 192 上-

中。）《大智度論》卷 18：「若人入此三門，則知佛法義不相違背。能知是

事，即是般若波羅蜜力，於一切法無所罣礙。若不得般若波羅蜜法，入阿毘

曇門則墮有中，若入空門則墮無中，若入蜫勒門則墮有無中。」（《大智度論》

卷 18，《大正藏》冊 25，頁 194 上-中。） 
45 此如印順法師所說：「部派佛教的三門，都是依於佛說而開展的，只是思想

方法不同，「不得般若波羅蜜法」，於是陷於對立而互不相容的狀態。此中，

阿毘曇分別法的自相、共相，因而引起一一法實有自性(svabhāva)的執見，

所以墮在『有』中。空門說法空，若如方廣道人之『惡取空』，則必墮在虛

『無』中。蜫勒分別的說實說假，說真說俗，是很可能墮入『有無』中的。

這種種論義，都淵源於佛（《阿含》）說，只是偏執而無法「離戲論」，遂以

為對方『乖錯』。如「得般若波羅蜜法」，亦即通達緣起即空即假名的中道，

則派部異義，都有其相對真實性，於一切法門，自能通達無礙。本著這樣的

立場，《智論》出入諸家而抉擇深義，其中所涉及的，不只是說一切有部的

阿毘曇(abhidharma)，還包括當時全印度各學派的一切法門。」（釋印順，〈《大

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永光集》，頁 37。） 
46 如僧叡的〈釋論序〉所云：「其為論也，初辭擬之，必標眾異以盡美；卒成

之終，則舉無執以盡善。釋所不盡，則立論以明之；論其未辯，則寄折中以

                                                 



 
90 玄奘佛學研究 第三十一期 2019/3 
 
 

此把握《大智度論》的論議特色的。47 

    然而，若回到《大智度論》論本，印順法師藉以論證《大智度論》

對佛法的根本立場之《中論》18.8 偈頌的文本脈絡，即是前文所述《大

智度論》論四悉檀中「第一義悉檀」處。就此而論，《大智度論》除了

引述 18.8 之外，亦引用 18.7 的偈頌，48在此頌中，「心行言語斷」與「無

生亦無滅」乃是第一義悉檀的主要內涵，亦如涅槃。49然而，《大智度論》

亦云：「說諸行處，名世界法；說不行處，名第一義」，50兼說世間法與

出世間法，此與論中四悉檀的論旨是相符的。也就是說，印順法師此處

的解釋並不如 Mark Siderits 與桂紹隆順著月稱據阿毘達磨所作的存有論

解讀，而是將其解讀視角置於中觀哲學裡「深觀」的實踐或解脫論立場。 

  然而，耐人尋味的是，印順法師此處為何僅根據《大智度論》引用

《中論》的偈頌來說明《大智度論》的根本思想立場？本文作者認為，

定之。」（《大智度論》卷 1，《大正藏》冊 25，頁 57 上。） 
47 例如：「這些異義，應從《智論》思想的特色去了解。《智論》是可以含容不

同說法的，而不是『非此不可』。如『阿毘曇門』、『空門』、『蜫勒門』，偏執

了就會多生諍論，如得般若，則『入三種法門無所礙』，此如前所述。所以

《智論》每有多樣性的思想，如五道與六道，《智論》是同意六道的，卻又

處處說五道。如第一結集，取說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的『三藏』說，

卻又說『四藏』與『雜藏』。」（釋印順，〈《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永

光集》，頁 93-94。） 
48 《中論》卷 3，《大正藏》冊 30，頁 24 上。 
49 《大智度論》卷 1：「過一切語言道，心行處滅，遍無所依，不示諸法，諸法

實相，無初、無中、無後，不盡、不壞。是名第一義悉檀。」（《大智度論》

卷 1，《大正藏》冊 25，頁 61 中。） 
50 《大智度論》卷 1，《大正藏》冊 25，頁 6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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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為了具體回應 Lamotte 等學者質疑龍樹為《大智度論》作者的用意

外，似乎也隱晦地暗示其在《大智度論》筆記中「四悉各各實，第一義

究竟實」的言外之意。 

  簡要言之，本文作者認為印順法師對於《大智度論》的詮釋與理解，

不外乎「教史」與「教理」雙軌的詮釋理路，並以中觀哲學裡中道、二

諦的內涵作為揀擇法義的判釋標準，但若涉及到佛教哲學的終極目標，

印順法師的《大智度論》詮釋似乎有傾向於「深觀」的實踐意味。 

五、結論 

  綜合上文的討論，本文作者認為印順法師《大智度論》詮釋的方法

論可分成兩種。 

  首先，以《大智度論》筆記為例，印順法師表面上以「約義集錄」

的形式，以不同概念或議題為軸，整理摘錄了《大智度論》論本中對此

些概念或議題的敘述，並作必要的揀擇。雖然筆記原本是印順法師自己

基於自身使用的考量而作，但數位化並公開後，更方便讀者得以透過此

些概念或議題，回溯自論本龐雜的廣釋脈絡，清楚的把握論本對此些概

念或議題的界說或闡釋。然而，若吾人仔細觀察並比對筆記與論本，即

可發現印順法師仍有其獨特的詮釋觀點隱蔽於「約義集錄」的形式之後，

這些詮釋觀點多數是源自印順法師對「教理」的把握，以極為有限的文

字所作出的判釋。作者認為此種詮釋的型態乃是一種「教理」的詮釋理

路，顯露出印順法師對於「教理」的理解、衡定與判準。此種詮釋理路

表現在《大智度論》上，更是回溯至印度中觀哲學之基本問題的理解與

把握上。因此，透過印順法師的詮釋觀點，或許可以讓我們更加清楚地

透過《大智度論》而理解印度中觀哲學。 

  若以印順法師與牟宗三的論辯為例，印順法師是站在兼攝了「教理」

與「教史」的詮釋理路來思考《大智度論》（當然也包含了其他大乘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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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51印順法師顯然不同意牟宗三以中國佛學的前理解來疏通《大

智度論》的文義，他不但堅持原典的文義，更重視印度中觀哲學的理論

內涵。雖然如此，印順法師並非全盤否定中國佛學，如天台學者「三智

一心中得」的創造性詮釋，只是就印順法師智學所採的兩條進路，是不

相容於天台學之主張的。 

  此外，「教理」與「教史」雙軌的詮釋理路同樣也表現在印順法師

晚年口述，昭慧法師記的〈《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一文，印順

法師以出於「教史」的文獻與史地考證，兼重「教理」的經論會通，針

對學者們論難龍樹並非《大智度論》之作者的觀點，做出具體的回應與

駁議。此文不但顯示出印順法師對於《大智度論》的重視與熟稔，亦顯

示出其厚實的佛學研究與詮釋洞見。因此本文作者認為，透過「教理」

與「教史」雙軌的詮釋方法論，有助於我們適切地把握印順法師對《大

智度論》的理解與詮釋觀點，此也是印順法師詮釋《大智度論》的特色。 

  此外，印順法師兼重「教理」與「教史」的方法論背後，就其對於

《大智度論》法義的揀擇與詮釋而言，中觀學的二諦論是支撐著其「教

理」層次的核心理論內涵，此除了作為其方法論的內在精神之外，也是

其根本的哲學立場。但若思及涅槃等佛教哲學之終極目的，印順法師《大

智度論》詮釋似乎有傾向於「深觀」第一義諦的意味。印順法師此種綜

51 事實上，此兩種方法並非作者之見，印順法師在描述《印度之佛教》一書時，

即有這樣的說法：「我第一部出版的，以文言寫成的《印度之佛教》，表達了

我對佛法的信念。從佛教史的發展中去理解佛教，理解佛教正常的或偏激的

發展，或世俗的適應。在佛教的發展中，認清我們所應承受的佛法的特質，

正常的積極的部分，以適應時機，救濟苦難的現代。這是我所不能完美達成

的，但從事教理、教史的條理考證，成為我報佛深恩的唯一願望！」釋印順，

〈《妙雲集》序目〉，錄於《般若經講記》（臺北：正聞出版社，1992），頁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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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教理」與「教史」、中觀哲學與深觀傾向的方法論與哲學立場所支

撐的詮釋理路，縱然與若干學者有詮釋上的差異，但印順法師的方法論

與哲學立場介於不同佛典之間的詮釋體系裡，卻顯得一致與融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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