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讲话目次

十 泯相证性的体悟 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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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以不生灭等六不，说明「诸法空相」，正是教人作「泯相证性」 的观法。学佛的行者，要体悟这明
相证性的修法，是十分重要的。诸法， 是统指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世间法是包括了五蕴、十二处、十八界
的三科 法。出世间法是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万行。但什

是「诸法空相」呢？ 即是诸法如实真空的理

性，行者能观知蕴等诸法皆空无相，当下便是「真 如实相」了。此空相的相，在这里亦作空性解，如诸法
实相，亦名诸法实 性。所以空相，即是空性，亦即是一切法真空的理性。一切法以真空为理 性，亦即以
无自性为自性，则此自性，即是真如，本来空寂，不可言说； 及至它从体起用的时候，才有性相之分别，
即以智所证的为性，以识所缘 的为相。性相本亦无别，只是心念上的感受不同而已。所以「诸法空相」
的理体，本不可显示，唯在修观体悟而契证，因它是性空无相的，离文字 相，离言说相，离心缘相；而本
经为开悟众生，度脱众生，方便施设言说 ，就以「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六不道理，来表现
它，来显 明它： 1.不生不灭：生灭，是就事物的个体存在不存在来说，存在就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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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就是灭。诸法空相的真如，体性本空，原无生灭；而诸法的现象， 即一切事物，缘合存在，虚妄有
生，缘散别离，虚妄名灭。比如明镜当台 ，纷现森罗万象的事物，事物有来去生灭之相，明镜的本体，原
无来去生 灭，因这些森罗万象的事物，只见从明镜反映显现出来，并不是从明镜生 出来，所以明镜之体
原无生灭，有生灭的只是映入明镜的幻相而已。真如 性空，而能显现诸法，个中道理，亦如明镜能显万法
一样。世间的人，智 解不足，多是只见诸法生灭的有相，而不了诸法本无生灭的空相，所以於 诸有中贪
著不舍，终日争权夺利，自掘坟墓。亦有些人品性高尚，看轻荣 利，但因无本经所讲空的修养，对世事执
著看不开，放不下，仍是终日纳 闷不乐，像诗人屈原那样泽畔行吟，「世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
醒 」，孤芳自赏，自我陶醉，除了投江而死，别无办法了。 2.不垢不净：垢净，是就事物的性质好坏来
说。众生虽具佛性，却为 无明烦恼所尽覆、所染污，叫做垢；诸佛豁破无明，显现佛性，叫做净； 而佛
性的本体，也就是现在说的「诸法空相」，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如 如不动，本无垢净可言，故说不垢不

净。比如明镜，碰到灰尘秽污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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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现出垢相，碰到庄严美丽的东西，就现出净相，但在镜子的本体，非 垢非净，本无垢净可言。由於这
样，我们可以体认一切诸法的本体是本无 垢净，有垢有净，只不过是虚妄的幻相而已。而众生迷昧不修，
不知诸法 空性，本自清净，只在这些虚妄的幻相上，终是分别垢净，爱美厌恶，弄 出许多是非，不但自
找麻烦，也是烦恼自寻。所以本经要强调诸法的空相 本性，是不落於垢净的，我们应要明白看透，不必只
在事物的幻相上妄想 攀缘，辛苦攒营，争执不休，结果终是徒劳无益的。 3.不增不减：增减，是就事物的
数量的多少来说。在本经说明诸法空 相的本体，无始以来，不但垢净不二，亦是生佛同体，圣凡平等，不
多不 少，无欠无余，在凡不减，在圣不增，故说「不增不减」。好比月临千江 ，则千江有水千个月，一
江有水一个月，千江幻影的月虽有增减的数量， 而在天空的一轮明月，还是只有一个。所以见有增减，只
是月的幻相，性 空的真月，是从无损益的。世人不明诸法的理性，本无增减，只在数量上 计较多少，所
以要鸡虫得失，毫厘必争，彼此分疆，而与残害，使世界从 此多事，众生从此受难，就是对心经上的「诸
法空相」的道理，少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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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 古代印度的尸罗波城，有一名演若达多的艺妓，一朝对镜梳头，忽觉 自己的头不见了，惊得大喊
大叫起来：「我的头为何不见了，是那个把我 的头偷去啊！」於是疯狂似的奔走街坊，逢人便大叫大吵
道：「是谁拿走 我的头，快给我送回来！快给我送回来！」围观她的人看得好笑，有的就 指著她的头
说：「你发神经呀！你的头还不是安在你的颈上

？」她还不 信，老是叫喊。另一人从她的後面对正她的

头用力打了一拳，她感到很痛 ，用手向後脑一摸，才发现自己的头仍安在颈上，并未失去。她欢喜地
说 ：「我的头有了！」疯狂病也好了。头本无失，自己昏迷，以为失掉；佛 视众生亦是如此，诸法空相
的佛性，原无增减，众生迷昧，在妄相上自生 增减，好似演若达多迷头怖走。是一样地可怜愍者！
1 观五蕴空 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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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法不出五蕴，故先观五蕴空。「是故」二字，是承上启下之语。承 上文「诸法空相」，启下文无色，无
受想行识。既知诸法本性是空的，所 以接上来说，在这「空中」，不但「无色」，亦是「无受想行识」。
同时 「空中」二字，是指在般若真空中，也是在诸法空相中，不但无五蕴、十 二处、十八界的世间诸

法，乃至下面「无智亦无得」等出世间的诸法，亦 是含摄在这「空中」二字里面。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不同
的地方，世间法是 相对的，有色心、假实、空有、染净、生灭等可分别；出世间法是绝对的 、唯一的、
平等的、无分别的，已没有什 东西可以对比了，一切的一切 ，都已浸入性空的化境中，不但色受想行识
的五蕴皆空无我，就是连五蕴 诸法，如一切山河大地、草木虫鱼的名相，亦都空无可得，已把有形色相
的客观现象和无形理性的主观精神，都溶化在毕竟空中成为一片祥和，自 在无碍了。
2 观十二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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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 这是观十二处空，十二处是眼等六根，和色
等六尘。处是依托义，六 根为六识所依，六尘为六识所缘托，根尘为识所生处，故处又是生长义， 阐明
一切精神界的心识活动，都依这十二处而生起的。如眼根与色尘接触 ，就会生起眼识；乃至意根与法尘接
触，就会生起意识。六根亦名六入， 属内六处；六尘亦名外入，属外六处。这显示由六根六尘和合而生六
识， 一切诸法都会动员起来，发生互相摄入，互相交涉的关系和作用。 六根，是属於物质的生理组织。
根，是胜用增上的意义。诸根各有胜 用，能为发识的助缘，如果没有根，或根坏了，识就发不出来。如以
眼根 来说，如果眼珠坏了的盲人，就看不到东西，因为他的识无从发出来的缘 故。根的胜用，又能吸取
外界六尘的境物。六尘的尘，是染污动摇的意义 ，属於物理的现象。一切诸法的生起，由六根为出发，吸
收外面的六尘， 中间生起了六识。识，是认识了别的意思，属於精神的活动，它与外界的 根尘物质的现
象相对，发生了互相交涉的关系，便是构成人生与人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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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和。 六根在性质上讲，只有色法与心法的两类，色法就是前五根，心法就 是第六意根，但根有内外二
种：在外的名「浮尘根」，亦名「扶根尘」； 在内的名「净色根」，亦名「胜义根」。浮尘根，是指父母
所生的肉体诸 根形状，属於物质，没有知觉的。佛经中有形容浮尘根的样子说：「眼如 葡萄朵，耳如新
卷叶，鼻如双爪垂，舌如初偃月，身如腰皮 桑，意如幽室 见，因名浮尘根。」浮尘根是浮於外面人所共
见的眼球，在现代生理学上 的名词，叫做「视觉器官」，不能生起见的作用；能生起见的作用，是在 眼
球内的净色根，在生理学上的名词，叫做「视神经」，或「神经细胞」 。这净色根，为浮尘根所依，是浮
尘根的实体，质净而细，犹如琉璃，肉 眼不能见，天眼才能见到。这样眼根是视觉器官，视神经，乃至意
根亦有 感觉器官，感神经。器官是无知觉的，神经是有知觉的。如有视神经而无 浮尘根的眼球，犹如盲
人，不能见物；反之但有浮尘根的眼球，而缺乏视 神经，亦如死人，虽有眼睛，不能发生视的作用，眼睛
如此，其他耳、鼻 、舌、身等浮尘根和净色根??即各器官与各神经系的情形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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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本经为何说六根都是无（空）的呢？如举眼睛来说，眼根所缘的 是色法，色有能造色和所造色。能造
色是地水火风的四大种，所造色是色 香味触的四微。如五根中的净色根，是由四大四微及眼根本身，共有
九法 的众缘组织成的，不是单独可以生存的；既是众缘所生成，众缘无体，其 性本空，所以说无眼根。
眼根如此，其他耳根乃至意根亦是缘生性空，了 无实法，所以说无耳根、无鼻根、无舌根、无身根、无意
根。 在十二处中，六根是能取，六尘是所取。如眼根所取的色尘，与前文 五蕴中的色蕴，意义宽狭不
同：色蕴的色，范围甚广，总摄一切色法，凡 五根五境和法处所摄法，都包括在内；而色尘的色，惟局於
眼根所对的境 界，有二种色，就是眼所见的青黄赤白等显色、和长短方圆等形色。其他 声香味触等法，
皆不包括在色尘内的。这些色法都是缘生性空的，故说无 色尘。 声尘的声音，是耳根所闻的境界，有好
多种声音：有从生命界所发出 来的音声，如人类禽兽等声；有从自然界发出来的音声，如风浪、海啸、
松涛、溪流等声；有悦意可爱的声，如鼓乐管弦等声；有不悦意讨厌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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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骂詈咒诅等声。这些声，都是遇缘而生，空无自性，故说无声尘。 香尘，是鼻根所闻的境界，有龙
麝、郁金、苏合、 檀、沉香、脂粉 等香。有与身体有益卫生的好香，有与身体有害的不卫生的恶香。这
些香 气，亦是缘成性空的，故说无香尘。 味尘，是舌根所尝的境界，有甘、甜、苦、辣、咸、淡、辛、
酸等味 。这些味，也是从众缘和合而生，性空不实的，故说无味尘。 触尘，是身根所对的境界，约有十
四种，可分两类：一是能造触，如 地、水、火、风的四大种；二是所造触，如冷、暖、细、滑、粗、涩、
软 、硬、饥、渴等，都是为我们身根所接触而发生的感觉。这些感觉上的东 西，亦多是空无实性，故说
无触尘。 法尘，是意根所对、意识所缘的境界。佛教所讲的法尘，本来范围是 很广的，甚

东西，都可

以叫做法，世间法固然是法，出世间法亦是法， 有形的叫做法，无形的亦叫做法，但是现在所说法尘的
法，是专指意根所 对的境界，不包括眼等五根所对的法。这些法尘，亦多是缘生性空，毫无 实体，故说
无法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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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人生的大毛病，就是对十二处所生的根尘诸法，认识不清，从而 产生不正的思想和行为，根逐於境，
流转三有，长沦苦海，所以佛在处处 经中，教诫徒众，「守护根门，如龟藏六」。 佛世时代，有一个修
道的人住在�?旁边，苦修十二年，因贪念不除 ，心意驰散，眼贪色，耳贪声，乃至意贪法尘，常在六尘
欲境上打转，所 以不能入道。佛知其意，认为是可度的机缘，乃往其处，共坐树下。不久 ，有一乌龟，
从河滩爬出，被饿狗看见，即来咬它。它即把头尾四脚缩藏 於六甲中，狗不得便，无法咬到，只好走开。

龟见狗走开，复伸出六甲， 狗再来咬，龟又藏之。如是多次，水狗无可奈何，龟遂得脱险难。那个修 道
人看得如此情景，不觉失笑道：「好一个乌龟，有了护身的六甲，水狗 就不得其便」。佛陀也笑道：「亦
有修道的人，不如这只乌龟！不知诸法 无常，不守根门，放恣六情，魔得其便，形坏神散，随业流转，苦
恼百千 」！并说偈曰： 「藏六如龟，防意如城；与慧魔战，胜则无患」！ 修道的人，听到这里，即刻警
悟，自知向来心猿意马，不护根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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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未能入道；於是从警觉中，马上都摄六根，提起正念，念兹在兹，制心 一处，如猫捕鼠，不稍放松，不
久也就得道了。
3 观十八界空 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 这是观十八界空。无眼界等的无字，当空字解。乃至二字，是超
略之 词，中间还有十六界的名字，都略去未列出。如果详细列出来，应云：「 无眼界、无耳界、无鼻
界、无舌界、无身界、无意界；无色界、无声界、 无香界、无味界、无触界、无法界；无眼识界、无耳识
界、无鼻识界、无 舌识界、无身识界、无意识界」。若随类分别，即六根界，六尘界，六识 界的三类，
三个六数，共成十八界。 界字有两个意思：一是因义，如六根六尘和合为缘，而生出六识。这 个缘字中
已含有因义。六识是精神界的活动，每一个识的生起来，必须要 内有所依，外有所缘的两个条件，随缺一
种，识就生不起来。如眼识生起

90
了别作用，先要内有眼根为所依，外有色境为所缘，根境和合，才能生起 识来，不然就没有办法可以生识
的。眼识如此，其他耳等五识生起的条件 ，亦是如此。 界的第二个意思，是种类义、界限义。因十八界
的各界，虽然是互相 关连，互有交涉；但在各界的各各作用上，各有差别，界限分齐，不相混 乱的。如
我现在旁边有一块黑板，我的眼根能见这块黑板的黑色，身根能 接触到黑板的硬度，意根能生起意识的了
别，认识这块黑板的性质，是否 木做的，不是油木或其他的木作的，而它的作用，是可以供我们写粉笔字
的。所以依根，缘境而起识，其中诸根、诸境，诸识的种类差别，界限分 明，以及认识活动，都有各的特
性，不相混滥，故佛学在六根界和六境界 外，又建立了六识中，共成十八界。各界虽然各有种类差别不
同，而其是 众缘所成，没有实体，自性本空，了不可得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无眼 界，乃至无意识
界。」 本经全经只有二百六十个字，其中从「是故空中无色」乃至「无
十一个无字。研究这个无字，可有两个意义：

碍 故无有恐怖」，其中共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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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诸法因缘所生，一切事事物物，都是空无自性的。六根和六尘因缘而 生，固无自性，即依根尘和合因
缘而有的六识，更无自性可言，故一切皆 无，一切皆空。二是一个有修养的人，返妄归真，於眼等六根，
色等六尘 不起分别，自无根尘虚妄的境界，故说为无。楞严所谓：「一人返妄归真 ，十方虚空悉皆销
殒」，即是回到本来是无的境界。本经多说无字的真意 ，也不外这个道理。 禅宗的赵州禅师，专参无
字，有一段「无的公案」。有僧问赵州：「 狗子却有佛性地无」？赵州答：「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为何狗子独 无佛性呢？因狗子有佛性，是与狗子无佛性相对的无，现在赵州从诸法实 相的主体单刀直
入，喝破了这个无，乃是绝对的无，既非无佛性之无，亦 非佛性有无之无，简直是无到不能再无的无，从
这无中的自性灵光，照天 照地，正是心经要穷极无生的根本心源。 佛说五蕴法，已包括了一切诸法，为
何又要说十二处、十八界的三科 法呢？这有三个意义：一为迷心法的众生，说五蕴，开心合色，故五蕴中
心法开有受、想、行、识四种；色法只有一种。二为迷色法的众生，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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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处，开色合心，故十二处中色法开出十种半，即前五根、前五境，及法 尘境半种；心法只有意根一种，
法尘境半种。三为色心两迷的众生，说十 八界，色心俱开，放在十八界中色法开出十种半，即前五根、前
五境、法 尘半种；开心法为七种半，即六识六种，意根一种，法尘境半种。兹更列 表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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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观十二因缘空 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 这是进观十二因缘空。十二因缘亦名
十二缘起、十二重城、十二荆棘 、十二连环、十二链索。缘起，是佛法重要的理论，我们的人生与世界，
循环不息，轮回无已，都在这十二因缘的理论演化出来的。所以十二缘起 的法门，不但是小乘法，小乘人
所修，亦通於大乘各种缘起的法门，为大 乘人的基本观法。 这四句话，说得很简略，照顺序应云：无无
明，乃至无老死为一层； 无无明尽，乃至亦无老死尽为一层。这个「无」字，当空字解；这个尽字 ，当
灭字解。因十二因缘的道理可分作「顺生门」和「还灭门」来讲：顺 生门，是无明缘行、行缘识，乃至生
缘老死，指众生由无明起惑造业，至 感受生和老死轮回的苦报，这是凡夫的境界；若无明灭则行灭，乃至
生灭 则老死灭，解除了轮回的十二链索，超越苦报，净化依正，便成了圣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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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的涅盘。现在说的空无明，乃至空老死；空无明到灭尽无明，乃至空老 死到灭尽老死，正是在说还灭门
的解脱。但是我们应要先知道顺生门的流 转情形，人生是怎

样会流转生死，然後再来说明还灭门的道

理，才是顺 理成章。所以现在先把十二因缘的名义略加解释如左： 1.无明：以愚痴为体，迷昧为性。因愚
痴，迷昧了我空的真理，在五 蕴如幻法上，妄执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影为自心相，生起「我执无
明」 ；同时亦因不明诸法缘起性空的法空真理，妄执森罗幻相为实有，生起「 法执无明」。又无明是一
切烦恼的源泉，流出盲目的情意，成了业识的发 动力，故谓之「根本无明」，而因其迷於二空真理，亦名
为「迷理无明」 。既迷了二空真理，复错认一切幻事幻相为实有而起贪爱，则谓之「迷事 无明」，亦名
「枝末无明」。 2.行：行是造作的意思。过去经验过的事情，透过意志的决定，生起 造作的功用，就从行
为上造作出来种种的行业；而这些行业，就依於迷理 无明而造作出来的一切有漏善恶的行业。 3.识：这
识，不是意识的识，是指为我们生命根本的阿赖耶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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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了命、暖、识三个成分组成，即初入母胎的生命本质，也是人生轮回 生死的主体。这识是挟持过去所
造善恶业的种子来投胎，当父母交媾时， 四周黑暗，唯见淫光上升，这识的中阴身聪利，即从空中飞近父
母的身旁 ，在昏蒙迷痴中动了男女憎爱的一个妄念，就入胎中，成了此生生命的开 端。种下了这生死的
祸根，便演成後来种种悲欢离合的人生活剧。 4.名色：名是指心，即投入胎中的那个神识；色是指父精母
血漏合而 成的肉质。当初投胎，心识迷蒙，还不能显发它的了别功用，但有心的名 称，没有心的作用，
无以名之，名之曰名；而在此时，形体未成，六根未 具，不便称身，只好称之为色，表示是物质的东西。
所以名色也者，就是 指灵肉混合，心身初成的个体。佛经把人生在胚胎（名色位）中渐次生长 分成五个
阶段：投胎第一个七日名「羯罗蓝」位，译为「凝滑」，就是名 色位的情状；第二个七日名「

部昙」

位，译为「疱」，其时那凝滑的精 血秽物，渐渐长成疮疱的形状；第三个七日名「闭尸」位，译为「软
肉」 ，即由疱增长成软肉的体质；第四个七日名「羯南」位，让为「坚肉」， 已由软肉渐成为坚体；第
五个七日名「钵罗奢」位，译为「肢节」，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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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肉而形成四肢百节而渐成诸根的形状。 5.六入：六入即是六根。由前名色位经过五个阶位的变化，至第
六个 七日名「发毛爪齿」位，第七个七日名「具根位」，六根初成，即是六入 位。从名色、六入到出
胎，中间总共有三十八个七日，都属胎中位，即世 俗所谓「十月怀胎」。这是佛学上近於胎生学的分别与
说明。 6.触：触即是触觉。婴孩十月出胎，与外境接触，生起苦乐的感觉。 触的性质，是由根、境、识三
事和合而生。当小孩出生到二三岁左右，天 真未凿，六根对六境虽生六识，只有单纯的知觉，还没有到憎
爱分别明朗 的时期，皆属於触位。 7.受：受是领受，小孩在根境相对时，在违逆的境上生起苦受，在顺

利的境上生起乐受。苦乐领纳於心，谓之感受。人生自四五岁到八九岁， 年纪稍长，知识渐开，渐知接受
外界一切境物，对於衣服、饮食、住处等 事，注意享受，有所欲求，且能分别美丑优劣，唯憎爱未深耳。
8.爱：爱是贪爱，在所对的境上，於顺境则生起贪爱，於逆境生起憎 恨。大约人生自十一二岁到二十岁左
右，爱憎之心强盛。现在是说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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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憎，所以偏在贪爱一面来说。心生爱著，染污为性，便成了轮回的要素 。 9.取：由爱而取，据为己有。
大约人在二十岁後，贪欲转盛，於可爱 境，普遍追求，不惜竭尽心力，千方百计，以达到自己的占有欲。
10.有：即现在有了爱取的行业，将来又有「三有」（欲有、色有、无 色有）的苦报。又此有，亦指後有
的中有。我们一期的生命，必需要经过 本有，生有，死有，中有的四个阶段。现在这个有，就是死有与生
有中间 的中有，或中阴身，或後有身。因由於现在的爱取，开始造恶的行业，熏 习成种，潜引後有的报
体，来世堕入轮回，再受生死之苦果。 11.生：生即受生。因人死後由中阴身带业而去，凭此业因，再托
胎受 生，感到後世的果报。果报的范围虽很广远，要之不出依正二报：正报的 身命便是本有、生有、死
有、中有的四有；依报的住处。则不出欲有、色 有、无色有的三界范围。 12.老死：即由生到老髦，必定
趋於死亡。所谓「诸根衰败名老，身坏 命终名死」。人生有生必有死，生是人生痛苦的开始，死是此生痛
苦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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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但若以来生来说，则此痛苦在未成佛前。皆未有了期；如果要了脱此 人生的痛苦，那非修习佛法，非
修习佛法十二因缘的还灭观不可。 十二因缘分有「顺生门」与「还灭门」的两种观法；先是顺观，由顺
生门来观察，了知人生所以顺著生死轮回的流转，就是因无明缘行，行缘 识，乃至生缘老死而来。其中过
去的无明与行二支，是轮回的原动力；现 在的识、名色、六人、触、受五支，为此人体组织的分类，是自
我轮回的 主体，其中的识为自我生命的本质，尤为主体中的主体。而十二缘起的无 明缘行，乃至推广到
生缘老死的次第顺序，所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 生」，正是人生轮回的过程。轮回的原动力，便是人
间生灭缘起的根源。 世人以及其他的宗教学说研究者，未明这个人生缘起的根源，有说世界是 神创造
的，或说是梵天生的，或说从命运、天命来的，或说由盘古开天辟 地来的。现在的科学家，则说由猴子进
化来的，都是落於我见的揣测，或 无稽的推断而已。如人从猴子来，猴子又从谁来的？为何从前的猴子会
进 化成人，而现在的猴子，为何都不见它们进化变成人呢？ 佛法是从缘起的理论，说明人生与世界的来
源。人生与世界，亘古以

100
来，循环变化，无始无终，只是缘来即生，缘散即灭。大小乘佛法所说的 缘起，约有四种观法： (A)业感
缘起观：这是从业力感受，作缘起的观法，在十二因缘中由於 过去的无明与行二支的惑业，缘起现在识至
受的五支；复由现在爱、取、 有三支的惑业，生起未来的生死二支，使人生世界，循回无已，所谓「此
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这是小乘对人生属於业感缘起的看法。 (B)赖耶缘起观：这是大乘相宗，说三
界唯心，万法唯识，内自身心， 外至器界，都是「众缘生、唯识现」的幻相；它不从业感立说，是以无明
的生起，因在第八阿赖耶识中为诸烦恼妄惑所熏习，故缘起十二支，生出 两世一重因果，即自无明至取的
九支为现在的因，自有至老死三支，为未 来的果。赖耶所以被熏，是因这识含藏的许多种子，缘熟生起现
行，造成 今世的业因，感中阴身轮回，再招未来的生死迁流，皆因阿赖耶的受熏染 所致。 (C)法界缘起
观：这是以宇宙间的森罗万象，皆互为因果，即以此法为 能缘起，其他一切法为所缘起；反之，以其他一
切法为能缘起，此法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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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缘起，自他诸法，互为因果，相依相成，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宾主交 织，重重无尽。所谓「无不从此
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人生和世界 ，就这样在缘起法中生存与还灭，其关系奥秘，难可究诘。 (D)
真如缘起观：起信论说一心有二门，即真如门与生灭门。真如为万 法的本体，寂然不动；忽因无明风起，
逐妄迷真，流为生灭门，变现了生 住异灭的四相；然而真如本体，仍是虚凝不动，所以是生灭不碍真如，
真 如不碍生灭。所谓「不变真如性，随缘现诸法」。这是从一心涵摄诸法， 分本体和现象的两面立论，
人生与世界就是这样在缘起法中生生灭灭，永 无休歇。 在这四种缘起观中，若依小乘的业感缘起观修
行，就从十二因缘的顺 生门，悟知生灭无常，可破我执，证入我空真如；若依大乘的真如缘起观 修习，
真如顿法，顿悟实相，即可从还灭门，真悟本性体空，证入法空真 如。现在心经说的「无无明亦无无明
尽」，是从真如性空理上，观照十二 支诸法皆空，不但「无无明、乃至无老死」，观空「此有故彼有、此
生故 彼生」的顺生法，同时亦观空「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尽」，连「此无故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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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此灭故彼灭」的还灭法亦一并空之，执障扫荡净尽，直悟真妄无二， 能所双亡，我法俱泯，所以能契
证真如，直透实相般若了。 兹将十二因缘三世两重因果顺生表，列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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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二因缘的顺生门，说明人生生命的来源，以及苦乐的结局，都离 不开三世因果的关系；而且这些关
系，都由诸法的主因与助缘凑合而生起 的。所以缘起，是佛法重要的理论，是故经中有「见缘起即见法，
见法即 见佛」的说法。有一个佛门掌故，证实了这个道理。相传当时佛在忉利天 为母亲说了地藏经下
来，四众弟子都按次排队去迎接。有一位莲花色比丘 尼好胜，要争第一个见佛的光荣，就以神通化为轮
王，跑在最前面，第一 个迎接到佛，喜不自胜，却被佛呵为痴人！并说第一个见到我佛的是须菩 提，不
是她。她觉得很奇怪，看看须菩提当时并不在场，怎

会先见到佛 呢？佛知其疑，就向她解说道：「须菩

提现在林间宴坐，因悟诸法缘起性 空，就从性空法中早已见到我了。你执相求佛，愈求愈远，那里会见到
我 呢！」故金刚般若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 如来。」可见云门骂佛，丹
霞烧佛等故实，都是从法身真佛不可以色见声 求中演化出来的；也是教诫一切学佛的人，不要坭迹求佛，
只要自己能从 佛法中多闻熏习，如理作意，由文字般若而观照般若，观空诸法，便会从 法空中见到佛的
真身，那就是法身的真佛啦！所以说：「佛在灵山莫远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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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这也是说佛在 心中，心法空时，佛法即出现
了。 由於十二因缘循惑、业、苦三道流转，知道人生人死，非常地迅速！ 我们要赶快找住现实，观空行
道，截断这轮回生死的十二链索，才不枉在 人间，空走一遭！日僧莲如，有一首「白骨歌」说得很好：
「朝为红颜夕 白骨，无常风来闭双目；红颜顿失桃李�?六亲悲叹皆无益！」

5 观四谛空

无苦，集，灭，道。

这是观四谛法空。四谛亦作四圣谛，圣者正也，是说明人生在由凡夫到圣者的演变过程中，有四种
决定不变的正理，即苦谛，集谛，灭谛，道谛。遗教经说：「月可令热，日可令冷，佛说四谛，不可令
异。」
佛初成道说法，先说布施论，持戒论，生天论等世间人天因果的道理；其次听众限机进步，就进说
四谛十二因缘等法，由世间法说到出世间法

107
的道理。四谛与十二因缘，名字不同，意义是相通的；因佛陀说法，随顺 众生根性所爱好而说，有种种不

同的方式：或竖说、横说，或广说，略说 ；或演绎说、归纳说。如说四谛是略说，是归纳说，把许多道
理，收摄归 纳拢来，只用苦集灭道四个字包括了它；如说十二因缘，是广说、演绎说 ，把四谛的道理，
演绎推广开来，变成十二种道理。其实十二因缘有流转 门与还灭门，其流转门，就是四谛中的苦集二谛，
其还灭门，就是四谛中 的道灭二谛。十二因缘从三世流转说，有两重因果，四谛也是一样有两重 因果，
苦集是世间的因果，道灭是出世间的因果。听经的人，个性不同， 有的听十二因缘悟到诸法皆空的真理，
有的听四谛法，了知人生苦空无常 ，悟证真谛涅盘，听法虽有异，悟理是相同的。 一、苦谛：苦，以逼
迫为性，常能逼迫身心，骚扰不安。有三苦八苦 ，无量诸苦，而不外从肉体上生起疾病，饥渴，残废等外
苦；依内心的精 神生起的贪、瞠、痴、慢、疑、嫉等内苦；由自然界而来的风、雨、雷、 电、水、火等
相侵的苦；依人事而起的刀兵盗贼，讥骂、嘲诮等苦；还有 死後堕落恶道等苦。这些苦，都是我们从人生
社会经验到的事实，有此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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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并不是佛陀危言耸听。在法句经说：从前有四个新学比丘，讨论「人 生以什

为最苦」的问题？甲

说，以淫欲恼人为最苦（从鸽中来）；乙说 ，以饥渴逼迫为最苦（从鹰中来）；丙说，以瞠火焚心为最苦
（从蛇中来 ）；丁说，以惊怖恐惧为最苦（从兔中来）。各执己见，相持不下。刚刚 佛陀经过听到，就
告诉他们道：你们所谈的苦义，都末究竟，须知身为众 苦之源，当求寂灭，是为最乐。老子所谓：「吾所
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 ，及吾无身，吾患何有！」因为有身就有我，有我就有我所爱的眷属，金 钱，物
产等是非争逐的造业、受报，以此堕於苦处。故须由修道，求证寂 灭的我空，才能解除苦恼的逼迫。如
舍 母，因听佛说无我，悟得身空 ，一切恩爱之苦恼皆除，即见三十二个儿子被杀，亦不过付之慨然一笑
而 已。 二、集谛：集，以招感为性。我们研究苦从那里来？非从天降下，不 从地生，亦非神造，更非人
与，乃是由自身过去所集的惑业招感而来的。 所以集是世间法的因，苦是世间法的果。集亦是烦恼的别
名，烦恼有根本 烦恼与枝末烦恼，依天台解，根本是无明，枝末是见思。依唯识解，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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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烦恼与随烦恼，根本烦恼有六种：贪，瞠，痴，慢，疑，不正见。随烦 恼是随著根本烦恼生起来的枝末
烦恼，有二十种。即小随烦恼十种：念， 恨，覆，恼，嫉，悭，诳，谄，害，

。中随烦恼二种：无惭，

无愧。大 随烦恼八种：掉举，昏沉，不信，懈怠，放逸，失念，散乱，不正知。具 足自类俱起，遍不善
性，遍二染心（有覆，无记）三义的，名大随；只具 自类俱起，遍不善性二义名中；三义不具，其性猛烈
的名小随。小乘人谛 审这些烦恼惑业，确为人生受苦的因由，所以名之为集谛，即现实人生一 切的痛
苦，都由过去招集烦恼而感受的。 三、灭谛：灭，是可证的性质，即灭去惑业所招的痛苦，便可证到涅
盘寂静的快乐。小乘人厌离人间是苦、空、无常、无我的不究竟，谛审涅 盘确有寂灭的乐趣，所以便劝苦

修道，趣向灭谛的涅盘。涅盘有我空和法 空的两种，小乘人所证的是我空涅盘，不是大乘所证的法空无住
涅盘。 四、道谛：道，是可修的性质，既知人生的痛苦是从惑业感得的，那

须要修道，才能灭苦得

乐。这道谛的道品，推广的说，有四念住，四正 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八正道的三十七道
品，其中以正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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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的八正道为主体；简略 的说，即戒，定，慧三无漏学。
正见、正思属於慧学；正语、正业、正命 属於戒学；正念、正定属於定学；正精进则通於三无漏学。 总
之，四谛中的苦谛，是说明现实人生的痛苦问题；集谛，是说明现 实世界的缘起问题；灭谛，是说明未来
理想界的证悟问题；道谛，是说明 理想人生的修养问题。 四谛约三世来说，有二重因果?一世间的因果，
是集因苦果；二出世 间的因果，是道因灭果。知苦断集，慕灭修道，不但是小乘人的基本观法 ，亦是大
乘人修观的必经过程。不过佛在临涅盘时对须跋陀罗说?「有八 正道，才有四沙门果；无八正道，便无四
沙门果」。可见四果罗汉，都是 要从八正道修行，才能证得罗汉地位。 但是四谛法到底是有体的？抑是
无体的、空的呢？本经的答覆，是在 四谛上面加一个「无」字，「无苦集灭道」，无即是空义。行者经过
一番 思惟观察的修习和体验，知道四谛法是性空无体的；因诸法都是因缘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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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谛岂能例外，当然亦是从因缘而生的，既从因缘而生，亦从因缘而灭 ，其性本空，了不可得，所以
说：「无苦，集，灭，道」。小乘人初知蕴 空无我，而法是实有未空的，如今在般若会上听得二空般若的
精义，深有 所悟，到此田地，法亦不得不空，不得不无了。 佛转四谛法轮，每谛各说三次，初示相转，
二劝修转，三作证转；三 转共有十二行法轮。兹为简明起见，列表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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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观六度空 无智亦无得。 这是观六度诸法，空无自性，了不可得。无智的智，应是能观的观智 ，无得的
得，应指所观的理境。很简单地，能所皆无，智境俱泯，便是无 得正观了。但历来解经者都把这智境，是
指六度最後的智度，也包括了前 五度，因此智度既空，自然前五度的诸法亦都是空了。又智是能观，得是
所观，能观的智既无，所得的理自然亦是空了。行者初修此观法，觉观分 别，有能有所，还是初步的工
夫；现在本经对能观的智和所得理，都说为 无，是因菩萨行深般若之时，智照诸法皆空，一切差别的知
见，都溶化於 萨婆若海，能所双亡，智境一如，所以说「无智亦无得」。 又智有俗智和真智；明四谛差

别相的是俗智；明灭尽苦集而无苦无集 的境界，是真智。得，是得真理而证无生涅盘的境界；今以般若
智，观四 谛空，既无能观四谛的智，那 还有什

所得涅盘的境呢？所以说「无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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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无得」。 智论说：「智有三种，一、是一切智，为声闻缘觉的智慧，能知一切 法的总相。总相就是空
相，一切法以空为总相。二、是道种智，为菩萨的 智慧，能知世俗诸法种种差别相的智慧。菩萨有此别相
的智慧，了知众生 界的种种境界，种种情况，所以能深入社会，普度众生。三、是一切种智 ，为佛陀综
合圆通的智慧，总别合一，真俗圆明，故能普化众生，断惑证 真」。此即智论卷二十七所说：「一切智，
是声闻辟支佛事；道种智，是菩 萨事；一切种智，是佛事」。天台止观则说：「佛智照空，如二乘所见，
名一切智；佛智照假，如菩萨所见，名道种智；佛智照空假中皆是实相， 名一切种智」。这是说明了佛智
是总括三乘差别如河流的智慧，而把它总 汇在佛智的大海里。 在六祖坛经中，有两首偈较量神秀、惠能
两师的智慧浅深不同，亦可 以反映出在佛法上有智有得与无智无得的见地。秀师说的：「身似菩提树 ，
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这是有智有德的见解。能师 说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
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正合於

115
本经「无智无得」的理趣。 上面说的蕴界处三科法，以及四谛和十二因缘法，都侧重在二乘法， 这里观
修「无智亦无得」，则不但通於三乘教义，更是大乘崇高的理境。 一般初心修习佛法的行者，都认为有菩
提可求，涅盘可得，才来学佛；如 果是无求无得，那还来学个什

呢？殊不知学佛学了到家，悟彻诸法皆

空 的道理，佛法中一切真净美满的无漏智得，都是从无求无得中显露出来的 。故金刚般若说：「若以色
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所以学佛进入最高的灵境，不但空去能观智的菩提，连
所得境的涅盘 ，亦是空无一物，所谓「生死涅盘，犹如昨梦」，「圆满菩提，归无所得 」，都是这个意
境。这个意境，唯证方知，言说不及，本无可说，而本经 在没有办法中设一办法，只好用「无智亦无得」
五个字，希望能表达於万 一了。 在般若经说，从前有一个富家子弟，宿植善根，久思离欲修行，苦无 机
会摆脱家庭的缠缚，乃乘午夜，遁逃远方，日暮途穷，遇一老人，见其 诚实，留为助手。老人没有子女，
早些日子，曾於山野间得一女婴，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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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己出。日久和这青年发生情爱缠绵，逾於夫妇，青年自思离家出走， 原为离欲，何可又入尘网？乃向
老人探问此女之来历？老人说昔年得之山 野。青年听了，察情观色，益加惊怖，知女非人而实是狐类，乃

乘机又遁 逃远处。不久，又为孤女追踪而得，缠绵如旧。如是逃之再三，均被这女 所追逐，无法摆脱。
最後一次逃入寺中，向一老僧具言其故，老僧教他修 般若空观，修至空无一物，不见自身，狐精虽再追
至，亦只听其声，不见 其人。所谓「智度鬼妻」，青年的灾难，由此解除，得大自在。 大论卷十八云：
「无所得有二种：一者世间欲有所求，不如意，是无 所得；二者诸法实相中，决定相不可得，故名不可
得，非无有福德、智慧 、善根……………随世间心故，说有所得，诸佛心中，则无所得」。又在 卷卅一
问曰：「行是不可得空，得何等法？答曰：得戒定慧，得四沙门果 ，五根，七觉分，八圣道分，九次第
定，十无学法，得如是等声闻法；若 得般若波罗密，则具足六波罗密，及十地诸功德」，这些是大乘菩萨
的功 德法。又问：「上言一切法乃至涅盘不可得，今何以言得戒定慧，乃至得 十地诸功德？答曰：是法
虽得，皆趣不可得空，无受著故，名不可得……

117
……如狮子虽有所作，不自以为奇，余众生见，以为希奇。圣人虽有所得 ，而不以为得，是名为不可得
空」。我们在这些经文中思惟观察，就知道 佛学中所讲的无所得，或不可得，不是没有了东西，而是得了
真净智德的 好东西，不以为自己心有所得，乃是无得而得，得而无得的境界。这种意 义，难以形容得出
来，唯有依般若修行，扫荡情执，空无所著，这些真净 的智德，都自然会在毕竟空中，活泼泼地显露无遗
了。 以无所得故。 这句话本是结显上文所说的空义，但亦含有承上起下的意思。承上、 是承上文「是故
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乃至「无智亦无得」的道理， 都是从这句话里开展出来的。起下、是因「无所
得故」，下文说菩萨们能 「依般若波罗密多」修行，得到「究竟涅盘」；如果是「心有所得」，那就 与
般若真空之理不相应，根本就不得究竟涅乐。所以这句话，为的是要伸 明涅盘是从无所得而得的，因清净
圆明的般若心中，纤尘不染，了无渣滓 ，如觉少有所得，多添些子东西，就成了般若性空的大障碍，反而
不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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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契证了。 对於本经说的诸法无得，一切皆空的道理，亦有两种人所持不同的论 调：一是「境空心有
论」，他认为本经说的只是外境空，内心的精神是不 空的；二是「心空境有论」，另一种人又认为空只是
空去内心的执著错误 ，外境是不空的。这两者所认识的空，都是偏於一边的偏空，末得心境皆 空的中道
圆融的真空；因本经所说的中道圆融的真空，是要从蕴、处、界 、缘起、四谛、观智等法上，推求其自性
了不可得，心境俱空，才是般若 的真空，决不是认为法性边空边有的相对空，而是非空非有的绝对空、毕
竟空，才是「无智亦无得」的无所得空。 唐慧海法师在「顿悟入道要门论」中，解释般若无所得空的道理
说： 「般若智体，毕竟清净，无有一物可得」。他又引经说：「虽修空，不以 空为证，不得作空想；虽
修定，不以定为证，不得作定想；虽得净，不以 净为证，不得作净想；若得定，得净、得一切无心之时，

即作得如是想者 ，皆是妄想，即被系缚，不名解脱」，反之，若不作定、得、净想，无念 无证，即得解
脱。如维摩经说：「舍利弗问天女曰：汝何所得所证，辩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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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天女曰：我无得无证，乃得如是；若有得有证，即於佛法中为增上 慢人」！唐断际禅师传心法要亦
说：「夫参禅学道，须於一切处不生心， 只论妄机，即佛道隆，分别即魔军盛，毕竟无毛头许少法可
得」。又如禅 宗二祖慧可为求法而断臂觉痛，请初祖为之安心！初祖说：「将心来！吾 与汝安」！二祖
沉思道：「觅心了不可得」。初祖说：「吾与汝安心竟」 ；慧可即於言下悟道。这都是说的心无所得，或
「无住生心」的道理。现 在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所证的无得观慧，照见五蕴等诸法皆空，离我我所 而得
解脱，有两个意义：一是从理论上说，法性本不可得，阐明五蕴等法 皆空；二是从修证上说，修证般若，
体验到无所得慧，所以能通达到真空 法性，了无所得之境的理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