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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之意義
279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八關齋戒法會
蔬果園地招募志工啟事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民國100年11月-12月)
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本文作者係台大哲學研究所博士，於法光佛教文化研
究所、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及圓光佛學研究所等校擔
任教職，講授中觀等佛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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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四念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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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而即便上帝不存在，你都不會有什麼損失。但如

果不相信上帝，而上帝真的存在，就會失去一切，將

於死後下地獄。所以權衡利弊，我們最好相信上帝的

存在，而不必遲疑上帝的存在。

雖然柏斯卡論證有諸多待商榷的空間，但如此

的賭注論證，不能否認的，也有其道理存在。而事實

上，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也運用相似的思維在面對各

種情境或考驗。例如說，我們常告訴人要抱持樂觀的

態度，多作正面或正向思考（positive thinking），如

此鼓勵樂觀、積極思考，即是要人往最好、最佳的情

景去設想。如一個已是癌末的病人，醫生宣告他只剩

三個月可活，醫生所說的可能是依經驗法則所判定的

結果；然而，如果病人不就此屈服，抱著永不放棄的

心境，一息尚存就奮戰不懈，如此的信心不也是一種

信仰的體現？

所以抱持「樂觀」的生活態度，作用亦在於此，

此樂觀的態度即可說是一種信仰、信心的力量。況

且，世事難料、人生無常，生命中任何的一個選擇或

決定，多少也可視為是一種賭注，倘若我們樂觀以

對，看待及接受所有的因緣都是好因緣，則內心的安

心、安定之感也會升起。同樣地，佛教方便教法的施

設及應用，可說也是以正向、樂觀的方式，來看待自

己的人生及生命；如去設想自己有一顆美好的心，此

心具備著覺悟的能力，如此將使信心增強，提供面對

生命苦難的勇氣。　　

此以想像的方式在心中作設想，乃至建立信仰，

在佛教中稱為「假想觀」。相對於假想觀，佛教有所

謂的「真實觀」，即是著重經驗事實而成的信仰，重

視如實現象的認識；而假想觀則是透過想像來強化信

念，以增進力量。例如，自心作佛、心性本淨可說是

一種假想觀，而這種假想觀，乃是適應不同根器的人

而發展起來，多少也可視為是「信行人」在佛教修行

上的傾向，也可說是某種權巧方便的運用，其中重點

在於信仰者實踐多少，並如何讓生命因之而淨化和昇

華。

總之，因應不同眾生的需求，佛法開展出不同

的信仰模式，這之間但問受益與否，而無所謂高下之

分；只要不是迷信，能帶來正向光明的力量，使人實

際受益，即便是假想所建立的信仰，皆是可以接受並

鼓勵的。如此，信仰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沒有什

麼好壞、對錯之別。如果一個人，在信仰後比信仰前

過得更寧靜、自信與自在，使人感受到溫暖與安祥，

生命洋溢著喜樂，則這樣的信仰本身即具意義！

本文作者林建德先生，係國立臺灣大學哲學博士，目

前是佛教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學術

專長為「佛教哲學」、「人間佛教思想」及「佛道比

較宗教」等。 

佛典中視「四念處」之修行為通往解脫「唯一的

道路」；或者說，邁向解脫的過程中，必包含念處之

修行，而為修證解脫所共通必經之路。然而，對於念

處修行未必相應的眾生而言，佛教也施設各種不同的

法門，來增強他們的信仰和信心，以接引他們走向佛

道，佛法稱此為「方便」。

「方便」乃是相對「真實」或「究竟」而言，

中國佛教則慣以「權」、「實」稱之。但是，方便、

究竟之區分未必是如此絕對的，因為教法常是面對

不同根機的眾生而施設、開演的，倘若有人在方便教

法中，深受利益，生命得到安頓和光明，如此的教法

對他而言即是究竟的。相對的，佛典所認定的究竟教

法，對某些人產生不了作用，雖契理但卻契不了機，

如此的究竟教法仍是枉然，倒不如從方便法中領受實

質的好處。

因此，從「實用」（pragmatic）的觀點，來考慮

信仰的需求和價值也是相當重要的。十七世紀法國哲

學家柏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的上帝論證，

即是從實用觀點來著眼，鼓吹「寧信其有，不信其

無」，以下賭注的方式來述說對上帝的信仰，而認定

是一穩賺不賠的選擇。柏斯卡在《思想錄》論證說：

假如上帝存在，而如果選擇的是相信，就會得到一

■ 林建德

279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歡迎參加台北靈山講堂舉辦的「禪坐健身班」教學！

透過禪坐，您可以更接近自己、更認識自己；知道

如何運用智慧來抒解生活的壓力以及解決生命所遭

遇的問題；而配合氣功的教學，使您學會如何舒通

筋脈，健全體魄，達到動靜皆宜，生活充滿喜悅與

自在的人生。
一、時間：民國100年11月3日（四）起
　　每週四晚上7：00～9：00（為期二個月）
二、地點：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3樓 
三、內容：佛教禪坐與氣功健身教學。
四、報名地點：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7樓  
五、電話：2361-3015、6    
六、注意事項：報名請攜帶相片兩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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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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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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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名　稱 主　講　人 時　間

慈悲三昧水懺及慈悲藥師寶懺 秋焱(行河)法師主持 週二 晚上07：30～09：00

梁皇寶懺法會 秋焱(行河)法師主持 週四 上午09：00～14：00

禪坐健身班 張文崧老師 主持 週四 晚上07：00～09：00

法華經法會 每月第二週日 週日 上午09：00～13：00

禪林出坡 每月第四週日 週日 上午09：00～

優婆塞戒經講座
行新法師 每月第一個星期日上午09：00～11：00

清根法師等 每月第三個星期日上午09：00～11：00

地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7樓（捷運 台北車站3號或7號出口）
電話：（02）2361-3015～6

名　稱 主　講　人 時　間

藥師寶懺共修 秋焱(行河)法師主持 每週 週四晚上07：30～09：30

法華經法會 秋焱(行河)法師主持
（每月第三週。週六、日）

早上8：30～下午6：00
周日下午　甘露施食

地址：台中市進化路575號15樓之2（國產大樓）
電話：（04）3702-0688～9

否定」是指對某法的單純否定，並不意味有肯定他者

的表態，如說「婆羅門不應飲酒」，只是單純地禁止

飲酒，而無表示其他可不可飲之表態意味，因此是一

種絕對的否定。19

龍樹在《中論》歸敬偈所使用的否定即屬於命題

的否定，如歸敬偈云：

佛說緣起法，不生亦不滅，不斷亦不常，不來亦

不去，不一亦不異，滅戲論寂固，敬禮正等覺，

最勝說法者。20

依據梵文，頌文中的主詞是「圓滿的佛陀」

（sam. buddha），動詞是「宣說」（desayāmāsa）

，受詞則由 1 1個語詞構成，其中只有「緣起」

（prat ı̄ tyasamutpādam.）是名詞，其他10個則是作

為修飾「緣起」的形容詞，這10個形容詞包括第1

詩頌的「八不」，以及第2詩頌的「善滅諸戲論」

。「善滅諸戲論」依據梵文，它包含「滅戲論」

（prapañcopaśamam.）和「寂固」（śivam.）兩個語

詞。21 換言之，緣起的真實狀態乃是八不、滅戲論與

寂固。月稱（Candrakı̄rti，ca.600-650）認為「八不」

是整個《中論》的主題，而「滅戲論寂固」則是龍樹

撰寫《中論》的目的。22 依照月稱的說法，則第1詩

頌的八不—八種否定，顯然是側重在方法的，而第2

詩頌的滅戲論寂固，則明顯表現為透過方法所達致的

結果或目的。如就緣起的「中道」而言，前者即是「

八不中道」，後者即是「離言中道」。

八不的形式雖然可溯自《阿含經》，不過龍樹把

散見於《阿含經》各卷的八不集中在一個詩頌，似有

意以八不總攝一切法，並透過對八事四對—生滅、常

斷、一異、來去的否定，以展現命題的否定之方法學

意義。從八不所隱含的總攝一切法之意味來看，八不

中道在此表現有吉藏所謂「盡偏中」的意義，此一「

盡偏中」具有不斷捨去執著的超越意涵，因為凡是心

行所到達的，名言所表示的，都將落於世俗對待而有

著語言的侷限性。因此，只要修行者留有絲毫的心行

言語之成分，論主都要毫不保留地遮破它，以達到滅

戲論而寂固之「離言中道」，此時即是吉藏所謂的「

絕待中」。

以上我們分別論述了《中論》所承襲自《阿含

經》的「緣起中道」、「八正道」，以及表現有方

法論特色的「八不中道」和「離言中道」，它們依序

相應於吉藏「四中」中的「對偏中」、「盡偏中」與

「絕待中」。此下我們將繼續探討「緣起性空」之二

諦中道，而它則相應於吉藏四中的最後一中—「成假

中」。

四、緣起性空之二諦中道
《中論》所說的「緣起性空」有什麼意涵呢？

它和二諦有什麼關係呢？我們首先看什麼是二諦，《

中論‧觀四諦品》第8詩頌說：「諸佛依二諦，為眾

生說法，一以世俗諦，二第一義諦。」23 由此可知，

二諦乃是「世俗諦」和「第一義諦」，一般把它簡稱

為「俗諦」和「真諦」。依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

中，對中觀宗之描述是：「中觀則俗有真空，體虛如

幻。」24 句中之俗有真空，指的就是二諦，它的意

思是，就世俗而言，緣起諸法是有的，可是在第一義

中，諸法卻是空的。因此，真俗二諦也可以說就是「

空」「有」二諦－「世俗有」和「勝義空」。這麼一

來，「緣起性空」和二諦的關係就非常清楚了，「緣

起」代表「世俗有」，「性空」代表「勝義空」，因

此「緣起性空」其實就是「有」「空」二諦的關係。

緣起性空既是有空二諦的關係，那麼龍樹如何進

一步揭示有空二諦的中道意涵呢？此一二諦中道的意

涵主要表現在《中論》第24品第18詩頌：

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

道義。25

頌文的意思是：那個「緣起」(prat ı̄tyasamutpāda)

，我們說它是「空」(śūnyatā)，「空」即是「假名」

（upādāya prajñapti 受假、因施設），也是「中道」

（madhyama pratipad）。換句話說，就中觀而言，「

緣起」一詞，與「空」、「假名」、「中道」等詞，

乃是異名而同義。如龍樹《迴諍論》：「佛說空、緣

起、中道為一義。」26 月稱《明句論》24.18的註釋：

「因此，空、假名、中道，不外是緣起的別名。」27

針對頌文的意思，我們擬分為兩點來說明：第一點是

說明龍樹為什麼說「緣起」就是「空」呢？第二點是

說明為什麼「空」就是「假名」，而且也是「中道」

呢？首先就第一點為什麼「緣起」就是「空」而言，

依據青目的解釋：

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何以故？眾緣具足

和合而物生，是物屬眾因緣，故無自性，無自性

故空。28

從引文可知，青目在「緣起」和「空」之間，導

入了一個很重要的媒詞，這個媒詞就是「無自性」（

亦即義淨所說的「體虛」）；也就是說，由於「無自

性」的介入，而使得原來看似互相對立的緣起（有）

和空，得到了會通。可是問題在於「緣起」為什麼是

「無自性」呢？青目在此顯然是運用前述第15品第1

、2詩頌所說的緣起（作法）與自性（無作）之間的

矛盾性，來說明本頌之「緣起」為什麼是「無自性」

，也就是說因為緣起和自性是互相矛盾的兩個概念，

基於不矛盾律，如果主張緣起的話，就不能說它有自

性，所以說緣起即是無自性，由於緣起的事物是沒有

自性的，所以是空。換句話說，事物為什麼是「空」

？因為它是沒有自性的，而事物又為什麼沒有自性？

因為它是緣起有的。由此可知，「緣起性空」其實就

是緣起無自性空的意思，因為無自性充當了媒介的功

能，而使得空有二諦獲得融通。

其次，我們要說明的是為什麼「空」即是「假

名」，也是「中道」呢？Kalupahana認為，緣起和空

之所以是同義而表現為中道，唯有在「假名」的情

況下才有可能。29 可見「假名」在「二諦」（有、

空）和「中道」之間，扮演著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

然則什麼是假名呢（prajñaptir upādāya）？依清辨

（Bhāvaviveka，ca.500-570）《般若燈論釋》，「假

名」乃係作「因施設」解，30 而「因施設」正是假

名的梵語prajñaptir upādāya的意譯。依印順法師的考

究，《中論》裡的「因施設」，就是《般若經》所說

的「受假」，而《般若經》的「受假」，是指眾緣和

合的複合物，例如眾生為五蘊和合，樹為根、莖、

枝、葉等之和合，它相當於阿毗達磨的「假有」（謂

瓶、衣、車乘、軍、林、舍等）及「和合有」（謂

於諸蘊和合，施設補特伽羅）。31 由此可見，《中

論》本頌所說的「假名」，乃指眾緣和合而假有的一

切法，因此諸法雖畢竟空，但卻宛然而有，所以你不

能說它什麼都沒有。如吉藏《中觀論疏》：「雖因緣

有，常畢竟空（勝義空），故不著於有；雖畢竟空，

宛然而有（世俗有），故不滯空。即是二諦中道。

」32 也就是說，就第一義而言，事物雖因緣和合而

有，卻畢竟空無自性，由此而捨離有邊；另一方面，

就世俗諦而言，事物雖畢竟空無自性，卻是如幻化般

的宛然而有，由此而捨離無邊。因此，具空有二諦意

義的緣起性空乃遠離了有無二邊，形成了緣起性空之

「二諦中道」。33

以上所述，就是《中論》緣起性空的二諦中道思

想，此一中道思想乃是相應於吉藏的「成假中」，如

《三論玄義》說：「有無為假，非有非無為中。由非

有非無，故說有無。如此之中，為成於假，謂成假中

也。」34 從本段引文可知，吉藏之「成假中」和上述

《中論》第24品第18頌有密切關係，吉藏說「有無為

假，非有非無為中」，其實已概括第18頌全頌之意，

而句末之「如此之中，為成於假」，更是道出了二諦

中道之有賴於「假名」才得以成立之意義，而這正是

前文所說之本頌特色所在。因此，我們認為《中論》

的緣起性空之二諦中道，乃係相應於吉藏所說的「成

假中」。

五、結論
以上所述《中論》的中道思想，它們包括緣起

中道、八正道、八不中道、離言中道和二諦中道。

雖然行文上有如此之劃分，不過這只是為了方便說明

而有所區分而已，實際上並不是截然二分而毫無交涉

的。例如我們在討論《中論》繼承自《阿含經》的離

有無、苦樂等邊見之緣起中道時，其實已可見到透過

方法論深化的「八不中道」之雛形；而離苦樂二邊的

八正道中道，其目標即是正向涅槃，此與歸敬偈的「

滅戲論寂固」之離言中道亦無二致。此外，在歸敬偈

中，形容「緣起」（世俗有）的真實相狀之「八不」

及「滅戲論寂固」（勝義空），實已蘊含有二諦中道

的關係。而我們最後所論述的非有非無之二諦中道，

其實亦可和佛陀教化迦旃延的離有無二邊之中道相互

呼應。

總而言之，《中論》的中道思想，上承《阿含

經》與《般若經》，在立論上表現出有系統的方法

學，既嚴謹又不失直截明快，頗能凸顯中觀學派重思

辨的學風。另一方面，《中論》的中道所具有的實踐

意義，乃是透過生活實踐，以至中、向上的態度最後

達致宗教修行的解脫目的，而表現出一個理論與實踐

兼容並蓄、相輔相成的中道思想。

八關齋戒法會
一、緣起：

　　我們經常不經意間就把時間、精力耗費在無

　　意義的瑣事上，為了提醒大家「時刻觀照你

　　的心」，茲舉辦「八關齋戒」法會，提供同

　　修們互相切磋、彼此共勉的機會，冀望大家

　　能在佛道上有更深一層的體悟。

二、時間：民國100年12月3日(六)

　　（上午8：00至下午5：00）

三、地點：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二十一號三樓 

四、內容：正授八關齋戒、念佛、靜坐

五、報名地點：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二十一號七樓  

六、電話：（02）2361-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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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坐健身
班第279
期開課

2011.11.03(四)
下午19:00至
21:00

台北
講堂

每星期四晚上課
二個月一期
靜坐及靈山氣功
教學

1. 即日起報名
2. 報名電話：  
   (02)2361-3016
3. 報名地點：
  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
  一段21號七樓）

004 八關齋戒
2011.12.03(六)
（上午08:00至
下午17:00）

台北
講堂

優婆塞戒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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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八戒齋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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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無上樂。

1 9  見《思擇炎》，參自宗喀巴《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法
尊譯，《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78冊，頁271。
2 0  譯文參自法尊藏譯漢。本頌鳩摩羅什譯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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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藏》冊30，頁1中。）
2 1  D.J.Kalupahana，Mū lamadhyamakakārikā of  Nāgārjuna: 
The Philosophy of the Middle Way: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1996, p.101.
2 2  Prasannapadā, p.3.
2 3《中論》卷4，《大正藏》冊30，頁32下。 
2 4  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1，《大正藏》冊54，頁
205下。

2 5《中論》卷4，《大正藏》冊30，頁33中。按本頌之
第2句羅什原譯為「我說即是無」，其中「無」字，梵
語 śūnyatā，正譯為「空」，羅什在頌後長行起首即改譯
為「空」，故文內所引頌文依長行及梵語改寫為「空」

。又為便於下文之語法解析，玆引本頌之梵文如右：yah. 
pratı̄tyasamutpādah. śūnyatām.  tām.  pracaks.mahe, sā prajñaptir 
upādāya pratipat saiva madhyamā （Prasannapadā,p.503）
2 6  引見宗喀巴《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法尊譯，《現代佛
教學術叢刊 》78冊，頁206。
2 7  Prasannapadā, p.504.
2 8《中論》卷4，《大正藏》冊30，頁33中。
2 9  D.J.Kalupahana，Mū lamadhyamakakārikā of Nāgārjuna: 
The Philosophy of the Middle Way,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1996，P.340.
3 0《般若燈論釋》卷14，《大正藏》冊30，頁126中。另清
辨弟子觀誓於《般若燈釋復釋》中亦解作「因施設」，參

安井廣濟《中觀思想の研究》，京都：法藏館，1979年3
刷，頁164。
3 1  印順，《空之探究》，台北：正聞，1992年6版，頁
235~239。
3 2  《大正藏》冊42，頁20上。
3 3  本文前曾引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觀則俗有真
空，體虛如幻。」此中，「俗有真空」，就是「世俗有、

勝義空」，它代表中觀的二諦觀，而如吉藏之釋，由於俗

有真空的二諦觀能遠離有無二邊（不著於有亦不滯空），

故名為二諦中道。「體虛」即是「無自性」（＝真空），

由此而捨離有邊；「如幻」即是「宛然有」、「假名有」

（＝俗有），由此而捨離無邊。故「體虛如幻」仍不外在

說明「真空俗有」的二諦中道觀。
3 4  吉藏，《三論玄義》，《大正藏》冊45，頁14下。

■ 劉嘉誠

 蔬．果．園．地

招募志工
啟事

一、靈山禪林寺位於新北市石碇山上，有大片好山好水，風景秀麗怡

　　人，因為寺方人員不足，亟需一批志工朋友，幫忙整理蔬果園

　　地；一方面可以培植個人福田，另一方面又可呼朋引伴，享「採

　　菊東籬」之樂。

二、如果您可提供桔子、桂花、椪柑、木瓜、百香果、菜苗及各種藥

　　草等，亦竭誠歡迎。

三、報名參加志工或提供蔬果菜苗或藥草等，請洽台北靈山講堂

　　清根法師（聯絡電話：02-23613015或02-23613016）

台北靈山講堂   敬啟

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信仰之意義

（上接第三版）



一、前言
《中論》是龍樹（Nāgārjuna，ca.150-250）的主

要著作之一，從本論之以「中」為名，以及從中觀學

派之以「中」立宗來看，可知龍樹撰作此論，乃係以

中道作為全論的思想旨歸。1  那麼，《中論》所說的

中道有什麼殊勝意義呢？在探討《中論》的中道思想

之前，我們擬先就中觀的立場，簡要地說明「中道」

的意義，以顯示佛法的中道和一般哲學的中庸之道，

有什麼相同或相異的地方。

中道，梵語madhyama pratipad，其中 madhyama

是「中央」、「中間」的意思，如依中觀所說，也就

是「離偏」、「離邊」的意思，2 或是「避免任何極

端的立場（avoid  any extreme position）3 。在此意義

之下，佛法的中道可以說相近於儒家或亞里斯多德的

中庸之說，如儒家對「中」的解釋是「不偏之謂中」

，4 亞氏則認為「德行乃介於兩個極端之中間，極端

就是惡行－其一是過度，其二是不及。」5 可見就「

中」的字面意義而言，佛法和一般哲學所說的一樣，

都具有捨去兩邊、不偏不倚的意思。可是，佛法的「

中」除了有「離偏」的意思之外，更重要的是還有「

去執」的意義，「去執」乃指捨去種種顛倒執著，也

就是說在捨離二邊之後，也不執著中間之一，此即中

觀家所說的「破二不著一」。6 更進一步說，佛法所

說的「中」，乃在於超越凡情，以聖者的智慧遠離一

切世間名言對待之執著，因此而有著超越，絕待的意

義。其次，pratipad是指「道路」或「途徑」的意思，

它包含有實踐的意味，也就是說，佛法的「中」，不

僅是理論的，同時也是實踐的，眾生透過對中道之理

解，並且依循中道去實踐，就能夠到達最終涅槃解脫

的目標。

有關中道的意義，三論宗之集大成者嘉祥吉藏

（549-623）曾將之總攝為「中以實為義，中以正為

義。」7 並以四中－「對偏中、盡偏中、絕待中、成

假中」8 涵蓋其義。在這裡，所謂「中正」就是我們

上面所說的「離偏」或「離邊」之意思，它相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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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的中道。依南傳巴利藏《初轉法輪經》有關八正道

中道之解說，約相當於《中阿含經》第169經《拘樓

瘦無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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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此二邊，則有中道。…有聖道八支，正

見乃至正定，是謂為八，離此二邊，則有中

道。15

苦、樂二邊是印度修行者兩種極端的宗教行為，

他們若不是縱情於感官的欲樂，就是執著於極端的苦

行，世尊認為這兩種極端的修行態度，都不能與法義

相應，於解脫道無益，因此提出離苦、樂二邊的中道

行，也就是以「正見」為首的八正道。

龍樹在《中論》裡固然沒有明文提到不苦不樂的

中道，但是整部《中論》主要在於揭示如何樹立「正

見」，如何以正見為前導，過一個以智為本而不是以

情為本的中道生活，因此其精神仍不出率行八正道。

而且從＜觀苦品＞與＜觀顛倒品＞來看，論主亦有意

藉由緣起無自性之正見，來勸誡世人能夠遠離對於

苦、樂之見的偏執。

龍樹對於苦的執見之破斥，如《中論‧觀苦品》

第1詩頌云：「自作及他作，共作無因作，如是說諸

苦，於苦則不然。」 16 本頌旨在如何正確觀察苦的

原因，一般以為招感苦果的原因不外是自作、他作、

共作或無因作，但這是沒有正確理解緣起所產生的偏

見，實際上苦報是從眾緣生起的，所以自、他、共、

無因等四作都不正確。

至於＜觀顛倒品＞破常樂之偏執，則如第20～22

頌所云：

若常我樂淨，而是實有者，是常我樂淨，則非是

顛倒。

若常我樂淨，而實無有者，無常苦不淨，是則亦

應無。

如是顛倒滅，無明則亦滅，以無明滅故，諸行等

亦滅。17

龍樹在此仍沿用兩難式以破除常樂之執見。由此

可見，龍樹確實有意顯揚離苦、樂二邊的中道，而此

一離苦、樂二邊的中道，乃是「正見緣起法」18 的中

道，亦即是以「正見」為前導的八正道，也就是前述

《中阿含經》所說的八正道中道思想之繼承，而它所

具有的實踐意味是極為顯著的，因此我們稱它作實踐

的中道。

以上我們分從「理論的中道」和「實踐的中道」

探討了《中論》的中道思想，這個中道思想是以《阿

含經》的緣起論為主軸所開展出來的中道思想，如果

以吉藏所說的四中來看，四中的「對偏中」則與此相

契應，也就是側重在「離偏」或「離邊」的意義。

三、「八不中道」與「離言中道」
八不中道主要表現出方法論的特色。這個方法論

乃在展現方法之工具性與目的之究極性，也就是透過

否定法以遮撥對緣起法產生曲解的種種名言對待，進

而達致言忘慮絕的寂滅境界。此中，就否定法的遮詮

而言，在《中論》裡係以「八不中道」為起首；而言

忘慮絕的寂滅，就是《中論》用以表達諸法實相的「

離言中道」。

在印度論理學中，否定包含有「名辭的否定」

（paryudaāsa-pratis.edha，非遮）和「命題的否定」

（prasajya-pratis.edha，無遮）。「名辭的否定」是指

對於否定辭的後接語（名辭）之否定，在否定的同時

含有表態的意味，例如說「此人不是婆羅門」，除否

定此人是婆羅門外，尚有承認「此人是非婆羅門種

姓」的表態意味，故是一種相對的否定。而「命題的

．專題論述／閱讀經典

四中之「對偏中」與「盡偏中」。而所謂「中實」就

是一切事物的真實狀態，也就是我們上面所說的「超

越」或「絕待」的意思，它相應於四中之「絕待中」

與「成假中」。以下，我們將依中道所具有的此一意

義脈絡，逐一來探討《中論》的中道思想。

二、以《阿含經》為基礎的中道思想
《中論》的中道思想，基本上是以《阿含經》

的緣起論為主軸所開展出來的中道觀。此一立基

於《阿含經》緣起法的中道觀，依南傳佛教學者

D.J.Kalupahana所說，可以分為兩個方面：第一是哲

學的中道，乃指釋尊在《化迦旃延經》（Kaccayana-
g o t t a - s u t t a）中所說的離有、無二邊的中道。第
二是實踐的中道，也就是釋尊在《初轉法輪經》

（Dhammacakkappavattana-sutta）中所說的離苦、樂
二邊的中道，亦即八正道。9 印順法師在《中觀今

論》中也有這種分法，他將「不有不無」稱為「理的

中道」，將「不苦不樂」稱為「行的中道」，10 可以

說和kalupahana的看法一致。筆者現在就參照這種分

法，分別就「理論的中道」和「實踐的中道」等兩個

部分，來論述《中論》所承襲自《阿含經》的中道思

想。

（一）理論的中道
理論的中道主要是指離有、無二邊的緣起中道，

如《中論．觀有無品》第7詩頌：「佛能滅有無，如

化迦旃延，經中之所說，離有亦離無。」11 頌文中明

文舉出《雜阿含經》裡的《化迦旃延經》，而《化迦

旃延經》正是佛陀為教化摩訶迦旃延所開示的離有、

無二邊之緣起中道，如《雜阿含經》第262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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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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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龍樹在此引用該經，顯然有意藉由佛說的非有

非無之中道來破斥「實在論者」（Realist）與「虛無

論者」（Nihilist）。實在論者以為一切事物之存在

皆實有「自性」（svabhāva）－即事物本自擁有而永

不變易的性質（essence），龍樹在第15品中藉由緣

起（作法）與自性（無作）之間的矛盾，來論證凡是

依因待緣而生起的一切事物不可能有自性，13 因此事

物之存在並非是實有的。相反地，與實在論相對的是

虛無論，虛無論者認為事物既然不是實有自性，那麼

應該就是實無自性，也就是說，存在的事物消失之後

就永遠不存在，而且也不再生起。龍樹在該品中繼續

破斥虛無論者，龍樹指出：「無」只不過是「有」的

相對面，「有」的壞滅就稱作「無」，因此，必須先

有「有」（事物之存在），然後才有「無」（事物不

存在），如今，實「有」既然不能夠成立，那麼實「

無」又如何能夠成立呢？14

龍樹舉《化迦旃延經》為例證，認為只有佛說的

緣起法，才能使人正見世間集而不生虛無之見，同時

正見世間滅而不生實有之見，如此才能如實把握佛所

說的遠離有、無二邊之緣起中道。

（二）實踐的中道—八正道
如前所言，Kalupahana認為釋尊在《初轉法輪

經》中所說的離苦、樂二邊的中道—八正道，就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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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惠文、蔡佳瑜、
黃福成、黃詹寶雲
卓明宏、黃佳慧、
卓妍妤、卓妍安、
巫張秀玉、巫淑真
任廣治、陳昕岑、
陳易欣

400元

許洲賓、許劉秀英 
許峰源、許華君、
許鈞富、許華容、
許明珠、陳詠怡、
陳俐蓉、吳念慈、
許菁芬、葉日鴻、
葉佳欣、葉政雄、
葉咨儀、許菁芳、
朱怡婷、朱怡恩

200元

王樹、陳美
王文亮、陳麗端、
王可欣、王鈴慧、
王政宏、鄭惠琴、
王明蓁、王仲民、
王尹姿、吳秀蘭、
王森正、蔡雅惠、
黃錦鍊、龔呈休、
洪啟成、王金月、
洪維哲、范國益、
白金雄、李昇

100元
許凱岳、陳志育、
魏景泉

﹝隨喜﹞

500元 丁權福、季夢蓮

300元
何燕娟、何燕蓓、
何志勤、賴武村

200元 鄧晉陽、鄧韻華

﹝隨喜-講堂﹞

500元 吳銘

﹝隨喜-功德箱﹞

486元 靈山禪林寺

﹝隨喜-禪林車子﹞

20,000元 釋行新

3,000元 陳松芳、包金城

1《中論》以「中」為名，其主旨乃在明中道，如僧叡《中

論》序文：「以中為名者，照其實也……實非名不悟，故

寄中以宣之……析之以中道。」（《大正藏》冊30，頁1
上）吉藏《中觀論疏》：「今為破斷、常二邊…令學大乘

人識中道，發生正觀…故造此中論。」（《大正藏》冊42
，頁 20  上）慧賾《般若燈論釋》序：「其為論也，觀明中
道而存中矣！」（《大正藏》冊30，頁51中）又，中觀學
派之以「中」立宗，亦由於其以中道為自宗宗旨之故，如

貢卻亟美汪波《宗義寶鬘》云：「因為這些人（中觀者）

主張脫離斷、常二邊的中（道）觀，所以稱為中觀宗。」

（陳玉蛟譯本，台北：法爾，1997，頁95）A.M.Padhye在
《龍樹哲學概論》一書中謂：「為什麼稱主張中道者及

其追隨者為中觀學派呢？因為事實上正如其名，該學派

指出一個客觀的「中」－亦即介於兩個極端之間的中道，

並教導我們去追隨中道。」（A.M.Padhye, The Framework 
of Nāgārjunaś Philosophy, Delhi：Sri Satguru Publications, 
1988,p.146）月稱《明句論》梵本的英譯者M.Sprung說：
「中道乃是（整個）中觀思想的始末。」（M.Sprung, 
Lucid Exposition of the Middle Way: the essential chapters from 
the Prasannapadā  of Candrakı̄ rti,, Boulder：prajbñā Press 
,1979,p.23）。
2  如吉藏《三論玄義》云：「離偏曰中」。（《大正藏》

冊45，頁14上）慧頤《般若燈論釋》序：「舉中標目者，
鑑亡緣觀，等離二邊也。」（《大正藏》冊30，頁50下）。
3  A. M. Padhye, The Framework of Nāgārjunaś Philosophy, 
Delhi；Sri Satguru Publications,1988, p.146.
4《中庸》第一章，引見陳榮捷著，《中國哲學文獻選編(上
冊）》，台北：巨流，1995，頁181。
5  F. Copleston,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1, 台北；馬陵出
版社翻印，1982，p.78.
6  如吉藏《中觀論疏》卷10云：「借中以彈二，二去，不二
亦捨，即了悟也。」（《大正藏》冊42，頁152上）另參印
順，《中觀論頌講記》，台北：正聞，1992年修訂1版，頁
58。
7  吉藏，《三論玄義》，《大正藏》冊45，頁14上。
8  同上，頁14中。

9   D.J.Kalupahana, Mū lamadhyamakakārikā of  Nāgārjuna：The 
Philosophy of the Middle Way, Delhi：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1996,p.1
1 0  印順，《中觀今論》，台北：正聞，1992年修訂1版，頁
8。
1 1《中論》卷3，《大正藏》冊30，頁20中。
1 2《雜阿含經》卷10，《大正藏》冊2，頁66下～67中。
1 3《中論》之原頌文是：「眾緣中有性，是事則不然，性

從眾緣出，即名為作法。性若是作者，云何有此義？性名

為無作，不待異法成。」（《大正藏》冊2，頁19下）
1 4《中論》之原頌文是：「有若不成者，無云何可成？因

有有法故，有壞名為無。」（同上，頁20上）

1 5《中阿含經》卷43，《大正藏》冊1，頁701下。
1 6  《中論》卷2，《大正藏》冊30，頁16中。
1 7《中論》卷4，《大正藏》冊30，頁32上。
1 8  如《中論‧觀四諦品》：「是故經中說，若見因緣
法，則為能見佛，見苦集滅道。」（《大正藏》冊30，頁
34下）頌文中之「見因緣法」，梵文為prat ı̄tyasamutpādam. 
paśyati，即是指「見緣起」，也就是下半頌所說的見「苦
集」（duh.kham samudayam）與見「苦滅」（duh.kham nirod-
ham）。梵文原頌參見Prasannapadā（明句論），Poussin校
訂本，p.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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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兒子正值國二青春風暴期，經常

會莫名地挑戰我這老媽的脾氣與耐心。聽

過一位補習班老師談到跟這個年齡層的孩

子相處的祕訣就是：「碰到這種狀況時，

把他們當『火星人』就容易理解了」。經

這麼一想，跟他們好像比較容易和平相處

些，但仍總覺得那裡怪怪的。

這次有幸能在民國百年的暑假，跟著

因版面所限，未能刊載功德錄下期待續

龍樹《中論》的中道思想

100年7月功德錄（續）

2011 靈山文教基金會青少年和兒童4Q夏令營紀實 之二

從答應承接夏令營的營隊長那一刻

起，心裡就開始忐忑不安。想到去年國

中營的震撼教育，心裡不斷地幫自己加

油打氣，告訴自己說：「承擔是一種勇

氣，能奉獻也是一種福報」。

去年安排課程時，我們這群遠離學

童教育階段太久的初生之犢，憑著心中

近
期
活
動

翦

影

■ 劉嘉誠

11

很感謝淑瑜的邀約，讓我有機會為

生命教育盡一份力，也可以站在更高的

位置去思考和學習。在行政工作中，除

了思考如何讓營隊順利完成，更要把眼

光放在未來。如何在每一個活動和流程

中，為未來奠基、開路？凡事多想一

點，多做一點，團隊的發展就多一點未

來性，人的格局和視野也就跟著變寬、

變大了。有人說：「先承擔了，心思意

念就會往那邊走，方法自然會出現。」

又說：「生命不求ㄧ次到位的完美，而

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行動中慢慢修正調

整。」是啊！佛陀悟道也是經過累劫累

世的修行，重要的是發願和ㄧ步一腳印

的執行。

夏令營的舉辦不僅在孩子們的心中

種下善的種子，同時也讓我們這群有願

心付出的夥伴們彼此學習，慧命成長，

心中那個善的法輪，跟著轉動起來。佈

施的人有福、行善的人快樂，明年暑假

大家一起來吧！

圖一至圖五說明：淨行上人於

2011年8月18日至2011年9月20

日受邀赴泰國、越南等地寺院參

訪，受到當地僧俗二眾的熱烈歡

迎。

圖一：歡迎茶會（泰國）
圖二：泰國法師頂禮（泰國）
圖三：會議（一）（泰國）
圖四：會議（二）（泰國）
圖五：與越南三寶寺如海尼長及
　　　信眾合照（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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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股熱誠，想要給學員們最多、最好

的知識和學習，安排了兩天「精進又充

實」的福袋課程，結果搞得大家人仰馬

翻。所以今年謹記去年的教訓，不論在

課程內容或上課方式，都做了大幅的調

整。這ㄧ番的努力，讓我在看到學員們

燦爛開心的笑容時，終於把心中懸宕好

久的這塊石頭，給放了下來。

活動從相見歡的嘉慶老師開始，他

資深的教學經驗和對學員的用心，透過

傳球遊戲與孩子建立信任，讓孩子們學

會包容、等待和鼓勵，並且為兩天的營

隊訂下了規矩。之後，兩天的課程中，

我看到學員的投入和彼此間的包容、鼓

勵、互相幫助，更看到孩子們身上無限

的創意和潛能。我不禁想到一句話：「

栽種有時，拔取有時，上天造萬物，各

按其時，成為美好」。我們何必急著給

小孩「我們覺得好」的東西呢？給孩子

重要的品德、充分的信任和鼓勵，生命

自會成其美好。

100年8月功德錄

青少年營 小隊輔 林素瑾

青少年營 營隊長 賴巧盈

驗遊戲，我們都享受了這些「火星人」或

誇張或認真，或無厘頭或好笑的肢體、

表情與創意；遊戲中，也觀察到他們「火

星」一族，其實是很有團隊合作的精神：

如反應快的會幫忙慢的；較害羞的會樂於

跟新朋友私語，偶爾還會一致對外，跟我

們這群工作夥伴拚個輸贏；雖然不習慣吃

素食，但也會盡他們最大的努力吃；雖然

不習慣靜坐，也仔細地聆聽師父的指導，

青少年營和兒童營 講師 陳良光
我原先學習經絡穴道及推拿手法

時，只想體驗在自修合氣道和太極拳

的過程中，初窺自我體內小宇宙的運行

及身體變化而已。沒想到靈山文教基金

會卻提供我如此寬闊的平臺，讓我有機

會藉著「經絡敲敲樂」活動，和青少年

營及兒童營的小朋友們，一起分享與探

索人與人之間大宇宙的關聯性，體會到

個人自我小宇宙提升能量時，影響週遭

親朋好友的能量場向上、向善。我將自

我敲敲打打的一些功法及手法放入課程

中，期待每個小朋友們都能透過簡單的

十巧手、全身經絡敲打等活動，來提升

自我的正向能量，也能輕易地指導父母

或同學們，一起分享這種正向能量。

一群熱愛生命教育的好夥伴們加入靈山文教基金會青少年4Q
快樂成長營的工作團隊，並擔任小隊輔，意外地讓我找到了上

述問題的解答。之前曾聽過國中營的工作夥伴們形容去年與這

些「火星人」初接觸的慘狀，他們與我們平時熟悉，總是熱忱

參與課程、努力學習的成人，是那麼的不同；聽在我心中，不

禁激起在家跟兒子相處時的那份鬥志來，心想：「好吧！國中

生，我來了！」，並準備拿出與「火星人」對戰的各式戰術，

好讓他們知道我這個「火星人」的老媽也不是蓋的。

但是，在2天的營隊活動結束後，大家都說這次的「火星
人」真是天使！不管是在講師們巧思設計的動腦活動，或是體

做完每個動作等等。

原來只要有樂趣，認真的陪伴，真誠地把他們當作一個生

命的個體來欣賞、來尊重，不帶負面的眼光看他們，其實他們

就只是一群「可愛又期待被欣賞」的「火星人」而已。

生命，就是從不成熟邁向成熟的一個過程。感謝靈山文教

基金會與2011夏令營工作團隊的邀約，以及大夥們認真投入的
執行，在這段陪孩子的成長過程中，我體會到「火星」一族們

想要的是什麼了。原來，他們要的就是樂趣、陪伴以及大人們

欣賞的眼光。總之，他們要的就是一種很單純的、大家能聚在

一起很快樂的那種感覺而已。

﹝禪林建設﹞

20,000元 呂理宗

5,000元 張登金

3,000元 吳國禎

2,000元
陳德慧、王相光、
吳銘、陳美賢

500元 洪月進

200元

蔡新鑫、蔡宜勳、
葉慶豐、蔡宜潔、
葉沐恩、吳麗莉、
陳思涵

100元 張秉筑、無名氏

﹝禪林建設-上人寮房﹞

5,000元 呂哲雄

4,000元 顏良恭閤家

1,000元 李淑惠

﹝禪林建設-發票中獎﹞

1600元 靈山講堂

﹝護法﹞

3,000元
高東海、黃素慎、
高子翔、高子健

2,000元
黃麗雲、萬波笛、
萬乃塵、萬乃儂、
萬乃賏

1,200元
賴瑞琅、黃素蘭、
賴毅庭

1,000元 曾淑珠

500元
黃英雄、黃立瑋、
黃立昌

300元
高啟瑞、吳銅、
吳金欉、吳宗益、
吳貴莉、吳淑真

200元 呂國章、呂藍金枝

100元
郭溫柔、賴立瑋、
何嘉浩

﹝弘法教育-月刊﹞

500元 吳銘、曾厚成

﹝供養上人﹞

20,000元 許雪

5,000元 吳致緯

1,000元 呂周彩貴

500元 林美麗

﹝供養常住﹞

10,000元 詹阿滿

2,867元 釋清夏

1,000元 吳德美

500元 林美麗

300元

蔡新鑫、蔡宜勳、
葉慶豐、蔡宜潔、
葉沐恩、吳麗莉、
陳思涵

﹝供養三寶﹞

800元
李秀卿之白黃色貓
(瘦貓)

500元 胡文豪

100元 段銘宗

﹝救濟﹞

2,000元 吳銘、劉張麗貞

1,000元 李廣民、彭雅麟

500元 劉惠美、藍龍波

﹝放生﹞

12,900元 妙言等人

2,000元 胡玉欣

1,000元

徐慧德、林童花、
許雪、周淑真、
高東海、黃素慎、
黃素娥

500元

林海泉、林介生、
林銘娜、林文晃、
潘芳靜、陳德生、
陳德慧、黃素蘭

300元 蕭素娟

﹝譯經﹞

200,000元 董王書英

160,000元 朱瑞松

100,000元 賴柏嘉

55,800元 朱明緯

15,000元 顏良恭閤家

10,000元 吳致緯

5,000元 三寶弟子

3,000元
薛安秀、吳德慧、
胡玉欣

2,000元
鄭雄傑、賴秀惠、
黃素娥、陳美賢

1,500元 邱聰祥

1,100元 林佑聲

1,000元
陳金財、蔡耀檳、
郝政道、蔡幸君、
沈榮欣、萬波笛

600元
萬乃塵、萬乃儂、
萬乃賏

500元
賴柏嘉、洪月進、
陳昭惠、呂忠洋、
范昌健、黃麗淑

400元 李淑惠

300元
趙子淵、鄭立專、
林歆惠

200元

呂詹好、呂玉茹、
薛昀軒、呂旻璁、
蘇家卉、呂怡瑩、
黃騰輝、蔡秦琴、
蔡珠麗、卓美珍、
蕭素娟、葉樺、
葉靜、吳文淑、
楊裕隆、楊皓丞、
楊富美、鄭勝宏、
陳秋汝、柯進發

100元

蔡東仁、梁美琳、
賴蓓瑩、彭品瑄、
蘇琳雅、吳映儀、
蘇毅恩、柯欣妤、
柯翔豪、張秉筑

其他專款-尼泊爾法器

5,000元 黃素慎

1,500元 邱聰祥

﹝隨喜﹞

1,000元 藍章華、藍黃雪貞

500元 丁權福、季夢蓮

300元
何燕娟、何燕蓓、
何志勤、賴武村

200元
李淑惠、鄧晉陽、
鄧韻華

30元 陳月美

12元 王珍莉

﹝隨喜-人事費贊助﹞

74,000元 黃中洋

﹝隨喜-講堂﹞

500元 吳銘、何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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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靈山佛教會
法國佛教各界聯合舉辦玉佛來
訪系列慶祝活動

世界靈山佛教會
法國佛教各界聯合舉辦玉佛來
訪系列慶祝活動

台北靈山講堂
泰國、越南寺院參訪活動
台北靈山講堂
泰國、越南寺院參訪活動

u

圖六至圖十二說明：由「玉佛巡迴世界，祈求世界和平」為宗旨的佛教組織所發起的巡迴

世界活動，2011年9月17日至10月9日來到了法國巴黎近郊的文森大佛寺，駐留三週，供

當地民眾瞻仰頂禮，合辦單位包括世界靈山佛教會、法國佛教聯合會和法國電視台第二台

等；「世界靈山佛教會」於此次活動，除了支援人力協助維持秩序外，在現場亦擺設攤位

義賣，並由「靈山藝文表演班」負責部分節目的演出。

圖六：世界靈山佛教會會所（法國/Vitry-Sur-Seine）
圖七：活動海報
圖八：「迎請玉佛，祈求世界和平」法會（法國/
　　　巴黎近郊Vincennes公園）
圖九：玉佛佛像（法國/巴黎近郊Vincennes公園）
圖十：法國電視台第二台現場訪問及錄影（法國/
　　　巴黎近郊Vincennes公園）
圖十一：世界靈山佛教會義賣攤位（法國/巴黎近
　　　郊Vincennes公園）
圖十二：靈山藝文表演班之表演（法國/巴黎近郊
　　　Vincennes公園）

（下接第四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