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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歷代著解《華嚴經》大師如澄觀、法藏、智儼……皆廣引《中論》的哲學思想

作註腳，但有關《華嚴經》與《中論》哲學匯通的研究資料仍非常少見。《中論》

的哲學是非常廣泛的，歸納整理起來約有十餘種，若將《華嚴經》與《中論》哲學

思想全部做比對研究，那將會是數十萬之言，故本論僅將《華嚴經》與《中論》「緣

起性空」的哲學思想做分析研究。研究重點將探討《華嚴經》〈十定品〉其中一段經

文：「如日中陽焰，不從雲生，不從池生，不處於陸，不住於水，非有非無，非善

非惡，非清非濁……以因緣故而現水相，為識所了。」與〈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

其中一段經文：「如我音聲不從東方來，不從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來；業報成佛亦

復如是，非十方來……此無根本、無有來處」。這幾段經文與《中論》「觀因緣品」之

「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無因生」及「觀四諦品」之「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

空」的「緣起性空」哲學是相通的。 

關鍵詞：華嚴經、十方來、中論、眾因緣生法、自生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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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hilosophical Study of the “dependent origination 

and the emptiness of nature” in Avatamsaka Sutra and 

Madhyamaka-Kārikā— Taking “The Ten 

Concentration” and “The Qualities of the Buddha’s 

Embellishments and Lights” as Examples 

Chen, Shi-bin 

(Associate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De 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Dharma masters of the various dynasties, such as Cheng-kuan(澄觀), Fa-tsang(法藏), 

and Chih-yen(智儼), drew a lot from the philosophical ideas inherent in the Madhyamaka-

Kārikā (中論) for their footnotes when they were writing comments for the Avatamsaka 

Sutra. However, research materials concerning the combined study of the Avatamsaka 

Sutra and the Madhyamaka-Kārikā are still difficult to find. This paper, therefore, aims 

to carry out an analytical study on the philosophical idea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and 

the emptiness of nature(緣起性空 )” inherent in both the Avatamsaka Sutra and the 

Madhyamaka-Kārikā. The focus will be put on a paragraph in “The Ten Concentration(十

定品)” of the Avatamsaka Sutra which reads as: “It is like a mirage in the daytime—it 

does not come from clouds or lakes, it does not rest on land or water, neither exists nor 

does not exists, is not good or bad, not pure or polluted…Through causes and conditions, 

it manifests the appearance of water, as perceived by the consciousness.” Also, the focus 

of study will be on a paragraph in “The Qualities of the Buddha’s Embellishments and 

Lights (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 which reads as: “Just as my sound does not come from the 

east or from the west, the south, the north, or the intermediate directions or the zenith or 

nadir, in the same way the achievement of buddhahood as a consequence of actions does 

not come from any of the ten directions…This has no basis, it does not come from 

anywhere.” The meaning of the above-mentioned two paragraphs from the Avatamsaka 

Sutra is in accord with the meaning of a paragraph from the “pratyaya-parīkṣā nāma 

prathamaṃ prakaraṇam (觀因緣品)” of the Madhyamaka-Kārikā which reads thus: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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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self-born, not others-born, not the symbiosis of the self-born and others-born. It is 

born not without origin.” Moreover, it is in accord with the meaning of a paragraph from 

the “ārya-satya—parīkṣā nāma catur-viṃśatitamaṃ prakaraṇam (觀四諦品 )” of the 

Madhyamaka-Kārikā which reads: “yaḥ pratītya-samutpādaḥ śūnyatāṃ tāṃ 

pracakṣmahe” (the dharma that is born out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is the dharma of 

emptiness). The Avatamsaka Sutra and the Madhyamaka-Kārikā share a lot in common 

in terms of the philosophy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and the emptiness of nature.” 

Keywords: Avatamsaka Sutra, Come from the ten directions, Madhyamaka-Kārikā, the 

dharma that is born out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self-born, others-b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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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龍樹菩薩（Nāgārjuna，約 150－250），又稱龍猛、龍勝。大約為二、三世紀

頃之人。龍樹之著作極豐，如：《中論頌》、《十二門論》、《空七十論》、《迴諍論》、

《六十頌如理論》、《大乘破有論》、《大智度論》、《十住毘婆沙論》、《大乘二十頌

論》、《菩提資糧論》、《寶行王正論》、《因緣心論頌》、《菩提心離相論》、《福蓋正行

所集經》、《讚法界頌》、《廣大發願頌》等；造論之多，世所罕見，遂有「千部論主」

之美稱。 

龍樹的《中論》有四卷，有印度僧青目（梵名 Piṅgala音譯賓伽羅、賓頭羅伽，

約 250－300）作譯，由姚秦鳩摩羅什（Kumāra-jīva，約 344－413）漢譯，收於《大

正藏》第三十冊。《中論》梵文共有 448 偈，1漢譯、藏譯或作 445 偈。《中論》梵

文為 madhyamaka（中觀）-kārikā（論頌），故又名為《中觀論》、《正觀論》、《中頌》、

《根本中頌》、《根本中論》、《根本中觀論頌》。 

《中論》的「中」指的是「不落二邊」的真理，並非是「折中」的意思。如《雜阿

含經‧卷十》所云： 

世人顛倒，依於二邊，若「有」、若「無」。世人取諸境界，心便計著…… 

如實正觀世間「集」者（「集」是「招聚」義，能招集三界生死苦果煩惱），則不生世

間「無」見。 

如實正觀世間「滅」（「滅」是「寂滅」義，斷除一切煩惱之苦，可入於涅槃之境界），

則不生世間「有」見。迦旃延（kātyāyana）！如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2 

一切法並非「有性」，也並非「無性」，智者應該遠離「有、無」二邊而不執著。

一切法皆是「因緣」所生；既是「因緣」生，所以它並沒有「定性」，既沒有「定性」；

便沒有「實性」；既沒有「實性」，就是一種「無自性」的「空」。只要我們能透徹「一切

法」皆是「緣起」的，它的本質都是「無自性」的，我們便不會去執著一切法為「實有」

或「虛無」；如此即可遠離「有、無」二邊，達到「中道、空性」的實相義。《中論》的

                                                 
1 《中論》梵本自從鳩摩羅什於公元 409 年在長安譯出後，不知何時梵本的《中論》便遺失了。據

學者研究《中論》的梵本應在趙宋時代（公元 1050 年以後）消失。近代英國駐尼泊爾公使荷德生

（B. H. Hodgson 1800-1894）在尼泊爾收集了很多的梵文聖典，於 1874 年出版《尼泊爾與西藏之語

言、文學與宗教論》一書，內容有收錄梵文原典的月稱《淨明句論》（prasanna-pada），月稱（梵名

Candra-kirti 600-650）是南印度僧人，他的《淨明句論》是《中論》的八大註釋之一，當然內容也

包括了《中論》的原文梵典，這使得《中論》的梵本重現於世。後來比利時佛教學者樸山把它重新

整理，他整理的梵本成為全世界公認《中論》梵文原典的完整本。 
2 詳《雜阿含經》卷 10。CBETA, T02, no. 99, p. 66,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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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首，即明「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
3的「八不中道」。 

《中論》並非在專門疏解某一經、某一品、某一論，它是依《阿含經》及《般

若經》的深義，發揮其「緣起無自性」的「八不中道義」，用來遮破一切外道、小乘

等的「實在論者」與「虛無論者」的戲論，進而啟發釋尊所說的「緣起中道」義，並以

「般若智」證入「諸法實相」而得解脫涅槃。龍樹《中論》內的哲學非常的精彩，後

人整理《中論》大約有十一種哲學，如「兩難、矛盾律、排中律、無限擴展的謬誤、

循環論證的謬誤、定言論證（三段論法）、假言論證（條件論證）、四句哲理、四句

否定、相待不離的論證、連鎖論證」等。4本論只就「緣起性空」哲學5與《華嚴經》

的思想作研究。如龍樹《中論》的「觀四諦品」云：「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

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6。講「空」則不會墮入「實有論」；言「假名有」則不會墮入

「實無論」，所以「中道」義就是「非實有、非實無」、或說「離有邊、離無邊」之義。

圖解如下： 

 

 

自性空─緣起無自性，故非自性「真實而有」。離「有邊」，不墮「有」。 

假名有─緣生施設有，故非自性「虛無斷滅」。離「無邊」，不墮「無」。 

 

 

 

自性空—無實自性，故非「真實而有」。離「有邊」，不墮「有」。 

假名有—宛然有像，故非「虛無斷滅」。離「無邊」，不墮「無」。 

 

前輩學者研究龍樹《中論》「緣起性空」的著作與專書非常的多，如 T. R.V. Murti

著、郭忠生譯《中觀哲學》、印順法師著《性空學探源》、《中觀論頌講記》、《中觀

今論》梶山雄一著，吳汝鈞譯《佛教中觀哲學》、吳汝鈞著《印度中觀哲學》、《龍

樹中論的哲學解讀》、陳沛然著《佛家哲理通析》、楊惠南《龍樹與中觀哲學》、陳

學仁《龍樹菩薩中論八不思想探究》、劉宇光譯《緣起與空性》、李潤生《中論析義》

（上、下冊）……等。龍樹的「緣起性空」思想幾乎主導了中國各宗各派的思想，

尤其是「三論宗」與「天台宗」的興起皆從《中論》而獲得開啟，進而獲各宗各派的

                                                 
3 詳《中論》卷 1〈1 觀因緣品〉。CBETA, T30, no. 1564, p. 1, b。 
4 這十一種哲學的歸類及詳細論證方式見於陳學仁《龍樹菩薩中論八不思想探討》。2000、5。台北

佛光文化出版。頁 304-380。 
5 「緣起性空」涉及「眾因緣」及「不自生、他生、共生、無因生」，所以可歸納在「四句否定」或「四

句哲理」內。 
6 詳《中論》卷 4〈24 觀四諦品〉。CBETA, T30, no. 1564, p. 33, b。 

空義 中道 

緣起法 中道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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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近代學者吳汝鈞曾就《中論》思想的重要性而說： 

為何《中論》如此重要，值得我們特別來研習呢？這是因為「中觀學」是「大

乘佛學」的基石，它較「唯識」及「如來藏」兩系統更為重要。不論從歷史方

面還是義理方面來說，「中觀學」都是大乘佛教裡一個最重要的部分。它在印

度佛學與中國佛學中，都有深遠的影響。而在「中觀學」的文獻中，《中論》

可算是最重要的。所以，就佛學的研究來說，若能夠掌握到《中論》的基本

思想，便足以建立起一個了解「大乘佛學」的良好基礎。此外，如就「哲學」

與「邏輯」的訓練來說，《中論》也是一部內容豐富、思想深刻的哲學著作，

透過對它的研習和理解，則對哲學與邏輯思考的訓練，也有一定的幫助。可

以說，無論就佛學研究或是哲學訓練來說，《中論》都是一部極其重要的文

獻。7 

歷代著解《華嚴經》的祖師均大量引用《中論》文句，若據 CBETA 的檢索則

可歸納出引用《中論》最多的文句，其中最多的就是《中論》的「觀四諦品」云：

「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8及「以有空義故，一切法

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成」，9這兩段重複出現超過四十次以上（詳見下節說明），

承如唐‧法藏撰、宋‧承遷註《華嚴經金師子章註》云：「萬法無體，假緣成立，

若無因緣，法即不生。故經云：諸法從緣起，無緣即不起。」
10及《華嚴經》卷 58

所云：「悉知一切從因緣生，如因印故而生印像，如鏡中像、如電、如夢、如響、

如幻，各隨因有。」
11故本論將以《華嚴經》的〈十定品〉及〈如來隨好光明功德

品〉的部份經文為例，進而說明《華嚴經》與《中論》「緣起性空」的哲學思想。 

二、《華嚴經》註疏與《中論》的因緣 

歷代註解《華嚴經》的祖師大德與龍樹《中論》皆有深厚的因緣，從 CBETA

藏經的檢索中可發現註解《華嚴經》的祖師皆廣引《中論》為證，從華嚴初祖唐‧

帝心 杜順大師（557－640）《華嚴五教止觀》12及《脩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13開

始。二祖唐‧雲華 智儼大師（62-－668）的《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

                                                 
7 詳《龍樹中論的哲學解讀》。台灣商務書局。1999、6 出版。頁 3。 
8 詳《中論》卷 4〈24 觀四諦品〉。CBETA, T30, no. 1564, p. 33, b。 
9 詳《中論》卷 4〈24 觀四諦品〉。CBETA, T30, no. 1564, p. 33, a。 
10 詳《華嚴經金師子章註》。CBETA, T45, no. 1881, p. 668, a。 
11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8〈34 入法界品〉。CBETA, T09, no. 278, p. 770, a。 
12 引《中論》文詳見 CBETA, T45, no. 1867, p. 511, a。 
13 引《中論》文詳見 CBETA, D38, no. 8898, p. 6、7、41 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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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三祖唐‧賢首 法藏大師（643－712）的《華嚴經探玄記》。15四祖唐‧清涼 澄觀

大師（737－838）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16、《華

嚴法界玄鏡》、《華嚴經行願品疏》。17五祖唐‧圭峰 宗密大師（780－841）的《註

華嚴法界觀門》。18其餘的還有唐‧慧苑（673－743？）述《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
19宋‧本嵩述 琮湛註《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20宋‧道亭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

章義苑疏》、21宋‧師會、善熹述《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復古記》、22元‧普瑞集《華

嚴懸談會玄記》、23遼‧鮮演述《華嚴經談玄抉擇》、24新羅‧表員集《華嚴經文義

要決問答》、25元‧圓覺解《華嚴原人論解》、26明‧德清提挈《華嚴綱要》、27清‧

灌頂 續法集錄《賢首五教儀》28……等。 

其中澄觀大師是引證《中論》最多的一位，引用《中論》作註的內容集中在《華

嚴經》的「世主妙嚴品、四聖諦品、如來光明覺品、菩薩問明品、須彌頂上偈讚品、

梵行品、夜摩宮中偈讚品、十行品、十無盡藏品、十迴向品、十地品、十忍品、入

法界品」……等。底下略舉三則澄觀引用《中論》來註解《華嚴經》的資料（其餘的

經文詮釋方式則移至論文後面當「附錄」供大眾參考）： 

                                                 
14 引《中論》文詳見 CBETA, T35, no. 1732, p. 65, b。 
15 引《中論》文詳見《華嚴經探玄記》卷 4〈3 名號品〉及卷 13〈22 十地品〉。見 CBETA, T35, no. 

1733, p. 168, a 及 p. 351, a。 
16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原為四十卷，今經藏所列的是九十卷，此乃後入將澄觀的《華嚴

經》的《疏》與《鈔》合刊，略稱為《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內容乃以《鈔》的方式再詳細解釋

其《疏》文。 
17 澄觀引用《中論》文是最多的註家，此不再詳舉其出處。 
18 引《中論》文詳見《註華嚴法界觀門》。CBETA, T45, no. 1884, p. 689, a。 
19 引《中論》文集中在《華嚴經》的「須彌頂上偈讚品」及「十地品」。詳見 CBETA, X03, no. 221, 

p. 664, a 及 p. 776, b。 
20 引《中論》文詳見《註華嚴經題法界觀門頌》。CBETA, T45, no. 1885, p. 696, c。 
21 引《中論》文詳見《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義苑疏》。CBETA, X58, no. 995, p. 202, a、p. 239, a 及

p. 244, c。 
22 引《中論》文詳見《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復古記》。CBETA, X58, no. 998, p. 375, b 及 p. 382, c。 
23 引《中論》文詳見《華嚴懸談會玄記》。CBETA, X08, no. 236, p. 122, a、p. 304, c 及 p. 309, c。 
24 引《中論》文詳見《華嚴經談玄抉擇》。CBETA, X08, no. 235, p. 66, b。 
25 引《中論》文詳見《華嚴經文義要決問答》。CBETA, X08, no. 237, p. 428, c。 
26 引《中論》文詳見《華嚴原人論解》。CBETA, X58, no. 1032, p. 755, a 及 p. 762, a。 
27 引《中論》文詳見《華嚴綱要》。CBETA, X08, no. 240, p. 603, a、p. 773, a、p. 792, b、p. 794, a、

p. 796, a 及 p. 887, a。 
28 引《中論》文詳見《賢首五教儀》。CBETA, X58, no. 1024, p. 661, a、p. 662, a 及 p. 66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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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經文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1 世主

妙嚴品〉云： 

妙焰海大自在天王，得法界、虛空

界寂靜方便力解脫門；自在名稱光

天王，得普觀一切法悉自在解脫  

門；清淨功德眼天王，得知一切法

不生、不滅、不來、不去、無功用

行解脫門。29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6〈1 世主妙嚴

品〉釋云： 

初不生滅略有五義。一就遍計……二就

緣起性。謂法無自體，攬「緣」而起，即

生「無生」，既本「不生」故，無可滅也。

又緣起無性故「不生」；無性緣起故「不

滅」。《中論》云：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

成。是故不生即不滅，不滅即不生。30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5 如來

光明覺品〉云： 

爾時，一切處文殊師利以偈頌曰：

離諸人天樂，常行大慈心……觀身

如實相，一切皆寂滅，離我非我

著，是彼淨妙業。31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3〈9 光明覺

品〉釋云： 

「身實相」者，如《淨名》「觀佛前際不

來」等。又如《法華》「不顛倒」等。《中

論》法品云：「諸法實相者，心行言語

斷，無生亦無滅」……又云：「諸佛或說

我，或說於無我。諸法實相中，無我無

非我」。32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3〈10 菩

薩問明品〉云： 

時，寶首菩薩以頌答曰：隨其所行

業，如是果報生，作者無所有，諸

佛之所說。譬如淨明鏡，隨其所對

質，現像各不同，業性亦如是……

如機關木人，能出種種聲，彼無我

非我，業性亦如是。33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4〈10 菩薩問

明品〉釋云： 

謂此「業體」以「無性」之法，而為其性。

不失業果之相，而為其性。由「無性」

故，能成業果；由「不壞相」，方顯「真

空」。故《中論》云：「雖空亦不斷，雖有

而不常，業果亦不失，是名佛所說」。 

華嚴宗之「教相判釋」為華嚴三祖賢首法藏所立，他在《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

（略稱《華嚴五教》）中將如來一代聖教分別判作「五教十宗」。34澄觀大師在解釋第五

                                                 
29 詳 CBETA, T10, no. 279, p. 5, c。 
30 詳 CBETA, T35, no. 1735, p. 542, b。 
31 詳 CBETA, T09, no. 278, p. 424, a。 
32 詳 CBETA, T35, no. 1735, p. 598, a。 
33 詳 CBETA, T10, no. 279, p. 66, c。 
34 唐‧杜順大師自實踐之觀法上說有「小乘教、大乘始教、大乘終教、頓教、圓教」等五個，賢首

法藏則將其教義加以組織而成立「五教」。所謂「五教」乃就所詮法義之深淺，將如來一代所說教相

分為五類，「十宗」則依佛說之義理區別為十種。指（一）我法俱有宗。（二）法有我無宗。（三）法

無去來宗。（四）現通假實宗。（五）俗妄真實宗。（六）諸法但名宗。（七）一切皆空宗。（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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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妄真實宗」時便引《中論》說：「五、俗妄真實宗等者：以世俗是假，假故妄也。

出世為真，真非是假故，是實也。少似《中論》，一半向前。」
35在說明第六「諸法

但名宗」時亦引《中論》說：「六、諸法但名宗者：則顯出世亦假名耳。故云：一切

我法亦如《中論》：若有世間，則有出世間；既無世間，何有出世間等？」
36足見澄

觀大師對《中論》文句精熟的情形。 

若據 CBETA 的檢索則可大略整理出《華嚴經》著疏中引用《中論》最多的文

句，排行第一的是《中論》的「觀四諦品」云：「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

假名，亦是中道義」
37及「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成。」

38這兩段文字重複出現超過四十次以上，其餘的都是十餘次，或只出現一次，製表

說明如下： 

《中論》品名 《中論》內文 CBETA 檢索出現的次數 

觀四諦品 
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 

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41 

觀四諦品 
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 

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成 
41 

觀法品 
諸佛或說我，或說於無我 

諸法實相中，無我無非我 
14 

觀四諦品 
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 

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 
12 

觀法品 
若法從緣生，不即不異因 

是故名實相，不斷亦不常 
11 

觀本際品 
大聖之所說，本際不可得 

生死無有始，亦復無有終 
11 

觀行品 
大聖說空法，為離諸見故 

若復見有空，諸佛所不化 
11 

觀涅槃品 
涅槃之實際，及與世間際 

如是二際者，無毫釐差別 
10 

觀顛倒品 猶如幻化人，亦如鏡中像 10 

觀如來品 如來過戲論，而人生戲論 7 

                                                 
德不空宗。（九）相想俱絕宗。（十）圓明具德宗。 
35 詳唐‧澄觀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4。CBETA, T36, no. 1736, p. 107, b。 
36 詳唐‧澄觀述《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4。CBETA, T36, no. 1736, p. 107, b。 
37 詳《中論》卷 4〈24 觀四諦品〉。CBETA, T30, no. 1564, p. 33, b。 
38 詳《中論》卷 4〈24 觀四諦品〉。CBETA, T30, no. 1564, p. 3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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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論》品名 《中論》內文 CBETA 檢索出現的次數 

戲論破慧眼，是皆不見佛 

觀涅槃品 
涅槃與世間，無有少分別 

世間與涅槃，亦無少分別 
7 

觀因緣品 
如諸法自性，不在於緣中 

以無自性故，他性亦復無 
7 

觀因緣品 
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 

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 
6 

觀如來品 
如是性空中，思惟亦不可 

如來滅度後，分別於有無 
6 

觀行品 
如佛經所說，虛誑妄取相 

諸行妄取故，是名為虛誑 
6 

觀四諦品 
是故經中說，若見因緣法 

則為能見佛，見苦集滅道 
5 

觀業品 
雖空亦不斷，雖有亦不常 

業果報不失，是名佛所說 
4 

觀十二因緣品 
眾生癡所覆，為後起三行 

以起是行故，隨行墮六趣 
4 

觀有無品 
定有則著常，定無則著斷 

是故有智者，不應著有無 
4 

觀如來品 
邪見深厚者，則說無如來 

如來寂滅相，分別有亦非 
4 

觀苦品 
自作及他作，共作無因作 

如是說諸苦，於果則不然 

4 

 

觀四諦品 

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 

一以世俗諦，二第一義諦 

若人不能知，分別於二諦 

則於深佛法，不知真實義 

4 

觀成壞品 
從法不生法，亦不生非法 

從非法不生，法及於非法 
3 

觀邪見品 
我於過去世，為有為是無 

世間常等見，皆依過去世 
3 

觀三相品 
生住滅不成，故無有有為 

有為法無故，何得有無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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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論》品名 《中論》內文 CBETA 檢索出現的次數 

觀如來品 
非陰不離陰，此彼不相在 

如來不有陰，何處有如來 
3 

觀涅槃品 
滅後有無等，有邊等常等 

諸見依涅槃，未來過去世 
3 

觀法品 

諸法實相者，心行言語斷 

無生亦無滅，寂滅如涅槃 

一切實非實，亦實亦非實 

非實非非實，是名諸佛法 

2 

觀四諦品 
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 

不得第一義，則不得涅槃 
2 

觀如來品 
空則不可說，非空不可說 

共不共叵說，但以假名說 
2 

觀因緣品 
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 

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 
2 

觀邪見品 
若世間有邊，云何有後世 

若世間無邊，云何有後世 
2 

觀行品 
諸法有異故，知皆是無性 

無性法亦無，一切法空故 
2 

觀如來品 
如來所有性，即是世間性 

如來無有性，世間亦無性 
2 

觀本住品 
以法知有人，以人知有法 

離法何有人，離人何有法 
2 

觀縛解品 
諸行往來者，常不應往來 

無常亦不應，眾生亦復然 
2 

觀有無品 
若法有定性，非無則是常 

先有而今無，是則為斷滅 
2 

觀如來品 
寂滅相中無，常無常等四 

寂滅相中無，邊無邊等四 
1 

觀法品 
若我是五陰，我即為生滅 

若我異五陰，則非五陰相 
1 

觀四諦品 
汝今實不能，知空空因緣 

及知於空義，是故自生惱 
1 

觀去來品 已去無有去  未去亦無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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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論》品名 《中論》內文 CBETA 檢索出現的次數 

離已去未去，去時亦無去 

觀合品 
見可見見者，是三各異方 

如是三法異，終無有合時 
1 

觀作作者品 
若墮於無因，則無因無果 

無作無作者，無所用作法 
1 

觀因緣品 
果先於緣中，有無俱不可 

先無為誰緣，先有何用緣 
1 

觀因緣品 
若果非有生，亦復非無生 

亦非有無生，何得言有緣 
1 

觀合品 
異中無異相，不異中亦無 

無有異相故，則無此彼異 
1 

觀時品 
因物故有時，離物何有時 

物尚無所有，何況當有時 
1 

從上面這個表格可知著解《華嚴經》的祖師大量引用《中論》文句的情形。 

三、《中論》四種不生的「緣起性空」義 

「四種不生」的「緣起性空」義是《中論》重要的核心觀念，如「觀因緣品」偈云：

「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
39意思是說：任何事物，

不管是什麼樣的，不管是在那裏的，一定不是由「自身」而生起，也不是由「其他東

西」而生起，亦不由「自、他」兩者的「共生」而生，也不是「無原因」而生。龍樹把

「生」分成四種： 

（一）自生：自己能生起自己，自己可以完全獨立的生起自己。此即「因中有果論」

者，因與果是「一」論者。這是印度六派哲學之一➔「數論學派」

（Sāṃkhya）的因果論主張。 

（二）他生：由不同於「甲物」的其他「乙物」而生起「此物」。此即「因中無果論」者，

因與果是「異」論者。這是印度六派哲學之一➔「勝論師派」（Vaiśeṣika）

的因果論主張。 

（三）共生：「甲物」是由「甲物」以及不同於「甲物」的「乙物」所共同生起，此即「因

中亦有果亦無果論」者，因與果是「一」又同時是「異」論者。這是印

度六派哲學之一➔耆那教派（Jaina）的因果論主張。既然「自生」、「他

                                                 
39 詳《中論》卷 1〈1 觀因緣品〉。CBETA, T30, no. 1564, p. 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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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都不對，那把「自生」與「他生」強湊在一起的理論也是不對的！ 

（四）無因生：「甲物」沒有何原因而生起，即「放棄因果論者」、「偶然論」（yadṛccha）。

➔這是「唯物學派」與「懷疑論」者所主張的，如古印度的「順世外道」

（Lokāyata）的主張即是。 

諸法或萬物若是從「自身」而生的理論，則有多種過失，如《中論》的註解者

青目說： 

「不自生」者，萬物無有從「自體」（而能自）生，必待「眾因」（方能生起）。復次

若（真能）從「自體」生，則一法有二體，一謂（能）生、二謂（所）生者。若

離餘因（而）從「自體」（能）生者，則（必導致）無因無緣。又（若自）生，（則）

更有生，生則無窮。40 

青目的意思是說凡是有關「生起」的原則，必然會有「能生」與「所生」的差

別，既然已經有了「能、所」的差別，怎麼能說事物都是由「自體」而生呢？都是

由「自己生自己」呢？如果能「自己生自己」等於是「無因無緣」而生，這是犯了

「無因生」的過失。「自己」既然能在此時能「生」出「自己」，那麼在任何時後也可

以不斷的「生」出「自己」，這樣就會造成「生生不已」之「無窮生」過失。促使「某

物」成就的「作用因」必須與該物「相異」才可。為什麼呢？如果「因」與「果」是

「同一」的話，那麼誰該當作「因」？誰又當作「果」呢？所以「因」與「果」的性質

不可能是處在完全一樣的情況！ 

「自生」的理論不對，若轉而求一定是「他生」，則仍然有多種過失，青目說： 

自（生）無，故他（生）亦無，何以故？有自（生），故有他（生）。若不從「自

生」，（則）亦不從「他生」。 

既然「自生」不能成立，那「他生」就不能成立，因為所謂的「他」是相對於

「自」而說的，沒有了「自生」，相對的就沒有「他生」。青目解釋說： 

「自性」無，故「他性」亦無。何以故？因「自性」（而）有「他性」，「他性」於

「他」；亦是（一種）自性。若破（了）自性，即破（了）他性，是故不應從他性

（而）生。 

                                                 
40 詳《中論》卷 1〈1 觀因緣品〉。CBETA, T30, no. 1564, p. 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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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關於「他生論」的定義，細分來說應有二種： 

（1）與「結果」是完全不同的「因」。 

如《中論》云：「若謂緣無果，而從緣中出，是果何不從非緣中而出？」
41例

如：以「石頭」為因，但卻能生出「手機」的果。若以「海水」為因，但卻能生出「電

腦」的果。這種與「結果」完全不同的「因」就是所謂的「他生論」定義。詳細說就

是當一個 3C 零件軟體產生手機時，這個手機卻不存在於 3C 零件軟體之中，甚

至與 3C 零件軟體是完全不相干、完全不一樣的話；那麼這個手機是否也可以從

「不是原因」的「其它事物」所產生？例如從「石頭、海水」中產生手機？但事實

上，手機只能從 3C 零件軟體產生，只能從與手機有相關的 3C 零件軟體中產生，

手機是不可能從「不是原因」的「其它事物」所產生。在龍樹另一著作《十二門論》

中也舉了很多理由去評破「他生」的錯誤，原文如下： 

何故（只）名「泥團」為瓶（之）因？（而）不名「石」為瓶（之）因？ 

何故（只）名「乳」為酪（之）因；（或只名）「縷」為㲲（毛料）因，（而）不名「蒲」

為（㲲之）因？ 

復次，若「因」中先「無果」而果（仍然能）生者，則一一物，應（皆能）生（出）

一切物。 

如「指端」（亦能）生（出）「車馬、飲食」等；如是「縷」不應（不只）但（生）出

㲲，（縷）亦應（能生）出「車馬、飲食」等物。何以故？ 

若無（因）而（仍）能生（果）者，何故「縷」但（只）能生㲲？而不（能）生出

「車馬、飲食」等物？以俱無（指「縷」完全沒有生出「車馬、飲食」的「因」）故。42 

（2）與「結果」雖然有著類似的「因」，但只限於其中「獨立的一種原因」。 

例如：手機是需要「眾多因緣」的「零件組合」才能完成，如果只有「獨立一

種零件」就不可能組合成手機。手機如果只從「獨立」的一個「電池」零件產生，

這是不可能的！這就是「他生論」。手機需要「眾多的因緣」及「眾多零件組合」才

能完成，不可能只需「獨立」某一個「零件」，或某一個「軟體」就可完成。所謂只

從「獨立的一個原因」就會產生「結果」，這就是一種「他生論」的定義。如《大寶

積經》云： 

譬如以「器」盛「酪」，及以「繩」等，即便出「酥」。（於一一）諸緣之中（求），

（酥）皆不可得。（但假眾）「和合」力故，酥乃得生…… 

                                                 
41 詳《中論》卷 1〈1 觀因緣品〉。CBETA, T30, no. 1564, p. 3, b。 
42 詳《十二門論》。CBETA, T30, no. 1568, p. 16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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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依止「青草、牛糞」及以「棗酪」，而各生蟲。（於獨立）一一（諸緣）之

中（求），蟲不可得。（但假眾）因緣力故，蟲乃得生……。43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云： 

復次善男子！譬如「箜篌」依止「種種因緣和合」而有聲生。是聲因緣，

所謂「槽、頸、繩、棍、絃」等「人功」作意。如是一一（獨立各個）不能

生聲，要「和合」時其聲方起。44 

《大乘密嚴經》云： 

（於）一一（獨立；單一）諸緣內，遍求無有體（故緣起即性空也，即無有體也）。
45 

既然「自生、他生」都不對，那如果將它綜合起來，即「自生＋他生」，把「同

一」與「差異」放在一起的「共生」，這更是嚴重的錯誤。龍樹云：「有無相違故，

一處則無二。」
46
「有」與「無」是兩性「相違」的，怎麼可能在「一處」上能同時存

在「有」與「無」呢？又說：「有無二事共，云何是涅槃？是二（指「有」與「無」）不

同處，如明闇不俱（「光明」與「黑暗」是不可能共存、共具的）」。47
「有」就是一種「非

無」；「無」就是一種「非有」。就如光明與黑暗的關係一樣，明去則闇來；闇來則

明去，所以「有」與「無」是不能「共俱」的，光明與黑暗也是不可能「共俱」。一個

人也不可能是同時「生活」著又同時是「已死亡」的「共生」狀態！ 

最後一種則是放棄「因果」的「無因果論」，這個理論不需作太多解釋，因為

「無因果論」與佛教道義是完全相背離的。 

下面再以二個圖例說明這四生的關係： 

  

                                                 
43 詳《大寶積經》卷 55。CBETA, T11, no. 310, p. 322, b。 
44 詳《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 201 卷-第 400 卷）》卷 400〈78 法涌菩薩品〉。CBETA, T06, no. 220, 

p. 1069, b， 
45 詳《大乘密嚴經》卷 1〈1 密嚴會品〉。CBETA, T16, no. 681, p. 726, b。 
46 詳《中論》卷 2〈8 觀作作者品〉。CBETA, T30, no. 1564, p. 12, c。 
47 詳《中論》卷 4〈25 觀涅槃品〉。CBETA, T30, no. 1564, p. 3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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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生因中有果論（自己生自己） 

他生因中無果論（他物所生）                有因生 

生（存在） 

      共生因中亦有果亦無果論（自生+他生） 

無因生無因果論（自然存在）               無因生 

 

 

 

 

不自生「自生」指：自己生自己。 

因中「有」果論者、因果是「一」論者。 

「不自生」意為➔因與果是「非一」。 

不他生「他生」指：他物所生。 

因中「無」果論者、因果是「異」論者。 

「不他生」意為➔因與果是「非異」。 

諸法                        不共生「共生」指：自生＋他生。 

因中亦「有果」亦「無果」論者。 

因果亦「一」亦「異」論者。 

「不共生」意為➔因與果不是「亦

一亦異」。 

不是「一」與「異」同時存在。 

不是「光明」與「黑暗」同時存在。 

不無因生「無因生」指：自然原本就存

在。無因果論

者。 

「不無因生」意為➔不是放棄因果

論。這世間不是完

全沒有因果論。 

是故知「無生」，既知「無生」，則必「無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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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樹以「四種不生」的邏輯推出萬物諸法都是「不生」的理論，既然是「不生」就

一定是「不滅」，這個「不生不滅」或「無生無滅」理論並不是完全不會有任何「作用」

發生；而是說諸法萬物並沒有真實的「被生起」或「被消滅」，所有的「生滅」現象只

是「眾緣聚合」的幻象，由「眾因緣和合」而生起的虛妄「生滅」現象罷了，這在經典

上說的非常多，例舉如下： 

《大般涅槃經》云： 

不從「自生」，不從「他生」，非「自他生」，非「無因生」，是「受」皆從「緣合」

（眾緣和合）而生。48 

《別譯雜阿含經》云： 

色像非「自作」，亦非「他」所造。（乃）「眾緣起」而有，緣離則散滅。49 

《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云： 

非一因、一緣、一善根生，亦不「無因緣生」。「緣合」故生，生而無來。「緣

散」故滅，滅而無去。善男子！汝當如是，如實了知諸佛如來「無來無去」。
50 

《佛說稻芉經》云： 

「名色」牙亦不從「自生」，亦不從「他生」，亦不從「自他合生」，亦不從「自在

天」（īśara）生，亦不從「時方」（kāla；迦羅。一般佛教認為「時」乃「名言假立」者，

而「勝論外道」或「時論師」則認為「時」乃「真實存在」者）生，亦不從「體」生，亦不

「無因緣」生……從「眾因緣」和合而生。51 

諸法萬物單獨由「自生、他生、共生」都是不能生起作用的，「無因生」更不必

討論。那表示諸法萬物都必須由「眾因緣」方能生起作用，如果缺少「眾因緣」就不

能發生作用，所以諸法萬物本就具有「不生不滅」的本質，如《佛說如幻三摩地無

                                                 
48 詳《大般涅槃經》卷 37〈12 迦葉菩薩品〉。CBETA, T12, no. 374, p. 584, a。 
49 詳《別譯雜阿含經》卷 12。CBETA, T02, no. 100, p. 455, a。 
50 詳《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25〈31 法上菩薩品〉。CBETA, T08, no. 228, p. 674, 

b。 
51 詳《佛說稻芉經》。CBETA, T16, no. 709, p. 817,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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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印法門經》所云：「若法（從眾）緣生，即是無生，是故一切法皆悉無生。菩薩若

能如實了知一切法無生，即得成就諸菩薩道。」
52只要是由「眾緣生起」的諸法萬物，

那表示它沒有「獨立的自體性」（無自性、無自體），這個「無自性」就稱作「空性」或「性

空」，53它就具有「不生不滅」的本質，如《中論》「觀四諦品」云：「眾因緣生法，我

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54及「觀因緣品」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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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四、《華嚴經》中不生的「緣起性空」義 

在《中論》上說「緣起法」的自身是「空性」的，即在主觀上雖有形相的生起，

但在客觀上根本沒有一個獨立存在的東西與之相應，這就是「空性」。「緣起」的當下

就是「性空」，就具有「無自性」的特質。與「緣起性空」相似的名詞還有： 

「緣起不起」（如《般若燈論釋》。詳 T30, p. 54c） 

「緣起性空」（如《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詳 T39, p0601c） 

「緣生性空」（如《肇論新疏》。詳 T45, p. 220a、如《宗鏡錄》。詳 T48, p. 916c、如《十二

門論宗致義記》。詳 T42, p. 218, b） 

「因緣生即無生」（如《中觀論疏》。詳 T42, p. 24c） 

「因緣性空寂」（如《大寶積經》。詳 T11, p. 626c） 

《華嚴經》的經文也充滿大量的「緣起、緣生、因緣法」的名詞，例舉如〈賢

首菩薩品〉的偈頌說：「善知緣起得解脫，智慧照明了諸根。若知緣起得解脫，智

慧照明了諸根。」
56如〈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中金剛幢菩薩承佛神力以偈頌曰：

                                                 
52 詳《佛說如幻三摩地無量印法門經》。CBETA, T12, no. 372, p. 358, b。 
53 「無自性」亦稱作「空性」或「性空」的理論可參閱《大智度論》卷 31〈1 序品〉云：「諸法中皆

無性，何以故？一切有為法，皆從因緣生……如是一切諸法性不可得故，名為性空。」詳 CBETA, 

T25, no. 1509, p. 292, b。又《大智度論》卷 37〈3 習相應品〉云：「若從因緣和合生，是法無自性，

若無自性即是空！」詳 CBETA, T25, no. 1509, p. 331, b。《中論》卷 4〈24 觀四諦品〉云：「眾緣具

足和合而物生，是物屬眾因緣，故無自性，無自性故空！」詳 CBETA, T30, no. 1564, p. 33, b。 
54 詳《中論》卷 4〈24 觀四諦品〉。CBETA, T30, no. 1564, p. 33, b。與《中論》「觀四諦品」具有相

同的義理如《大智度論》云：「因緣」生法，是名「空相」，亦名「假名」，亦名「中道」。詳《大智度

論》卷 6〈1 序品〉。CBETA, T25, no. 1509, p. 107, a。《大智度論》又云：若法從「因緣和合」生，

是法無有「定性」；若法無「定性」，即是「畢竟空」寂滅相，離「二邊」故，假名為「中道」。詳《大

智度論》卷 80〈67 無盡方便品〉。CBETA, T25, no. 1509, p. 622, a。另外的《般若燈論釋》亦云：

若言從「緣生」者，亦是「空」之異名。何以故？因「施設」故。世間、出世間法，並是「世諦」所

作，如是「施設名字」，即是「中道」。詳《般若燈論釋》卷 14〈24 觀聖諦品〉。CBETA, T30, no. 1566, 

p. 126, b。 
55 詳《中論》卷 1〈1 觀因緣品〉。CBETA, T30, no. 1564, p. 1, c。 
56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8 賢首菩薩品〉。CBETA, T09, no. 278, p. 437,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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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世間從緣起，不離因緣見諸法。」
57又如〈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中介紹菩薩

摩訶薩的「第八如相迴向」時云：「所有諸法皆從緣起，觀甚深法生實智迴向。」
58如

〈入法界品〉中德生童子與有德童女開示善財童子說：「觀諸世間皆幻住，因緣生

故；一切眾生皆幻住，業煩惱所起故；一切法皆幻住，無明有愛等展轉緣生故。」

59如〈十定品〉云：「雖知法無起，而示諸因緣。」
60如〈十迴向品〉中介紹「菩薩摩

訶薩第五無盡功德藏迴向」時云：「觀一切法皆從緣起，無有住處。」
61如〈佛不思

議法品〉中介紹一切諸佛皆悉能了知「十種法」，其中第九種即是：「一切諸佛，知

一切法皆從緣起，悉無有餘。」
62如〈普賢菩薩行品〉中普賢菩薩所宣講的偈頌云：

「菩薩一念中，覺悟無量心。了知非一二，非穢亦非淨，亦復非積集，皆從因緣起。」

63及〈十地品〉金剛藏菩薩所說的偈頌云：「觀諸因緣實義空，不壞假名和合用。」

64……等。 

前文由《中論》的「觀四諦品」文總結出諸法萬物必須藉「眾緣」才能生起作用，

若無「眾緣」，就無任何一法可成立，故諸法平等，皆以「無自性」為本體，這個「無

自性」亦稱作「空性」；具有「不生不滅」的本質，如澄觀的《華嚴經疏》所云：「謂

法無自體，攬緣而起，即生無生。既本不生故，無可滅也。又緣起無性故不生，無

性緣起故不滅」。65這種「眾因緣、無自性、空性、不生不滅」同時出現的哲理在《華

嚴經》中也大量的出現，如〈十地品〉中金剛藏菩薩告訴解脫月菩薩，若菩薩修行

獲得第三地時，此時的菩薩能：「觀諸法不生不滅，（乃）眾緣而有。」
66〈佛不思議

法品〉中青蓮華菩薩告訴蓮華藏菩薩說一切諸佛皆有十種的巧妙方便時云：「一切

諸法皆無自性，不生不滅。」
67及「一切諸佛，知一切法不可見……非來、非去，皆

無自性。」
68在〈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則云：「一切諸法，不生、不滅，無有自性。」

69〈入法界品〉普賢菩薩以偈頌曰：「無礙清淨慧，一念知三世，悉從因緣起，而實

                                                 
57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5〈21 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CBETA, T09, no. 278, p. 497, a。 
58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0〈21 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CBETA, T09, no. 278, p. 525, c。 
59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7〈34 入法界品〉。CBETA, T09, no. 278, p. 767, b。 
60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3〈27 十定品〉。CBETA, T10, no. 279, p. 225, b。 
61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5〈25 十迴向品〉。CBETA, T10, no. 279, p. 134, b。 
62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1〈28 佛不思議法品〉。CBETA, T09, no. 278, p. 597, c。 
63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3〈31 普賢菩薩行品〉。CBETA, T09, no. 278, p. 611, a。 
64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7〈26 十地品〉。CBETA, T10, no. 279, p. 195, b。 
65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6〈1 世主妙嚴品〉。CBETA, T35, no. 1735, p. 542, b。 
66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4〈22 十地品〉。CBETA, T09, no. 278, p. 552, b。同本異譯的《十住

經》卷 2〈3 明地〉亦云：「是菩薩爾時觀諸法不生不滅，（乃）眾緣而有」。CBETA, T10, no. 286, p. 

508, b。 
67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0〈28 佛不思議法品〉。CBETA, T09, no. 278, p. 594, c。 
68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6〈33 佛不思議法品〉。CBETA, T10, no. 279, p. 245, c。 
69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9〈21 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CBETA, T09, no. 278, p. 51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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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自性。」
70〈十迴向品〉在介紹「菩薩摩訶薩真如相迴向」時云：「雖善修正業，而

知業性空。了一切法皆如幻化，知一切法無有自性。」
71……等。 

從所例舉的《華嚴》經文中可知諸法萬物皆「無自體性」，只是隨著「眾因緣和

合」而產生種種作用。以吾人的六根來說，《華嚴經》要我們觀六根皆「無生、無自

性」，六根只是「眾緣和合」的假象，這樣就可達到六根是「空、寂滅、無所有」的境

界。如〈賢首菩薩品〉云：「觀眼無生、無自性，說空、寂滅、無所有……觀耳無

生、無自性，說空、寂滅、無所有……觀鼻無生、無自性，說空、寂滅、無所有……

觀舌無生、無自性，說空、寂滅、無所有……觀身無生、無自性，說空、寂滅、無

所有……觀意無生、無自性，說空、寂滅、無所有……」。72 

吾人的「六根」都是由阿賴耶識所變現，73例如「眼根」，《楞嚴經》上說吾人的

眼根是先從外在的光明與黑暗這二種相對的形色開始，74這二種形色不斷的薰習阿

賴耶識，接下來阿賴耶識便發生出能看見東西的「性能」（名為見精，即勝義眼根），這

個「見精」對映外在的種種色塵後便會結成「浮塵眼根」的眼睛。75所以眼睛的形成

需要眾多的因緣，如「阿賴耶識、色塵、勝義根、浮塵根、光明黑暗諸相」……等。

形成眼根後，若要發生看見的功能，據《成唯識論述記》中說需要九種因緣，如云：

「眼識依肉眼，具九緣生。謂空、明、根、境、作意五同小乘，若加根本第八，染

淨第七，分別俱六，能生種子，九依而生」。76但在《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

卻提到「眼識」只需四種因緣即可生起作用，如經云：「一、謂眼根攝受色境。二、

由無始取著習氣。三、由彼識自性本性。四、於色境作意」。77所以無論是「眼根、

色塵、眼識」都需要「眾多的因緣」才能產生，或說四緣、五緣、九緣……等，既然

                                                 
70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0〈34 入法界品〉。CBETA, T09, no. 278, p. 787, a。 
71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0〈25 十迴向品〉。CBETA, T10, no. 279, p. 162, a。 
72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8 賢首菩薩品〉。CBETA, T09, no. 278, p. 438, c。 
73 這個說法可參閱《大寶積經》卷 110 云：「身之諸大、諸入、諸陰，彼皆是識。諸有色體，眼、

耳、鼻、舌及身，色、聲、香、味、觸等，并無色體，受苦樂心，皆亦是識（所生起之作用也）」。《大

寶積經》又云：「所有色者，眼、耳、鼻、舌及色等諸受，或苦、或樂意等，所有諸色者，是名為識

（所生起之作用也）」。以上兩段經文詳閱 CBETA, T11, no. 310, p. 614, a 及 p. 618, a。 
74 所謂的「光明」與「黑暗」這二種形色仍然不離阿賴識，外在的塵相仍是由阿賴耶識所變現的，

如唐‧如理集《成唯識論疏義演》卷 8 云：「眼識要杖他第八識所變色境。」詳 CBETA, X49, no. 815, 

p. 738, b。 
75 上述理論引自《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 4 云：「由明暗等二種相形，

於妙圓中，粘湛發見，見精映色結色成根，根元目為清淨四大，因名眼體如蒲萄朵，浮根四塵流逸

奔色」。詳 CBETA, T19, no. 945, p. 123, b。 
76 詳《成唯識論述記》卷 7。CBETA, T43, no. 1830, p. 476, a。或參閱唐‧玄奘撰，明‧普泰補註《八

識規矩補註‧卷上》云：「九緣七八好相隣：此即九緣生識之義。九緣者，謂：空、明、根、境、

作意、分別依、染淨依、根本依、種子也」。詳 CBETA, T45, no. 1865, p. 469, b。 
77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9〈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CBETA, T10, no. 293, p. 70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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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眾因緣」來，那就沒有獨立的「自體性」，78這就如同前文〈賢首菩薩品〉說的

「六根」皆是：「無生、無自性」。79既然是「無自性」就可說「六根」皆「空、寂滅、無

所有」。80如《迴諍論》所云：「若法一切皆因緣生，則一切法，皆無自體。法無自

體，則須因緣。若有自體，何用因緣？若離因緣，則無諸法。若因緣生，則無自體。

以無自體，故得言空。」
81 

《華嚴經》上談「緣起性空」的道理非常的多，底下將舉〈十定品〉與〈如來

隨好光明功德品〉幾段經文內容再作深入的探討。 

五、〈十定品〉中的「緣起性空」義 

大乘佛法由六度波羅蜜開展至十度波羅蜜，這種義理在《華嚴經》中的〈十定

品〉最為明顯，其所討論的「十大定」每一定皆能與十度波羅蜜對應，並以普賢行

為當生成佛的一佛乘觀點。〈十定品〉乃如來自入「剎那際諸佛三昧」，82令普賢菩薩

代說的「十大三昧」之法。83〈十定品〉經文有一段與《中論》「觀因緣品」「諸法不自

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及「觀四諦品」：「未曾有一法，不從

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具有相同的邏輯哲學，如云： 

佛子！如日中「陽焰」，不從「雲」生，不從「池」生，不處於「陸」，不住於「水」。

非有非無，非善非惡，非清非濁。不堪飲漱，不可穢污，非有體非無體，非

有味非無味。以「因緣」故而現水相，為識所了。84 

〈十定品〉這段經文與西晉‧竺法護譯《等目菩薩所問三昧經》是同本

異譯，整理比對後如下表所示：  

                                                 
78 關於眼根是「無生、無自性」的理論，在《持世經》中講得極為清楚，如《持世經》卷 2〈3 十

八性品〉云：「是眼性無我無我所，無常、無堅、自性空故……眼性無有決定相……眼性無處無方，

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眼性無決定相，以無事故。眼性事不可得，眾因緣生故……眼性者即

是無性……眼根清淨，色在可見處，意根相應，以三事因緣合，說名為眼性。」詳 CBETA, T14, no. 

482, p. 652, a。 
79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8 賢首菩薩品〉。CBETA, T09, no. 278, p. 438, c。 
80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8 賢首菩薩品〉。CBETA, T09, no. 278, p. 438, c。 
81 詳《迴諍論》。CBETA, T32, no. 1631, p. 18, a。 
82 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27 十定品〉云：「爾時，世尊在摩竭提國阿蘭若法菩提場中始成正

覺，於普光明殿入剎那際諸佛三昧，以一切智自神通力現如來身。」詳 CBETA, T10, no. 279, p. 211, 

a。 
83 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0〈27 十定品〉云：「如來告普賢菩薩言：『普賢！汝應為普眼及此會

中諸菩薩眾說十三昧，令得善入，成滿普賢所有行願。諸菩薩摩訶薩說此十大三昧故。』」詳 CBETA, 

T10, no. 279, p. 212, c。 
84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1〈27 十定品〉。CBETA, T10, no. 279, p. 21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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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晉‧竺法護譯《等目菩薩所問三昧

經》卷 1 

唐‧實叉難陀譯八十《大方廣佛華嚴

經》卷 41 

〈6 等目菩薩大權慧定品〉 〈27 十定品〉 

○壹譬如於晝日時，野馬之河，亦不

由「陰」有；亦不出於彼「泉」；亦不處

於「地」；亦不從「東嵎」來。 

 

○貳亦不有、亦不無；亦不善、亦不

不善；亦不清亦不濁。 

 

○參亦不可飲、亦不可污、亦不有、

亦不無、亦不味、亦不可味。 

 

○肆有形如水之像，「緣」此而興念；

如野馬之河，便有河想之念。 

 

○伍此去想念，而遠於近，而無所

毀；野馬之河，亦不可處。 

 

○陸菩薩亦如是！於諸如來不興，亦

不識如來興，亦不識如來滅，以相想

諸佛有耳！以無相而無想。 

 

○柒是諸族姓子！諸菩薩大士！名曰

「清淨之定」。以此定正受而覺寤，而

不失其定。 

○壹佛子！如日中「陽焰」，不從「雲」

生，不從「池」生，不處於「陸」，不住

於「水」。 

 

○貳非有非無，非善非惡，非清非

濁。 

 

○參不堪飲漱，不可穢污，非有體非

無體，非有味非無味。 

 

○肆以「因緣」故而現水相，為識所

了。 

 

○伍遠望似水而興水想，近之則無，

水想自滅。 

 

○陸此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不得如

來出興於世及涅槃相。諸佛有相及以

無相，皆是想心之所分別。 

 

○柒佛子！此三昧名為「清淨深心

行」。菩薩摩訶薩於此三昧，入已而

起，起已不失。 

出處：CBETA, T10, no. 288, p. 579, b 出處：CBETA, T10, no. 279, p. 215, b 

《等目菩薩所問三昧經》將「陽焰」譯作「野馬」，其實「陽焰」就是指「野

馬」，如《一切經音義》云：「野馬，猶陽炎也。案莊子所謂『塵埃』也。生

物之以息相吹者。注云：鵬之所憑而飛者，乃是遊氣耳，《大論》云：飢渴悶

極，見熱氣，謂為水是也。」
85 

將「雲」字譯作「陰」。據古書的註解「陰」也指「雲塊」的意思，如漢‧董

                                                 
85 詳《一切經音義》卷 9。CBETA, T54, no. 2128, p. 358,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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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舒《春秋繁露‧陽尊陰卑》云：「陰，猶沈也。」凌曙注：蔡邕《月令章句》

曰：「陰者，密雲也；沈者，雲之重也。」《文選‧江淹〈從冠軍建平王登廬

山香爐峰〉詩》：「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李善注：陰者，密雲也。」
86 

將「水」譯作「東嵎」。這個「嵎」字古通「隅」，而山、水或海的「彎曲處、

角落處」都叫做「隅」，87所以「東嵎」也可指東邊水流的角落處。  

「陽焰」亦寫作「陽燄」或「陽焱」
88及「陽炎」，這在佛經中是常見的寫法。

「陽焰」指「飄浮的灰塵」在太陽的照射下，遠遠望去就會產生「似水若霧、如

雲似水89
」的自然景象。在佛典中，佛陀常常喝斥眾生在追求「欲樂」就如渴

鹿在追求「陽焰」一般的愚癡，如《妙法聖念處經》云：「貪癡之人，追逐欲

樂，譬如渴鹿，競奔陽炎，而求於水。耽欲亦爾，虛妄不實。」
90又如《楞伽

阿跋多羅寶經》云：「譬如群鹿，為渴所逼，見春時炎，而作水想，迷亂馳趣，

不知非水」，91《父子合集經》云：「增長愚癡染污心，猶如渴鹿奔陽焰」，92及

《正法念處經》云：「惡業持身，妄見食想，猶如渴鹿見陽焰時謂之為水，空

無所有，如旋火輪。」
93 

〈十定品〉上說在太陽下產生「如雲似水」的「陽焰」幻象不是從「雲、

池、陸、水」四樣東西來，以《中論》的哲學邏輯作解說可謂「陽焰」幻象不

是從「水、池、雲」的「自生」來，也不是從「陸」的「他生」來，94既然不是「自

生、他生」，當然「共生、無因生」更不可能。〈十定品〉下面又說「以因緣故

而現水相，為識所了。遠望似水而興水想，近之則無，水想自滅」。經文中所

謂的「因緣」即指「眾因緣」，包括「雲、池、陸、水、妄生水想」
95等諸多的因

                                                 
86 以上說法引自《漢語大辭典》電子版 2.0 的解說。 
87 如《老子化胡經》卷 10 云：「七變之時，生在北方在海嵎」。詳 CBETA, T54, no. 2139, p. 1269, b。

又如《印沙佛文》卷 1 云：「三災彌滅盡，九橫於海嵎」。詳 CBETA, T85, no. 2842, p. 1295, b。 
88 如《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第 1 卷-第 12 卷）》卷 2 云：「光炎（音焰，正作焱）。」又云：「火焱

（音焰）。」及卷云 3：「陽焱（音熖）。」以上詳 CBETA, K34, no. 1257, p. 667, b 及 p. 681, a 及 p. 723, 

c。 
89 「如雲似水」句引自明‧太宗朱棣制《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神僧名經（第 1 卷-第 29 卷）》卷

29 之文。詳 CBETA, P178, no. 1611, p. 876, a。 
90 詳《妙法聖念處經》卷 7。CBETA, T17, no. 722, p. 439, c29-p. 440, a。 
91 詳《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 2〈一切佛語心品〉。CBETA, T16, no. 670, p. 491, a。 
92 詳《父子合集經》卷 10〈21 光音天授記品〉。CBETA, T11, no. 320, p. 948, c。 
93 詳《正法念處經》卷 17〈4 餓鬼品〉。CBETA, T17, no. 721, p. 100, c。 
94 「陽焰」幻象表面上看起來「似水若霧、如雲似水」，所以此處便將「水、雲、池」作「自生」解。

而「陸」則作「他生」解。 
95 「生起水想的妄念」這個「因緣」可再參見《大方廣佛花嚴經修慈分》云：「不隨心識……如渴鹿

於曠野中，追求陽焰以之為水」及「又如渴鹿，於陽焰中，妄生水想，勤苦奔逐……又如陽焰，水

不可得，一切諸法，亦復如是」這兩段經文內容的說明。詳 CBETA, T10, no. 306, p. 959, b 及 p. 960, 

c.。另外《大乘密嚴經》卷 2〈4 顯示自作品〉亦云：「又如陽焰乾闥婆城，是諸渴鹿愚幻所取。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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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形如水之像」
96、「遠望似水」

97與「心中熱渴、98妄生水想」是生起「陽焰」

的主要因緣（親因緣），而「雲、池、陸」只是其中一點助緣而已。當人類的眼

睛在「遠望」他方時，在「雲層、99太陽照射、空氣灰塵、風吹動搖」
100互相交

叉時就容易產生「如雲似水」的自然景象，如果沒了「雲層、太陽照射、空氣

灰塵、風吹動搖、陸地」等這些助緣，那「遠望」他方而「妄生水想」的因緣就

會減到最少，甚至不會發生了。誠如〈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所云：「所有起

法，猶如幻化，電光、水月、鏡中之像，因緣和合，假持諸法。」
101沒有「因

緣和合」就不會發生「電光、水月、鏡中之像」了。  

既然是由「眾因緣」生起的「陽焰」幻象，所以「陽焰」就具有〈十定品〉

中所說「非有非無，非善非惡，非清非濁……非有體非無體，非有味非無味」

102的一種「空性」本質。這個道理可從〈十迴向品〉云：「一切諸法因緣生，

體性非有、亦非無，而於因緣及所起，畢竟於中無取著。」
103及〈離世間品〉

云：「演說緣起法，非有亦非無，深解真實義，於彼無所著。」
104與〈佛不思

議法品〉云：「一切諸佛，具足成就細密法身……隨因緣應，一切普現。非實

非虛，平等清淨，非去非來。」
105這三品經文而獲得證明。以下將〈十定品〉

經文作圖表如下：   

                                                 
中無有能造等物，但是凡夫心之變異。」詳 CBETA, T16, no. 681, p. 734, b。 
96 語出《等目菩薩所問三昧經》卷 1〈6 等目菩薩大權慧定品〉文。詳 CBETA, T10, no. 288, p. 579, 

b。 
97 語出《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1〈27 十定品〉文。詳 CBETA, T10, no. 279, p. 215, b。 
98 如《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卷 10〈10 般若波羅蜜多品〉所云：「如人熱渴，遠見陽焰謂之為

水，馳走尋覓，近之則無」。詳 CBETA, T08, no. 261, p. 913, a。 
99 「雲層」在「遠望」下，也容易產生幻象，如《大智度論》卷 88〈77 六喻品〉所云：「譬如雲霧，

遠視則見，近之則無所見」。詳 BETA, T25, no. 1509, p. 677, b。 
100 所謂的「風吹動搖」之說引自《無所有菩薩經》卷 4 云：「如彼陽焰，動搖似水，而不可飲」。詳

CBETA, T14, no. 485, p. 696, c。 
101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5〈21 金剛幢菩薩十迴向品〉。CBETA, T09, no. 278, p. 494, b。 
102 上面經文語出《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1〈27 十定品〉。CBETA, T10, no. 279, p. 215, b。 
103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5〈25 十迴向品〉。CBETA, T10, no. 279, p. 135, a。 
104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3〈33 離世間品〉。CBETA, T09, no. 278, p. 672, c29-p. 673, a。 
105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1〈28 佛不思議法品〉。CBETA, T09, no. 278, p. 599,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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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的「緣起性空」義 

在《華嚴經》中只有〈阿僧祇品〉與〈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這兩品是毘盧遮

那佛「無問自說」之經文，此在《華嚴經》是為非常稀有之事，在《新華嚴經論》

中，李通玄解釋說：「〈阿僧祇品〉世間數法，廣大難量，唯佛究竟，不屬五位中因

果門，故是佛自位內法門，還佛自說。〈隨好光明功德品〉則是如來自成因果，後

佛自說法爾之力，恒常福智光明之法門……除此二品經外，諸餘三十八品，皆是五

位之內行相法門。是故佛不自說，總令十信十住十行等當位之內菩薩自說。」
106〈如

來隨好光明功德品〉是闡明「佛果功德」最圓滿、最高峰的究極境界，故佛陀乃「無

問自說」。 

                                                 
106 詳唐‧李通玄《新華嚴經論》卷 1。CBETA, T36, no. 1739, p. 725, c。 

不
是
有
因
生(

非
有) 

性空 

眾緣而

起 

不
是
無
因
生(
非
無) 

不是單獨從「雲」來 

不是單獨從「池」來 

不是單獨從「陸」來 

不是單獨從「水」來 

陽焰 

不是「無因而生起」 

有形如水之像，緣此而興念。  

遠望似水，而興水想。 

如人熱渴，遠見陽焰，謂之為水  

雲、池、陸、水、心中熱渴、妄生水

想、眼睛遠望、雲層、太陽照射、空氣

灰塵、風吹動搖…… 

 

不是單獨從「妄生水想」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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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是人，「隨好」是如來身上所放出的微妙相好「光明」，故稱為「隨好光明」，

凡是經此光明所照耀之處，皆能令眾生轉迷成悟，而得解脫之利益，故稱為「功德」，

所以全名稱為〈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在六十《華嚴》中則稱〈佛小相光明功德

品〉，或簡稱為〈隨好品〉107。〈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在《華嚴經》的「序分、正

宗分、流通分」三分科判中都是位於「正宗分」，內容主要是闡明「修因感果」之次第

程序，顯示「因果不二」的圓融之理，從而利益眾生的不思議威德力。在〈如來隨

好光明功德品〉中有一段經文云： 

諸天子！如我音聲不從東方來，不從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來；業報成佛亦復

如是，非十方來……地獄及身非十方來，但由於汝顛倒惡業愚癡纏縛，生地

獄身，此無根本、無有來處……此光明非十方來。諸天子！我天鼓音亦復如

是，非十方來……而此樂具非十方來；我天鼓音亦復如是，非十方來。108 

上述經文與六十《華嚴經》大同小異，整理比對後如下表所示： 

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六十《大方廣佛

華嚴經》卷 32 

唐‧實叉難陀譯八十《大方廣佛華嚴

經》卷 48 

〈30 佛小相光明功德品〉 〈35 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 

○壹諸天子！如我音聲，不從東方，

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來，諸

天子！ 

○貳業報成佛亦復如是，非十方來。 

 

○參諸天子！猶如汝等昔在地獄，不

從十方來，但以顛倒愚癡纏故，得地

獄身，本無來處。 

 

 

○肆如普照王光明，不從十方來。 

 

 

○伍我天音聲亦復如是，非十方來，

但以三昧善根力故出生如是微妙音

○壹諸天子！如我音聲不從東方來，

不從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來； 

 

○貳業報成佛亦復如是，非十方來。 

 

○參諸天子！譬如汝等昔在地獄，地

獄及身非十方來，但由於汝顛倒惡業

愚癡纏縛，生地獄身，此無根本、無

有來處。 

 

○肆諸天子！毘盧遮那菩薩威德力故

放大光明，而此光明非十方來。 

 

○伍諸天子！我天鼓音亦復如是，非

十方來，但以三昧善根力故，般若波

                                                 
107 據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1 世主妙嚴品〉云：「從第二會至第七會中〈隨好品〉，名差

別因果」。詳 CBETA, T35, no. 1735, p. 527, b。 
108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8〈35 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CBETA, T10, no. 279, p. 256,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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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般若波羅蜜力故示現如是自在神

力。 

 

○陸諸天子！譬如須彌山王有三十三

天淨妙宮殿種種樂具，不從十方來，

我天音聲亦復如是。 

羅蜜威德力故，出生如是清淨音聲，

示現如是種種自在。 

 

○陸諸天子！譬如須彌山王有三十三

天上妙宮殿種種樂具，而此樂具非十

方來；我天鼓音亦復如是，非十方

來。 

出處：CBETA, T09, no. 278, p. 605, a 出處：CBETA, T10, no. 279, p. 256, a 

經文中舉了「音聲、業報成佛、地獄及身、光明、天鼓音、樂具」六件事情皆

「非十方來」，但也不可能是「無因而生」。這六件事情的生起並不是從十方來，滅時

也不會到十方去，而是在「眾因緣和合」下所生起的作用，「緣合」則生起，「緣滅」

則消逝，沒有「根本」，也沒有真實的「來處、去處」。著解《華嚴經》的澄觀大師也

這樣解釋說： 

何以並言「非十方來」？故今釋云：正由從業，即是從「緣」，無性來即「無來」。

若不從「緣」，則有「定性」，不得「無來」。《中論》云：「若法從緣生，是即無

定性，若無定性者，云何有是法？」即「因緣」故「空義」耳。109 

如果離開「因緣」，那就會變成「有來有去」，如果是從「眾緣生起」，即是「無自

性、無定性」，則是「無來無去」的一種「空義」。 

除了上述六件事的「無來無去、不從十方來」的道理，也適用於其餘的諸法，

如《華嚴經》〈十忍品〉云：「諸天種種食，不從十方來，隨彼所修業，自然食在器。」

110
「不從十方來」與「從眾緣生起」同時出現的道理在其餘經論中隨時可見，如《大

智度論》中云：「諸緣合故有，諸緣離故滅。善男子！諸佛身亦如是，從本業因緣

果報生，生不從十方來，滅時亦不去至十方；但諸緣合故有，諸緣離故滅。」
111在

《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則詳細的說： 

善男子！又如大海出種種寶，是寶不從東方而來，亦復不從南西北方四維上

下諸方而來，但是一切眾生所作福業共感報應。是故大海出諸珍寶，是寶一

一從因緣生，亦不無因緣生。因緣和合即有，因緣散滅即無。有亦不從十方

                                                 
109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78〈35 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CBETA, T36, no. 1736, p. 

610, b。 
110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8〈24 十忍品〉。CBETA, T09, no. 278, p. 583, c。 
111 詳《大智度論》卷 99〈89 曇無竭品〉。CBETA, T25, no. 1509, p. 74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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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無亦不至十方去。諸如來身亦復如是，不從十方來、不至十方去，但以

因緣和合所生，不住因緣法，亦不無因緣生。因緣和合即生，因緣離散即滅。

生亦不從十方來，滅亦不至十方去。112 

在《大威德陀羅尼經》中則舉「聲音」不從「東南西北、上下方」，但從「眾緣和

合」而有，經云：「彼聲不從東方，不從南方，不從西方，不從北方，不從上方，不

從下方，世尊，聲若可見者應有聚積，佛言童子，是音聲雖不可見，而生耳識覺知

之相，亦起愛憎，聲不可見，但以聞時而生苦樂……一切合集，眾緣合者，彼皆無

實。」
113 

既然「音聲、業報成佛、地獄及身、光明、天鼓音、樂具」這六件事情都沒有

真實的「根本」，也沒有真實的來處、去處，那麼就可通達諸佛如來為何是「無來無

去」及諸法為何是「無生無滅」的境界，甚至決定可得「阿耨菩提」法，如《佛說佛

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中所云：「善男子！汝當如是如實了知諸佛如來無

來無去，若知諸佛無來去故，即住一切法無生無滅。如是知者，是行般若波羅蜜多

善巧方便，決定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114 

八十《華嚴經》的〈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另一段經文云： 

諸天子！菩薩知諸業不從東方來，不從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來，而共積集，

止住於心；但從顛倒生，無有住處……諸所作業、六趣果報，十方推求悉不

可得……一切諸業亦復如是，雖能出生諸業果報，無來去處……若如是知，

是真實懺悔，一切罪惡悉得清淨。115 

這段經文與六十《華嚴經》整理比對後如下表所示： 

  

                                                 
112 詳《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25〈31 法上菩薩品〉。CBETA, T08, no. 228, p. 674, 

b。 
113 詳《大威德陀羅尼經》卷 4。CBETA, T21, no. 1341, p. 772, c。 
114 詳《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25〈31 法上菩薩品〉。CBETA, T08, no. 228, p. 674, 

b。 
115 詳《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8〈35 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CBETA, T10, no. 279, p. 256,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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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六十《大方廣佛

華嚴經》卷 32 

唐‧實叉難陀譯八十《大方廣佛華嚴

經》卷 48 

〈30 佛小相光明功德品〉 〈35 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 

○壹時，諸天子聞是聲已，皆大歡

喜，心意柔軟，問天聲曰：菩薩摩訶

薩云何悔過？ 

 

○貳爾時，天聲以菩薩摩訶薩三昧力

故、天善根力故，答諸天子言：業障

等罪，不從東方，南、西、北方，四

維，上、下來，積聚於心。菩薩摩訶

薩知此業等，因顛倒起，不生疑

惑…… 

 

○參所作諸業，於十方求，悉不可

得…… 

 

○肆諸天子！於意云何，彼諸影像來

入鏡不？ 

答言：不也。 

 

  ○伍諸天子！一切業報亦復如是，無

來去處而能出生善根果報。 

 

  ○陸譬如幻師，能幻人目，當知諸業

亦復如是。若如是知，是名清淨真實

悔過。 

○壹時，諸天子聞是語已，得未曾

有，心大歡喜而問之言：菩薩摩訶薩

云何悔除一切過惡？ 

 

○貳爾時，天鼓以菩薩三昧善根力

故，發聲告言：諸天子！菩薩知諸業

不從東方來，不從南西北方、四維上

下來，而共積集，止住於心；但從顛

倒生，無有住處。菩薩如是決定明

見，無有疑惑…… 

 

○參諸所作業、六趣果報，十方推求

悉不可得…… 

 

○肆諸天子！於汝意云何？彼諸影像

可得說言來入鏡中、從鏡去不？ 

答言：不也。 

 

  ○伍諸天子！一切諸業亦復如是，雖

能出生諸業果報，無來去處。 

 

  ○陸諸天子！譬如幻師幻惑人眼，當

知諸業亦復如是。若如是知，是真實

懺悔，一切罪惡悉得清淨。 

出處：CBETA, T09, no. 278, p. 605, c 出處：CBETA, T10, no. 279, p. 256, c 

經文的意思是在問如何懺悔一切的罪惡？菩薩便回答說「諸罪業」不從「十方」

來，是從「顛倒」所產生；「諸罪業」並沒有真實一定的「住處」；「諸罪業」也不從鏡

中入，亦不從鏡中出；「諸罪業」也沒有真實的「來處、去處」。如果能真樣的「觀修」

的話，那才是名為真實的懺悔，所有一切的罪惡才會獲得清淨。 

從佛法的「真諦、第一義諦」來說，「業力」與「因果」仍然是一種「緣起法」，是

憑藉「眾緣」而生起作用，所以「業力」仍然具有「無常、無我、性空」的本質。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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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中所說：「世諦故，分別說有果報，非第一義。第一義中不

可說因緣果報。何以故？是第一義實無有相、無有分別亦無言說。所謂色乃至有漏

無漏法，不生不滅相、不垢不淨，畢竟空、無始空故。」
116

「業力」雖「有」而「性空」，

如《中論》所云：「雖空亦不斷，雖有亦不常，業果報不失，是名佛所說。」
117

「業

力」如同「夢幻」一樣，沒有「常一不變」的「造業者、受報者」及「業因、業果」者，

這是「業力」真實不變的本性。《維摩詰所說經》說：「無我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

不亡。」
118雖然「無我」，但「業力果報」也不是「斷滅虛無」，所謂的「作、作者」、「受、

受者」、「業報、果報」等，都沒有真實的「自性」可得。「業力」既然非是「真實可得」；

相對的「業力」也不會是「虛無斷滅」。《中論》上也說：「若無罪福報，亦無有涅槃，

諸可有所作，皆空無有果」
119如果沒有了「因果業報」，那麼世出世間的一切法都不

能成立，連「涅槃」的聖道也不可得了！無怪乎唐‧永嘉 玄覺（665－713）大師的

《永嘉證道歌》上說：「了則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還夙債」。120 

從《中觀》的立場來說，唯有「緣起性空」才能成立真正的「因果業報」論，「因」

與「果」是「非一非異」的，是「無實自性」的。如〈觀因果品〉云：「因果是一者，

是事終不然；因果若異者，是事亦不然」。（白話解釋為「原因」與「結果」一定 100％相同，

那絕不可能的。又「原因」與「結果」一定是完全不同，那也絕不可能的。如果我們想以「同一、差

異、存在、非存在」等來解釋因果關係，都會碰到無法超越的因難）。又云：「若因果是一，生

及所生一；若因果是異，因則同非因」。121（白話解釋為「原因」與「結果」若是完全「同一」

的，則「能生」的東西，與「被生」的東西便是完全一樣了，那誰當「能生」？誰當「所生」？但若

「原因」與「結果」是完全「別異」的話，則「原因」就會和「不是原因」的東西相同了，那就又回到

「海水」等同於「手機」，「石頭」等同於「電腦」的理論）。「因果」是隨眾生「業感」而有種種

的「生滅變化」，這種種「生滅變化」又是那麼「無常、不可捉摸、無一定法、無一定

則」，「因果業力」本身並無真正的「實體」可得。 

除了《華嚴經》〈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中談到「業力」不從「十方上下來」的道

理外，在《金剛上味陀羅尼經》中佛陀也說「貪瞋癡」時是不從「十方上下來」，如

云：「佛言：文殊師利！言貪欲者，彼貪不從東方而來而染眾生，非南西北上下方

來而染眾生，不從內生而染眾生，不從外來而染眾生。文殊師利！貪欲瞋癡皆是內

心分別故生而見有染淨……若法不生，從本以來不在內外。」
122 

                                                 
116 詳《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24〈78 四攝品〉。CBETA, T08, no. 223, p. 397, b。 
117 詳《中論》卷 3〈17 觀業品〉。CBETA, T30, no. 1564, p. 22, c。 
118 詳《維摩詰所說經》卷 1〈1 佛國品〉。CBETA, T14, no. 475, p. 537, c。 
119 詳《中論》卷 2〈8 觀作作者品〉。CBETA, T30, no. 1564, p. 12, c。 
120 詳《永嘉證道歌》。CBETA, T48, no. 2014, p. 396, c。 
121 詳《中論》卷 3〈20 觀因果品〉。CBETA, T30, no. 1564, p. 27, b。 
122 詳《金剛上味陀羅尼經》。CBETA, T21, no. 1344, p. 851,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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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威德陀羅尼經》中世尊開示說所謂的「分別」亦不從「十方上下來」來，

如云：「所有分別者，彼不從東方來、不從南方、不從西方、不從北方來、不從上

方、不從下方來。亦不從方，不從非方，如是如是。若不來者，彼當何處去？如是

既不來者，彼非來相。若無所去，彼來亦不可見。若非去相，彼即無相。是故言一

切諸法無有相耶！」
123 

在《佛說摩訶衍寶嚴經》則舉「燃燈除暗冥」為法義，當「暗冥」被除滅時，也

不會從「十方」離去，如云：「譬如然燈，諸冥悉除，此闇無所從來，亦無所至，不

從東方、南方、西方、北方而來，亦不至彼。如是迦葉！智慧已生、無智即滅，此

無智者，無所從來、亦無所至。」
124 

在《大威德陀羅尼經》則說「身體和合」所成的「色身」並不是從「十方」來為例，

如云：「謂自身體和合諸骨和合筋依肉血生，凡有生者彼名為色。然彼色者不從東

方來、不從南西北方來。唯因業煩惱果報，故彼無有相。」
125 

既然不從「十方來」，就不會從「十方去」，這樣所有的「五陰、六入、十二處、

十八界」……等諸法就都有具有「無來無去」的性質。如《楞嚴經》所云：「乃至五

陰、六入，從十二處至十八界。因緣和合，虛妄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性

真常中，求於去、來、迷、悟、生、死，了無所得。」
126 

七、結論 

本論從《華嚴經》〈十定品〉中獲知「陽焰」不從「雲、池、陸、水」中而生，乃

是「眾因緣」而生，既是「緣起」，則必為「性空」的「非有非無」。在大乘佛典中以不

是從「A 來、B 來、C 來、D 來……」的經文方式來闡述「緣起性空」之理非常的多，

如《大法炬陀羅尼經》云：「如此聲者，從何所來？為從絃生？為從柱出？為棍有

耶？為檀作乎？……今此聲者虛妄不實，假眾因緣和合而有。」
127如《金剛上味陀

羅尼經》云：「佛言：文殊師利！譬如鑽火有燧（即指「陽遂」➔古代利用日光取火的凹面

銅鏡）、有草、人手、功力（等等之）眾緣具故。先有煙出，然後火生。而火不在（獨

立之）燧（凹面銅鏡）中、（獨立之）鑽中，（亦）非（獨立之）草、手中，（乃）眾緣和合

而生於火。」
128及《十住毘婆沙論》云：「燈炎不在油，亦不從炷出，亦不餘處來，

                                                 
123 詳《大威德陀羅尼經》卷 7。CBETA, T21, no. 1341, p. 788, c。 
124 詳《佛說摩訶衍寶嚴經》。CBETA, T12, no. 351, p. 196, c。 
125 詳《大威德陀羅尼經》卷 15。CBETA, T21, no. 1341, p. 817, a。 
126 詳《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卷 2。CBETA, T19, no. 945, p. 114, a。 
127 詳《大法炬陀羅尼經》卷 5〈10 忍校量品〉。CBETA, T21, no. 1340, p. 683, a。 
128 詳《金剛上味陀羅尼經》。CBETA, T21, no. 1344, p. 851,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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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因油炷有。因緣盡則滅，滅時無去處，諸法來去相，皆亦復如是。」
129甚至在《楞

嚴經》中更是到處可見這種講法的「方式」。130足見「緣起性空」並非是《中論》的

專利，而是囊括了所有的大小乘佛典經論。 

《華嚴經》在〈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中二段經文皆云：「音聲、業報成佛、

地獄及身、光明、天鼓音、樂具、業障惡罪」皆「不從十方來」，進而說明其與《中

論》「觀因緣品」「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
131有著相同

的哲學邏輯，進而推出所有的諸法都具有「無來無去，不生不滅」的性質，如《華

嚴經》〈入法界品〉云：「了達一切諸法，如夢如幻，如影如像，無來無去，不生不

滅」
132、〈十地品〉云：「菩薩如是觀一切有為法真實相，知諸法無作、無起、無來、

無去。」
133〈十明品〉云：「知一切法悉無有性；知一切法無來、無去。」

134 

據前人的研究成果整理出龍樹《中論》的哲學約有十餘種，135本論只就「緣起

性空」哲學與《華嚴經》〈十定品〉、〈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兩段經文為例，期望將

來能將《中論》的所有哲學與《華嚴經》義理與相關「著疏」作研究比對，進而提

升《中論》在《華嚴經》中的地位，也提醒研究《華嚴經》者不可忽略《中論》的

「緣起性空」般若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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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詳《十住毘婆沙論》卷 17〈33 助尸羅果品〉。CBETA, T26, no. 1521, p. 117,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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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錄：引用《中論》解《華嚴經》的案例 

《大方廣佛華嚴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1 世主妙嚴

品〉： 

妙焰海大自在天王，得法界、虛空界

寂靜方便力解脫門；自在名稱光天

王，得普觀一切法悉自在解脫門；清

淨功德眼天王，得知一切法不生、不

滅、不來、不去、無功用行解脫門。 

（CBETA, T10, no. 279, p. 5, c）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6〈1 世主妙

嚴品〉： 

初不生滅略有五義。一就遍計……二

就緣起性。謂法無自體，攬緣而起，

即生無生。既本不生故，無可滅也。

又緣起無性故不生，無性緣起故不

滅。《中論》云：「以有空義故，一切

法得成」。是故不生即不滅，不滅即不

生，為一物也。 

（CBETA, T35, no. 1735, p. 542, b）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2〈8 四聖諦

品〉： 

諸佛子！所言苦滅聖諦者，彼離垢世

界中，或名：無等等，或名：普除

盡，或名：離垢，或名：最勝根，或

名：稱會，或名：無資待，或名：滅

惑，或名：最上，或名：畢竟，或

名：破印。 

（CBETA, T10, no. 279, p. 60, c）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3〈8 四聖

諦品〉： 

今云破印永不生也，道名諸有邊者，

照實即生死可盡也。故《中論》云：

「真法及說者、聽者難得故，是故則生

死非有邊無邊」。 

（CBETA, T35, no. 1735, p. 594, a）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2〈8 四聖諦

品〉： 

諸佛子！此娑婆世界所言苦聖諦者，

彼攝取世界中，或名：能劫奪，或

名：非善友，或名：多恐怖，或名：

種種戲論，或名：地獄性，或名：非

實義，或名：貪欲擔，或名：深重

根，或名：隨心轉，或名：根本空。 

（CBETA, T10, no. 279, p. 61, a）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3〈8 四聖

諦品〉： 

根本空者，約性以說，同《淨名》五

受陰洞達空故。集中由妄惑故，愛見

羅剎橫相執取。妄體本空故，無可取

故。《中論》云：「虛誑妄取者，是中

何所取？佛說如是，法欲以示空義」。 

（CBETA, T35, no. 1735, p. 59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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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5 如來光明

覺品〉： 

爾時，一切處文殊師利以偈頌曰：離

諸人天樂，常行大慈心……觀身如實

相，一切皆寂滅，離我非我著，是彼

淨妙業。 

（CBETA, T09, no. 278, p. 424, a）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3〈9光明覺

品〉： 

身實相者。如《淨名》「觀佛前際不

來」等。又如《法華》「不顛倒」等。

《中論》法品云：「諸法實相者，心行

言語斷，無生亦無滅」……又云：「諸

佛或說我，或說於無我。諸法實相

中，無我無非我」。 

（CBETA, T35, no. 1735, p. 598, a）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3〈9 光明

覺品〉： 

文殊師利菩薩，各於佛所，同時發

聲，說此頌言……佛法微妙難可

量，一切言說莫能及，非是和合非

不合，體性寂滅無諸相。佛身無生

超戲論，非是蘊聚差別法。 

（CBETA, T10, no. 279, p. 64, c）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3〈9 光

明覺品〉： 

而復謂佛是非有非無，還成戲論。

《中論》云：「戲論破慧眼，是皆不

見佛」。故次遣之。 

（CBETA, T35, no. 1735, p. 598, b）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3〈10 菩薩

問明品〉： 

時，寶首菩薩以頌答曰：隨其所行

業，如是果報生，作者無所有，諸

佛之所說。譬如淨明鏡，隨其所對

質，現像各不同，業性亦如是……

如機關木人，能出種種聲，彼無我

非我，業性亦如是。 

（CBETA, T10, no. 279, p. 66, c）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4〈10 菩

薩問明品〉： 

謂此業體以無性之法，而為其性，

不失業果之相，而為其性。由無性

故，能成業果；由不壞相，方顯真

空。故《中論》云：「雖空亦不斷，

雖有而不常，業果亦不失，是名佛

所說」。不失業果，方顯中道，又如

鏡現穢像，非直不污鏡，淨亦乃由

此。（CBETA, T35, no. 1735, p. 607,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6〈14 須彌

頂上偈讚品〉： 

爾時，功德慧菩薩……而說頌言：

諸法無真實，妄取真實相……若得

見於佛，其心無所取，此人則能

見，如佛所知法。 

（CBETA, T10, no. 279, p. 82, b）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7〈14 須

彌頂上偈讚品〉： 

故無所取，何有能見？……故《中

論》云：「如來寂滅相，分別有亦

非，如是性空中，思惟亦不可」。 

（CBETA, T35, no. 1735, p. 629,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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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6〈14 須彌

頂上偈讚品〉： 

爾時，真實慧菩薩承佛威力，普觀

十方而說頌言……於實見真實，非

實見不實，如是究竟解，是故名為

佛。 

（CBETA, T10, no. 279, p. 83, a）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7〈14 須

彌頂上偈讚品〉： 

夫實見者，尚不見實，何況非實？

見非實者，知其即實。故《中論》

云：「一切法真實，一切法非實，亦

實亦非實，非實非非實，是名諸佛

法」。 

（CBETA, T35, no. 1735, p. 632, a）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7〈16 梵行

品〉： 

若佛是梵行者，為色是佛耶？受是佛

耶？想是佛耶？行是佛耶？識是佛

耶？為相是佛耶？好是佛耶？神通是

佛耶？業行是佛耶？果報是佛耶？ 

（CBETA, T10, no. 279, p. 88, b）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19〈16 梵

行品〉： 

第七觀「佛」十事，觀於三身……今

一一推徵。若一是佛餘者應非，一一

皆佛則有多佛，和合成佛則無自性。

故《中論》云：「非陰不離陰，此彼

不相在，如來不有陰，何處有如來。

陰合為如來，則無有自性」。進退推

求佛體寂滅。尚非是有豈當是無。

「邪見深厚者，則說無如來。諸法性

空中，思惟亦不可」。是知真佛既超

心境，依斯成行行豈相耶？ 

（CBETA, T35, no. 1735, p. 641,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9〈20 夜摩

宮中偈讚品〉： 

爾時，精進林菩薩……而說頌言：諸

法無差別，無有能知者，唯佛與佛

知，智慧究竟故。如金與金色，其性

無差別，法非法亦然，體性無有異。 

（CBETA, T10, no. 279, p. 101, b）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1〈20 夜

摩宮中偈讚品〉： 

法者，可軌之法也。非法者，不可軌

之法也。又法謂有法，非法謂無故。

《中論》釋：「法不生非法」。云有不

生無故，體性無異者，謂同如故。 

（CBETA, T35, no. 1735, p. 656,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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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1〈22 十無

盡藏品〉： 

何等為無記法？謂：世間有邊，世間

無邊，世間亦有邊亦無邊，世間非有

邊非無邊；世間有常，世間無常，世

間亦有常亦無常，世間非有常非無

常；如來滅後有，如來滅後無，如來

滅後亦有亦無，如來滅後非有非

無」。 

（CBETA, T10, no. 279, p. 112, b）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4〈22 十

無盡藏品〉： 

外道計以為我故，有邊等諸見。初有

邊四句，約未來世。常等四句，約過

去世。如來有無依涅槃起。故《中

論》〈邪見品〉云：「我於過去世，為

有為是無？世間常等見，皆依過去

世。我於未來世，為作為無作？有邊

等諸見，皆依未來世」。〈涅槃品〉

云：「如來滅後有無等」，依涅槃起」。

我及眾生有無四句，約現在說。 

（CBETA, T35, no. 1735, p. 678, a）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1〈22 十無盡

藏品〉： 

何者為生死最初際？何者為生死最後

際？是名無記法。 

（CBETA, T10, no. 279, p. 112, b）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4〈22 十無

盡藏品〉： 

第五約生死初後際，唯有二句。問初際

無始，聖教所明……《中論》云：「大聖

之所說，本際不可得，生死無有始，亦

復無有終。若無有始終，中當云何有？

是故於此中，先後共亦無」。既言本際不

可得，亦不應定謂無始無終，況有始終

之見耶？ 

（CBETA, T35, no. 1735, p. 679, a）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4〈25 十迴向

品〉： 

菩薩如是了達境界，知一切法因緣為

本，見於一切諸佛法身，至一切法離染

實際，解了世間皆如變化，明達眾生唯

是一法、無有二性。 

（CBETA, T10, no. 279, p. 132, a）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7〈25 十迴

向品〉： 

總中由上觀故，能知因緣。何等因緣？

謂一切法若漏、無漏，為無為等，皆以

因緣而為其本。云何為本？謂因緣故

有，因緣故空；因緣故不有，因緣故不

空；因緣故流轉，因緣故還滅，乃至一

切皆由因緣故。《中論》云：「未曾有一

法，不從因緣生」……由觀因緣得見佛

等，是故因緣為諸法本。 

（CBETA, T35, no. 1735, p. 70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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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5〈25 十迴向

品〉： 

佛子！菩薩摩訶薩如是迴向時……不取

法；不謂生死有分別，不謂涅槃恒寂

靜，不謂如來證佛境界；無有少法，與

法同止。 

（CBETA, T10, no. 279, p. 134, a）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7〈25 十迴

向品〉： 

以緣就實，生死即涅槃故，無妄分別。

以實從緣，涅槃即生死故，非真寂靜

故。《中論》云：「涅槃之實際，及與世

間際，如是二際者，無毫釐差別」。 

（CBETA, T35, no. 1735, p. 708, b）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4〈26 十地

品〉： 

佛子！此菩薩復作是念：諸佛正法，如

是甚深，如是寂靜，如是寂滅，如是

空，如是無相，如是無願，如是無染，

如是無量，如是廣大。 

（CBETA, T10, no. 279, p. 182, b）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34〈26 十地

品〉： 

寂靜甚深，謂法體離於妄計實有，故名

寂靜。自是妄計，於中正取，非本不

寂。《中論》云：「虛誑妄取者，是中何

所取」……依自利利他，增上智觀，故

云廣大。 

（CBETA, T35, no. 1735, p. 766, a）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7〈26 十地

品〉： 

菩薩如是隨順觀察緣起之相。佛子！此

菩薩摩訶薩復作是念：於第一義諦不了

故名：無明……若有作者，則有作事；

若無作者，亦無作事，第一義中俱不可

得。（CBETA, T10, no. 279, p. 193, c）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0〈26 十地

品〉： 

論云：隨順觀世諦，即入第一義故。俗

為真詮，了俗無性，方見真耳。《中

論》云：「若不知世諦，不得第一義」。

故此觀有六……。 

（CBETA, T35, no. 1735, p. 807, a）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7〈26 十地

品〉： 

於行迷惑是無明，與無明及心共生是名

色……老壞為死。佛子！此中無明有二

種業，一令眾生迷於所緣，二與行作生

起因。（CBETA, T10, no. 279, p. 194, 

a）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0〈26 十地

品〉： 

若唯不離無明有行，則成太即……故論

主引《中論》偈云：「眾因緣生法…是

則不即因，亦復不異因，非斷亦非

常」。（CBETA, T35, no. 1735, p. 80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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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5〈22 十地

品〉： 

如是逆順十種「觀十二因緣法」，所謂：

因緣分次第，心所攝，自助成法，不相

捨離，隨三道行，分別先、後際，三苦

差別，從因緣起，生滅縛，無所有盡

觀。 

（CBETA, T09, no. 278, p. 559, a）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0〈26 十地

品〉： 

次句假他遣自。故《中論》云：「如諸法

自性，不在於緣中」也。下二句例

然……但「因緣生果」各有二義……故云

「因不生緣生」故。云不自生……故不他

生……故不共生。 

（CBETA, T35, no. 1735, p. 811, a）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0〈26 十地

品〉： 

又《中論》云：「和合即無性，云何和合

生？」次無明滅下逆觀，謂滅，但滅於

繫縛。 

（CBETA, T35, no. 1735, p. 811,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4〈29 十忍

品〉： 

佛子！云何為菩薩摩訶薩如幻忍？佛

子！此菩薩摩訶薩知一切法，皆悉如

幻，從因緣起，於一法中解多法，於多

法中解一法……了達三世平等，成就種

種神通變化。 

（CBETA, T10, no. 279, p. 232, b）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46〈29 十忍

品〉： 

今經云「從因緣起」，能起即第二，所起

即第三……然緣亦從緣故，緣果俱幻。

《中論》云：「譬如幻化人，復作幻化

人」即斯意也。 

（CBETA, T35, no. 1735, p. 853,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9〈39 入法界

品〉： 

善男子！我得菩薩解脫，名：寂靜禪

定樂普遊步……悉皆明覩而無取著。

何以故？知諸如來非去，世趣永滅

故；非來，體性無生故；非生，法身

平等故；非滅，無有生相故；非實，

住如幻法故；非妄，利益眾生故；非

遷，超過生死故；非壞，性常不變

故；一相，言語悉離故；無相，性相

本空故。（CBETA, T10, no. 279, p. 372, 

b）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8〈39 入法

界品〉： 

文有「十非」，大同《中論》「八不」。

謂：「不去不來、不生不滅」為四。其

「非實非妄」即是不常，「非遷非壞」即

是不斷。「一相」即非異，「無相」亦非

一。 

（CBETA, T35, no. 1735, p. 94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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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4〈29 十忍

品〉： 

虛空無體性，亦復非斷滅，亦無種種

別，智力亦如是。虛空無初際，亦復

無中後，其量不可得，菩薩智亦然。

如是觀法性，一切如虛空。 

（CBETA, T10, no. 279, p. 237, a）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 

若約絕際，妄無妄源。竪無初際，既無

有始，豈得有終？故絕後際。《中論》

云：「大聖之所說，本際不可得，生死無

有始，亦復無有終。若無有始終，中當

云何有？是故於此中，先後共亦無」。 

（CBETA, T36, no. 1736, p. 1, b）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6〈14 須彌

頂上偈讚品〉： 

大智善見者，如理巧安住。無中無有

二，無二亦復無，三界一切空，是則

諸佛見。凡夫無覺解，佛令住正法，

諸法無所住，悟此見自身。 

（CBETA, T10, no. 279, p. 83, b）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 

《中論》云：「諸佛說空法，為除於有

見。若復見有空，諸佛所不化」，故知非

有非無也。非有即空，非無即空空也。

經云：「無中無有二，無二亦復無。三界

一切空，是則諸佛見」。此即空空也。 

（CBETA, T36, no. 1736, p. 6,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6〈14 須彌

頂上偈讚品〉： 

爾時，智慧菩薩承佛威力，普觀十方

而說頌言：…… 有諍說生死，無諍

即涅槃，生死及涅槃，二俱不可得。 

（CBETA, T10, no. 279, p. 82, c）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

若約生死涅槃說者，生死即涅槃，妄徹

真也。涅槃即生死，真徹妄也。故《中

論》云：「生死之實際，即是涅槃際。涅

槃之實際，即是生死際。如是二際者，

無毫釐差別」，即交徹也。此下經云：

「有諍說生死，無諍說涅槃。生死及涅

槃，二俱不可得」。亦俱空俱有，交徹義

也。（CBETA, T36, no. 1736, p. 8, b）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9〈36 普賢

行品〉： 

知身無有盡，無生亦無滅，非常非無

常，示現諸世間。除滅諸邪見，開示

於正見，法性無來去，不著我我所。 

（CBETA, T10, no. 279, p. 261, a）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6： 

《中論》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

空，亦名為假名，亦是中道義」……假

眾緣成，從緣故假，非施權之假，亦是

中道義者。離「斷常」故名為中道，非佛

性中道。若作此解者，雖三句皆空。尚

不成即空，況即假即中，此生滅四諦中

義也。（CBETA, T36, no. 1736, p. 39, b）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4〈29 十

忍品〉： 

菩薩亦如是，觀察一切法，悉從因

緣起，無生故無滅，無滅故無盡，

無盡故無染。 

（CBETA, T10, no. 279, p. 235, b）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7： 

從緣生法，無性即空，非色敗空，不

要析破，故云即空。若約《中論》偈

明四句，初教即「因緣所生法」，此教

即我說即是空。第三亦名為「假名」，

第四亦是「中道義」，故此云「因緣即

空」。（CBETA, T36, no. 1736, p. 4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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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6〈22 十

地品〉： 

知是三業因緣不斷相、乃至如實知

八萬四千煩惱行差別相。是菩薩知

諸業善不善無記相、分別不可分別

相、心伴相、不相離相……知業起

相、受業法差別相。 

（CBETA, T09, no. 278, p. 568, a）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9： 

三業因緣，故起於三界，是故有一切

法。《中論》〈十二因緣品〉頌云：「眾

生癡所覆，為後起三行，以有此行

故，識受六道身」等，即其義也。 

（CBETA, T36, no. 1736, p. 62,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6〈39 入

法界品〉： 

爾所劫中，所見眾生，無一眾生我

不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未

曾勸一眾生發於聲聞、辟支佛意。 

（CBETA, T10, no. 279, p. 359, b）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0： 

無一眾生下，第二會一乘無不有者。

釋成一乘之義。若有一人無智慧性，

即有二乘三乘耳……以諸緣起皆無自

性故，由無性理事方成故。故《中

論》云：「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

成」。 

（CBETA, T36, no. 1736, p. 73, b）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0〈5 華藏

世界品〉 

如幻師呪術，能現種種事，眾生業

力故，國土不思議。譬如眾繢像，

畫師之所作，如是一切剎，心畫師

所成。 

（CBETA, T10, no. 279, p. 51, c）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2： 

〈華藏品〉云：如幻師呪術，能現種

種事。眾生業力故，國土不思議，明

知業即喻幻師。又如《中論》偈云：

「譬如幻化人，復作幻化人」。如初幻

化人，是則名為業。幻化人所作，是

名為業果等。 

（CBETA, T36, no. 1736, p. 87, a）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7〈34 入

法界品〉： 

時，童子、童女告善財言：「善男子！

我等證得菩薩解脫，名為幻住……

一切法皆幻住，無明有愛等展轉緣

生故；一切三界皆幻住，顛倒智所

生故；一切眾生生滅，生、老、死、

憂悲、苦惱皆幻住，虛妄分別所生

故；一切國土皆幻住，想倒、心倒、

見倒、無明所現故；一切聲聞、辟支

佛皆幻住，智斷分別所成故。 

（CBETA, T09, no. 278, p. 767, b）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4： 

小乘立「三毒」為生死根本者。《中論》

〈染染者品〉云：「經說貪欲、嗔恚、

愚癡是世間根本」，乃至云「三毒因緣

起於三業，三業因緣起於三行」，是故

有一切法。（中論）〈十二因緣品〉云：

「眾生癡所覆，為後造三行，以有此行

故，識受六道身」，皆是三毒為根本義。

然外道雖立三德，不知是己心之所有

故，又計從冥而起用故，故為邪見。  

（CBETA, T36, no. 1736, p. 10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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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9〈20 夜

摩宮中偈讚品〉：  

諸法無來處，亦無能作者，無有所

從生，不可得分別。一切法無來，

是故無有生，以生無有故，滅亦不

可得。一切法無生，亦復無有滅，

若能如是解，斯人見如來。諸法無

生故，自性無所有。  

（CBETA, T10, no. 279, p. 100, c）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20：經云：「一切法無來，是故無有

生」。以生無有故，滅亦不可得。二

明二義中又緣起無性故者，緣生即無

性也。無性緣起者，無性即緣性也。

前句即因緣故空，此句即無性故有

故。引《中論》「以有空義故，一切法

得成」，唯證後句也。三顯無性中。

若無因緣不知無性。 （CBETA, T36, 

no. 1736, p. 152, c）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20：欲明「不生滅」等四含義無盡，

故略舉「八不」，即《中論》宗。論

云：「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

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去」……故《中

論》問云：「不生不滅，已總破一切

法。何故復說此六事耶？答：為成不

生不滅故」。 

（CBETA, T36, no. 1736, p. 153,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3〈9 光明

覺品〉： 

一切處文殊師利菩薩，各於佛所，

同時發聲，說此頌言：眾生無智

慧，愛刺所傷毒，為彼求菩提，諸

佛法如是。普見於諸法，二邊皆捨

離，道成永不退，轉此無等輪。 

（CBETA, T10, no. 279, p. 63, a）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30

〈9 光明覺品〉：  

普見於諸法，二邊皆捨離。今應問云

「普見諸法，如何即能離得二邊

故？」今答云：通性相故。唯見「相」

者，即是有邊。唯見「性」者即墮無

邊。性相無礙故離二邊。《中論》

云：「雖空而不斷，雖有而不常」。即

由空有相即，離二邊也。  

（CBETA, T36, no. 1736, p. 225, b）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5〈5 如來光

明覺品〉： 

諸佛正法不可量，無能分別說其相，

諸佛正法無合散，其性本來常寂滅。

不以陰數為如來，遠離取相真實觀，

得自在力決定見，言語道斷行處滅。

等觀身心無異相，一切內外悉解脫。 

（CBETA, T09, no. 278, p. 424, c）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30

〈9 光明覺品〉： 

今觀於身，若我即陰等者。即《中論》

〈法品〉中意，論云：「若我即五陰，我

即為生滅。若我異五陰，即非五陰相。

若無有我者，何得有我所？」內外我我

所盡滅無有故，諸受即為滅。受滅即身

滅，業煩惱滅，故名之為解脫。「業煩惱

非實，入空戲論滅」。 

（CBETA, T36, no. 1736, p. 226,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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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6〈14 須彌

頂上偈讚品〉 

離諸和合相，是名無上覺。現在非和

合，去來亦復然，一切法無相，是則

佛真體。若能如是觀，諸法甚深義，

則見一切佛，法身真實相。 

（CBETA, T10, no. 279, p. 83, a）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36

〈13 升須彌山頂品〉 

言三時者，即《中論》〈去來品〉偈

云：「已去無有去，未去亦無去，去時

亦無去」。翻此則云：已來無有來，未

來亦無來，來時亦無來。謂已來已

滅，不可言來。未來未有，何得言

來？來時不住，已未分之故亦無來。

無去亦然……故《中論》云：「見及所

見者，是三各異方，如是三法異，終

無有合時。異法不可合，非異無可

合」。又《論》云：「見不能有見，非見

亦不見」。 

（CBETA, T36, no. 1736, p. 276,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6〈14 須彌

頂上偈讚品〉 

其性如虛空，故說無有盡。智者說

無盡，此亦無所說，自性無盡故，

得有難思盡。所說無盡中，無眾生

可得。 

（CBETA, T10, no. 279, p. 82, c）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37

〈14 須彌山頂偈讚品〉： 

既如虛空，何有無為之相者？我言「無

盡者」，體無可盡，故如虛空……故《中

論》云：「若有有為法，則有無為法。既

無有為法，何得有無為？」 

（CBETA, T36, no. 1736, p. 283,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8〈11 菩薩十

住品〉： 

何等為十？所謂：學一切法無相，

一切法無性，一切法不可修，一切

法無所有，一切法無真實，一切法

如虛空，一切法無自性，一切法如

幻，一切法如夢，一切法如響。何

以故？欲令得不退轉無生法忍故，

有所聞法，即自開解，不由他悟。  

（CBETA, T09, no. 278, p. 445, c）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38

〈15 十住品〉： 

今經云：「一切」者，各少分一切，又含

餘義，故云「一切」。諸法畢竟無所有，

是空義者經也……《中論》云：「諸佛說

空法，為離諸有見，若復見有空，諸佛

所不化」故，畢竟空耳。 

（CBETA, T36, no. 1736, p. 291,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8〈11 菩薩十

住品〉： 

諸佛子！何等是菩薩摩訶薩法王

子住？此菩薩善解十種法。何等

為十？……善解去、來、今，善

解說世諦，善解說第一義諦，是

為十。  

（CBETA, T09, no. 278, p. 446, a）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38

〈15 十住品〉： 

彼文云：詞無礙智，以世智差別說。

樂說無礙智，以第一義智善巧說等。

《中論》云：「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

法」。 

（CBETA, T36, no. 1736, p. 29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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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1〈22 十無

盡藏品〉： 

佛子！何等為菩薩摩訶薩信藏？……

此菩薩於諸佛所一向堅信，知佛智慧

無邊無盡。十方無量諸世界中，一一

各有無量諸佛，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已得、今得、當得，已出世、今

出世、當出世，已入涅槃、今入涅

槃、當入涅槃，彼諸佛智慧不增不

減、不生不滅、不進不退、不近不

遠、無知無捨。 

（CBETA, T10, no. 279, p. 111, b）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45

〈22 十無盡藏品〉： 

涅槃為起見處，就引《中論》〈邪見

品〉：「我於過去世等」者。偈首之我，

即今世我……次下當釋《中論》〈涅槃

品〉偈云：「滅後有無等，無邊等常

等」。諸見依涅槃未來過去世。 

（CBETA, T36, no. 1736, p. 351,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2〈18 菩

薩十無盡藏品〉： 

所謂：世間有邊，世間無邊，世間

有邊無邊，世間非有邊非無邊；世

間有常，世間無常，世間有常無

常，世間非有常非無常；如來滅後

如去不受，如來滅後不如去亦不

受，如來滅後如去不如去亦不受，

如來滅後非如去非不如去亦不

受……何等為生死最初際，何等為

生死最後際。是名無記法。 

（CBETA, T09, no. 278, p. 476, a）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45

〈22 十無盡藏品〉： 

《中論》〈涅槃品〉偈云：「如來滅度

後，不言有與無，亦不言有無非有及

非無」。又云：「涅槃與世間，無有少

分別。世間與涅槃，亦無少分別。涅

槃之實際，及與世間際如是，二際者

無毫釐差別」……《中論》末後偈

云：「一切法皆空，何有邊無邊？亦邊

亦無邊？非邊非無邊？何者為一異？

何有常無常？亦常亦無常？非常非無

常？諸法不可得，滅一切戲論，無人

亦無我，佛亦無所說」。 

（CBETA, T36, no. 1736, p. 352,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21〈22 十

無盡藏品〉： 

去至何所？有幾世界成？有幾世界

壞？世界從何處來，去至何所？何

者為生死最初際？何者為生死最後

際？是名無記法……菩薩摩訶薩第

五多聞藏。 

（CBETA, T10, no. 279, p. 112, b）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45

〈22 十無盡藏品〉： 

謂若許有終必有始，故亦如初地。疏

《中論》云：「大聖之所說」等，即

〈本際品〉偈，此中初偈，引教立

理，顯無始終。 

（CBETA, T36, no. 1736, p. 353,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5〈26 十

地品〉： 

此菩薩觀一切法，不生不滅，因緣

而有；見縛先滅，一切欲縛、色

縛、有縛、無明縛皆轉微薄；於無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62

〈26 十地品〉： 

乃是迷於法性，合於法性隨緣而生，

名為性起。以性融相故，一多自在。

然即《中論》〈四諦品〉偈意：「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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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百千億那由他劫不積集故，邪

貪、邪瞋及以邪癡，悉得除斷，所

有善根轉更明淨。 

（CBETA, T10, no. 279, p. 188, c） 

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

亦是中道義」。此偈四句……一色一切

色，即因緣故有也。若三乘緣生，但

各各緣生，今是法性緣生。 

（CBETA, T36, no. 1736, p. 498, b）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7〈26 十

地品〉： 

菩薩圓滿五地已，觀法無相亦無

性，無生無成本清淨，無有戲論無

取捨，體相寂滅如幻等，有無不二

離分別，隨順法性如是觀，此智得

成入六地。 

（CBETA, T10, no. 279, p. 195, b）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69

〈26 十地品〉： 

先釋「無性」，執法有性名之為我，如

地堅性水濕性等，以無我故名性無

生。言非先有今無者，揀斷滅無。

《中論》云：「先有而今無，是則為

斷滅」。故亦非全無。  

（CBETA, T36, no. 1736, p. 550, b）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8〈26 十

地品〉： 

又知諸業種種相，所謂：善不善無

記相、有表示無表示相、與心同生

不離相、因自性剎那壞而次第集果

不失相、有報無報相……略說乃至

八萬四千，皆如實知。  

（CBETA, T10, no. 279, p. 202, b）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70

〈26 十地品〉： 

然此得，得以持此業，如券持債故。

古經論名「不失法」。《中論》云：「不

失法如券業，如負財物」。然大乘雖

立有得，不許有實，而云熏習成種。  

（CBETA, T36, no. 1736, p. 563,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4〈28 十

通品〉： 

佛子！菩薩摩訶薩以一切法智通，

知一切法無有名字、無有種性，無

來、無去，非異、非不異，非種

種、非不種種，非二、非不二，無

我、無比，不生、不滅，不動、不

壞，無實……。 

（CBETA, T10, no. 279, p. 231, c）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74

〈28 十通品〉： 

次先破異，云「異相」互無，故云「不

異」者。此即《中論》〈破合品〉中

意……故云「異相互無，故無

異」……故《中論》云：「異中無異

相，不異中亦無，無有異相故，則無

彼此異」。 

（CBETA, T36, no. 1736, p. 58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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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8〈35 如來

隨好光明功德品〉：  

一切諸佛亦復如是，自說是佛，不

著於我，不著我所。諸天子！如我

音聲不從東方來，不從南西北方、

四維上下來；業報成佛亦復如是，

非十方來。諸天子！譬如汝等昔在

地獄，地獄及身非十方來，但由於

汝顛倒惡業愚癡纏縛，生地獄身，

此無根本、無有來處。諸天子！毘

盧遮那菩薩威德力故放大光明，而

此光明非十方來。諸天子！我天鼓

音亦復如是，非十方來，但以三昧

善根力故，般若波羅蜜威德力故，

出生如是清淨音聲，示現如是種種

自在。諸天子！譬如須彌山王有三

十三天上妙宮殿種種樂具，而此樂

具非十方來；我天鼓音亦復如是，

非十方來。 

（CBETA, T10, no. 279, p. 256, a）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78

〈35 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  

恐有難言：地獄及身，既由惡業，即

從惡業中來。前業報成佛，即從善根

中來。何以並言「非十方來」？故今釋

云：正由從業，即是從緣，無性來即

無來。若不從緣，則有定性，不得無

來。《中論》云：「若法從緣生，是即

無定性，若無定性者，云何有是法？」

即因緣故空義耳。 

（CBETA, T36, no. 1736, p. 610, b）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78

〈35 如來隨好光明功德品〉： 

經言而受其「報」，亦同《淨名》「無我

無造無受者，善惡之業亦不亡」。疏：

定有即常，定無則斷者，亦《中論》

偈，偈云：「定有則著常，定無則著

斷，是故有智者，不應著有無」。 

（CBETA, T36, no. 1736, p. 611, c）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77〈39 入法

界品〉： 

又決定知一切諸報皆從業起，一切

諸果皆從因起，一切諸業皆從習

起，一切佛興皆從信起，一切化現

諸供養事皆悉從於決定解起，一切

化佛從敬心起，一切佛法從善根

起……知質如像故，知聲如響故，

知境如夢故，知業如幻故。 

（CBETA, T10, no. 279, p. 423, a）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89

〈39 入法界品〉：  

影像隨身，去來無實，隨業六道，實

無往來。《中論》云：「諸行往來者，

常不應往來，無常亦不應往來，眾生

亦復然」。「有無」可知，離一切法見。

（CBETA, T36, no. 1736, p. 693,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