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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緣起性空與傳道書空愛圓融 

梁燕城 

 

佛法的性空學觀諸法實相 

 

佛家哲學的基源問題 

 

佛教起源於瞿曇(Gotama，又譯喬達摩)太子對痛苦的感受和反省，「路傍見耕人，墾壤殺諸蟲，

其心生悲惻，痛踰刺貫心，又見彼農夫，勤苦形枯悴，蓬髮而流汗，塵土坌其身，耕牛亦疲困，

吐舌而急喘，太子性慈悲，極生憐愍心，慨然興長歎，降身委地坐，觀察此眾苦，思惟生滅法，

嗚呼諸世間，愚癡莫能覺。」1這段傳說關鍵思考如下： 

1. 人、蟲、牛皆有痛苦，是眾生普遍皆苦。 

2. 人有慈悲、憐愍心，為眾生苦而慨然興長歎。 

3. 反省觀察此眾苦，思惟生滅法，悲世人愚癡。 

4. 追求能覺生滅的真相。 

此中思考的基源問題是，眾生苦難是人生的真實，解脫痛苦如何可能？正確一點說，覺悟真相而

得解脫如何可能？覺是領悟萬法生滅真相，也覺慈悲憐愍的本性。 

 

釋迦成正等正覺，佛的梵語拉丁語系稱 buddha，本義即是「覺醒，醒悟，睡醒」，是梵語 bodhati

（義爲醒）的過去時態，來自原始印歐語*bʰewdʰ-，義爲醒著、意識到。中文譯爲「覺悟者」、

「覺者」，也可音譯爲「菩提」(budhi)。佛自己先覺悟，同時求覺悟他人2，不斷往復提昇，以達

悲智雙運、福慧雙修，即所謂「覺行圓滿」，到此境界則為「佛」3。 

 

如實知見與真相綜合 

 

佛所覺悟的，是對諸法實相的如實知見，如實 (tathata)，又譯「真如」。是一切如其所如的真正

本然實在，即知一切流轉變化。人若如實觀世界，即得解脫。如《雜阿含經》說：「如實知，見，

明，覺，悟，慧，無間等，是名為明」4與之相反的是「無明」:「不如實知，不如實見，不無間

等，若闇，若愚，是名無明。」5無明是指内在的愚昧黑暗，不能如實知一切的真相。「如」是不

異義，也就是沒有錯誤地，如其所如地知道真相；「實」是真實不倒義，即原本的樣子；「知」是

 
1馬鳴，北涼曇無讖譯，《佛所行讚》(Buddha-carita 又稱《佛本行經》)，卷一，出城品第五，《大正新脩大正藏
經》第四册，頁 8 
2參閱《大般涅槃經》，第十八，《大正新脩大正藏經》第十二册，頁 469 下 
3《大乘義章》第二十，《大正藏經》第四十四册，頁 864 下 
4《雜阿含經》卷 9，第 251 經，《大正藏經》第二册，頁 60 下 
5《雜阿含經》卷 9，第 251 經，《大正藏經》第二册，頁 6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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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知義，即全面地知。佛學思想家霍韜晦特別提出「如實觀」為佛學核心6，指出佛學如實觀可

超越人自己的局限和虛妄。唯有妄盡，真理方可以呈現。是一語中的。 

 

修行覺悟者能如實遍知苦、集、滅、道的真相，這是佛教「四聖諦」，所謂「諦」(satya)，義為

真實的道理，即真理或真相。四聖諦是宇宙人生四個真相，若如實知苦，必然能如實地斷苦集，

斷苦集即體証苦滅，並能修習苦滅之道，最後達成了解脫生死的目的，此為真正的覺悟。 

 

從如實知所覺悟的真相，是一切在生滅變化，這在佛學稱「法印」(dharmauddana)，「法」指真

實，「印」指總合和標準。法印是指總合所有真相，是佛教的標準，依這標準，其主要描述的是

三個真相，即三法印，是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和涅槃寂靜。此外有四法印，加上「有漏皆苦」。 

 

在早期佛教，三法印已提出，《雜阿含經》傳述早期僧團在鹿野苑已在合誦：「色無常，受、想、

行、識無常，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7可見這是當時的佛教的總合真理觀，是

為三法印。 

 

第一法印「一切行無常」，「行」(samskara)是指活動的完成，内心的造作，即指一切事物及生命

的活動，這法印是指世間一切活動及内心造作，都是無常的，即流轉變化，沒有常一不變的本

質。 

 

第二法印「一切法無我」，「法」(dharma)是泛指所有事物，也是事物的軌則，指世間、出世間的

所有義理，「我」(atman)在印度早期的《奧義書》(Upaniṣad)思想中，是指永恆的自我，與梵天

同一。這法印是指一切事物和義理中，沒有永恆不變的自我或實體，世上沒有永恆不變的事物。 

 

第三法印「涅槃寂滅」，涅槃(Nirvāṇa)原文字義是吹熄、火滅之義，意涵欲火熄滅，歸回完全寂

靜之義，若如實知無常與無我，一切意欲消失，進入無我，超脱生死，達不生不滅，此為解脫境

界。 

 

核心義理是，人的痛苦，來自内在的愚昧黑暗，即所謂無明，故不能如實知一切的真相。無明的

思想驅動的行為，這些行為在未來會形成結果，也就是業報或果報。這來自印度思想的業 (karma)

理念，其梵文動詞字根 kṛ，意為做、執行等，成為業的理念後，意指造作、意謂眾生各種行為均

形成後果，業造成的結果，稱為果報 (Karmaphala)。佛教認為，一切眾生輪迴的力量，來自於其

自身的業，業是決定了輪迴的主要因素。這使眾生永在業的束縛中，永遠輪迴受苦，無明使人執

着，不明真相，其驅動的行為成為業，業的潛勢力在未來會形成業報，延伸到來世，形成世世輪

迴。這就是苦和苦集兩大聖諦。破除無明就是苦滅，只有以智慧如實知宇宙人生真相，人才可去

 
6參考霍韜晦，《如實觀的哲學》，(香港：法住學出版社，1992) 
7《雜阿含經》卷 10，第 262 經，《大正藏經》第二册，頁 6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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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無明，解脫輪迴永恆之苦，成為覺悟的佛。 

 

解脫之道，是如實知所覺悟的世界真相，這真相歸為三至四個法印，即總結一切事物的準則，這

真相有二，一是萬法流轉無常，二是一切事物和義理中，沒有永恆不變的自我和實體。覺悟而如

實知這真相，即可熄滅心識意欲，脫業的綑綁，而入不生不死的涅槃寂靜，得終極解脱。 

 

《雜阿含經》曾較全面提到無常、因緣、苦、非我、非我所（非我擁有）及解脫的關係：「色無

常，若因、若緣生諸色者，彼亦無常，無常因、無常緣所生諸色，云何有常？如是，受、想、行、

識無常，若因、若緣生諸識者，彼亦無常，無常因、無常緣所生諸識，云何有常？如是，諸比丘！

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無常者則是苦，苦者則非我，非我者則非我所。聖弟子如是觀者，

厭於色，厭於受、想、行、識，厭者不樂，不樂則解脫，解脫知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

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8最後所言的「解脫知見」，亦即如實知。這段可以是綜合根本佛教

的義理方向，這些理念亦成為後來佛教哲學的思想泉源。 

 

根本佛教的實踐性質 

 

由上四聖諦及四法印的解脫方向，是純實踐的，故《中阿含經》的《箭喻經》提到一位尊者鬘童

子，向釋迦提出十大哲學問題，「謂世有常，世無有常，世有底，世無底，命即是身，為命異身

異，如來終，如來不終，如來終不終，如來亦非終亦非不終耶？」9即世界是變？不變？有本體

或邊？無本體或無邊？生命等同身體？不等同身體？佛死後仍存在？不存在？存在而又不存在？

非存在非不存在？這是純理論思辯的哲學問題。 

 

佛陀答曰：「此非義相應，非法相應，非梵行本，不趣智、不趣覺、不趣涅槃，是故我不一向說

此也。何等法我一向說耶？此義我一向說，苦苦、苦習、苦滅、苦滅道跡，我一向說。以何等故，

我一向說此？此是義相應，是法相應，是梵行本，趣智、趣覺、趣於涅槃，是故我一向說此。是

為不可說者則不說，可說者則說，當如是持，當如是學。」10他指出這些問題的探討與真理不相

應，與正法不相應，非修梵行之本意，不能達到智慧、覺悟和不生不滅的涅槃。故佛陀自己從來

都不講論，他一向講的是世間有煩惱痛苦（苦苦），這一切都有原因（苦習），都可消除（苦滅），

且都有方法去消除（苦滅道跡）。這是實踐進路，是可說可持的，非回答理論好奇問題，那些問

題是不可說清楚的。 

 

佛陀提一譬喻猶如有人身被毒箭，便求箭醫，但若不為其拔箭，只問連串不相干問題，此人必於

其中間而命終。拔箭醫毒是實踐問題，佛陀要解脫眾生痛苦正是如此，不在解答好奇性的理論問

 
8《雜阿含經》卷 1，第 11 經，《大正藏經》第二册，頁 2 上 
9《中阿含經》卷 60《箭喻經》，《大正藏經》第一册，頁 804 上 
10《中阿含經》卷 60《箭喻經》，《大正藏經》第一册，頁 80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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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這是根本佛教的方向特質。 

 

早期佛學的緣起與性空思路 

 

早期佛法，所確定的三個真相，無常、無我、涅槃，這是覺悟者所見的宇宙人生整體的真如實相，

但如何能將這覺悟之境解釋清楚呢？核心就是以因緣起滅(pratītya-samutpāda)來描述世界真相，

這亦成為佛教哲學之基本思路。 

 

「緣起法者，非我所作，亦非餘人作，然彼如來出世及未出世，法界常住。彼如來自覺此法成等

正覺，為諸眾生分別、演說、開發、顯示，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

乃至純大苦聚集。無明滅故，行滅；乃至純大苦聚滅。」11緣起法是法界常住，即宇宙原本常存

的真相，由佛所開示，其特性是「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即一切在彼此依存的關係中，在

因緣互動中，由無明而生苦，由滅無明而解脫苦。 

 

「因」(hetu)指直接引發的根本條件，「緣」(pratyaya)指間接配合的次要條件。「因」是正面起源

因素，「緣」是輔助而構成的因素，由因緣和合而生出各種事物。一切事物的生起，都是在各種

條件互相依存及互動變化中形成，故此沒有獨立不變的存在實體。 

 

任何事物都依於關係和條件存在，一切在因緣變化中，是為「諸行無常」。事物生起是多方關係

和條件和合而成，並無獨立不變的實體存在，是謂「諸法無我」。一切因緣聚則生，因緣散則滅，

眾生陷於無明，不明真相，多所執着，積聚苦業，是為「苦、集」聖諦。人尋智慧，若破無明，

如實覺悟這緣起真相，即證「涅槃寂靜」，入不生不滅，是為「滅、道」聖諦。故此按因緣的哲

學描述世界，即可貫穿四聖諦三法印，而為法界常住的真理。 

 

以因緣起滅來描述真相的哲學基本思路，連着一個佛學關鍵理念，就是「空」，在早期佛教，提

到「大空法經」，等同緣起的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經說：「云何為大空法經？所謂此有故彼

有，此起故彼起」12所謂「大空」指究竟空寂，不同一般事物的空（小空），「法」指軌持，軌謂

軌範，即一切事物之確定本性，「經」指常道，如《左傳》：「夫禮，天之經也。」13綜合「大空法

經」之義，指究竟空寂本性之本性常道，這是以空為本性，提出「空性」的核心理念，因緣起滅

即是究竟空性，此為佛法的重要理念，即是「緣起性空」。 

 

早期佛教以因緣解釋無明生出生老死之苦，綜合為十二因緣，認為除去其起始根源：「無明」，即

可解脫。上文順大空法經因緣之說，貫通十二因緣中，全段如下：「云何為大空法經？所謂此有

 
11《雜阿含經》卷 12，第 299 經，《大正藏經》第二册，頁 85 中 
12《雜阿含經》卷 12，第 297 經，《大正藏經》第二册，頁 84 下 
13《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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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緣行識，乃至純大苦聚集。緣生老死者……所言：『命即是

身。』或言：『命異身異。』此則一義，而說有種種。若見言：『命即是身。』彼梵行者所無有。

若復見言：『命異身異。』梵行者所無有。於此二邊，心所不隨，正向中道。賢聖出世，如實不

顛倒正見，謂緣生老死。如是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行，緣無明故有

行。……若比丘無明離欲而生明，彼無明滅則行滅，乃至純大苦聚滅，是名大空法經。」14緣起

生無明，由十二因緣而最後是生老死，滅無明則滅苦，這一切緣起生滅都是究竟空寂本性之常

道，是為大空法經。 

 

此中還提到「中道」，如爭論「命即是身」（生命等同身體），還是「命異身異」（生命不等同身體），

修道者（梵行者）心不隨理論爭執，以中道觀不執於一方，擺脱理論的偏見，以正見觀生滅。這

中道觀緣起的空性，後來成為大乘佛教的核心理論。 

 

大乘般若經系統的性空思想 

 

佛教由根本佛教、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到第一世紀前後，發展到大乘佛教的出現，大乘的經典

據傳說是在第一次結集時，有一群佛弟子不滿佛陀大弟子大迦葉主持有偏見，而在王舍城七葉

巖山窟結集處以西二十餘里，由另一大弟子阿難另作結集，稱為「窟外結集」，是分別於王舍城

「上座部」結集，又稱為「大眾部」結集，其中包括大乘的《雜集藏》和《禁咒藏》經典，玄奘

記錄這傳說：「大迦葉波結集西北，有窣堵波（佛塔），是阿難受僧訶責，不預結集，至此宴坐，

證羅漢果。證果之後，方乃預焉。阿難證果西行二十餘里，有窣堵波，無憂王（阿育王）之所建

也，大眾部結集之處。諸學、無學數百千人，不預大迦葉結集之眾，而來至此。」15 

 

學界認為這傳說不可靠，不過是在第一世紀一些不滿小乘部派佛教的佛教信徒，搜集一些《三

藏》以外的流傳甚或新作經典，而成大乘經典，並由之而生的論述，楊惠南教授提出大乘佛的特

質，有一點我們特別强調，就是「試圖解釋純哲學問題」，他說：「釋迦是一個不喜歡空談哲學問

題的實效主義者。但是這一特色卻被大乘佛教所打破了。大乘佛教一開始即關心事物之內在本

質－『法性』(dharmata)或『如』（又譯『如如』、『真如』等，tathata）的問題。」16楊惠南又特

別提到大乘佛學探討到宇宙萬物的根源，如瑜伽（行）派以這根源是「阿賴耶識」(alayavijnana)

的精神體17，又龍樹除了說「眾生空」，也說「法空」，「這和小乘部派大都主張外在世界實有，

顯然有所不同。」18 

 

印順法師指出：「大乘佛法開始興起，這是佛法而又大乘 mahāyāna 的；傾向於理想的、形而上

 
14《雜阿含經》卷 12，第 297 經，《大正藏經》第二册，頁 84 下-85 上 
15玄奘，《大唐西域記》卷 9，《大正藏經》第五十一册，頁 922 下 
16楊惠南，《佛教思想發展史略》，(台北：東大圖書 1993)，頁 111 
17同上，頁 112 
18同上，頁 113 



 

第15頁 第15頁 
中華神學研究中心  研究季報 07 期 2022 年 4 月  

 

的，信仰而又通俗化的佛法。大乘經典的傳出，從內容的先後不同，可以分為『初期大乘』與『後

期大乘』。……大概的說：以一切法空 sarva-dharma-śūnyatā 為了義的，是『初期大乘』；以一切

法空為不究竟，而應『空其所空，有（也作『不空』）其所有』的，是『後期大乘』。『初期大乘』

經的傳出，約自西元前五〇年，到西元二〇〇年頃，傳出也是有先後的。也有思想與初期相同，

而傳出卻遲在後期的，這如『部派佛教』，是先於大乘的，而在大乘流行中，部派也還在流行發

展一樣。」19 

 

印順稱初期大乘佛法是「深智大行大乘」，後期大乘佛法是「如來藏我思想」，這區分頗為恰當。

本文將討論「深智大行大乘」的性空思想。其經典根源是般若經系統，亦即以智慧證性空的系

統。 

 

般若(Prajñā)指「智慧」、「洞察」，其字根 Pra 有超越及向前之意，jñā 指是分辯之智知，佛法中

般若智意涵超越的洞識力、超前的智慧，這不同一般人間有正有邪的智慧，卻是能正見實相的知

識，是勝義智，能達至解脫，內外圓成。又常言「摩訶般若波羅蜜多」(Mahā-Prajñā-pāramitā），

摩訶指「無邊無際的大」「波羅蜜多」(paramita)指到不生不滅的彼岸，全句意謂「以無邊大智慧

到達解脫的圓滿彼岸」。 

 

般若波羅蜜多是成菩薩所必學的，經說：「欲學菩薩地，亦當聞是般若波羅蜜，受持讀誦，如說

修行。所以者何？般若波羅蜜中，廣說菩薩所應學法。」20大乘重菩薩行，菩薩須學摩訶般若波

羅蜜多，核心領悟就是以智慧證性空。 

般若經典很重空性，菩薩與般若波羅蜜多相應，就是在「習應一切諸法空」，「菩薩摩訶薩習應色

空，是名與般若波羅蜜相應……習應受、想、行、識空，……習應眼空，……耳、鼻、舌、身、

心空，……習應聲、香、味、觸、法空，……習應苦空，……集、滅、道空，……習應無明空，

習應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空，習應一切諸法空，若有為、若無

為，……菩薩摩訶薩習應性空，……習應七空，所謂性空、自相空、諸法空、無所得空、無法空、

有法空、無法有法空，是名與般若波羅蜜相應。……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受想行識亦如是。舍利弗！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空法非過去、非未

來、非現在，亦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亦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亦無智亦無得

無佛亦無佛道。舍利弗！菩薩摩訶薩如是習應，是名與般若波羅蜜相應。」21 

 

所謂「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亦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亦無智亦無得無佛亦無

佛道。」就是終極解脱，菩薩習應性空，明白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諸

法空相，即得終極解脱，是謂摩訶般若波羅蜜多，「以無邊大智慧到達解脫的圓滿彼岸」。 

 
19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台北：正聞，1988)，頁 81 
20《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 1，《大正藏經》第八册，頁 537 中 
2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大正藏經》第八册，頁 222 下至 22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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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經典提到悟諸法的深奧意義，就是領悟空性，深奧處者，空是其義，無相、無作、無起、無

生、（無滅）、無染、寂滅、離、如、法性界、實際、涅槃。須菩提！如是等法，是為深奧義。……

若菩薩摩訶薩如是甚深法與般若波羅蜜相應，觀察、籌量、思惟，……具足勤精進，一念生時，

當得無量無邊阿僧祇福德，是菩薩摩訶薩超越無量劫，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言：

「世尊說一切法空。世尊！諸法空，即是不可盡、無有數、無量、無邊。世尊！空中數不可得、

量不可得、邊不可得。」……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一切法不可說。一切法不可說相即

是空，是空不可說。」22 

 

所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指「無上正等正覺」，即指至高無上而徹底的覺悟。阿僧祇

（asāṃkhya）是佛教一個極大數字單位，意指無數，不可量算的。此段經文認為，要證悟無上正

等正覺，須知道諸法的最深奧義就是空，菩薩修般若智慧悟空性，即證無量無邊的真相世界，得

無量德，而接近無上正等正覺，得終極解脱。核心的真理和真相，就是空，空是不可盡、無有數、

無量、無邊，且不可說。 

 

諸法空相的描述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在思想方法上是離開基本的認知範疇，

包括生、滅、垢、淨、增、減等，是無理論框架可描述的真如，日本佛學方法學專家梶山雄一

(YūichiKajiyama)指出，般若經的思想方向，為對於語言的不信任，說：「對於實在的描述，……

語言不能指述事物的真實，它不能由事物的真實引出，其自身亦非真實。……語言在實在的世界

中，實找不到與它一致的對象。……區別只存在於語言的世界中，而不存在於真際中。人依語言

而思考而區別的印象，與真際不相應，決不是它的本體。由此即引出事物是空、無相的意思。」
23 

 

經典只是描述證悟境界，將之加以合理解釋和說明的，是大乘佛教的開創人物：龍樹，佛弟子們

尊稱為龍樹菩薩。 

 

龍樹（Nāgaarjuna）的空觀哲學 

 

龍樹的思想，簡單清楚表達在《中觀論頌》（Mūlamadhyamakakārikā），內有二十七章，由四百

四十五偈頌組成，是用偈頌體寫的論書。印順法師對中觀作出簡要的解題：「中是正確真實，離

顛倒戲論而不落空有的二邊。觀體是智慧，觀用是觀察、體悟。以智慧去觀察一切諸法的真實，

不觀有無顛倒的『知諸法實相慧』，名為中觀。（阿含經）八正道中的正見（正觀），就是這裡的

中觀。正就是中，見就是觀，正見即中觀。」24《中觀論頌》意思，就是以中道正觀悟入真如實

 
22《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7，《大正藏經》第八册，頁 344 上、中 
23梶山雄一著，吴汝鈞譯，《空之哲學》，(台北：彌勒出版社，1983)頁 18-19 
24印順，《中觀論頌講記》，(台北：印順出版，1973)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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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的智慧。 

 

《中觀論頌》的理論，基本上是從緣起以論一切法無不變之性，故不能論述其性，只能說其性

空，也可稱為空性。空 (śūnya)或空性 (śūnyatā)，śūnya 原義為空無、虛無、零點、無物，-tā 是

本性，存在性。空性是指諸法沒有自性，自性(svabhava)是指自我、自體、存在本體，是不變的

本質，「空性」就是無自性，即事物都沒有自己的本質。 

 

龍樹因緣品第一，開宗明義就是破一切理論範疇，提出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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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八不是破四對範疇，生滅、常斷、一異、來出，這四對範疇是一般哲學對存在事物的分類，用

這些概念以將存在分類。楊惠南教授指出這以「生滅」這對概念為最重要，認為是「代表了宇宙

中萬事萬物的存在與不存在。」25這是涉及宇宙所有存在的描述。若問一切事物的存在如何生出

和死滅？如果明白一切事物隨因緣而變，其性本空，其存在無自性，則其存在（生）和不存在

（滅），不能用固定「生」或「滅」範疇描述、論斷或解釋。同樣，一切法皆空，無自性，則時

間上的常恆或斷滅範疇（常斷），數量上的統一或差異範疇（一異），空間上的來或去範疇（來

出），全都可否定。因所有範疇都有思想上置定的作用，以不變概念來描述變的世界，必不能如

其所如地描述實相。唯有破所有範疇，一切就如實呈現其因緣變化的實相。 

 

依範疇概念而立的，成為概念遊戲，造成思想上的執着，是為「戲論」，「戲論」(prapanca)一詞，

青目注《中觀論頌》時說：「是諸煩惱業，皆從憶想分別生，無有實。諸憶想分別皆從戲論生。

得諸法實相必竟空，諸戲論則滅」26憶想分別指從思念回憶的猜測，而界定事物之分別差異性。

至於「諸說中第一」，那就是《中觀論頌》的核心觀點：中道。在《觀四諦品》，龍樹簡要地將因

緣、空、假名和中道，一次綜合講明： 

 

眾因緣生法    我說即是空    亦為是假名    亦是中道義 

未曾有一法    不從因緣生    是故一切法    無不是空者 

這頌為以後多位論師所引用，因清楚說明，諸法由因緣生，而因緣生即是空。我在本文前面已解

釋過，「因」(hetu)指直接引發的根本條件，「緣」(pratyaya)指間接配合的次要條件。由因緣和合

而生出各種事物。一切事物的生起，都是在各種條件互相依存及互動變化中形成，故此沒有獨立

不變的存在實體（自性），這狀態就稱為「空」。 

 

印順法師對因緣起滅的解釋很詳盡：「世間的一切事物，都是在相依相緣的關係下存在的；相依

相緣的存在與生起，稱為『緣起』。凡是緣起的，沒有不是受著種種關係的局限與決定；受種種

 
25同注 16，頁 168，也參考楊惠南，《龍樹與中觀哲》，(台北：東大，1988)頁 70-76 
26《中觀論頌》卷 3，《觀法品》第 18 經，《大正藏經》第三十册，頁 2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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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條件而決定其形態與作用的緣起法，即不能不是無自性的。『自性』，即自有或自成，有自體

存在或自己規定自己的意思。現在說一切都是關係的存在，是依緣所起法，這與自性──自有、

自成、自體存在的含義，恰好相反。所以凡是緣起的，即是無自性的；無自性的，即名之為「空」。

緣起即空，是中觀大乘最基本而最扼要的論題。自性，為人類普遍成見的根本錯亂；空，即是超

脫了這自性的倒亂錯覺，現覺到一切真相。所以空是畢竟空，是超越有無而離一切戲論的空寂，

即空相也不復存在，這不是常人所認為與不空相待的空。然而，既稱之為空，在言說上即落於相

待，也還是假名安立的。空的言外之意，在超越一切分別戲論而內證於寂滅。……豁（筆者注：

指割破）破有無二邊的戲論分別而寂滅，所以空即是『中道』。中道依空而開顯，空依緣起而成

立。依緣起無自性明空，無自性即是緣起；從空無自性中洞達緣起，就是正見了緣起的中道。……

緣起、空、中道的同一，為信解佛法所應當先有的正確認識。中觀學，就是對此佛陀根本教法，

予以深入而嚴密的闡發者。」27 

 

「假名」(prajnapti)，指人為假設、約定而施設的語言概念。諸法實相是空，空並不是一個否認

一切法的實體，空只是指諸法無自性，無自性的空法本不可說，但為了教導及溝通，而不得不約

定借用語言概念，無這就產生假名，假名代表某意義的「有」，但「有」並無自性實體，只以假

名施設而將之置定，稱「假名有」。一般人理解的「有」，是實體存在的有，一般人也以為「空」

是真實的沒有。其實空性，也只是如實的緣起，並無真實存在的一個空體，故不能將空視為一固

定範疇的自性，加以執着。執「有」是常見，執「空」是斷見，於是陷於執着有、空二邊，不能

解脫。龍樹指出，「中道」才是真的空性，空性即無自性，以中道觀諸法，不陷入常斷二見，從

中道即悟有、空皆無自性，有是「非有」，空是「非空」。以中道觀緣起實相，為勝空，離二邊，

明白「有」和「空」只是假名，空、假、中都是同一的緣起性空。 

 

龍樹又用二諦論空、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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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依俗諦    不得第一義    不得第一義    則不得涅槃 

佛家用「諦」(Satya)是指真實、真理的意，思源自於梵文動詞 asti（有），字根具存在實相之義。

佛家又提出二諦，一是真諦(paramārtha-satya)又作勝義諦、第一義諦，是離虛妄世間之真理。二

是俗諦(sajvrti-satya)，又作世俗諦、世諦，即世間之真理，是順凡俗迷情而立之法。 

 

諸佛依二諦說法，從最高真理（勝義諦、第一義諦）看諸法實相，一切因緣起滅，皆為性空，但

諸法實相不可說。從世俗真理（世俗諦）看，為了渡眾生，佛在世間說法，不能直說不可說的實

相，要以世間所知的假名，以言「有」的世界。假名所述的「有」世界，其實相仍是因緣起滅，

與勝義諦一樣，不同只在其假名陳述的表達。 

 

 
27印順，《中觀今論》，(台北：印順出版，1971)，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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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中道觀諸法，勝義諦（空性）和世俗諦（假名有），其實是同一個實相：緣起性空。故在深

的佛法言，二諦圓融無礙。諸佛可依世俗語言和思路解釋真相，也可用超世界的實相傳講真理。

但須知把握世間真理，是證入把握實相而解脫的真之條件。大乘佛法是可不離俗世而得覺悟的。 

 

空觀哲學如何為慈悲立基礎？ 

 

佛教發展從釋迦到龍樹，經典無數，名相繁多，但龍樹將核心一句掌握，就是所謂「眾因緣生法，

我說即是空」。佛陀所覺悟的真相，就是宇宙萬法，永在因緣起滅中，故一切事物無自性，是為

性空。領悟性空，破除無明，即脫業鎖鍊，入不生不滅境。 

 

緣起性空的宇宙人生觀，是以一切事物，是相依相待的關係中存在，因緣和合而生出各種事物。

一切事物的生起，都是在各種條件互相依存及互動變化中形成，故此沒有獨立不變的存在實體。

一切在因緣變化中，因緣聚則生，因緣散則滅，眾生因無明而不明真相，事事執着，積聚苦業，

為痛苦根源，人發般若智慧破無明，如實覺悟這緣起真相，即解脱痛苦，證「涅槃寂靜」。 

 

從神學如何理解因緣起滅的相依相待關係呢？ 

 

細思佛教這種以依他起性建立的解釋，如何能確定是如實地理解真相呢？是只能實踐來回答，

因一旦用理性來追查其如何論證其說，就是執着，用了理論範疇，不明因緣起滅無常的實相。人

必須先信因緣起滅是真實實相，才能以實踐去體證。這是一種循環論證，故佛教並不是如一些現

代論師所言的理性宗教，仍是一種依信心而行的宗教，其理性只是用理論陳明因緣起滅。 

 

龍樹的中觀哲學，陳示世界實相，是一個無情冷寂的因緣起滅世界，其中人的慈悲仁愛，及人間

親情，只能是因緣條件和合而成，隨緣起滅，與實相無關，是無明所執。要領悟實相，須去此慈

悲仁愛之情，才能去無明，歸於寂滅，入不生不滅。解脫是否無慈悲？若如是，佛和菩薩的慈悲

是否只是隨緣起滅，並無自性？還是與終極真相有關？從緣起性空的原理，很難為慈悲立下基

礎。這問題須發展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及慈悲思想系統，才有更完滿的探討，將另文討論。 

 

 

從中華神學論佛法的空 

 

所羅門的「虛空」與佛法的如幻如化 

 

中華神學如何反省事物相依相待關係，又如何理解諸法皆空土壹無自性，是《聖經》如何觀照及

描述關係及性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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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所謂緣起性空，是以宇宙為一龐大的關係網絡，一切是在相依相待的關係中，不斷形成無數

的業，產生無數因果變化，一切現象所見的事物，皆無不變的自性，只是假名施設，不可用任何

知識範疇說明。覺悟這實相，即能脱無明和執着，而得解脫。 

 

佛經稱這種知識範疇以外的實相為「如幻」及「如化」：「我說眾生如幻、如夢，……幻、夢（與）

涅槃，無二無別。」28「一切法皆是化。於是法中，……有諸佛法變化，有煩惱法變化，有業因

緣法變化。以是因緣故，須菩提，一切法皆是變化」。29 

 

「如幻」是指看似是真，其實是幻，但又不是沒有，那是如幻而不可描述的實相。如《金剛般若

波羅蜜經》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30佛學者吳汝均頗有深

度地解釋說：「世尊以夢、幻、泡、影、露和電來比喻一切緣起的有為法的性格，都是幻有假設，

變化無常的，當中無有自性實體。夢的性格本身就是不真實的、是意識的虛妄假象罷了。『幻』

即幻覺，幻象，是不真實的。『影』指光明受事物遮蔽所生的黑暗部份，就如真理被無知所遮蔽

一樣。而露和電則是剎那生滅的性質，其中沒有常住的自性可被執取。」31如幻的法，是不真實

的存在，但不是無有，存在實性，乃非有非無，是為「空」。「如化」則是指變化，亦即無常。如

幻如化的特性，就是從中道觀諸法的空性。 

 

聖經對宇宙萬物的本性，如何了解呢？《傳道書》一開始就提出「虛空」的主題理念，宇宙人生

的真實狀態就是「虛空的虛空」，《傳道書》開宗明義說：「在耶路撒冷作王、大衛的兒子、傳道

者的言語。傳道者說：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

之下的勞碌，有甚麼益處呢？」32傳道者自稱是作王的大衛兒子，我同意正統的肯定，內文是記

述所羅門王所言，由人敍述，後人記錄成文，是偉大的智慧君王所羅門的反省。傳道者原文是

Qoheleth，其動詞 qahal 是指聚合成一大眾聚會，並作出宣講(qol)，有點像佛經開始時佛在一個

法會說法，用佛經方式記載，這段文本可以寫「一時作王的大衛兒子在耶路撒冷，爾時，諸賢會

集，傳道者告諸會眾：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這是猶太文化智慧者或拉比論道的方式，

屬東方文化的智慧傳達方法。中國、印度、近東都相似，不同西方希臘哲人在廣場的辯論與對

話。 

 

「虛空」原文是 Hebel，字根是霧氣(vapour)、氣息(breath)、虛幻(vanity)，引申指空(emptiness)、

無(nothing)、幻妄(delusion)或無效(futile)等33，舊約研究大師華爾基(Bruce K. Waltke)認為 hebel 指

 
28《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 1，《大正藏經》第八册，頁 540 下 
29《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26，《大正藏經》第八册，頁 415 下 
30《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 32，《大正藏經》第八册，頁 752 中 
31吳汝鈞，金剛經研究，《圓光學報》，第一期創刊號頁 3-46，(台灣桃園:圓光佛學研究所，1993.12)，頁 39 
32《聖經．傳道書》，1:1-3  
33 Old Testament Hebrew Lexicon - Bible Study 
Tools,Hebelhttps://www.biblestudytools.com/lexicons/hebrew/nas/hebe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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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謬的(absurdity)及無認知意義的(nonsense)，指出傳道者(Qoheleth)用「虛空」這詞，是指「無

實體義的」unsubstantial、「轉瞬即逝的」(fleeting)及「無常的」(lacking in permanence)，對短暫

有限的一切事物均不能找到答案，故此可描述為秘謎(enigmatic)及夢幻(illusory)34般的存在。學者

Mark R. Reed 用了 transient 一字來描述虛空，transient 是指流轉、短暫、無常之意35。從這些描

述，「虛空」一字具有「如幻如化」的意思。 

 

「虛空的虛空」，在希伯來文是加重的語氣，最絕對的表達法，即「完全的虛空」，在程度上是

「虛空到極點。」「凡事」是指一切，在範圍上是無一例外。虛空在傳道書出現三十八次，是全

書核心的理念。作為那世代最有成就的大帝，從智慧反省可觀察的現世實相，文學描述是如霧氣

的虛幻莫測，如氣息之不可捉摸，但又不是無有，基本上是指現實上一切事物，都不具永恆實體

性，一切是流轉、短暫、無常。任何勞碌奮鬥和智慧知識，都不能掌握，在無理可尋的世界找不

到實體不變的價值。 

 

根據華爾基的解釋，用「無實體義的」、「轉瞬即逝的」「無常的」及 Mark R. Reed 用 transient（流

轉、短暫、無常）來描述「虛空」，這和佛法對「空」的描述很類似，華爾基又用秘謎及夢幻來

對存在作文學式描寫，與《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36的

文學表達也很相通。他又提到一切事物均不能找到答案，意即不可用任何知識範疇說明，一切如

夢幻、無常變化。由此可見，傳道者所羅門用「虛空」這理念，描述一切事物的實相，也可說是

「如幻如化」，這點與佛法是有相通的體悟。但龍樹用因緣起滅來解釋，所羅門卻沒有提出解釋

的學說，所羅門只是對事相作如實的描述，沒有用任何哲學去解釋。 

 

智慧君王所羅門用「虛空」破人對事物的執着，他一開始就問：「有甚麼益處呢？」益處 (yitro)

乃商業用語，指「利潤」或「利息」，引申為「有何價值呢？」這是傳道者開宗明義地，向人們

作出挑戰性的提問，若世界的實相是「如幻如化」，人在現世勞碌奮鬥有價值嗎？這是一種遮詮

性的思維，所羅門遂用虛空，去破人對現世的各種執着，這有點類似耶穌問的同一問題：「人若

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37意指人必有死，全

世界一切好處都不能換生命，都是虛空而沒有益處的。這是新舊約問人生的共同核心問題。 

 

在實相描述上，《傳道書》的「虛空」理念與佛法有相通之處，但《傳道書》沒有用緣起性空作

哲學解釋，也不停在虛空的描述上，《傳道書》提出另一理念「日光之下」，虛空是日光之下的具

體現實人生，「日光之下」出現 29 次，是與虛空一起，共同形成《傳道書》的基本結構。所謂

「虛空」，是指「日光之下」的世界實相，那是在大地上的，物質界的現實生活，是人對現世生

 
34Bruce K.Waltke, Charles Yu, An Old Testament theology: An exegetical, canonical, and thematic approach, (Grand 
Rapids, MI.: Zondervan, 2007), 956 
35Mark R.Reed,The politics of pessimism in Ecclesiastes, (Atlanta, G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12), 157 
36《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 32，《大正藏經》第八册，頁 752 中 
37《聖經．馬太福音》，16:26 

http://www.biblestudytoo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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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描述。日光之下現實生活的實相有二： 

1.虛空：「我見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38虛空是荒謬無理的、變幻的、

難以理解的。 

2.循環迴圈：「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39其變幻是永恆

地循環，一切事物不斷重複的出現，人是無法突破現世的循環。 

 

這日光之下的虛空和循環， 表示現世發生的毫無意義。傳道者提出各現象： 

1. 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 

2. 日頭出來，日頭落下急歸所出之地。 

3. 風往南颳，又向北轉，不住地旋轉，而且返回轉行原道。 

4. 江河都往海裏流，海卻不滿；江河從何處流，仍歸還何處40。 

人生是如此一代代下去，天象，氣象，河海都是重複循環，沒有突破，沒有超越，沒有更新。 

 

日光之下的世界，世事流轉，不斷變化無常，不具永遠價值，只可知其不斷重複。傳道者描寫宇

宙萬事及人生是一輪轉不息的封閉系統，不能突破，這是一個令人厭煩的現實世界。因此「萬事

令人厭煩，人不能說盡。眼看，看不飽；耳聽，聽不足。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

日光之下並無新事。豈有一件事人能指著說這是新的？哪知，在我們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41 

 

「事」字的原文字源是 dabar，指字句、說話、言辭，在這裡可引申為事情、活動等，意謂一切

事情其實只是字句言辭，用龍樹的思想看，這有「假名」的意思。「厭煩」原文字源是 yagea 指

疲乏困倦、徒勞無功，人追逐世間所有的事物狀態，及所有的哲理言論，都不外是假名施設的言

辭，直至筋疲力盡，都不能讓人尋得真實的價值，故人變得疲憊不堪。藉眼目觀看和耳朵聽聞的

感官世界，都不能使人得到靈性的充實。人可知的，是一切在永恆的輪轉，舊事重演，日光之下

並無新事，在人可感受的世界，既無創新、超越，也無永恆的意義。這是人生苦惱的根源。 

 

如何克服煩惱呢？依早期到中觀的佛法，是正見實相如幻如化，緣起性空，以智慧破無明，不陷

入語言和理論的執着，如實見如實行，即可解脱而得自由，入不生不滅的寂靜。所羅門也正見實

相，但其思路發展不同，以他的智慧，他尋索超越一切日光之下的執着，領悟至高的美善根源，

明白真理是常樂我淨，一切皆有目的和價值，而以大喜樂觀現世。 

 

天下一切變化有目的 

 

「日光之下」是人所見世界的描述，但所羅門特別多次用這句，似是指仍有「日光之下」以外的

 
38《聖經．傳道書》，1:14 
39《聖經．傳道書》，1:9 
40《聖經．傳道書》，1:4-7 
41《聖經．傳道書》，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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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宇宙。果然到第三章，所羅門王峰迴路轉地，提出一不同境界，也可說是超越「日光之下」

的一個廣大的終極宇宙。他說：「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42這段話用欽定本(King 

James Version)英譯更準確：To every thing there is a season, and a time to every purpose under the 

heaven。所謂「定期」應更正確譯為「時節」，「萬務」更正確譯為「目的」，故應譯為「天下之

目的都有定時」。又「時節」的希伯來文字源是 zeman，指時期、特定的時間，四季的節令等。

另一相關名詞是這裡所用的「定時」，希伯來文源是 eth，也是指特定的時間，但有時指較具體

的「情勢」、「處境」、「連續」。zeman 是陽性字，多是指自然與人文變化中之大時期，及其表現

的大道，eth 是陰性字，多指具體時間的處境狀態。 

 

但以理說：「上帝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亙古直到永遠，因為智慧能力都屬乎他。他改變時候、

日期，廢王，立王，將智慧賜與智慧人，將知識賜與聰明人。他顯明深奧隱秘的事，知道暗中所

有的，光明也與他同居。」43這裡「日期」原文字根是 zeman（時令、季節、時期），「時候」原

文字根是 iddan，指時間、處境或指定的時刻。這是說明上帝是永恆的光明，有一切智慧和知識，

超越日光之下的世界，是一切「時候」(iddan)「日期」(zeman)和「定時」(eth)的因果主宰。君王

的權勢和智者的知識都由永恆者賦與。上帝的榮光超越日光，能顯明深奧隱秘的事，掌管一切時

間中生滅變化的深奧秘密。由此即可說時間中一切變化有其目的，一切悲歡離合都有價值。 

 

「目的」在希伯來文字源是 chephets，意思是可喜悅的、可追求的，指可實現勿有待完成的價值。

所謂「天下之目的都有定時」，是說明一切發展都有時間上待成就的價值，是可喜悅之目的。這

意指虛空的諸法，是被一個更大的美善真理宇宙所包容融滙，即永恆榮光的上帝，掌管一切時間

中生滅變化的深奧秘密，使天下人文和自然的發展有美善價值目的。宇宙一切事情皆有上帝定

的美善方向，萬物整體各有自身之目的。上帝對萬事有目的安排，故宇宙人生终極有天理，有意

義，一切是可喜悅的，用佛法名詢是「常樂」的。 

 

這是《傳道書》神學和空觀佛學的分水嶺。 

 

《傳道書》的二諦論 

 

所羅門王《傳道書》第三章開始，展示出對虛空的實相，有一真理的觀察，描述虛空變幻是在永

恆美善眼界中的時節和目的，從中華神學看，那是神學上的二諦論。世俗諦是在日光之下的眼

界，去觀現世的實相，凡事虛空，如幻如化。勝義諦是超越的視界，即不從「日光之下」的視界

(horizon)，而由永恆真理的眼界觀宇宙人生，即上帝的眼界看同一個現世，卻發現一切變化無常

的現象，原來有深奧隱秘的規則，因有至善者安排時期和節令，一切無常變化都有更高目的和價

值，且發展本身有既定規律，如四季變化自有其規律，一切自然和人文事情，都有其時期和規

 
42《聖經．傳道書》，3:1 
43《聖經．但以理書》，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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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故說：「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44一切虛空現象，只是從

日光之下的視界觀宇宙真相，是世俗諦，但從超越的真理眼界看，同一真相卻有很高的美善價

值，是為基督教的勝義諦。基督徒的中道觀又是如何呢？ 

 

《傳道書》的中道觀可從論「勞碌」上看。世間的人大都勞碌工作，《傳道書》先從世俗諦論說：

「人一切的勞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勞碌，有什麼益處呢？」45又說：「我察看我手所經營的

一切事和我勞碌所成的功。誰知都是虛空，都是捕風；在日光之下毫無益處。……我所以恨惡生

命；因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為煩惱，都是虛空，都是捕風。我恨惡一切的勞碌，就是我

在日光之下的勞碌，因為我得來的必留給我以後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誰能知道？他竟要管

理我勞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這也是虛空。故此，我轉想我在日光之下所

勞碌的一切工作，心便絕望。」46「勞碌」希伯來語 amal，意味着工作及生活的艱辛。但《傳道

書》在第三章開始又從勝義諦看「勞碌」：「我知道世人，莫強如終身喜樂行善；並且人人吃喝，

在他一切勞碌中享福，這也是上帝的恩賜。」47又說：「我就稱讚快樂，原來人在日光之下，莫

強如吃喝快樂；因為他在日光之下，上帝賜他一生的年日，要從勞碌中，時常享受所得的。」48

講法和前面所說剛剛相反。從世俗諦看日光之下的勞碌，是「煩惱」和「虛空」，連智慧也是虛

空。但從勝義諦看，人生可喜樂行善，在勞碌中享福。 

 

《傳道書》也以中道觀兩端：「他怎樣從母胎赤身而來，也必照樣赤身而去；他所勞碌得來的，

手中分毫不能帶去。他來的情形怎樣，他去的情形也怎樣。這也是一宗大禍患。他為風勞碌有什

麼益處呢？並且他終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煩惱，又有病患嘔氣。我所見為善為美的，就是人在

上帝賜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勞碌得來的好處，因為這是他的份。上帝賜人資財豐

富，使他能以吃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勞碌中喜樂，這乃是上帝的恩賜。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

的年日，因為上帝應他的心使他喜樂。」49先是說人生與死都是赤身，一無所有，人的生命，本

質是零，非空非有，即空即有。在一生之中「為風勞碌有什麼益處呢？」所謂「風」，即是指如

幻的虛空，說明勞碌是虛空如幻的，無任何意義，只有煩惱和病患。但同時隨即又看到這一切是

「為善為美的」，因為從勝義諦看，一切無意義的變幻，在超越的真理視界，是美善的，因此「在

他勞碌中喜樂，這乃是神的恩賜。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為上帝應他的心使他喜樂。」

世俗諦所描述的一世界是勞苦虛空，但勝義諦描述與上帝相關的人卻不是如此，一生之中充滿

歡愉，所謂上帝「應他的心」，英譯 Keeps him occupied with，即上帝使人心充滿美善喜樂，是

「常樂」的境界。這是從中道同時領悟的兩面真理，類似佛學的二諦，但宇宙人生觀不同。 

 

 
44《聖經．傳道書》，3:2 
45《聖經．傳道書》，1:3 
46《聖經．傳道書》，2:11、17-20 
47《聖經．傳道書》，3:12-13 
48《聖經．傳道書》，8:15 
49《聖經．傳道書》，5: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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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聖經》面對變幻的現世實相，認為生命本質有意義，明白變化只是時令不同，而每一時令

都有目的和價值。生命的每一方面都有它的「時候」：如雨水（利 26:4）、神仇敵的失敗（申 32:35）、

懷孕（王下 4:16）等。因此甚須「辨明時候」（代上 12:32；參傳 8:5）。世俗諦的時間是流轉無

常，勝義諦的時間，是有時令目的。這二諦是對同一世界的不同領悟，有不同描述。 

 

從勝義諦覺悟，日光之下有常恆喜樂。世俗生活中，瞭解原是上帝美善的彰顯，即悟當下生活的

快樂，勞碌中原來可享受吃喝，這些在自身是空虛的，但一旦領悟由上帝所賜，當下這些生活即

是喜樂的泉源。 

 

永恆在人心性 

 

所羅門王在此轉而探討到「永恆」：「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原文是永遠）

安置在世人心裏。然而上帝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50 

 

地上萬物的「時令」變化，不是絕望的原因，若明白上帝是美善根源，又以智慧安排一切，在各

別的時段裡按天理運作，一切事物各按其時發展，反是喜樂的泉源，因不論變化如何，一切在根

本之仍有美好的安排。「美好」一詞的希伯來文字根是 yapheh，字源上是「有光彩」，可指美麗、

恰當，其意義相通於易學中「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51，即變化是宇宙剛健的創化，

一切事物本性與具體情狀，各有恰當安排，彰顯終極和諧（太和），成為美好。在此所羅門王《傳

道書》的真理觀，和易學更接近，而和佛學不同。 

 

《傳道書》在此提出佛法所不重視的永恆性價值，這段所用「永生」一詞，並不單指死後的永生，

其希伯來文字源是 olam，意是指「超越視界之外」beyond the horizon52，意指超越人可知的，如

古遠的過去，長久的未來，無限連綿、永無止境的時間等，常譯為永恆(eternity)，或用一詞

l'olamva'ed，指超越遠的視界，譯永無窮盡(forever and ever)，其神哲學意涵是永恆性。永恆的上

帝，將永恆性安置在人心裡，意指從「日光之下」看，人雖與萬物一樣，僅能存活在一段特定的

時間裡，但實質上人又與萬物不同，因為人裡面有永恆的靈性。在以色列的傳統中，很重視「永

恆」，一切事物均依附永恆性而起生滅。 

 

實相中藏永恆的常樂我淨境 

 

上帝的永恆美善是永恆性之本，心底的永恆性，使人體會有超越的永恆世界，這永恆性使對未來

有盼望。人的「我」是有來自上帝的永恆性，用佛法名詞，人靈性是具「我淨」性。配合前文所

 
50《聖經．傳道書》，3:11 
51《周易．乾彖辭》 
52參考 Eternity, By Jeff A. Benner, Definition of Hebrew Words,https://www.ancient-hebrew.org/definition/eternity.htm 
https://www.ancient-hebrew.org/definition/eternit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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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宇宙人生終極有天理，有意義，一切是可喜悅的，用佛法名詢是「常樂」的。故所羅門說

「天下之目的都有定時」，及「又將永生（原文是永遠）安置在世人心裏。」可指宇宙人生的如

幻如化中，藏有「常樂我淨」的真理。 

 

傳道者又說：「我知道上帝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無所增添，無所減少。神這樣行，是要人在他

面前存敬畏的心。」53從上帝的無限視界，從超越時空（日光之下）的、在永恆整全的視界看，

世間廣大而流轉無常的實相，在整體中是不增不減（無所增添，無所減少）、不生不滅（永存）

的，一切如常而又按規則重複，如上帝曾說：「地還存留的時候，稼穡、寒暑、冬夏、晝夜就永

不停息了。」54 

 

一切皆有定時、定期，上帝是永恆無限的美善，上帝一切的作為都具有常恆喜樂的價值，1.永恆；

2.有效而完全；3.祂的作為全然穩妥，這一切使得人對上帝感到驚異與崇敬，故要「敬畏神，謹

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或作：這是眾人的本分）。」55人了悟此，即得從虛空幻化

中，得「常樂我淨」境界。 

 

所羅門王又指出上帝是終極奧秘：「我就看明上帝一切的作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

任憑他費多少力尋查，都查不出來，就是智慧人雖想知道，也是查不出來。」56「神從始至終的

作為，人不能參透。」57上帝是終極的奧秘，智慧知識都探不透，但智慧卻可明白，日光之下萬

事在其本身雖虛空，但一旦接通永恆的恩情，就實踐地達「常樂我淨」境界。 

 

《傳道書》的「虛空」及「常樂我淨」，同時描述同一實相。這是二諦圓融，按其思想特質，虛

空指性空，如幻如化，「常樂我淨」是指上帝的永恆慈悲仁愛，真理是空愛圓融，其根源應是三

位一體的空愛相攝思想，稍後再研究。若如幻如化的性空實相，藏上帝永恆的常樂我淨境，這思

路和覺悟，可和佛學中的「如來藏」(tathagata-garbha)「自性清淨心」（prakṛti-prabhāsvara-citta）

哲學相通。將另文深入研究。 

 

 
53《聖經．傳道書》，3:14 
54《聖經．創世記》，8:22 
55《聖經．傳道書》，5:7, 12:13 
56《聖經．傳道書》，8:15-17 
57《聖經．傳道書》，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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