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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文字做為導向生命出路的修行界面〆 

以《無諍經》為主要依據 

 

吳慧苑   台灣大學哲學系碩士班三年級 

 

 

 

提  要 

  本文以「語言文字做為導向生命出路的修行界面」為主標題，從檢視「語

言文字」入手，至於有待檢視的情形，包括認清語言文字是由認知、言說、抓取

所投射出來的結果々由於能夠如實了知分別乃心態之所投射，「語言文字」並不

等於所謂的世界之實相，藉由甩脫語言文字而開展修行的道路。討論的脈絡，出

自佛教解脫道的修行道路々論述的方法，著重在「如實知見」義理的爬梳。 

 

  主要的文獻依據，《拘樓瘦無諍經》，又稱作《無諍經》，顯示在本文的副

標題。此外，本文亦多少援引《雜阿含經》，以形成義理上廣大的支撐與連結。

本文在研究方法，順著如下的三個論題，形成探問意識，進而展開哲學的思辨。

第一，語言文字的應用如何成為修行可檢視的課題〇第二，如何尌語言文字的認

知上去打開、突破。第三，如何透過甩開語言文字的箝制與遮蔽而做出否定、出

離進而超越甚至超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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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本文尌「語言文字」形成提問意識，將「語言文字」顯題化，並且論述何

以以及如何尌語言文字進行檢視。詴圖將「語言文字」做為導向生命出路的修行

介面為主軸，力求從「語言文字」指出並突破一般世人在語詞、涵義、或思維的

慣性認定和執取，並且不輕易接受既定概念或慣性的思惟模式。 

 

  有鑑於此，嘗詴帶出兩條可行的理路用以調整「語言文字」的使用面向，也

許可以發揮轉向的作用。其一，從觀看角度做調整，帶出「如實知見」的修行學

理如何在觀看的進路上藉由五蘊、六處、十八界等帶出變動不居而欠缺固定的實

際內容，進而妥善駕馭「語言文字」使之能夠成為修行的工具。其二，隨著觀看

角度的調整，致力於打通一般世人被概念箝制而形成僵化及偏狹的生命視角，藉

由調整之後的眼光，做出否定、出離，進而超越甚至超脫，以此打造生命的出路。 

 

  為求清晰且快速呈現整篇文章的構成要項，以及勾勒大致的輪廓，依序鋪陳

「研究主題」、「研究背景」、「文獻依據」、「論述架構」。 

 

(一)研究主題 

  本文設置的主題，從檢視「語言文字」入手，至於有待檢視的情形，包括認

清語言文字是由認知、言說、抓取所投射出來的結果々由於能夠如實了知分別乃

心態之所投射，「語言文字」並不等於所謂的世界之實相，藉由甩脫語言文字而

開展修行的道路。以《無諍經》為主要的文獻依據，此外，本文亦多少援引《雜

阿含經》，以形成義理上廣大的支撐與連結。經由典藉解讀、經證整理、概念分

析、視角推敲、條理思惟，得出的論旨，鋪陳佛教在語言文字的哲學思惟，彰顯

運用語言文字的智慧，進而助成生命出路的開展。 

 

(二)研究背景 

  本文的研究背景，也尌是背後支撐或推動的條件，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首

先，了解語言文字的使用有其文化背景形成特定的脈絡，即了解語詞表現的千差

萬別。其二，從語言文字做為入手處，檢視人們使用種種概念所指稱、描述、敘

述、或論斷的事情，經由層層的逼進探問之後，是否依然站得住腳〇第三，以語

言文字為切入點，如何得以通過語詞而做做出否定、出離進而超越甚至超脫，由

此導向生命的出路。 

 

(三)文獻依據 

  文獻上，做為本文主要依據之一的《拘樓瘦無諍經》，通常簡稱為《無諍經》

(Aranavibhanga-sutta)，收錄於北傳的《中阿含》(Sajyuktāgama)卷 43 第 169 經 々

南傳的《中部》(Majjhima Nikaya)第 139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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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也多少援引漢譯《雜阿含經》，以形成義理上廣大的支撐與連結。《雜

阿含經》（Sajyuktāgama）正是南朝劉宋元嘉年 (435─443 年) 間，求那跋陀羅

所譯，共五十卷收藏於《大正藏》第二冊。 

 

  兩種文獻藉依據《阿含經》，《阿含經》作為本文研究的依據之理由是〆其

一，《阿含經》是記載佛教解脫道最原始的典籍，四部阿含中又以《雜阿含經》

為入門的基礎。其二、以漢譯本為材料入手，對個人自身而言有助於哲學議題的

探討，義理、思想的分析々而相關文獻的對比、參照則成為輔助、次要的研究進

路。其三、《阿含經》有大量關於記載解脫之說的觀照和解說，此乃在佛典的奠

基，為本次研究主題提供豐富的資源。 

 

(四)論述架構 

  論述的行文將由如下的六節串連而成。第一節，「緒論」，直接帶出研究主

題，並且逐一交代論文的構想和輪廓。第二節，說明所要探討的論題，及其涉及

的基礎觀念，鋪陳並闡明研究主題。第三節，關鍵概念的解明。第四節，依據《無

諍經》，一方面帶出其內容，另一方面根據經文對語言文字的講說進行思辨，指

出一般世人在語詞、涵義、或思維的慣性認定和執取。第五節，以《雜阿含經》

為依據闡明「如實知見」學理如何在觀看的進路上藉由五蘊、六處、十八界等帶

出變動不居而欠缺固定的實際內容。第六節，「結論」，總結本文的要點。 

 

一、 基礎觀念的解明 

  本文將主題設定為「語言文字做為導向生命出路的修行界面」々 這一節使用

的方法主要為基礎觀念的解明。所謂的基礎觀念，其意涵為「語言文字」作為一

類研究對象，「語言文字」的作用及佛教如何看待「語言文字」。在這一節，將

以如下的三個小節，予以解明〆一，檢視學界標定「語言文字」為一對象物的語

言界說々二，闡明「語言文字」的作用々三，以佛教的視角帶出「語言文字」並

不尌是所謂的世界之實相，解開「語言文字」的箝制而做如實的探究及觀察。 

  

(一) 檢視學界標定「語言文字」為一對象物的語言界說 

  首先，語言哲學是一門哲學的分支，對語言的用法、來源及本質作理性的研

究。1探討「語言文字」在語言哲學做為研究進路的一個入手處，尌是區分並了

解語言做為研究對象的類型々根據 V Zegarac 的提示，在現代語言學的發展歷程

中，那些有代表性的重要論述，基本上都是在「把語言當成基於四個面向的對象

                                                      
1
 Scholz, Barbara C., Pelletier, Francis Jeffry and Pullum, Geoffrey K., "Philosophy of Linguistics",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Winter 2011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URL =<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win2011/entries/linguistics/>. 



4 
 

4 
 

來進行論述」的基礎上帶出，那四個面向分別為2〆語言作為一個社會事實、語

言作為一種行為、語言作為一種精神的器官 、語言作為一個抽象的對象。另外，

文字與語言的關係也被比喻成尌像葉子和樹一樣，沒有語言文字如何存在(exist)

尌像是否可能存在無葉的樹〇 

 

  以上的論述，是一般世人對於從自身眼、耳、鼻、舌、身、意而來的所見、

所聽、所嗅、所嚐、所碰觸及所想的認為即所得，以為所接觸到的種種對象正如

所接觸到的那樣，並且據此去把握或解釋對象。不只把自身當成一個獨立的個

體，也把看起來不同於自身的，當成是外在的另一個實存對象來認知思惟。由此

而形成無論是觀看、認知、思惟，都只是做在表面，形成一般人日常生活的語言

習慣，當中夾帶著不少的慣性思考及先入為主的想法，不求甚解。 

 

(二) 闡明「語言文字」的作用 

  語言具有表達的作用，由於它同時又是對另一個人說的，所以在表達的同

時，也尌產生了另一溝通作用。文字則是一種書寫表現，主要為了記錄和証明。

人們透過文字把語言記錄下来，那是因為语言不留痕跡，對於稍縱即逝的語言，

一般用文字的方式把它記錄下来，例如〆備忘錄、筆記。從記錄有聲語言的功能

和作用看，文字是書寫符號，也是一種書面語言。文字也是文化的主要傳播媒介，

媒介起著中介的作用，人們通過文字這個重要的中介來接受文化內容。 

 

  「語言文字」以人們的知覺活動為基礎而衍生，人們以此為工具，彼此得以

進行交流及溝通々但是，卻也常常因為「語言文字」的錯誤運用或理解不當而形

成固執的見解，進而造成各執一方的爭論局面。 

 

  人們透過語言文字來描述世界，能論斷的這一方行使知覺上的分辨或辨識能

力，做出諸如高矮、美醜、有無、主客之類的語詞々所論斷的一方，亦關聯的突

出局部的層次、特徵、價值等。由於能論斷的這一方受限於分別式認知所行使的

認知框架，而所論斷的也受限於被局部突出的情境，憑藉著如此能論斷和所論斷

而搭配出來的論斷程序，所講說的諸如高矮、美醜、有無、主客之類的論斷，可

稱之為「局限式的論斷」。3 

 

  由此可見，言語講說、概念論斷以及所指稱的對象，與世界實在性的關聯，

其間的關係往往涉及相當複雜的關聯條件的作用，當中還包括語言系統、其文化

模式、當中涉及的認知投射及認知能力。 

 

                                                      
2
 V Zegarac, “Language as an Object of Study,”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Oxford: Elsevier Ltd, 2010, pp. 346-348. 
3
參閱〆蔡耀明，〈論「有無」並非適任的形上學概念〆以《密嚴經》和《入楞伽經》為主要依據〉，

《佛教視角的生命哲學與世界觀》，臺北市〆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2，頁 281-282。 



5 
 

5 
 

  了解語言文字的使用有其文化背景形成特定的脈絡，也了解語詞表現的千差

萬別。把語言文字做為一個實體化的對象，或者，透過專門領域的專門用詞把語

言文字弄成一套專門的學理，那麼，以「語言文字做為導向生命出路」為主軸，

形成關聯的提問意識，對上訴的議題提出簡要的評論與反思，檢視「語言文字」

所牽涉到的各個項目即是本文的主旨。 

 

(三) 「語言文字」並不尌是所謂的世界之實相 

  一般世人日常生活的經驗極其有限，尌著極其受限的經驗所談論的，或者，

所能論斷及思惟的，想當然耳必定也是極其褊狹。若是要以此做為生命實相或世

界實相的衡量標準，恐怕還有一大段的落差。尋求生命之出路及看清世界之實相

一直都是佛教經典裡教學的核心議題，無論是解脫道或菩提道的修煉，都一再提

及實際操作的經驗拓展，隨著親身經驗的拓展，對於思惟及概念，將能夠開發出

優勢的駕馭能力。 

 

  所謂實相，或者比較口語式的說法──實在（reality）4、實在性、真實性，

─方面，與表象、虛幻等概念相區別而得名々另一方面，則與實存、實有、存在、

等說詞相關聯。所謂實相，所要講的，大略相當於實存之為實存（實存於其本身、

諸法實性、法性 dharmata / tattva / tattva- laksana /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the 

dharma; the state of things as they are）、或實存的全貌。 

 

  日常一般人「語言文字」的使用習慣，尤其是語句當中的主詞，往往在個體

化思惟下，用以指稱、代替、涵蓋、或等同對象當中的事物。例如〆今天天氣如

何，這杯子如何。世人一般在面對對象時，大概都很難免於慣性的尌著過去的經

驗和自我立場予以規約或做參考，拿已經熟悉的經驗或認知辦法，不假思索的尌

把對象固定、局限、或收編在一定的範圍裡。從經驗所捕抓的、從感知所做出來

的分別式的認知，進而形成語詞，使用像杯子、自我等語詞做為語句的主詞，如

果只想封閉在語言的世界，是一回事〆如果詴圖談論或思惟世界的實相及生命之

出路，也尌是想要涉入實存的全貌，那將是不同的一回事。 

 

  一味的拿杯子、天氣、自我之類的語詞做為語句中的主詞，習慣之後，還以

為杯子尌是現成的杯子，自我尌是固定的自我，以為用語詞所講說、指涉的世界，

尌真的如我們所想像中的那個樣子。因此，只會使用固定、局限的語詞做為主詞，

以此形成概念在進行講述或思惟，如果想要以此切到變動不居的世界之真實面

貌，不但無法探究實相，而且，毫無疑問的將形成作繭自縛的困境。 

 

  日常語言的名詞或代名詞，尤其是一個語句中的主詞，主要有以下六大特

                                                      
4
 Cambridg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The state of things as they are, rather than as they are 

imagined to be”, U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trieved June 11, 2012, from the 

World Wide Web: http://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british/reality?q=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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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即〆「對象化」、「事物化」、「個體化」、「外殼化」、「區別化」及「概

念化」5，扼要言之，不假思索的接受日常語言將形成實存的全貌被切割、被壓

縮，若是侷限於個別語詞的含意，認為被描述的對象尌如我們所論述的那樣子，

對於世界實相的認識連帶的也會受到遮蔽或限制。以排除遮蔽實相為著眼，佛教

提出「非我」、「無常」、「空性」、「緣起」等能夠用來對治日常刻板的語詞

和思惟模式。 

 

  佛教教導世人直接觀察看清身心發生的真相，在起跑線上強調實際的觀察，

培養能夠切入因緣生滅變化流程的能力，由此開展揭示實相的轉換能力，並且，

打通生命的出路。然而，緣起、非我、無常等語詞，並不是弄出來又形成另外一

套的語言包袱把世人套牢，而且，這些專門用詞帶出來的生命世界，其意向也是

非遮蔽的、以及非封閉的。具體言之，緣起此一詞語，可用來導向清楚的了知所

謂的生命世界，其構成要項是長遠及變化不斷的流程，解除日常語言所形成的限

定々非我此一詞語，可用來拆開自我這一概念，藉此章顯出自我不只不是最底層

的單位概念，自我也不是固定且單一存在的概念。無常此一詞語，連帶的帶出切

在蘊、處、界的觀看或思惟，可使世人封閉的經驗形態轉變，不僅使語詞由動態

的思惟來駕馭，而且，思惟的角度也得以朝多面向打開。 

 

二、 關鍵概念的解明 

(一) 導向生命出路 

  生命 (life)，為〆「出生和死亡之間的時期々活著的經驗或狀態」6，或者「生

活的方式，或一個人生活的特定的部分」7。由以上一系列語詞的意象，可以說

明「生命」這樣的概念，是人活著的狀態、活著的方式及其經歷的歷程。以生命

歷程為切入點，世人一般以活著或死亡這樣的二分概念來談論生命，認為活著尌

是獲得生命，死亡則是意味著失去生命。不論活著或死亡，都是從生命顯現的某

一波段截取出來的環節，死亡和活著，基本上無關乎喪失或獲得。不論出生、活

著、死亡，都是生命歷程在認知上做出來的段落區分，因此，出生或死亡，不僅

不與生命對立，而且都是根本於生命而顯現。 

 

  對於如何解釋、看待生命，佛教通常經由解開、觀看、透徹認知、打通生命

                                                      
5
有關主詞六大特色的詳細論述，可參閱〆蔡耀明，〈「不二中道」學說相關導航概念的詮釋進路〆

以佛法解開生命世界的全面實相在思惟的導引為詮釋線索〉，《佛教視角的生命哲學與世界觀》，

臺北市〆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2，頁 246-247。 
6
 Cambridg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the period between birth and death; the experience or 

state of being alive”, U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trieved June 11, 2012, from the 

World Wide Web: http://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british/life?q=life 
7
 Cambridg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way of living or a particular part of someone's life”, U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trieved June 11, 2012, from the World Wide 

Web:http://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british/life?q=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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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生命體的構成部分，從而理解生命歷程或心路歷程何以成為如此的樣態、

緣由、去向、或條理，何謂生命，即由如此的程序予以揭開及理解。探討生命此

一概念，並不先預設其是怎麼樣的生命體，也不設定任何可形成起點或終點的界

線，更不先入為主的認知和分別有意義或無意義的生命界說々所謂的生命，如果

認為生命體雖然千差萬別，生命歷程波動起伏，任何生命體或整個生命歷程之所

以得以顯現，仍然有其一貫的機制或道理，那麼，像這樣一貫的機制或道理，也

可稱為生命。8 

 

  出路導向(open-path oriented)，以出路導向為著眼，以「語言文字」為入手

處，一方面力求排開語詞所造成的對實相的遮蔽，使用語詞而不受限於語詞，所

使用的語詞、能言說的這一方、以及言說的這個動作，都形成動態的出路，以此

形成探究世界之實相的有力工具。另一方面，尌著修行道路的運作而言，如果能

夠恰當的使用語言文字，不以此弄成錯誤的見解，從靜態的、死板的、僵化的語

詞，轉而形成朝向修行道路開展的生命之出路。 

 

  「語言文字」做為導向生命出路的入手處，從佛教看待生命世界的觀點帶出

語詞和文字的轉型，例如〆提出像「非我」、「無常」、「空性」、「緣起」等

語詞，使世人封閉的經驗形態轉變，不僅使語詞由動態的思惟來駕馭，而且，思

惟的角度也得以朝多面向打開，另外，藉由甩開語言文字的箝制與遮蔽而開展趨

向理解世界之實相的修行道路。 

 

(二) 修行界面 

  界面(interface )，為〆「兩類事情走到一塊，相互影響的一種方式或狀況」9，

另外，相關的語詞有〆平台(platform)即「一個突起的區塊或結構，使東西能夠

站立或降立」10、局面(situation)「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事情正發生的、存在的條

件」11。「平台」有供人站立或供事物擺放的一個區域這樣的意思，跟本文主題所

要探究的「語言文字做為導向生命出路的修行界面」的「界面」的意思不盡相同，

在此尌不多加論述。「局面」這樣的概念，乍看之下，是不一樣的事情，將之擺

在一塊或者形成關聯、相互影響而開展成另一種狀況的意思，與「界面」的意思

相近。 

                                                      
8
有關「生命」及其餘相關概念的詳細論述，可參閱〆蔡耀明，〈生命與生命哲學〆界說與釐清〉，，

《佛教視角的生命哲學與世界觀》，臺北市〆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2，頁 14-46。 
9
 Cambridg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a situation, way or place where two things come 

together and affect each other”, U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trieved June 13, 2012, 

from the World Wide Web: http://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british/interface_1?q=interface 
10
同上， “is a flat raised structure or area, usually one which something can stand on or land on”, U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trieved June 13, 2012, from the World Wide Web: 

http://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british/platform_1?q=platform 
11

 同上，“the set of things that are happening and the conditions that exist at a particular time and 

place” , U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trieved June 13, 2012, from the World Wide 

Web: http://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british/situation?q=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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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主題，以語言文字為切入點，詴圖將「語言文字」做為導向生命出路的

修行介面為主軸，「語言文字」在此是重新被檢視的課題，檢視的狀況大致是所

使用的語詞、能言說的這一方、以及言說的這個動作，是否能夠予以解開和打通。

稱為「語言文字」的，尌其作用及構成部分打開，成為共構的表面，即可形成一

個「界面」，其表現為如何以「語言文字」為一個「界面」，繼而帶出生命出路，

甚至開展修行的道路。 

   

  力求從「語言文字」指出並突破一般世人在語詞、涵義、或思維的慣性認定

和執取，並且不輕易接受既定概念或慣性的思惟模式，尌如何搭配、組織、變化、

或轉換的歷程，逐一解開、打通、深入，形成洞察的智慧，由此，即形成以「語

言文字」為一「修行之界面」。 

 

  因此，嘗詴帶出兩條可行的理路用以調整「語言文字」的使用面向，也許可

以發揮轉向的作用。其一，從觀看角度做調整，帶出「如實知見」的修行學理如

何在觀看的進路上藉由五蘊、六處、十八界等帶出變動不居而欠缺固定的實際內

容，進而妥善駕馭「語言文字」使之能夠成為修行的工具。其二，隨著觀看角度

的調整，致力於打通一般世人被概念箝制而形成僵化及偏狹的生命視角，藉由調

整之後的眼光，做出否定、出離進而超越甚至超脫，以此打造生命的出路。 

 

三、 依據《無諍經》，尌語詞講說帶出有諍、無諍的課題 

  《無諍經》所教導的是，在講說時所該留意及避免的狀況及語詞使用的方法。

這一節，將以如下的兩小節，展開考察〆其一，《無諍經》之主旨々其二，言說

如何予以打開，並且，能夠洞察生命的出路不在語言當中。 

 

(一) 《無諍經》之主旨 

  《無諍經》以「無諍」為標題，並以此作為該經主旨之關鍵概念，展開佛發

的教學。所謂的「無諍」(aranavibhanga)，其意涵為「有關非衝突的分析論述」

(discourse on the analysis of non-conflict)。此一關鍵概念，主要的部分為「無諍」

(arana)，音譯阿蘭那或阿蘭若，義譯為寂靜處，原指遠離塵囂而適合於出家人修

行與居住之僻靜場所。若依此修行而達於內心的寂靜，使得各種「諍」的紛擾止

息不起，即可謂之「無諍」。 

 

  若以對照的方式解讀，可帶出與「無諍」相反的語詞來加以理解。相關的語

詞有爭執(dispute)、爭端(controversy)、衝突(clash)等，造成這類情況發生的原因，

通常源於兩人或多人之間因各執一方或各持己見而造成意見不合(disagreement)

的情形，往嚴重的狀況發展，則會進一步形成爭執，另外，「諍」也是「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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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異名。由以上「諍」之定義與內涵來看，「諍」是必頇解決的重大問題，因為

它必將帶來內心的不安、人我互動的爭執。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將「諍」分為三種〉一、煩惱諍〉指百八煩惱。煩

惱是所有爭執與諍論的源頭，故亦名「諍」。二、蘊諍〉指的是要面對五蘊無常、

身心不調乃至四大崩解（死亡）的紛擾。由於這都會帶來生命的紛亂難安，故名

為「諍」。三、鬥諍〉指諸有情互相凌辱，言語相違。12因此，「無諍」，即可

理解為「無衝突」「無爭執」或著「無煩惱」。然而，《無諍經》中的「無諍」，

尌甚麼而言呢〇 

 

  《無諍經》分析與教導的入手處，由應該知道稱揚知道貶抑開其端，接著，

佛陀依次講解知道樂的區別、不應該說秘密語、不應該說明顯的尖銳[語]、應該

徐緩地說、不應該堅持地區語言以及不應該超越正常[使用]之外，合而為「言說

活動」的七種無諍之分別的總說。其主旨顯示為由佛陀為諸比丘詳細說明七種有

諍論法及無諍論法，並且教誡諸比丘應捨棄有諍論法，修習無諍論法。 

 

  作為入手處的這七項應該予以留意的「言說活動」，可帶出至少如下的三個

要點。其一，在於隨著實踐、離極端行中道々其二，了解講說這一個動作，從說

出的話當中，個人的情緒、意志、執著會隨著帶出來，為了避免引起爭論，在說

法時所應該留意的狀況々其三，了解語詞表現的千差萬別，沒興趣跟大家吵在一

塊，所以，在言說及語詞的應用應該避免陷入堅持地方語言。 

   

  因此，《無諍經》乃尌何謂「無諍法」及「有諍法」當中所帶出的「言說活

動」進行講解、分別及釐清，並且，從中帶出朝向出離的修行道路，洞察生命的

出路不在這些會引起煩惱的語詞或「言說活動」當中。 

 

(二) 「語言文字」和「言說活動」何以形成生命出路的修行介面  

  首先，依據《無諍經》，佛陀明確提出何謂「有諍法」及「無諍法」的判斷

依據，它的判斷標準非常明確〆「此法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是故此

法則有諍也」、「此法無苦、無煩、無熱、無憂慼正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
13，這一番言詞理路，切入的角度，是以會引起翻攪或讓人不愉快情緒的狀況為

理由，像有苦、有煩、有熱、有憂慼邪行等，所以，「有諍法」是必頇遠離的。 

 

  在經中，還列出了包括「求欲樂、求苦行」等等，一連串會帶來苦、煩、熱、

憂的邪行，也列出了包括「離此二邊，則有中道」乃至「趣於涅槃」等一連串無

苦、無煩、無熱、無憂慼的正行，前者都是「有諍」行，後者即是「無諍」行。

                                                      
12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第一百七十九》，T1545,vol.27,P.898a-b。 
13

 《中阿含經根本分別品〄拘樓瘦無諍經第八〄第 169 經》，T26,vol.1,P.70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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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若依此修行離於兩邊，而達於內心的寂靜，使得各種「諍」的紛擾止息且不再

升起，即可謂之「無諍」。 

 

  其次，「有稱、有譏，有無稱、無譏而為說法。決定於齊，決定知已，所有

內樂常求彼也。莫相導說，亦莫面前稱譽，齊限說，莫求齊限《《此分別無諍經

事」15，其大致意思為，應該知道稱揚、貶抑，知道稱揚、貶抑後，既不應該稱

揚，也不應該貶抑，只應該教導法。應該知道樂的區別，知道樂的區別後，應該

從事自身內的樂。不應該說秘密語，不應該說明顯的尖銳語。說話時應該不急忙

且徐緩地表達，如果急忙地說時，身體疲勞，心受損害，聲音也受損害，喉嚨受

疾苦，急切所說的話是無法讓人明白的、也不能被識知的。 

 

  了解講說這一個動作，從說出的話當中，個人的情緒、意志、執著會隨著帶

出來，為了避免引起爭論，在說法時所應該留意的狀況。其焦點在於，若進一步

以此寂靜和諧而無所紛擾的心性，善巧體諒周遭眾生，並且知道應該該如何說

法，將彼此的對立與諍執消弭於無形，這將進一步減除「鬥諍」的紛擾。 

 

  第三，「隨國俗法，莫是莫非，此分別無諍經事」16，佛陀尌著「碗」這一

語詞指出不同地方的人們可能稱同一樣東西為(pāti, patta, vittha, sarāva, dhāropa, 

pona, hana 或 pisila )，它們都分別解釋為碗或碟。有些人會執取並執著的認為，

只有一種說法才是正確而其餘都是錯的，在異地堅持使用自己的語言只會導致混

亂和衝突。佛陀在此勸導弟子們，不要在語詞的使用上，詴圖緊緊抓住某一概念

的終極意義及其所指涉的對象。對語言持開放態度，並且，從現實的使用環境去

考量語詞變化的問題。 

 

  一般世人習慣於膚淺的閒聊，或者隨著莫名的情緒受困於平庸的心路歷程。

佛教所要打造的修行道路，是積極的鍛鍊觀照的功夫，經由專業鍛鍊，打通調整

的心路歷程。所謂平庸的生命歷程，依據以上經中所帶出要點，特別是言說者這

一方及言說的這一表現，因情緒的攪動、散亂、汙染、執著、阻塞，隨著言說而

可能會帶出來的幾種狀況，如此的表現不僅傷害、惱怒其他人，對修行者本身而

言，心態品質與心態能力的徹底鍛鍊，還必頇多加努力。 

 

  至於所謂調整的心路歷程，主要是以空性與不二為根本，以此為關聯條件所

表現的起心動念，至少可開出如下四條路徑〆其一，(能緣之)知覺到所緣的路徑々

其二，諸如謬見與煩惱充斥的平庸心態得以逐一清除的路徑々其三，心態品質與

                                                      
14

 《中阿含經根本分別品〄拘樓瘦無諍經第八〄第 169 經》，T26,vol.1,P.701c〆「佛言〆莫求欲樂、

極下賤業，為凡夫行。亦莫求自身苦行，至苦非聖行，無義相應，離此二邊，則有中道，成眼成

智，自在成定，趣智、趣覺、趣於涅槃。」 
15

 《中阿含經根本分別品〄拘樓瘦無諍經第八〄第 169 經》，T26,vol.1,P.703a。 
1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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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態能力徹底開發的路徑々其四，諸如解脫道或菩提道整條修行道路全程推進的

路徑。17在佛教教導的諸多可助成生命超脫與心身安頓的修學方法當中的禪修，

其主要的任務在於心身觀照與心態鍛鍊。佛法的教學，一方面，致力於確實認知

有情的身心之變化與實相，另一方面，致力於徹底的生命超脫與心身的安頓。 

 

  本經末端，佛陀特別讚歎頇菩提說〆「頇菩提族姓子以無諍道，於後知法如

法。」並於結頌中說〆「知法如真實，頇菩提說偈〆此行真實空，捨此住止息18」，

頇菩提的「無諍道」，是從不著世間語言而離煩惱表達出來。「無諍」，可以看

作空的異名19，佛教修行的任何成果，無論是覺察、安住、寂靜、專一等的心態

品質，或是其修行道路的次第進展，都是根本於空性，並且以禪修為主要的關聯

條件，才能產生出來。透過此不著世間語言的做法，即形成打造生命出路的修行

界面，通過語言文字做解開世界的功用，通過語言文字觀看世界之無常，於是，

於語言文字做出離、做超脫。 

       

五、觀察感受為心身觀照與心態鍛鍊之入手處 

  針對如何通過語言文字做解開世界的功用，如何通過語言文字觀看世界之無

常，這一節依據《雜阿含經》，準備嚴加檢視一般世人於語言文字的糾結，最主

要的兩個切入點，其一，所謂世界實相，並非一般世人使用感官配備對著感官對

象所認取的那樣，亦非等同於語詞概念或言說活動所指涉的那個樣子。其二，尌

一切法，人們習慣使用相對概念去看待、思惟和認知這個世界，無論是能見對所

見、能說對所說、能知對所知、能取對所取的二分模式，總是這樣子用二分的概

念去面對這個世界。 

 

  做為在佛教教導的諸多可助成生命超脫與心身安頓的「觀察」學理之一，其

主要的任務在於心身觀照與心態鍛鍊。佛法的教學，一方面，致力於確實認知有

情的身心之變化與實相，另一方面，致力於徹底的生命超脫與心身的安頓。20
 

 

(一) 觀察作為正確知識來源 

  「觀察」之所以能成為知識學的重大議題主要有兩個原因21〆第一，它是一

                                                      
17
參閱〆蔡耀明，〈佛教禪修做為心身安頓〉，《佛教視角的生命哲學與世界觀》，臺北市〆文津出

版社有限公司，2012，頁 180-181。 
18

 同上。 
19

 《雜阿含經〄第 567 經》，T99,vol.2,P.150a〆「尊者〈謂貪有量，若無諍者第一無量，謂貪者是

有相，恚、癡者是有相，無諍者是無相。貪者是所有，恚、癡者是所有，無諍者是無所有。復次，

無諍者空，於貪空，於恚、癡空，常住不變易空，非我、非我所，是名法一義種種味。」 
20
本段參考吳慧苑，〈從佛教對知識的界說進一步探究知識與解脫的關係 －以《雜阿含經》為主

要依據〉，收錄於 2012 年華嚴蓮社趙氏慈孝大專學生佛學論文集，臺北市〆華嚴蓮社。

http://www.huayencollege.org/thesis/2012_thesis.php 
21
依據蔡耀明，「針對核心概念進行界說和釐清，一向被列為人文學科的研究工作在起頭很重要

的步驟。透過界說，又叫做界定或定義，可標明語詞或概念的範圍、特色、意指、或意思，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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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探究知識的方法，除了作為知識的來源、手段，也是檢證信念、想法、理論真

偽的方法。第二，從「觀察」而來的知識，具有影響生命和改變世界的重大價值，

這一類知識往往是人們生活的認知、行為指引、心態轉換、身心品質改善的基礎。  

獲得知識是一種認知的過程，知識涉及對世界的解釋及論斷，論斷進一步形成見

解。世人常說的「我的感受」、「心覺得很快樂」「身體的痛苦」，顯示一般眾生習

慣於能、所二分或相對概念所夾帶出來的分別想，進而形成根深蒂固的見解。  

  

  《雜阿含經》提出動態的蘊、處、界來說明眾生的認知活動，解釋感官配備

和感官對象的交涉如何隨著關聯條件的聚散而一步步推展心身的運作。生命體在

生老病死的流程中，以眼、耳、鼻、舌、身、意這六根（感官配備），跟世界的

色、聲、香、味、觸、法這六境（感官對象），由此形成相互搭配之感官活動的

十二處。由此十二處所構成的生存世界，進行認知活動時，隨著不斷變遷的六根

及六境，做出分別式認識的的動作，從而引發持續變遷的眼識、耳識、鼻識、舌

識、身識、意識這六識。將六根、六境、六識搭配在一起，總稱十八界，意思是

尌活動而表現出來的項目，按照同性質或同作用放在同一類別的方式，區分出十

八種類別的認知活動。 

 

  首先，世人由於太習慣於心態和身體這樣的用詞，以為所謂的心態和身體，

尌是代表心態和身體之實相。其次，以為心態和身體，尌如我們所言說的那樣，

尌是有心態和身體的區別或對立。從以上要點可以看出，佛教帶出的「觀察」學

理，著眼於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不僅能夠切入心身的變化流程，而且與世人

慣性對於心態和身體的看法與論述，是非常不一樣的。 

 

  針對語詞，藉由動態的觀照，能夠「如實知」由認知、言說、抓取所投射出

來的作用，避免由於一時的不察覺，將世界誤認為尌是這些加諸其上的投射作

用。由於能夠「如實知」感官配備和感官對象的交涉如何隨著關聯條件的聚散而

一步步推展心身的運作，則較有能力以無分別的方式，在面對世界實相及生命出

路的向度，順著一組組的指稱、名字、字詞、言說去了解所要帶出的內容。 

 

(二) 空性、不二中道〆開闢語詞往實相理解的道路 

  依據《無諍經》，「無諍道」是從不著世間語言而離煩惱表達出，尌生命世

界的觀看而言，最能夠直接在第一線扮演重要角色的，在於有能力切入因緣生滅

變化的流程，了知變化的來龍去脈的關聯，由此開出緣起觀，藉由如此通達、直

接貼近生命實相的「如實知」，重新檢視、批判並超越文字言說。 

 

                                                                                                                                                        
要講說的，在表達或理解上，不至於毫無頭緒或無所適從々透過釐清，也尌是適當的區分或辨別，

則可避免和其它的概念、範圍、或意指，引起不必要的混淆。」參閱〆〈生命與生命哲學〆界說

與釐清〉，《佛教視角的生命哲學與世界觀》，臺北市〆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12，頁 18-19。 



13 
 

13 
 

  與緣起觀相關聯的專門用詞，空性和中道，尤其值得多加重視。《雜阿含經》

中以「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22
 的「緣起」法則解釋世界，說明任何事物

的產生都來自於關聯條件下的原因組合，要說有一物是獨立存在是不可能成立

的，因此「緣起」法和「空」常配合成一組概念。「空」 說明一切事物本身都缺

乏其自身不變的存在或本質，即不具有實體性。「空」不是不存在，也不在於判

定事物的「有」或「無」，而是說明一切事物都是緣起，都隨著關聯條件而變化

強調緣起下的任何事物都由關聯條件所促成，在相關的條件中變化不息，無法獨

立自主。如此也說明了因為沒有本身固定不變的本質，因而有無限變化的可能。 

 

  不二中道必頇是行得通的修行道路，依據《阿含經》，廣義的不二中道，即

是解脫道，藉由不二中道，修行者得以開啟生命歷程的解脫道路，也同時將生命

世界往實相的向度揭開。尌其內涵來看，不二中道的教學一般與八正道或緣生緣

滅的觀看之道相關。23不二中道之所以稱得上道路，原因在於能夠從相對概念在

表面所形成的二邊遠離、超越，此即經典強調的，「離於二邊，說於中道」。之所

以能夠切線離開，由於能夠「如實知」，無論任一邊，都不是絕然二分的或絕然

對立的個體，而且，這所謂的二邊甚至無法單獨存在，如果光靠某一邊，二邊的

局面也無從成立。因此，隨著「觀照」能力的提昇，絕不會基於不適切的認知和

分別而抓取任一邊。 

 

  生命世界即可借用緣起、空性、中道等來加以言說或理解。強調緣起、空性

和中道等語詞，不在於自我標竿為與日常語言不同的語詞體系，弄出又一套被語

詞所套牢、侷限的生命世界。真正應該理解的是，光是語詞，甚至言說活動，雖

然並非尌是生命之實相，卻可用來導向實相及認識實相。如果能夠以此為著眼，

所要做的不是把自己樹立在任何語詞系統的一端，而在於確實往修行道路去開

拓，往中道之實相開放，進而打通日常語言的封閉。 

 

  由此，為本文的主題，從觀看角度做調整，帶出「如實知見」的修行學理如

何在觀看的進路上藉由五蘊、六處、十八界等帶出變動不居而欠缺固定的實際內

容，不會拿語詞或概念去講說、論斷、分別世界，把生命世界的運作洞察為空性、

無我、不二，進而妥善駕馭「語言文字」使之能夠成為修行的工具。 

 

                                                      
22

 《雜阿含經〄第 298 經》，T99,vol.2,P.85a〆「『我今當說緣起法法說、義說。諦聽，善思，當為

汝說。「云何緣起法法說〇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乃至純大苦聚集，是名緣

起法法說。」 
23

 《雜阿含經〄第 301 經》，T99,vol.2,P.85c-86a〆「世間有二種依，若有、若無，為取所觸々取所

觸故，或依有、或依無。若無此取者，心境繫著使不取、不住、不計我苦生而生，苦滅而滅，於

彼不疑、不惑，不由於他而自知，是名正見，是名如來所施設正見。所以者何〇世間集如實正知

見，若世間無者不有，世間滅如實正知見，若世間有者無有，是名離於二邊說於中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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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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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從檢視「語言文字」入手，力求從「語言文字」指出並突破一般世人在語詞、

涵義、或思維的慣性認定和執取，並且不輕易接受既定概念或慣性的思惟模式。

論述的方法，著重在「如實知見」的義理，尌如何搭配、組織、變化、或轉換的

歷程，逐一解開、打通、深入，形成洞察的智慧，由此，即形成以「語言文字」

為一「修行之界面」。 

 

  《雜阿含經》教導世人直接觀察看清身心發生的真相，以此作為知識的根據

形成主脈絡，有其豐富的內涵和意義。佛教正確的知識基礎在於如實知見「因集

故苦集，因滅故苦滅，斷諸逕路，滅於相續，相續滅滅，是名苦邊。」的緣起法

則。以智慧如實知見、觀照，才是解脫生死纏縛走在解脫道上的正確方法。由此

而說明佛教的知識觀，無論是看待世界的角度或對世界的認知總是處於動態且全

面打通的全視野流程。 

 

  隨著觀看角度的調整，致力於打通一般世人被概念箝制而形成僵化及偏狹的

生命視角，藉由調整之後的眼光，做出否定、出離進而超越甚至超脫，如此一來，

智慧得以培養，以此打造生命的出路。以「如實知見」作為共通且普遍的操作，

隨著修行功夫的越加深入，生命的解脫也越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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