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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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慧苑
台灣大學哲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提要
本文以「佛教對於知識的界說」為主標題，從其「對於知識的認知」入手，
理解其對於知識的要求及檢視，目標在於適切的進一步探究「知識與解脫之間的
關係」並提出切要的論斷。
主要的文獻依據《雜阿含經》，以形成義理上較為廣大的支撐與連結，以理
趣的貫穿來接進佛法，可以有很多的下手處及進路。無論如何，這是一份學期末
報告，對於義理的理解還不是很透徹，於是決定從廣大的視野切入，以簡單和明
瞭為原則，粗略的帶出《雜阿含經》中「如實知見」所帶出的知識義理，希望的
是直接就著經文走理趣貫穿之路。
本文順著如下三個議題，形成探問意識，進而展開哲學思辨。第一，佛教的
知識基礎為何？何謂錯誤的知識？第二，何謂正確的知識？如何獲取正確的知
識？甚麼樣的知識是真正值得被教導，以及被學習的？第三，知識和解脫的關係
之間為何？第四， 結論。
本文由如下四節展開行文的論述。第一節，
「緒論」
，直接帶出研究主題，交
待論文初步的輪廓與構想。第二節，釐清研究主題及之間的關連性。第三節，準
備焦距在《雜阿含經》，將之分成兩個小節進行。其一，闡明佛教的知識基礎為
何？其二，何謂正確的知識？何謂錯誤的知識？第四節，知識和解脫的關係。討
論知識與解脫，以《雜阿含經》為依據，闡明佛教的中心知識與解脫之間的關係，
也把前一節探討所得一塊論析，皆以形成共同的概念在支撐上達致理解效果。第
五節，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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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為求清晰及快速呈現整篇文章的要項，以及勾勒大致的輪廓，一開始，即以
條列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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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佛教對於知識的界說入手，探討知識與解脫之間的關
係。以《雜阿含經》為主要的文獻依據，經由經典解讀、經證整理、概念分析、
資料整合、條理思惟，得出的宗旨，確認佛教對於知識的態度，進一步也確認知
識跟解脫之間是相互有關聯的。
（二）研究背景
本文的研究背景，也就是背後支撐或推動的關聯條件，是多重的，主要有以
下幾個原因。第一，在佛教中，知識論與心靈哲學是達致痛苦止息這一目標不可
1
或缺的部份。 唯有清楚理解何謂正確的知識、如何獲取正確的知識，真正了解
心靈如何運作，才有可能找到正確的解脫之道。第二，在了解以上所提的第一點
之前，必須先了解佛教對於知識的基本態度和立場，才能夠進一步在這個立場下
對於知識論進行探究。第三，以知識為切入點，試圖肯定知識對於達致解脫是重
要的，尤其是佛教對於知識的態度，在解脫道上更是不可被抹殺的。
（三）文獻依據
本研究主要依據漢譯《阿含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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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阿含經》作為研究的主要依據之理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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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相關文獻的對比、參照則成為輔助、次要的研究進路。其三、《雜阿含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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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Ｇeshe Tashi Tsering,” buddhist Psychology”,Wisdom Publiscation,2006,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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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論述架構
研究主題設定為「佛教對於知識的界說」從其「對於知識的界說」入手，理
解其對於知識的要求及檢視，目標在於適切的進一步探究「知識與解脫之間的關
係」並提出切要的論斷。
本文由如下四節展開行文的論述。第一節，
「緒論」
，直接帶出研究主題，交
待論文初步的輪廓與構想。第二節，釐清研究主題及之間的關連性。第三節，準
備焦距在《雜阿含經》，將之分成兩個小節進行。其一，闡明佛教的知識基礎為
何？其二，何謂正確的知識？何謂錯誤的知識？第四節，知識和解脫的關係。討
論知識與解脫，以《雜阿含經》為依據，闡明佛教的中心知識與解脫之間的關係，
也把前一節探討所得一塊論析，皆以形成共同的概念在支撐上達致理解效果。第
五節，結論。

二、釐清研究主題
研究主題為從佛教對於知識的界說切入，從其「對於知識的認知」再進而探
究知識與解脫的關係。乍看之下，或許覺得知識與解脫似乎沒有甚麼切身的關
聯，因此有予以釐清的必要。
簡單的來看，本文想探究的是原始佛教裡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義理──「解
脫」。「解──知道」與「行──身體力行」，可以說是佛法修學的兩大重心，同
時也是佛法修學的整體。
阿含經 2被近代佛學者公認為最接近原始佛學的聖典，有南傳與北傳之分。
《雜阿含經》卷第一起首就以「當觀色無常。如是觀者。則為正觀。……」
，
「
觀
」
是一種佛教常常提及的學習方法，對於我們所知道或者不知道的，應當以「觀」
適時進行驗證的工作。這種再確認、再肯定的工作前提，當然就是來自於知識的
累積及辨識。

2

梵語 Agama 是由彼而此，「來」或「去」的意思，因此古譯阿含為「趣」與「歸」，是「展轉傳
來」
，有傳授傳承的意思，如《瑜伽師地論》卷 85 ：
「如是四種，師弟展轉傳來於今；由此道理，
是故說名阿笈摩 。」僧肇《長阿含經序》說：
「秦言法歸。……譬彼巨海，百川所歸，故以法歸
為名。」
《善見律毘婆沙》卷一：
「容受聚集義名阿含。如修多羅說：佛告諸比丘：我於三界中，
不見一阿含，如畜生阿含，純是眾生聚集處也。」－印順法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第七章
經典部類概論，第三節四部阿含的次第與宗趣，第一項阿含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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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阿含經》第二經「於色當正思惟。色無常如實知。所以者何。比丘於色
正思惟觀色無常。如實知者。於色慾貪斷。欲貪斷者。說心解脫。……」「如實
知 3」我們身心反應的種種，從身心作用的解析中，告訴我們如何去覺察、探究
憂悲惱苦，煩惱苦迫的滋生源，以及如何從這些日常生活的身心反應中，導正我
們的觀念，修正我們的行為 4。由如此一系列的思惟和觀察，能夠進一步推致身
體力行的去實行，這麼一種不斷的驗證修持，再驗證，再修持，就是達致「心解
脫」──解脫的最佳途徑。

三、「如實知見」緣起
（一）論述佛教的知識基礎
《雜阿含經》卷第一起首就以「當觀色無常。如是觀者。則為正觀。……」，
5
「觀」 是一種佛教常常提及的學習方法，對於我們所知道或者不知道的，應當
以「觀」適時進行驗證的工作。
《雜阿含經》的觀察一般以「觀看」6呈現。如此的觀察囊括了：
（一）涵攝
各種認知功能和途經，是一種整體性的知覺活動(the act of perception)；
（二）具有
「看到事物的內涵而理解」的意思，如此的觀看是「以正確之慧這樣如實見」
(evam etaṃ yathā bhūtaṃsammappaññāya passati)，或英譯「以正確智慧如其
實貌地這樣看」(see as it really is with correct wisdom)。 7因此，研究《雜阿含經》
3

如實知，是合於現實事理，不偏不倚的透徹認知，這當然是不離緣起法的，如《雜阿含第二六
二經》說：
「如實正觀世間集者，則不生世間無見；如實正觀世間滅，則不生世間有見。迦旃延！
如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如實知的內容，總是在五蘊、
六處等身心反應上的無我觀照，如《雜阿含第三０經》說：
「彼一切色（受、想、行）……彼一
切識，不是我，不異我，不相在，是名如實知。」
《雜阿含三０四經》說：
「眼非我，若色、眼識，
眼觸、眼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彼亦觀察非我。耳、鼻、舌、身、意亦如是
說，是名如實知見眼所作，乃至正向涅槃。」
《雜阿含第二一三經》說：
「眼緣色，生眼識，三事
和合觸，觸緣受 ──若 苦、若樂、不苦不樂。於此諸 受集、滅、味、患、離，如實知，如實知已，
不種貪欲身觸，不種瞋恚身觸，不種戒取身觸，不種我見身觸，不種諸惡不善法。如是諸惡不善
法滅，純大苦聚 滅。耳、鼻、舌、身、意、法亦復如 是。」如實知 不是想 像，也不是情感的信仰，
而是正見，如《雜阿含第七五０經》說：「如實知者，是則正見。」又，圓滿的如實知，則是更
深刻的行為與觀念一致的知行合一。
4
莊春江（編）
，《學佛的基本認識》
，高雄：高雄正信佛青會，民國 90。第一章佛法的特質，第
三節佛法是理性的宗教。
5
《雜阿含經‧第 1 經》
，T99,vol.2,P.1a：
「當觀色無常。如是觀者，則為正觀。正觀者，則生厭離；
厭離者，喜貪盡；喜貪盡者，說心解脫。」
6
《雜阿含經‧第 1 經》
，T99,vol.2,P.7c：「當觀若所有諸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
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悉皆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如是平等慧
如實觀。比丘如是知、如是見我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使繫著。」
7
陳殿中，
〈身心苦樂的觀察學理──以《雜阿含經》為主要依據〉
，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哲學系
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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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其實貌的觀察」
，就是分析能觀、所觀、和觀察這三個要項的知識意義 8：
第一，「正確之慧」除了說明能觀者要具備觀察的基礎、能力和心態品質，
也要把「見」或「看」的內涵開展為包括六根、六境到六識中各種認知的可能狀
況，形成十二處到十八界一貫的動態觀察運作 9。
《雜阿含經》第二經「於色當正思惟。色無常如實知。所以者何。比丘於色
正思惟觀色無常。如實知者。於色慾貪斷。欲貪斷者。說心解脫。……」「如實
知 10」我們身心反應的種種，從身心作用的解析中，告訴我們如何去覺察、探究
憂悲惱苦，煩惱苦迫的滋生源，以及如何從這些日常生活的身心反應中，導正我
們的觀念，修正我們的行為 11。這裡涉及的是能知的「智」，經中如是說此外，
這還牽涉到其中應該具有的正確運作、步驟、認知程序以及對於觀察次第的進展
進行嚴格檢定。
第二，就所觀察的而言，
《雜阿含經》中亦明確說明甚麼是「所知的法」12，
此處指出，「所知的法」就是五取蘊，亦屬於能夠被觀察之「境」。《雜阿含經》
許多的記載中所觀察對象多為身心相關的蘊、處、緣起、識、諦、界、受等不同
項目。這些項目都能夠被當成禪觀的對象因為（１）都是構成個人身心的基礎，
可讓人不受時空限制而可直接觀察到的對象。（２）這些事項都建立在緣起的基
礎上，能忠實的反應各個本質。

8

以下分類參閱陳殿中，
〈身心苦樂的觀察學理──以《雜阿含經》為主要依據〉
，國立台灣大學
文學院哲學系碩士論文。
9
《雜阿含經‧第 294 經》
，T99,vol.2,P.83c：
「如是內有識身，外有名色，此二緣生六觸入處，六
觸所觸故，智者生苦樂受覺，因起種種。何等為六？眼觸入處。耳、鼻、舌、身、意觸入處。」
10
如實知，是合於現實事理，不偏不倚的透徹認知，這當然是不離緣起法的，如《雜阿含第二
六二經》說：「如實正觀世間集者，則不生世間無見；如實正觀世間滅，則不生世間有見。迦旃
延！如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如實知的內容，總是在五
蘊、六處等身心反應上的觀照，如《雜阿含第三０經》說：
「彼一切色（受、想、行）……彼一
切識，不是我，不異我，不相在，是名如實知。」
《雜阿含三０四經》說：
「眼非我，若色、眼識，
眼觸、眼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彼亦觀察非我。耳、鼻、舌、身、意亦如是
說，是名如實知見眼所作，乃至正向涅槃。」
《雜阿含第二一三經》說：
「眼緣色，生眼識，三事
和合觸，觸緣受 ──若 苦、若樂、不苦不樂。於此諸 受集、滅、味、患、離，如實知，如實知已，
不種貪欲身觸，不種瞋恚身觸，不種戒取身觸，不種我見身觸，不種諸惡不善法。如是諸惡不善
法滅，純大苦聚滅。耳、鼻、舌、身、意、法亦復如是。」如實知是正見，如《雜阿含第七五０
經》說：「如實知者，是則正見」。
11
莊春江（編）
，
《學佛的基本認識》
，高雄：高雄正信佛青會，民國 90。第一章佛法的特質，第
三節佛法是理性的宗教。
12
《雜阿含經‧第 72 經》
，T99,vol.2,P.19a：「云何所知法？謂五受陰。何等為五？色受陰，受、
想、行、識受陰，是名所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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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就整個觀察而言，最終目標在於啟發「正確的智慧」
。
《雜阿含第 633
13
經》 ：「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於四念處修習多修習，未淨眾生令得清淨，已
淨眾生令增光澤。何等為四？謂身身觀念住，受、心、法法觀念住。』」這裡指
出「一切法」就是四念處，這是指「能知的一切法」而其他更仔細的法也蘊含於
此，此屬於能知之「智」。
《雜阿含經》常以「眼、智、明、覺」等視覺譬喻來說明藉由觀察而證悟的
智慧，形象化的比喻從無明的黑暗藉由觀察實像而逐漸走向光明證悟的歷程。 14
「如實知見」所展現的知識意義，顯示在對於身心的照明、轉化、層層深化直至
生命的解脫。
從以上三點帶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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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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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正確的知識與錯誤的知識
一、正確的知識 ── 緣起、空
《雜阿含經》中以「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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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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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雜阿含經‧第 633 經》，T99,vol.2,P.175c。
《雜阿含經‧第 258 經》
，T99,vol.2,P.65a：「色如實知，色集、色滅、色味、色患、色離如實
知。如是受、想、行、識如實知，識集、識滅、識味、識患、識離如實知。摩訶拘絺羅！於此五
受陰如實知、如實見、明、覺、慧、無間等，是名為明，成就此者，名為有明。」
15
《雜阿含經‧第 298 經
》，T99,vol.2,P.8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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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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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雜阿含經‧第 80 經》
，T99,vol.2,P.20b：
「觀察彼陰無常、磨滅、不堅固、變易法，心樂、
清淨、解脫，是名為空。」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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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錯綜複雜的關係網絡中，可再區分「因」和「緣」的作用，「因」是主要
的推動因素，而緣實次要的條件。說明在這主要因素及次要條件的相互作用之
下，一切事物都在關聯條件下發生。條件聚合則促成事物的存在，反之條件解散
則事物也跟著消失。由於關聯條件的不斷聚合和解散，因此沒有任何事物是獨自
存在、永恆不變的存在。
緣起法除了解釋現世的生命現象，也能打通無限生命的歷程，以十二因緣展
示眾生無止息的生死輪迴。無明是其首要推展條件，此指缺乏對於事實真相如實
觀照的智慧而不斷地推動新的生命的開始。
《雜阿含經》說：
「此甚深處，所謂緣
17
起，倍復甚深難見 」，說明緣起的奧秘很難被一般人所認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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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錯誤的知識 ── 斷見、常見
「仙尼！當知有三種師。何等為三？有一師，見現在世真實是我，如所知說，
而無能知命終後事，是名第一師出於世間。復次，仙尼！有一師，見現在世真實
是我，命終之後亦見是我，如所知說。復次，先尼！有一師，不見現在世真實是
我，亦復不見命終之後真實是我。 仙尼！其第一師見現在世真實是我，如所知
說者，名曰斷見。彼第二師見今世後世真實是我，如所知說者，則是常見。彼第
三師不見現在世真實是我，命終之後，亦不見我，是則如來、應、等正覺說，現
法愛斷 、離欲、滅盡、涅槃。仙尼白佛言 ：世尊！我聞世尊所說，遂更增疑。 佛
告仙尼：正應增疑。所以者何？此甚深處，難見、難知，應須甚深照微妙至到，
聰慧所了，凡眾生類，未能辯知。所以者何？眾生長夜異見、異忍、異求、異欲
故。」 18
對於生命歷程或者認為有情就只是這一生，肉體解散，一切斷滅，我亦斷滅。
這種看法，會讓有情眾生認為，即然不會有下一生、未來世，那麼，這一生再如
何為惡使壞可以不必擔心必須承擔任何惡果，這一種見解屬於「斷見」 19。對於
生命歷程或者認為有情可以有好幾生，在這好幾生內，肉體雖以各種形態一再解
散，但是，其中藏有真我、不變的我從此生到彼生。認為有一個恆常不變的「我」
，
不斷的經歷身心聚合分散的過程，只因沒有好好修練，讓這「真正的我」被世俗
所困，才會不斷經歷生死輪迴；如果我們善自修練，培養德行把這個「我」生到
17

《雜阿含經‧第 293 經》，T99,vol.2,P.83c。
《雜阿含經‧第 105 經》，T99,vol.2,P.32a。
19
《雜阿含經‧第 105 經》
，T99,vol.2,P.32a：
「仙尼！其第一師見現在世真實是我，如所知說者，
名曰斷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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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永遠不會有生死流轉的地方去，這樣，「我」得以恆常安住，這是「常見」20。
世人會有那麼多的不同看法，例如，或說世間是常住不變的，或說是無常的；
或說世界是有限的，或說是無限的；或說命與身是相同的；或說是不同的；或說
死後還有可以來來去去的靈體，或說死後並不存在；或說有主宰生存的壽命；或
說有吉凶禍福的主宰，到底什麼因素，造成這麼紛亂的見解呢？一般人總以為我
們這四大五蘊和合而成的身體是實在不變的，這是身見，以上說的斷見及常見都
從身見而來 21。固著於有一恆真的身體、或我在感受、在思考，我們如感官所能
感知到的老老實實說，我們確實無法感知有過去生、未來生；如我們感官所能感
知到的，我們確實也感知到有個我在思考、在經歷種種日常生活，我們確實沒辦
法真的感知到那個我只是個聚合體。
生命體存在的根本性格為何？佛陀宣稱，生命體之所以受生而出現世間，基
於緣起的流轉，緣起由無明 22發其端，生命體的流轉相續不斷皆為無明遮蔽。無
明所以對於事項的來龍去脈無法如實知，這樣一來，生命體的存在不僅因為受到
緣起流轉而糾結纏繳，且對於自身到底如何受到緣起牽扯，因為無明遮蔽也無法
了知。唯有斷除斷見、常見等這些我們自以為有情眾生就是如此的一個生命型
態，超脫生死才有可能。「世尊告諸比丘：應離邪見，應斷邪見，若邪見不可斷
者，我終不說應離、斷邪見。以邪見可斷故，我說比丘當離邪見。若不離邪見者，
邪見當作非義不饒益苦，是故我說當離邪見。如是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
方便、邪念、邪定亦如是說。」 23除了離邪見，還必須要進一步培養智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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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20

《雜阿含經‧第 105 經》，T99,vol.2,P.32a：「彼第二師見今世後世真實是我，如所知說者，則
是常見。」
21
《雜阿含經‧第 570 經》
，T99,vol.2,P.151a：
「長者！凡世間所見，或言有我，或說眾生，或說
壽命，或說世間吉凶，斯等諸見，一切皆以身見為本，身見集、身見生、身見轉。」
22
《雜阿含經‧第 257 經》
，T99,vol.2,P.64c：
「「無明者謂不知，不知者是無明。」 「何所不知？」
「謂色不如實知，色集、色滅、色滅道跡不如實知。受、想、行、識不如實知，識集、識滅、識
滅道跡不如實知。摩訶拘絺羅！於此五受陰不如實知、不知、不見、不無間等、愚、闇、不明，
是名無明，成就此者，名有無明。」 」
23
《雜阿含經‧第 770 經》
，T99,vol.2,P.201a。
24
《雜阿含經‧第 570 經
》，T99,vol.2,P.151a：
「佛告婆羅門：
「邪見者，非彼岸。正見者，是彼岸。
邪志、邪語、邪業、邪命、邪方便、邪念、邪定非彼 岸。正見是彼 岸，正志、正語、正業、正命、
正方便、正念、正定是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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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識、智慧、解脫
一、無常觀
《雜阿含經》中「一切行無常，一切行不恒、不安、變易之法。」 25，法指
事物形成的條件，一切行指一切的有為的運作。「無常」是對「常」的否定，一
切有為法都無自性、都是因緣和合而成，隨時會隨著因緣的轉變而渙散，變易故
所以「無常」，是佛教極其重要的學說。「一切無常，悉皆生滅法」 26說明事物處
於不斷變化、產生、消滅的過程。
「色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如是觀者，名真實正觀。
如是受、想、行、識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如是觀者，
名真實觀。 27」無論是有形的物資還是無形的抽象概念，都不會順著人的意願抱
持不變恆常存在，因此都不可被控制抓取。既然無常的實相無法被改變，佛陀教
導世人應該認清和接納事實，遠離因執著而有的貪、瞋、癡愛染等煩惱，以觀無
常作為推動修行、解脫的動力。
從「緣起」所以「空」
，再銜接到「無常」
，總結出因為緣起而說無常，是如
實知見下的世界真相。無常建立在緣起的基礎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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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此一來，智慧得以培養。
二、中觀
「如實正觀世間集者，則不生世間無見，如實正觀世間滅，則不生世間有見。
迦旃延！如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緣無明有
行，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集；所謂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
謂無明滅則行滅 ，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28 此處指出，有「世
間集」「世間滅」兩條道路。「世間集」，在道理上總說為「此有故彼有，此生故
彼生」
，進一步則會連著帶出「緣無明有行，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
苦集」；「世間滅」在道理上總說為「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進一步則會帶
出「無明滅則行滅 ，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
。當中，有和無，
亦即存在不存在，描述事物的靜態面；生滅，亦即產生和消失，則偏於動態的描
25
26
27
28

《雜阿含經‧第 956 經》，T99,vol.2,P.243b。
同上。
《雜阿含經‧第 9 經》
，T99,vol.2,P.2a。
《雜阿含經‧第 262 經》，T99,vol.2,P.6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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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
「如實正觀世間集者，則不生世間無見，如實正觀世間滅，則不生世間有見。」
不以有、無作為觀察的中觀說明緣起的兩個方向，一為生死流轉；另一為解脫生
死的方向，佛陀離於有、無兩邊而說中道法。以中觀的智慧全面的觀照，打通一
條可以運行無礙的實踐道路就是「中道」。
根據觀照真相而培養出相關的智慧，由於緣起法而能往回追溯並打開環環相
扣的關係網路，將由因緣和合而輾轉集聚的生死流轉還滅。明白世界一切事物缺
乏本身恆常不變的法則，這是「如實知見」的結果，反之缺乏空觀的智慧，就是
錯謬的知識。由此，緣起是佛陀所教導的基本正見，以此「如實知見」作為知識
的基礎，往解脫道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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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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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離常見、斷見等邪見，還必須要進一步培養智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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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緣起」
、
「空」
，再到「無常觀」
、
「中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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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此一來，智慧得以培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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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