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真識心－地論師的佛性思想：以慧遠為代表 

中國佛教史上從東晉到隋二百八十年間出現了三位慧遠法師，史傳為區別他

們的不同，多半習慣以其所居的地名或寺名冠在法號之前，其一是東晉的盧山慧

遠，其二是南北朝過渡到隋代的淨影寺慧遠。另外在南齊還有一位益山慧遠，但

未較東晉盧山慧遠，以及南朝淨影寺慧遠知名。因為三位法師均名為慧遠，後人

在研究時難免容易搞混1，恐怕均是一時疏於檢視所致。 

本文所欲討論者乃淨影寺慧遠的佛性思想義涵及其特色，首先介紹淨影寺慧

遠的生平，其次再介紹其所主張的佛性思想之義涵。 

淨影寺慧遠（523～592）是我國南北朝過渡到隋朝早期的一位高僧，後代的

人將他與天台宗的祖師智顗（538～597）以及三論宗創宗者吉藏（549～623）合

稱為隋代三師，唐代的道宣法師在《續高僧傳》中曾稱讚慧遠：「雖復興諸德英

名一期，至於歸學師尋，千里繼接者，莫高於遠矣。」2。 

在《續高僧傳》中對於慧遠的生平有詳細的描述，根據《續高僧傳》的記載

慧遠俗姓李，祖籍為甘肅敦煌人，三歲開始嚮往出家的生活，於十三歲時，辭別

叔父，在澤州東山的古賢各寺跟隨僧思禪師出家。至十六歲時，他的師父僧思見

他精於問學可成大器，便吩咐他跟隨湛律師赴鄴。在鄴都時期慧遠專心於研讀大

小二乘經典，同時奠定了他以大乘道為根本的思想取向，慧遠的師父慧光是勒那

摩提的弟子，因此亦曾參與《十地經論》的翻譯工作，慧遠因而亦參與了《地論》

的翻譯，跟隨著慧光，地論的學統，因此也彰響了其後來解釋佛性思想義涵的特

                                                 
1 釋大睿在〈慧遠法性思想之探討〉一文中將盧山慧遠和淨影寺慧遠視為同一人：「慧遠法師稱

為淨影寺慧遠，又稱盧山慧遠」（頁 192）又廖明活先生《淨影慧遠思想述要》以及勝又俊教

《佛教におる心識說》將盧山慧遠所作的法性論列入淨影寺慧遠著作之列（頁 667）。 
2 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 8〈慧遠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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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角度。慧遠在接觸慧光法師的幾年裡精進地專研《地論》、《楞伽經》、《地

持論》等，後深受文宣帝的信賴，在東魏、北齊兩代，屢次出任統師，執掌全國

僧政。慧遠修學甚勤，又具有過人的分析力和洞察力，再加上法上的扶持，不久

便在鄴京嶄露頭角，吸引大量學子跟隨問學，《續高僧傳》在稱述鄴京佛教講壇

之盛時，特別提及慧遠，說「每法筵一建，聽侶千餘；慧光道憑，躡跡通軌；法

融慧遠，顧視爭衡。」3，可見慧遠在鄴京的佛教界頗具威望。後來他返回故鄉

高都，入住清化寺，鄉鄰受他感化聽他講說經論者眾多。如《續高僧傳》之〈智

徽傳〉、〈玄鑒傳〉記載二人均曾至清化寺聆聽慧遠法師講經說法：4

由此可知慧遠在鄴都期間講經弘法的活動極為盛大且頻繁，並和當時的名儒

大德往來討論密切。 

在慧遠五十多歲的時候面臨了歷史上有名的三武宗之一的北周武帝滅佛一

事，慧遠曾犯顏抗辯與武帝辯駁佛教信仰問題之外，同時也告誡武帝他以刀劍破

滅三寶是邪見之人，會下地獄，邪見也害了無辜造業的百姓。慧遠的反抗雖然不

能搖動武帝的滅佛意向，卻深信這是時運之事，佛法絕不會因此消亡，因而隱居

到河南省西山，在那裡努力不懈地習誦《維摩經》、《法華經》。 

近六十歲時，佛教開始受到朝野各界的重視，慧遠受聘入住大興善寺，據高

僧傳記載慧遠當時在長安「仍與常隨學士二百餘人創達帝室」又「常居講說，弘

敘玄奧，辯暢奔流，吐納自深，宣讀曲盡」，成為「領袖法門」的一代大德，他

亦以「淨影寺慧遠」著稱於世。大興寺因為俊彥雲集，義學交流頻繁，慧遠便在

                                                 
3 《續高僧傳》卷十五，大正藏第五十冊，頁 548 下。 
4 「智徽，澤州高平人也。年十三，志樂出家，不希世累，住本州清化寺，依隨遠法師，聽涉經

論。」（《續高僧傳》大正藏第五十冊，頁 541 中。） 
「玄鑒，澤州高平人也。…十九發心，投誠釋種，…後住清化寺，依止遠公，聽採經論。」（《續

高僧傳》大正藏第五十冊，頁 542 上。） 
「齊主既敞教門，言承付囑：「五眾有墜憲者，皆據內律治之。」以遵學聲早舉，策授為斷事

沙門。時青、齊諸眾連諍經久，乃徹天聽。無由息訟，乃下勒令往。…齊曆將季，擅名逾遠。…

名儒大德見輒慕從，常與慧遠等名僧通宵造盡。」（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二十一〈洪

尊傳〉大正藏第五十冊，頁 61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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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研訂學習攝論學。 

慧遠駐錫大興善寺不久，鑒於那裡法會繁多，乃選擇天門之南，大街之石，

學子來往便利之處設置寺院，名為「淨影」時常在那裡講學，《續高僧傳》描寫

淨影寺教壇的盛況，可知慧遠當時教學受尊崇的程度。 

於是四方投學七百餘人，皆海內英華。…雖復興善諸德，英名一期；至於

歸學師尋，千里繼接者，莫高於遠矣。5

開皇十二年（592）春，時慧遠 70 歲，文帝本敕命慧遠「知翻譯，勘之辭義」，

慧遠因年事已高時即圓寂於淨影寺，文帝得聞噩耗，罷朝致哀，在此同時當朝大

臣李德林辭世，大帝因而慨嘆「國失二寶」，足見慧遠當時在朝野具有舉足輕重

的名望地位。關於淨影寺慧遠的著作，《續高傳》中說「所註章疏五十餘卷」二

千三百餘紙，紙別九百四十五言」，總計有二百二十萬字左右，根據《大正藏》

五十五冊所載各經錄的記載，共有十六類6。 

 慧遠的著述中比重佔最大的為經論註疏，共有十五部，而且全定名為「釋

經論」，表示慧遠十分重視對於經論的理解。其中經疏類的有十一部，其中《華

嚴經疏》、《法華經疏》、《金剛般若經疏》、《金光明經義疏》四部早已全部

佚失。慧遠認為佛說為經，菩薩說為論，凡夫自著只能稱「義章」如其云： 

                                                 
5 《續高僧傳》卷 8，大正藏第五十冊，頁 491 上中。 
6 《大般涅槃經義記》十卷，收錄於大正藏第四十四冊。；《維摩經義記》八卷，收錄於大正藏

第三十八冊。；《勝鬘經義記》二卷，收錄於卍續藏經第三十冊。；《無量壽經義述》一卷，

收錄於大正藏第三十七冊。；《觀無量壽經義述》一卷，收錄於大正藏第三十七冊。；《溫室

經義記》一卷，收錄於大正藏第三十九冊。；《仁王經述》殘一卷，收錄於大正藏第八十五冊。；

《十地經論義記》十卷，收錄於卍續藏經第七十一冊。；《大乘起信論義疏》二卷，收錄於大

正藏第七十七冊。；《地持論義記》五卷，收錄於大正藏第八十五冊。；《大乘義章》十四卷，

收錄於大正藏第四十四冊。；《法華經書》亡佚。；《華嚴經疏》，亡佚。；《金剛般若經疏》，

亡佚。；《金剛般若論述》，亡佚。；《金光明經義疏》，亡佚。 
關於慧遠著作之相關研究可以參考： 
如佐藤哲英：〈淨影寺慧遠の無我義〉，《佛教學研究》第 32、33 號（1977 年）頁 98-99 所

列表；勝又俊教《佛教における心識說の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林，1961，頁 655-668；馮煥

珍《淨影寺慧遠的行持著述及其顯實宗》一文，中華佛學學報第十五期，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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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所說者，名之為經；若餘人說，佛所印可，亦名為經，如《維摩》、《勝

鬘》等是也；若佛減度後，聖人自造解釋佛經，名之為《論》；凡夫所造，

名為《義章》。7

慧遠唯一的著述只有《大乘義章》8，《大乘義章》猶如一部佛教法義的小

百科全書，以法數類聚方式詳釋重要的佛教詞彙。《續高僧傳‧慧遠傳》說：「《大

乘義章》十四卷，合二百四十九科，分為五聚，謂教法、義法、染、淨、雜也，

並陳綜義差，始近終遠，則佛法綱要，盡於此焉，學者定宗不可不知。」9

第一節 佛性界義 

一、慧遠的佛性釋名 

慧遠的佛性思想主要出自於《大乘義章‧義法聚》中的〈佛性義〉一章，本

章置於「義法聚」之首，其內容的詮釋詳細且有系統，可見慧遠對佛性義的重視。

因此，要討論慧遠的佛性義，本文主要就根據《大乘義章》為主以及參考《涅槃

經義記》加以討論闡述。 

在印度的佛典中，論說「佛性」最詳盡的，可說是《大般涅槃經》了，中國

佛性觀念的逐步形成，主要是南北朝時期《大般涅槃經》翻譯以後，隨著《大般

                                                 
7 《大乘起信論義疏》卷上之上，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175 下。 
8 《大乘義章》全書十四卷，分教法、義法、染法、淨法和雜法五聚，共二百四十九科，教法聚

半卷共三科，羅列大小二乘教相以及三藏十二部經等內容；義法聚合三卷半，分四卷半共二

十六科，論述佛學有關「境之基本教理；梁法聚合四卷分六卷共六十科，論述佛學「行法」

中「梁法」之因與果的內容；淨法聚合十二卷分十五卷共一百三十五科，論述佛學「行法」

中「淨法」之因與果的內容。《大乘義章》在設論上不少地方明顯受到《攝論》的影響，而從

慧遠的傳記所載，可知慧遠聽受過《攝論》，可見得《大乘義章》是經過長期累積和修訂而成，

是慧遠一生的結晶。 
佛學中的「義章」是條列佛教經典的各種名相，分門別類地闡述佛學義理的一類著作，湯用

彤先生曾對「義章」下過定義和分類：「一則取一類事數，專加解釋，雖義涉諸經，而所論甚

少。二則集各經文義、各派理論，對於佛法作綜合之解釋，實為一種佛學綱要。」（湯用彤

《隋唐佛教史稿》頁 565、566。） 
9《續高僧傳》卷八，大正藏第五十冊，頁 49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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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經》的流行成為廣受關注討論的佛教議題，由於《大般涅槃經》卷帙浩繁，

其前後兩部份（前分和後分）非出自一人之手，於佛性問題所持立場並不一致。

南北朝的佛性論者各有不同的思想背景，由是各取所需，其所闡述的佛性思想和

義理角度差異很大，慧遠對於佛性問題極為重視，《大乘義章》卷一設有〈佛性

義〉一科，分五門詳加闡述，對於南北朝各家爭論的觀念議題均有詳細的討論，

並提出自己的獨特觀點，又其在《大般涅槃經義記》註釋《大般涅槃經》論及佛

性的地方，其所作的義理引申，往往頗有創意，亦有相當的參考價值。 

慧遠首先討論佛性本身字面上的意義，先將佛和性二字的涵義作一分析，顯

示佛性一詞具有多面向的意義，如文云： 

佛者，是其中國之言，此翻名「覺」。返妄契真，悟實名「覺」10

「佛」，天竺語，此翻名「覺」。覺有二義：一者覺察，二者覺悟。11

言「覺察」者，對煩惱障。煩惱侵害事等如賊，唯聖覺知，不為其害，故

名為「覺」。……12

言「覺悟」者，對其智障。無明眠寢事等如睡，聖慧一起，朗然大悟，如

睡得寤，故名為「覺」。所對無明，有其二種：一、是迷理性結無明，迷

覆實性；翻對彼故，覺知自實如來藏性，從本常寂，無為不動，故名為「覺」。

二、事中無知，迷諸法相，翻對彼故，覺知一切善、惡、無記三聚之法，

故名為「覺」。13

既能自覺，復能覺他，覺行圓滿，故名為「佛」。云言自覺，簡異凡夫，

                                                 
10《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2 上。 
11《維摩義記》卷一，大正藏第三十八冊， 頁 425 中。 
12《大般涅槃經義記》大正藏第三十七冊，617 上中。 
13《無量壽經義疏》大正藏第三十七冊，9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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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覺他，簡異二乘，覺行窮滿，別異菩薩，是故獨此得名為「佛」。14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慧遠解釋佛原來是天竺語，語義為覺、覺察、覺悟等義涵，

其中覺悟乃是相對於智障、無明而言，當智慧顯現，行者顯然大悟之際便是覺悟。

而「覺察」呢？是相對於煩惱障而言的，覺察之意是指行者保持觀照覺知的精神

力，不讓煩惱賊害入侵，不論是覺悟義或者是覺察義，均指行者能從迷理無明和

事中無知中跳轉，從迷覆眾生的真實本性及迷覆諸法的真實本相中反轉，覺悟自

身那從本以來恆常冥寂的如來藏性及覺知一切善、惡、無記三聚之法，故而稱為

覺。 

除此之外，慧遠還標舉了佛陀和二乘，凡夫的不同，佛陀的圓滿表現在其能

有覺、覺他，而二乘行者僅能自覺、不能覺他，至於凡夫行者連自覺的工夫都還

沒有達到。 

二、以種子因本義解釋佛性 

慧遠的佛性論理系統中並沒有依《大般涅槃經》的因果佛性分類方式，特意

將佛性的義涵作因果論述方式區分。然而，我們仍然可以從其對佛性義涵的分類

敘述中找到其相呼應於《大般涅槃經》之因果佛性義的地方。如其以種子因本義、

如來藏真識心來說明佛性時，很明顯的是站在眾生的角度所作的論述。又其以「如

來法身」為佛性義涵作說明時，則是將佛性置於覺者所證的境界。而又以覺性通

佛因和佛果，這樣以因果相待、因果相續的角度來架構的佛性理論和涅槃師們依

《大般涅槃經》所作的因、果佛性義敘述，頗有異曲同工之妙。以下便依《大乘

義章》的內容分別以種子因本義、如來藏真識心、如來法身、覺性、十二因緣等

說明慧遠所界義的佛性內涵。 

                                                 
14《大乘義章》卷二十，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86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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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遠認為眾生所具有的如來藏性就是佛性，慧遠直接將如來藏當作佛性來解

釋，可見得其具有深刻的真藏思想。據恆清法師的考證，佛性一詞與如來藏

（Tathagatagarbha）有密切關係。如來藏是「如來」（tathagata）與藏（garbha）

的合語，而如來又是「如」（tatha）與「來」（agata）或「如」與「去」（gata）

的合語，「如去」，意為「乘如實道而去」，指由生死到涅槃的解脫過程，「如

來」意為「乘如實道而來」指由涅槃入生死的過程。「藏」亦有二義：一為「胎

兒」（embryo），二為「胎藏」（womb），因此如來藏可譯為「如來胎兒」或

「如來胎藏」，前者象徵眾生如如來胎兒，因為它是成為如來的要因，現階段雖

處於因位，未來必定可成如來，故有「因」（dhatu）義和「所藏」義，而後者

象徵蘊藏已具足的如來智慧祖德，故有「果」義，和「能藏」義。15

慧遠認為佛性所指的就是如來的種子，為什麼是佛的種子呢，因為佛性能生

出與佛無異的覺性境界，就是眾生本來所具有的那個真實如來藏性。如文云： 

所言種者，眾生自實如來藏性，出生大覺，與佛為本，稱之為種。種猶因

也。故《經》說言：「云何名『性』？性者，所謂阿耨菩提中道種子。」

16

引文中的經，所指的是《大般涅槃經》，慧遠認為菩提中道種子就是佛性，

就是如來藏，因為，如來藏是眾生得以覺悟成佛的本據，為作佛的因，故是佛的

種子。慧遠引用大智度論的話：「亦云性者，名本人分種，如黃石中所有金性白

石銀性，一切眾生有涅槃性。」17

種子含有種性，而種性又有習種性和性種性二種，其中性種性和種子義的內

容比較相近，如文云： 

                                                 
15 參釋恆清〈大乘義章〉的佛性說〉，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 2 期，1997，頁 28。 
16 《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2 上。 
17 《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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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種性者，從體為名，無始法性說之為性。此之法性，本為妄隱，說之為

染，隨修對治，離染始顯，說以為淨，始顯淨德能為果本，目之為種。此

乃顯性以成種，故名為性種，種義不變，故復名性。18

所謂的種性呢，是具有無始法爾不變的特質，故其謂之「無始法性」，此種

性因為外緣妄隱所染而有染法，後若行者修治佛法就能離染而顯淨。始顯的淨德

是涅槃的「果本」，而且是本具清淨的性種，也就是大智度論中所說黃金中本具

金性，白石中本具銀性。換言之，慧遠以種性來解釋佛性的用意，不外乎在說明

如來藏、佛性乃是眾生與佛無異的部份，同時也是眾生本來所具有的天生賦予的

本性特質。又慧遠更把性種性和習種性分別比配法佛性和報佛性。法佛性是指本

有體性不論是在因位還是果位，都是不會改變的。種子因本義，其實與印度如來

藏學說相符19，故其云： 

體無增減，唯有隱顯、淨穢，…法佛之性轉石性種。20

三、以如來藏真識心界義佛性 

慧遠認為作為成佛之因的佛性，其自體即是真識心。如其言： 

佛因自體，名為佛性，謂真識心。21

又 

如來藏者，佛性異名，論其體也，是真識心。於此心中該含法界恆沙佛法，

故名為藏；又為無量煩惱所藏，亦名為藏；如來法身蘊此藏中，名如來藏。

                                                 
18 《大乘義章》卷九，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651 下。 
19 參恆清法師〈大乘義章的佛性說〉《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 2 期，頁 28，1997。 
20 《大乘義章》卷九，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652 中。 
21 《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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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此藏中出生如來，是故亦名為如來藏。 

如來藏能為佛因，名有佛性，如睡心中有覺悟性，亦如礦石有金銀性，如

是一切，此性是眾生自實故名為我，以是我故，一切有性即名有我。22

如來藏是佛性的同義異名，而佛性的內涵是真識心，真識心能含藏法界無量

佛法，又同時其具有覺悟的特質，可以令眾生轉無明煩惱為菩提，證得真實無礙

之法身。真識心所具的覺悟特質是眾生成佛的根據，可以說是佛因，能成就佛德

佛果，故名為佛性，如同礦石中本來具有金銀的特質一般，又如來藏真識心是眾

生與如來法身所同樣具有的，故從如來法身的角度，說此藏中生出如來名如來

藏，從眾生的角度而言，眾生實在的真識心可稱作「我」23。由此我們可知慧遠

是站在因地佛性的角度來詮釋如來藏。 

真識具有恆沙佛法的不空意，因此，可以說其真識義是偏重如來藏思想的和

傳統唯識派阿賴耶識稍有不同。我們可以從其解釋的「第八識」義及「不空義」

中得知。 

有人宣說諸法空義，以為真識。對治此執，說真不空，於此識中，具過恆

沙，一切佛法，云何名空？！故《勝鬘經》中說為不空如來藏矣。」24

慧遠所謂的如來藏，主要是針對執著偏好空的行者而說的，為對治以空為真

識的行者而說，不空如來藏為真識。另外，慧遠也對識的義涵作了一個深入的探

討。 

                                                 
22 《大般涅槃經義記》卷三，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692 下。 
23 此中所謂的我是指自實名我，也就是一切諸法體質。如經言：「我義不同凡有四種，一、自實

名我。所謂一切諸法自體。二、自在名我，謂八自在。…三、是假名集用之我，如下所說六

法中我，五陰諸法集成我人。四、外道所立神我，今所論我是其初門。」（大正藏第三十七

冊 《大般涅槃經義記》頁 692 下。） 
24《大乘義章》卷三，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54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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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識者，分別之義。25

可見慧遠認為識的含義為分別。「識」的梵語為 Vijnana，乃是動詞語根 Jna

前加字首 Vi 組成，前者的意思為了知，後者的意思為分割，因此我們可以說所

謂的「識」是指由分析所接觸對象，從而產生了別的作用，慧遠同時將「分別」

分為三重： 

云何名識，釋有兩義：一義釋云：後二雖非了別之用，而是了體，故名為

識。第二義者，八識並有了別之義，故通名「識」。云何了別？了別有三：

一、事相了別，謂前六識；二、妄相了別，謂第七識；三、真實自體了別，

謂第八識。了別既通，是故八種俱名為識。26 

由引文中可知，「前六識」──眼、耳、鼻、舌、身、意等較淺層的意識，

可以了別以事相，第七識是阿陀那識，其所分別的是真與妄。至於第八識，所指

乃阿賴耶識，也就是真實自體的了別。換言之，我們可以由慧遠第八識的解釋中

明白，其對阿賴耶識的詮釋所謂的真實自體，其實就是真識心。另外，慧遠又用

神知一詞來界定「識」，在〈八識義〉中有言： 

所言識者，乃是神知之別名也。27

可見得神知其義為了別，如果心具某一義的了別，也表示心具某一義的神

知，故其在《大乘起信論義疏》中認為，真識心具有真實識知的功用，而識知就

是「神知之靈」，也就是以真識心所界義的佛性具有靈妙的神知作用，而且是真

實無虛偽的特質。故其言： 

                                                 
25《大乘義章》卷四，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547 中。 
26《大乘義章》卷三，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525 上。 
27《大乘義章》卷三，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52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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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有偽，名為「真實」；神知之靈，名為識知也。28

另外，慧遠又以第八識阿賴耶識來說明其亦為真識心，如來藏的異名，如其

在第八阿賴耶識的九種譯名，如文云： 

「阿賴耶」者，此方正翻名為無沒，雖在生死，不失沒故，隨義旁翻，名

別有八： 

一名藏識：如來之藏，為此識故，是以楞伽經言：如來之藏，名為藏識，

以此識中涵含法界恆沙佛法故，名為「藏」。又為空義所覆藏故，亦名為

「藏」。 

二名聖識：出生大聖之所用故。 

三名第一義識：以殊勝故，故《楞加經》說之，以為第一義心。 

四名淨識：亦名無垢識，體不染故。故（《勝鬘經》）說為自性淨心。 

五名真識：體非妄故。 

六名真如識：（《起信論》）自釋言：心之體性，無所破故，名之為「真」；

無所立故，說以為「如」。 

七名家識：亦名宅議，是虛妄法所依處故。 

八名本識：與虛妄心為根本故29。 

由引文中我們可以得知阿賴耶的稱呼共有九類，且多半依據其所具有的特性

                                                 
28《大乘起信論義疏》，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194 中。 
29《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524 下～52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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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立，除了「無沒識」語出何典，現今尚無法考證外，其它旁翻的八種名字，

根據日本學者吉津宜英的考證，我們可以得知，其它旁翻的八個名稱所出的典

故，大部份都出自如來藏的系統，分別為： 

（1）藏識：四卷本《楞伽經》、《勝鬘經》。 

（2）聖識：《楞伽經》。 

（3）第一義識：四卷本《楞伽經》。 

（4）淨識：《勝鬘經》。 

（5）真識：《楞伽經》。 

（6）真如識：《起信論》。 

（7）家識：佛陀扇多譯《攝大乘論》、真諦譯《轉識論》。 

（8）本識：十卷本《楞伽經》、真諦譯《攝大乘論》。30

此八種譯名中，前六種均是出自如來藏系典籍，而且原出處大都不是用來直

接稱呼阿賴耶識的，又後二類名稱「家識」、「本識」原出處是瑜伽行論典的《攝

大乘論》，表示了慧遠所認知理解的阿賴耶識，其實就是如來藏真識心的內容，

因此其以「無沒」來翻譯阿賴耶識，即指在輪迴生死之中常「無」失「沒」的識

體，也就是真識心，也就是佛性義涵。一方面佛性具有涵攝恆河沙數的佛法功德，

是第一義最殊勝的心識。一方面，佛性又是完全清淨，無有污穢真實無妄，無生

無滅的真如，是生死虛妄法存在之所依，是虛妄心識活動的根本。因此，我們可

                                                 
30 吉津宜英〈大乘義章八識義研究〉，《駒澤大學佛教部研究紀要》第三十號（1972）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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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說慧遠以為所謂的阿賴耶識就是如來藏真識心，就是佛性。其和傳統的瑜珈行

派經典，將阿賴耶識釋為染污種子識以及修行對治對象有所不同。 

總之，慧遠所謂真識心的識就是指阿賴耶識。 

四、以如來法身釋佛性 

如來法身就是佛果自體，所謂「法身佛」，慧遠在《大乘義章》卷十九〈三

佛義〉一科有言： 

法者，所謂無始法性。此法是其眾生體實，妄想覆纏於己無用，後息妄想，

彼法顯了，便為佛體，顯法成身，名為法身。法身體有覺照之意，名「法

身佛」。31

法身佛，是指覺悟了法性的佛體，能於自身之中完全顯現法性者。法身佛之

中的「法」字就是指無始以來常存的法性，這法性乃眾生本來具足的，只因為妄

想纏覆還未顯現發用而已。如果妄想止息了，法性就自然而然顯現出了，法性因

覺照而自然顯現之身就叫做「法身」。 

慧遠從果的角度來詮釋時，所定義的佛性即是法身、法身佛，如文云： 

佛果自體，名為佛性，所謂法身。32

這樣對佛性的定義《勝鬘經》所說的「如來法身不離煩惱藏，名如來藏。」

33是如出一轍的，眾生無始以來本具有成佛的法體，此佛體不但具足無量的恆沙

佛法，而且有積極性的覺照作用，因此能達到止息妄法，顯了佛法的佛果。又恆

                                                 
31 《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837 下。 
32 《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2 上。 
33 《勝鬘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22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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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法師認為，慧遠所說的法身覺照，即是《大乘起信論》所說的「真如內覺的作

用」。34

另外，對於法身的解釋，慧遠在《大乘義章》卷十八〈涅槃義〉中有言。 

顯本法性以成其身，名為法身。 

一切諸功德法而成身，故名為「法身」35

又在《大般涅槃經義記》卷三中有言： 

佛性真我，名為我性，此之我性，據佛以論，即是諸佛法身自體，以佛法

身共眾生體無二性故。36

又《維摩義記》卷四末中有言： 

眾生之體從來常淨，無障無染，即是諸佛圓淨法身。37

由上述的引文中我們可以得知，法身佛就是指眾生法性的完全彰顯，沒有污

染的境地，同時是由果的角度來探討的，當眾生去除了一些的無明遮障，成就一

切圓滿功德之身就是佛身、法身，也就是佛性真我的展現了。 

慧遠認為眾生和佛在本質上本來就無二無別，只不過從佛的角色來探討時，

將佛性界義為諸佛法身自體，而此時的法身自然是功德圓滿無礙的境界，故說是

「以一切功德法而成身」又說是「諸佛圓淨法身」。 

                                                 
34 釋恆清《大乘義章的佛性說》，佛學研究中心學報，1997，頁 31。 
35 《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820 下。 
36 《大般涅槃經義記》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697 上。 
37 《維摩義記》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50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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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慧遠從果的角度界義佛性為法身、法身佛。佛的本體之所以被稱為

「法」，是因為它是無始以來常存的真實法性。這真實法性是眾性的真實自體，

只不過眾生因受無明妄想所覆纏，未能將佛性顯現出來，而佛陀乃是一止息妄想

之人，故真實法性得以顯現，由此而成就的身，就稱為「法身」。又法身有覺照

的特性，故稱為佛，由是也可以稱作是「法身佛」。 

值得注意的是慧遠認為眾生被妄想覆纏，隱而未現的是法性，也就是《勝鬘

經》所說的如來藏。38又以為眾生的心體是本來具足過恆河沙數量的佛法功德，

原來是覺，只是被無明煩惱所覆蓋，覺性尚未展現，倘若一日無明煩惱消除之際，

真心能夠如其本性的顯現便是所謂的法身佛了。 

法身之所以能夠用來界義佛性主要是因為法身是佛的本體，是法性的圓滿彰

顯，是最究極的真實，是無始的，沒有形相分殊又具有一切功德。39如此佛的本

體是和眾生不異，是眾生本來具有的如來藏，只要眾生能去除無明妄念，佛性就

會如其自身的顯現。如其言： 

法身色者，如來藏中具過恆沙眼、耳等法。故彼《如來藏經》說言：眾生

身中有如來眼、耳等。如模中像…故《涅槃》云：佛性亦色，色者眼見。

彼色顯了，關於沒有形相分殊觀點，說為諸佛法身之色。40

慧遠認為法身有色的一面，是因為法身為如來藏的「色性法門」顯現所成就：

它雖然沒有形色相，而能出生法界無窮盡的色。經藏中所提到佛所成就的法界諸

根，便即是法身色，關於如來藏具有色性，為法身色所本。 

                                                 
38 《大乘義章》卷十八〈三佛義〉中言：「…後息妄想，彼法顯了，便為佛體，顯法成身。名為

法身。如《勝鬘》說：隱如來藏，顯成法身。…法身體有覺照之義，名法身佛。」大正藏第

四十四冊，頁 837 下。 
39 《大乘義章‧涅槃義》中說法身色者，如來藏中色性法門，顯成佛體，體雖是色，而無色相。…

諸佛證得成就法界諸根相好即法身故。又此法中出生法界無盡色，故名像色法。（大正藏第四

十四冊，頁 815 中。） 
40 《大乘義章‧無上菩提義》卷十八，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829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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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覺性界義佛性 

除了上述以佛因的角度和佛果的角度解釋佛性外，慧遠另外採用一通於佛因

和佛果的論述角度來界義佛性，而此通於佛因佛果的佛性就是覺性。如文云： 

通就佛因佛果，同一覺性，名為佛性。其猶世間麥因麥果同一麥性。如是

一切當知，是性不異因果。因果恆別，性體不殊。41

引文中所言，不外乎在說明不論是屬於佛因的真識心，還是從佛果角度來詮

釋的法身佛性，其本質上都是一樣的，佛因佛果所詮釋的佛性雖然有染淨隱顯的

不同，卻具有相同的覺性，就如同麥芽和麥果，雖然展現的形相不同，但其本質

性並無不同。 

另外，關於覺性的敘述，慧遠在《大乘義章‧三佛義》中也有相關的看法： 

法身離相為空，而體實有。所謂有於過恆沙法，此法皆依真心說之，真心

體是神知之性，能有覺照，故得名「覺」。是義云何？是心體中從本已來，

具過無量恆沙佛法。心於彼法性，同體照明，由來無障，………性雖照明，

而為無明闇障所覆，相似不覺，後除闇障，彼心顯了，始顯真心，如其本

性，內照法界，故得名佛。42

何以說覺性可以解釋為佛性？慧遠認為從果的角度所論述的法身佛是以覺

照為性，而如來藏真識心具有神知之性能夠覺照，所以又名為覺。因此，可以說

覺性乃貫通佛因義和佛果義的佛性。 

如來藏真識心和法性同體，本質上是朗然無礙的，就因其具有照明的作用，

                                                 
41 《大乘義章》卷 1，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2 上。 
42 《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83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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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稱作「覺」。而一般眾生的如來藏真識心，受到無明所隱覆所以隱在卻不覺，

無法彰顯。當無明消除，真識心顯了，就能夠彰顯本性、覺照法性。如此，自是

成就了法身佛。由此可知，有同一覺性，隱時為「佛因」，顯時為「佛果」，因

果有分殊差別，但其覺性的內涵則沒有差別。 

這樣以覺性貫通佛性因體和佛性果體的概念，在其以「增一法數」敘述佛性

的體狀中，其所謂「一門」也有類似的概念。 

所言一者，雖復緣別染淨之殊，性旨一味，湛然若虛空，故云一也。43

此表示慧遠認為佛性的表現方式，因外在因緣或有染淨相的不同，但其本質

上則沒有差別，故其言「性旨一味」，若要說明佛性的內涵，或者可以湛然如虛

空涵蓋說明，其中「性旨一味」就是指諸法的體性，或可以說其意同等於貫通因

佛性和果佛性之覺性。 

六、以真性釋佛性 

又慧遠在解釋佛性時將列屬佛果的佛性義涵，以「真」、「真德」來詮釋。

如文云： 

自德名真，隨化所現說以為應，真則是其法門之身，應則是其共世間身，…

法門身者，如世陰陽五行等法，亦如一切眾生體識，心雖是有而無一相，

雖無一相而實有之，共世身者，隨化所現，同世色像。或時似天或復似人。

如是一切，雖現眾相而無實。雖無一實，無所不為，如涅槃說，如來非天

非不天，非人非不人，如是等比，是其義也。44

                                                 
43 《大乘義章》卷一，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1 下。 
44 《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838 下～83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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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引文中可知真性所指即終極真實之謂，真性是法身之德，從佛果角度來說

它的展現稱為法身，從眾生體識來說，真性就是真識心，是眾生所本有的。另外

真性來詮釋的法性有另一特色，那就是其乃「遍滿法界全體」而無所不在。因為

真性是無所不在的，故能應化各種形象，如似天如似人。不論是以何種形象的展

現，其真性並不會隨外緣的改變而有所沒變，故其言真性乃終極真實又沒有形象

分別。 

又真性就是真識之性，乃法佛、應佛、報佛之體，同時也是佛能夠起種種法

門，變化種種形象的根據。如文云： 

三佛皆用真識為體，真識之心，本隱今顯，說為法身，即真心。為緣薰發，

諸功德生，說為報佛，地經宣說，莊嚴具譬，正顯此義。如來藏中真實緣

起法門之力。起種種化，說為應佛。如涅槃說能建大義。種種現化，即其

義。45

真性隱藏不現時稱作真識之心，而真性顯現時便稱作法身佛。又真性之義，

其實就是如來藏中真實緣起的法門之力，其具有真實性、莊嚴性，以及種種變化

的能力，因此對慧遠引了涅槃經的經文說真性「能建大義，起種種現」。 

另外，慧遠還解釋了真性之「真」的義涵，如文云：  

據凡論體，體為惑隱，而後顯時，淨德為本，故但名性，不得名佛，就佛

以望，凡夫之體，由來常淨，本來是佛。故涅槃云：有苦有諦，有實乃至，

有道有諦有實。是實諦者，即是如來虛空佛性，約法論真。真名實諦。據

凡論之，實為情隱，說為佛性，就佛而辨，實本常淨，故苦等實即是如來。

                                                 
45 《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83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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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實論實，實體離相，即名虛空。46

又 

凡佛相異，真體不殊，莫不皆以如來藏性，佛之為體。47  

由引文中可以得知慧遠所認知真性的「真」，其義就是實諦，也就是真實不

虛的意思。慧遠認為真性就是實諦，就是如來虛空，佛性也是如來藏性、佛之體。

之所以以「真性」來解釋佛性的原因，不外乎說明佛性之體具有真實不虛的實在

性，不因外在形式的改變而有所更易，是真實不虛地存在於眾生之中，凡夫因受

無明障蔽，真性才隱而不現，而佛因無障蔽展現出實體常淨的境界，然而不論是

凡夫亦或是佛陀其本質上的真性體，也就是如來藏體並沒有不同，同時真性（佛

性）是眾生之所以成佛的根據，故說是佛之體也。 

七、以十二因緣界義正因佛性 

慧遠在《大乘義章‧佛性義》第四明因一門中討論了何謂正因佛性，如文言： 

言因性者，所謂十二因緣，能與菩提作因緣，故名為佛性。48

又其解釋道，何謂正因，有言： 

言緣（因）正（因）者，親而感果，名為正因，疏而助發，名為緣因。49

這裡說的，正因「親而感果」，緣因「疏而助發」，可見慧遠以為「正因」

是親因，緣因是指「助因」，這樣的理解和《大般涅槃經》的說法，理解無二。

                                                 
46 《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843 中。 
47 《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843 中。 
48 《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3 下。 
49 《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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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們可以得知慧遠把正因佛性的內涵定義為十二因緣，如文云： 

所謂生死十二因緣，能與菩提作因緣，故名為佛性。是以經言，譬如胡瓜

能與熱病作因緣，故名為熱病。因緣亦爾，問曰：因緣是虛妄法，云何能

與菩提作因？然彼生死十二因緣起，由妄情託真如立。故經說言：十二因

緣，皆依真實第一義心。就妄論之，雖是虛構；據真緣攝，斯無不實，窮

緣悟實，便成大覺，是故因緣能成為佛因。故經說言：因者，所謂十二因

緣也。50

由引文我們可以得知慧遠認為，十二因緣之所以可以作眾生的正因佛性，就

在於其從真實如來藏的角度而言十二因緣依止於第一義心，也就是如來藏真識

心；又其由虛妄的角度而論，十二因緣指無明、行及至老死的十二因緣法，這些

緣起法雖是虛妄法，但都是真心隨緣而起，是依記在真如上而成立運行的。如果

行者能夠體悟此理，同時也能攝緣歸真，了解其具有「覺」的一面，同時能夠窮

究此覺性，就可成就大覺，究源得實便得涅槃，也就是因此慧遠將十二因緣視作

正因佛性的內涵。 

另外，慧遠還認為眾生若正觀十二因緣法離妄得真，自可得涅槃，如文云： 

良以眾生真妄集成，其猶礦石。真妄成故，能為離妄淨德之本，故曰正因。

51

眾生和十二因緣同理，有真與妄兩面，從真的角度來看，眾生如同十二因緣

理，妄真集成眾生，雖是虛妄卻是依止於真如上運行，說明眾生皆具有如來藏真

識心，由於「真」識心隨緣，於是有種種煩惱，虛妄相的變現，而有真妄集成，

又眾生既然有真的一面，便可以作為佛的「離妄淨德之本」，故說十二因緣與眾

                                                 
50 《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3 上。 
51 《大般涅槃經義記》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83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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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均為因佛性。 

八、小結 

綜觀慧遠對「佛性」一辭的界義，我們不難發現，慧遠承襲了地論學學統一

貫的作法以「如來藏真識心」的角度來闡釋《大般涅槃經》佛性正因的義涵。52

同時又以「覺性」來貫通因佛性和果佛性。慧遠認為「覺性」是眾生能夠成

佛的根據，覺性是「佛性自體」、是「種子因本」。不過當眾生被無明煩惱所覆，

覺性便沒有彰顯在具體表現上。當煩惱消除，如來藏覺性顯現，便是證得佛果。

因此說如來藏是佛之正因，覺性是佛果自體。 

如來藏，覺性在因時是隱，在果時是顯，表現方式雖隱顯有分殊，其為明覺

則始終如一。因此說十二因緣，眾生均是染妄集成的。如來藏在因時隨緣變現出

各種世間的虛妄之法，但不改其自性清淨的本質。又眾生，十二因緣的存在雖是

虛妄，但均是如來藏真心在因時所變現，而且不論展現的方式是染亦或是淨，它

們的體性都是湛然而平等的，只有佛才能覺照。 

慧遠在界義佛性的義涵時，不論是種子因本義、佛因自體義、覺性義、真性

義，都不能離開如來藏真識心來討論。如此，我們可以說慧遠在處理佛性的課題

時，所採取的乃是以如來藏真心思想為本位進行、梳釐和處理的。 

第二節  慧遠佛性思想的特質 

在討論了慧遠對佛性的界義後，本節主要在討論慧遠所界義的佛性內涵有何

特質？對當時南北朝各家學派討論的佛性思想作出什麼樣的回應？又其對《大般

                                                 
52 慧遠《維摩義記》中，便直接說明如來藏性乃佛之正因：「如來藏性是其真實。此佛正因，故

佛從生」。（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444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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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經》佛性思想的詮釋上有何承襲與超克之處？ 

一、佛性思想具恆常性 

慧遠在《大乘義章‧佛性義》卷三中曾言佛性的「性」有不改的義涵。換言

之，佛性之體不論是在因位還是在果位，都具有恆常不變的特質。如文云： 

不改名「性」，「不改」有四：一、因體不改，說之為性：非謂是因常不

為果，說為不改；此就因時，不可道緣返為非因，故稱「不改」。故經說

言，若殺眾生，喪滅佛性，無有是處。又復說言，因不改者，得果之時，

因名雖改，因體不亡，因體即是，如來藏性顯為法身，體無變易，非如有

為得果因謝，就體以論，故名「不改」。53

佛性恆常不變義，並不是指因和果之間不相互通變，因不為果，果不為因的

義涵，而是指作為佛性的如來藏真識心，不會隨著外在環境因素而改變，也就是

說佛因自體具有隨緣不改的特質。作為佛因自體的如來藏真識心，永遠都是常而

不變的，不會消逝的，雖然其在跟無明等妄緣合和時，會集起生死界的種種染污

法，但其覺性始終沒有轉變，故說不改。 

慧遠還舉了《大般涅槃經》的例子說明「如來藏性」只有隱顯的差別，沒有

存亡的差別，即使是犯殺戒的眾生，其如來藏性仍無有變易，換言之，佛和犯殺

戒眾生同具覺悟的如來藏佛性，足見得佛性具有平等而恆常的特質。 

除了佛因自體隨緣不改之外，佛性還有得果不改的特質，即當如來藏真識心

全體朗現，證得法身佛這佛果自體時，作為佛因自體的如來藏真識心，並不會在

得證佛果時謝滅消失，故其引《大般涅槃經》中言「得果之時，因名雖改，因體

                                                 
53 《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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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亡」，而論「不改義」。 

除此之外，慧遠還論述了以佛果角度討論的佛性一樣是常然不可壞的。如文

云： 

果體不改，說名為「性」，一得常然，不可壞故。54

隱為因體的佛性固然以「隨緣而不變」說明其清淨的特質，而作為法身的佛

果，也可以「不變而隨緣」，故說佛性果體不改。 

另外，慧遠還論述了通於佛因佛果的覺性自體，諸法自體的恆常義如文云： 

就因果自體不改名性。如麥因果麥性不改，以不改故，種麥得麥，不得餘

物，如是一切，佛性亦爾。佛因佛果，性不改故，眾生究竟，必當為佛，

不作餘法，經說佛性旨要。55

此中所言，說明了眾生本具佛性，如同麥的種子，必當長成麥穗的道理一樣，

作為通於佛因佛果的覺性自體，無論是在因位，還是在果位，始終如一，如種麥

得麥的原理一樣，以眾生本有如來藏自性心最終定當成佛的角度說佛性乃具恆常

不變的特質。眾生依著佛因佛果自體不變而得以究竟成佛。 

又其在諸法體實不變的角度中說佛性具有恆常不變的特質時有言。 

通說諸法體實不改名「性」，雖復緣別內外染淨，性實平等，湛然一味，

故曰「不改」56

                                                 
54 《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2 上中。 
55 《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2 中。 
56 《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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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了法界森羅萬象的呈現，就是佛性的展現，因此，所謂諸法自體不改，

就以法爾如是的角度，法界萬物的存在狀態，又真識心隨緣所生的萬有，雖然表

面上有內外染淨的差異，但其真實體性則沒有分別，是平等一味的，深遠不可測，

故說「不改」。 

總之，不論從因體的角度、果體的角度，萬法自體的角度或貫通因體果體的

角度，來討論佛性的特質均可以發現並證明，佛性具有恆常不變的特質。 

二、佛性思想具超越性 

本小節主要在討論慧遠所主張的如來藏真性緣起的觀點，如何看待世間的事

物以及其如何對待南北朝眾家論師對空有的主張，運用破與立的應對方式，來突

顯佛性思想所具有的超越性特質。 

欲了解慧遠佛性特質具超越性的主張，必須從其對空有二諦的看法中了解。

關於這方面的內容，主要表現在《大乘義章‧二諦義》： 

言：「二諦」者，一是世諦，二第一義諦。然世諦者，亦名「俗諦」，亦

名「等諦」。…第二義者，亦名「真諦」。57  

由引文中可知，所謂二諦，即是「世諦」和「第一義諦」兩種諦；前者又稱

「俗諦」、「等諦」，後者又稱「真諦」。 

又關於「世諦」的稱謂，慧遠認為「世」有時間的意思。眾生界的事相生滅

有時具有時間的故名「世諦」，又世有「世人」的意思，因此世諦是指世人所知

曉一切事相；也就是「世俗」所知的諸法，他們各各不同，不可以一一分別論述，

                                                 
57 《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8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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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概括而論，稱名為「俗諦」、「等諦」。58

至於和世諦、俗諦名稱相對的「真諦」、「第一義諦」，慧遠也解釋其義： 

「第一」是其顯勝之目，所以名「義」，「真」者是其絕妄之稱。59

由引文可知，所謂的「第一」標示了此諦具有殊勝性；而標示「真」呢？則

代表此諦是絕去虛妄，真實不虛的。因此，我們可以得知慧遠的「第一義諦」、

「真諦」是指殊勝的，無虛妄的理境。 

慧遠以如來藏真識心為依據討論真諦和世諦之間的關係，有依持和緣起二

類，主張世間事物為真性如來藏隨緣變起的妄相，如文云： 

第四宗中義別有二：一依持義、二緣起義。若就依持以明二者，妄相之法

以為能依，真為所依。能依之妄，說為世諦；所依之真，判為真諦。……

若就緣起以明二者，清淨法界如來藏體緣，起造作生死涅槃。真性自體，

說為真諦；緣起之用，判為世諦。60

這裡慧遠依能所和體用來區別依持義與緣起義。以真性如來藏為真諦，以世

間妄相存在為世諦，又真妄之間具有依持的關係，所謂的依持是指妄相世諦法是

依附如來藏真諦而存在。就能所而言，如來藏是所依妄相是能依。就體用的角度

而言，妄相世俗法是如來藏真諦法隨緣造作所生起的，如來藏真識心是體，妄相

世俗法是用。 

                                                 
58 「「世」名為時，事相諸法，生滅在時，就時辨法，故云「世諦」。…又云「世者，是其世

人一切事法，世人所知，故名「世諦」。」（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82 下。）  
 「言「俗諦」者，「俗」謂世俗。世俗所知，故名「俗諦」。言等諦者，「等」謂齊等，統

攝之義。世法非一，不可別論，等舉諸法，故云「等諦」。」（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82

下。）  
59 《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82 下。  
60 《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8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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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所有的依持義和緣起義，我們可以得知慧遠的如來佛性義，具有超越既

定規範的能所體用關係，其既是體、是所，也可以生起用和能，真妄乃隨緣開展

的運行方式不同所展現的不同樣貌。而非相互對立的關係。 

另外，如來藏真識心和有無之間的關係如何呢？其以為作為佛性義涵的如來

藏真識心具有「無」的特質，同時也具「有」的特質，有無二諦之間的關係是超

越空有二邊與空、有是不即不離的。說如來藏佛性是「有」，因它具有恆河沙般

眾多的佛法功德，又說如來藏真諦法是「無」，有五個面向，其一是如來藏佛性

義「無」凡夫妄計的我體。其二是如來藏真識佛性義「沒有」凡夫以及立性宗所

肯認的實性。61其三是如來藏佛性「沒有」小乘行者所肯認的假相，其四是如來

藏佛性乃「無」妄想。其五是如來藏佛性所具有佛法功德為同一體性，「無」彼

此分別。 

慧遠所界義的真諦和俗諦之間也非絕對的悖離與對立，而是有著「不即，不

離」的關係。如文云： 

…兩種二諦，一者依持，二者緣起。…依其起妄，即妄辨真，得說不離；

真妄性別，得云不即。…若就緣起，二諦相望，得言相即。即體即用，用

即體故。62

由引文中我們可以得知，作為真諦的真性如來藏和作為俗諦的世間妄相，兩

者之間存在著「緣起」和「依持」兩種關係。從「依持」的視角來看，妄相世諦

法乃是依著如來藏真性法而起現的。換言之，由妄相俗（世）諦法的存在可以推

知有如來藏真諦法的存在所以說二者是不相悖離的「不離」。 

另外，如果從染淨的角度來看，妄相世諦法是染法，是虛妄法；而如來藏真

                                                 
61 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84 中下。  
62《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8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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諦法是淨法，二者的本性不同，故又可以說是「不即」。由此我們可以得知作為

佛性內涵的如來藏真性具有超越能所依持相對待的特質，和世間（法界）的萬法，

保持著不即不離的關係。 

至於從「緣起」的關係來看，作為佛性內涵的如來藏真諦法是體，而妄相世

諦法乃是從如來藏隨緣所起的相用，因此佛性和法界萬法事相間的關係是即體即

用、即用即體的，故佛性的特質在於其超越了體、用壁壘分別的現象，從而說其

具有超越空有、能所、體用二邊相對的特質。 

除此之外，佛性所具有的超性特質還表現在法身佛乃非色非心之上：慧遠論

述了法身佛乃是超越色、心二元範疇的，是非心非色的，如文云： 

真如之空，絕離一切心等相，是其非色非心之法。63

說法身有非色非心的一面，因為作佛性義涵的法身和如來藏真識心一樣，有

空的一面，為遠離所有世間色、心之相，例如世間色的形體相和質礙相，世間心

的攀緣相和慮知相等。 

由以上的引文可知，慧遠說法身佛有非色非心方面的特質，不外乎在突顯作

為佛性義涵的法身佛具有超越心、色二元思維模式。顯示了佛性和世間色法、心

法殊異，並卻不是否定其具有色性和心性。其和心、色二面並沒有矛盾，而是不

落入二方之任何一局宥之間，具有非心非色的超越性格。 

慧遠，以如來藏真識心的觀點為理據，主張法身有色的方面，具有色質性，

能變現各種色法，從而法身佛便能夠生起法界的無窮盡色相。究其實，慧遠並非

認為作為最究極真實的如來藏佛性以及法身佛是一種色法。此從其所認知的法身

                                                 
63《大乘義章》卷十九〈三佛義〉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83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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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沒有色性存在所必須的質礙相和形體相可以得知。64

以上所述就是慧遠佛性思想具的超越性特質，主要分以如來藏佛性思想義涵

乃超越能、所；體、用；有、無二邊相對待，同時又以佛果角度論述的法身佛性

乃超越色、心二法，二大部份來論述，強調了佛性義涵，具有超越性的殊勝。 

三、佛性思想具多面展現性 

南北朝時代各家論師對於佛性是本有的或始有的，產生了極大的論爭，又佛

性到底屬因地還是屬果地也有不同的看法，各家論師多半執持己見，站在自己的

立論點論述佛性。很難得的是慧遠所論述的佛性義涵所採取的論述角度客觀而多

面，運用不同視角的探討佛性義涵，讓佛性義涵擁有更豐富而多樣的面貌。此部

份的論述主要出現在《大乘義章‧佛性義》中所討論佛性的體狀單元以及〈三佛

義〉中佛身的隱顯部份，首先，慧遠對於當時論師所主張的三種佛身同是本有的

說法；或法身佛是本有而報應二身佛是本無的說法；以及三種佛身同是本無的說

法表示不認同。慧遠認為佛性在果地而言的法身佛依不同的因緣會有不同的呈現

方式，不可以直接定言佛三身是眾生原來所有或原來所無。如慧遠在解法身佛時

有說： 

若論法佛，亦有無，是義云何？分別有三。第一、約緣就實分別。約緣論

實，實為緣隱而後顯時，淨德為本，但名佛性，不得名佛。故經說言，眾

生佛性，不名為佛。就實論實，實外無緣，無緣覆真，更何所待而不名佛。

故經說言，一切眾生即菩提相，即涅槃相，佛亦如之。65

由引文中可知佛性從緣和實不同的角度，看待有不同方式的呈現。從緣的角

                                                 
64 《大乘義章》卷八〈五陰義〉中界定何謂為色時有言：「質礙名「色」。又復形現，亦名為

色。」（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6214 上。） 
65《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84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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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來看，眾生因妄緣隱蔽，其如來藏真實自體，使本有的淨德不能表彰，故只可

以說眾生有佛性，但不可以說眾生是佛。又如果從「實」的角度來看的話，眾生

所具有的如來藏真識心乃究極的真實，一切皆實，無有法可以覆蓋之，所以稱眾

生本來是佛。又引了《大般涅槃經》所說一切眾生即是菩提相，即是涅槃相來證

明之。既而慧遠又以始終分別的角度來討論佛性，如其言： 

二、約一人始終分別：據始論之，實為情隱，在隱未了，不得名佛；終至

佛返望，從來無情，由來是佛。故經說：凡夫成佛前，菩提為煩惱性，聖

若成佛時，煩惱是菩提。又經亦言，佛知眾生即菩提相，不復更滅。不更

滅故，本是涅槃，佛亦如之。66

從始的角度而言，凡夫的修行還只是發始的階段，如來藏真識心佛性仍然受

到妄緣所覆蔽，處於隱而未顯的狀態，故還不能說凡夫就是法身佛。然而若從終

的角度來看，已修行至佛果階段的行者，返望先前還未成佛之時覆蔽如來藏佛性

的那些煩惱遮障，那些妄緣，就會發覺遮障妄緣並非真實的存在，煩惱其實就是

菩提，故可以說眾生本來與法身佛無異。 

最後，慧遠從凡佛分別的視角來詮解佛性之有無，如其言： 

三約凡佛二人分別：凡佛相異，真體不殊，莫不皆以如來藏性佛之為體。

據凡論體，體為惑隱；而後顯時，淨德為本，故但名「性」，不得名「佛」。

就佛以望，凡夫之體，由來常淨，本來是佛。故涅槃云，有苦有諦，有實

乃至有道有諦，有實，是實諦者，即是如來虛空佛性，約法論真，真名實

諦。據凡論之，實為情隱，說為佛性。就佛而辨，實本常淨，故苦等實，

                                                 
66《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84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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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如來。67

由引文中可以得知，慧遠認為凡夫和佛陀雖然有差別，但是從如來藏真實自

體的角度來說，凡夫和佛陀所具有的並沒有任何的差別。從凡夫的立場來看，如

來藏真實佛性因為受到遮障妄緣所覆，故其本有的淨德並未顯現。因此只可以說

凡夫有佛性，卻不能說凡夫即是法身佛。那麼如果我們從佛陀的層面來看，佛陀

眼中所見的凡夫和覺悟者在如來藏佛性上並沒有不同，自始至終都是恆常清淨，

與佛無異的，因此從這個視角來看，凡夫本來有法身佛。 

慧遠在引文中多次提到「實」、「體」，又提到「緣」、「情」、「惑」等，

前二者，當指作佛性義涵的如來藏真識心；後三者則是指迷覆眾生真實如來藏佛

性的妄緣，引文中分別由「緣實分別」、「始終分別」、以及「凡佛分別」三部

份闡述說明佛性從不同的角度展現不同的風貌現象，斷不可定然以單一現象斷定

是非有無。由此可知，慧遠在論述佛性的表現方式時，所採取客觀超然的立場，

說明了佛性在不同的角度，不同的情況下，會有不一樣的詮釋和展現。 

佛性思想的多樣面貌，還表現在慧遠所論述的佛性的體狀、內容中，其以為

佛性的體狀，可以「能、所」、「體、用」、「對、果」、「染、淨」二門相對

方式解釋，如文云： 

（一）约染淨緣論 

關於佛性所具有的染、淨兩門，慧遠解釋道： 

約緣分二：緣有染淨，「染」謂生死，「淨」謂涅槃。生死、涅槃體皆是

                                                 
67《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843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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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故。68

由引文中可以得知慧遠認為佛性本來是一味湛然的，因受到外在因緣的影響，會

有生死染門或涅槃淨門的表象差異，但究其內容則其體性乃均為如來藏真識心。

因此染、淨的二方面表彰現象是依據覺性隨緣而說的，覺性和妄緣和合就會生起

染污法，有染污法就生死。當覺性脫離妄緣，不再起染污作用，其本然的澄明性

得以顯現，自然可以證悟涅槃，這就是佛性淨的一面。 

（二）约能所而論 

對於佛性能知所知分二門論述，慧遠說： 

能所分二：一能知性、二所知性。能知性者，謂真識心。以此真心覺知性

故與無明合，便起妄知，遠離無明，便為正智。…此能知性局在眾生，不

通非情。…所知性者，謂如法性、實際、實相、法界、法住、第一義空、

實諦等。…此所知性，該通內外。69

如果以能所的角度來討論佛性，則不難發現能知性指具有真心覺知特性的真

識心，又真識心如果和無明染法相合，便會起妄知而淪於生死。相反的，若能和

淨法相應，便會起正智而進入涅槃，又能知性的範圍乃包括了作為佛因自體的真

識心和作為佛果自體的法身佛，以及通於佛因佛果的覺性自體；至於所謂的「所

知性」所指乃法界的一切事物，此所知性如虛空遍一切處，故能涵攝有情和無情，

換言之，法界之一切色法，非色法者都是屬於所知性的佛性範圍。 

（三）约對果而論 

                                                 
68《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2 下。 
69《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2 下。 

 345



佛性若依對果的角度而言，有法佛性和報佛性二類，法佛性在前文論述佛性

界義時已討論了其內涵，法身佛乃是眾生本具的覺性顯了，從而成就的佛身，以

覺照為本性，法佛性和報佛性的法體無有差異，只有隱顯淨穢的不同如文云： 

一法佛性，二報佛性。法佛性者，本有法體，與彼法佛體無增減，唯有隱

顯、淨穢為異。如礦中金與出礦時，體無多少。…報佛性者，本無法體，

唯於第八真識心中有其方便可生之義。如礦中金有可造作器具之義，非有

器具已在現中。如樹子中未有樹體，唯有方便可生之義，若無生性，雖以

無量百千方便，佛不可生，如燋種中樹不可生。70

眾生所具的覺性，本來就具有法身佛的體性跟法身佛是一體，只有在隱或在

顯的差別，如同礦中的黃金和出礦的黃金是同一黃金，只有在土中或出土的差

別，故說它是「法佛性」。 

其次，眾生所具有覺性，雖然本來沒有報身佛的功德，但經由修行也可以生

起報身佛的德性，如同礦中的黃金，雖然本來沒有器具的形狀，但經由採拮提煉

後可以製作成各式各樣的器具。又引用涅槃經中的例子，樹的種子雖然沒有樹的

形狀，但經由下土、澆灌等方便因緣的助力，自然可以長出樹來，所以說是「報

佛性」。又「法佛性」和「報佛性」在本質上並沒有不同，都是指眾生所具有的

覺性，也就是如來藏真識心，只不過是在表現的形式上有所不同而已。也因此，

慧遠，有以如來藏真識心來解釋法佛性和報佛性。如文云： 

如來藏體，是法佛性；彼心體上，從本已來，有可從緣生報佛，名「報佛

性」。71

八識心體，是法佛性；彼心體上，從本以來，有可從緣生報佛義，名「報

                                                 
70《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2 下-473 上。 
71《大般涅槃經義記》卷八，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83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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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性」72

既然法佛性和報佛性二者的本質無別，何以要分採二部份說明呢，職是之

故，慧遠又分別說明了，同以覺性體的法佛性和報佛性之間的差異以及相互關

係。如文云： 

問曰：報佛亦能覺照，與前法佛覺照何異？ 

釋言：體一，隨義以分。真心之體，本隱今顯，說為「法佛」此真心體，

為緣熏發，諸功德生，方名「報佛」。73  

法身佛和報身佛是以同一的覺性為體，而這覺性亦即是眾生所有的真心的體

性。眾生真心的覺性煩惱掩覆，隱而不顯，當它完全顯露時，便即是法身佛。又

隨著真心 覺性顯露，煩惱相消失，代之而生的為各種功德相，這即是報身佛、

又報身佛和法身乃息息相關，如果眾生不具一切功德的法佛性，縱使有多大的方

便修行，根本無法薰發出諸德。同樣的，如果沒有可生性的報佛性，縱然有本具

德性的法佛性，仍然無法開顯。這就是慧遠說的「無報（佛性）法（身）不顯」。 

（四）约體用而論 

慧遠另外將佛性以體、用二門作分別來解釋佛性的體狀。如文云： 

二體用分二：廢緣論性，性常一味，是其體也；隨緣辨性，性有淨穢，是

其用也。74

可知，所謂佛性有、體用二門，是根據「廢緣」、「隨緣」的不同而說的。

                                                 
72《大乘義章》卷十九〈三佛義〉，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843 下。 
73《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838 上。 
74《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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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佛性體所指乃撇開妄緣，觀覺性之體，性常一味，沒有分別差異相，這就是

佛性體的一面，當佛性隨著外緣的變化，呈現出清淨，染污等各種分殊相，則屬

於佛性用的一面。 

除了二門分別的方式說明佛性具有多層面的展現方式之外，慧遠另還有以三

門、四門至五門、十門等多面向視角來詮釋佛性，如其在「三門」解釋佛性時，

將佛性分類成四項：(1)約緣分三、(2)約緣就實分三、(3)體相用分之三、(4)對果

分三。分別論述如下：(1)「約緣分三」包括不善五陰、善五陰、佛果五陰三類。

五陰所指乃構成生命體的色、受、想、行、識。其中「不善陰」所指乃凡夫所有

的有漏五陰，凡夫的五陰雖是有漏，但依然是如來藏真識心隨染緣時所集起的，

有其「真性」的一面，遂稱佛性。「善五陰」是十地至初地的有情所有的無漏五

陰，是真心接受淨緣薰治，從而生成，因為真心所為，攝陰從真，所以稱之為佛

性。75

又「佛果陰」是指眾生經過修行後證得佛果德的五陰、與善五陰一樣是屬於

無漏五陰，只不過更加圓滿，故稱之為「佛性」。 

由此，我們可以歸納佛性在不同因緣的眾生身上，展現出不同的風貌，雖其

真識覺性體無異，卻因外在因緣件的不同，因應出不同的內涵，足知其多樣性的

特質。 

(2)「約緣就實分三」內容包括染性、淨性、非染淨性三類。佛性在生死為

染性，在涅槃為淨性，然就實相論佛性時，則其超越染淨，故名非染非淨性。 

(3)「體相用分三」指真如佛性的「體大」，真如具無量功德的「相大」，

                                                 
75 「不善陰者，凡夫五陰，真妄所集，……攝陰從真，皆真心作。……從真義邊，說為佛性。……

四中初一，闡提人有，善根人無。」（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3 中。） 
 「善五陰者，地上之身。……此陰真心緣治合成。……攝陰從真，真心所為。……真作義邊，

說為佛性。……第二善陰，善根人有，闡提人無。」（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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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真心起法界染淨的「用大」。 

(4)「對果論三」指法佛性、報佛性、應佛性、法佛是體、報佛是相，應佛

是用。因為應佛性乃由「感應」而來，慧遠在解釋應佛性時，有言： 

應身佛者。感化為應。感化之中，從喻名之。是義云何？如似世間有人呼

喚，則有響應；此亦如是，眾生機感，義如呼喚，如來示化，事同響應；

故名為「應」。應德之體，名之為「身」；又此應德積聚名「身」，應身

應覺照，目之為佛。76

又 

「一者法應，以得現化法門力故，普門皆現。二者報應，以本大悲大願力

故，隨物異示」。77

可見慧遠認為應佛性是因感化眾生的需要，從而示現的。這些示現為受眾生

向善之機所感，由是而有回應，故名為「應」。同時，也可以知道法應和報應之

間的關係乃以法門力或願力加以區別。 

另外佛性若以四門解釋時，除了上述三門時的善五陰、不善五陰、佛果陰之

外又加一理性佛性，可以將眾生類別和佛性類別對照來看，同時也可以看出慧遠

對於當時涅槃論師所爭論的一闡提是否具佛性，提出相當的回應。歸納如下： 

 

 

                                                 
76《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838 中。 
77《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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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生所具佛性類別 性質 內涵 

(1) 一闡提有，善根人無的佛性 不善陰 有漏五陰 

(2) 一闡提無，善根人有的佛性 善五陰 無漏五陰 

(3) 一闡提無，善根人無的佛性 佛果陰 佛果德 

(4) 一闡提有，善根人有的佛性 理性 覺性自體 

南北朝涅槃論師因《大般涅槃經》前後分中所討論的一闡提有無佛性的論理

不一，而對於犯五逆罪的一闡提，能否具備成佛的特質提出不一樣的意見，或者

謂有或者謂無，均各持己論，尚無一持平的定論，很難得的是慧遠以較客觀的角

度論述闡提有無佛性的問題。慧遠認為一闡提不是絕對有佛性，或是絕對的沒有

佛性，而是在某種意義下，一闡提有佛性得以成立。 

四類佛性中一闡提所具有的佛性類型為理性佛性和不善陰佛性，其中不善五

陰佛性前文已討論過，是指真妄合和的有漏五陰，這裡不再重述。現在討論一闡

提所具有的理性佛性，其內容為： 

癈緣談實，實之處無緣，以無緣故，真體一味，非因非果，與涅槃中，非

因果性，其理一也。…第四理性，二人俱有。78  

足知，理性佛性乃是撇開隨緣的相用，就實而論的真體，亦即是覺性的自體，

自體隨緣而成佛因佛果，覺性理性本身則沒有因果的分別，沒有分別相，沒有因

果差異的理性佛性，乃是眾生，甚至一闡提所具的。 

由此可見，若就善五陰和佛果五陰的面向來探討，一闡提是不具佛性的；但

若就不善五陰以及理性佛性的面向來探討，則可知一闡提具有佛性。從慧遠對於

一闡提在不同層面論述下產生不一樣詮釋方式的佛性義中，我們可以得知慧遠詮

釋下的佛性特質，乃具靈巧通變與多樣性。 

                                                 
78《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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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重因果 

佛性的多樣呈現風貌，還表現在佛性所具的因性特質和果性特質上。慧遠根

據《大般涅槃經》的注文，將佛性的因果性分為五門加以討論，所謂的五門是指，

(1)因性(2)因因性(3)果性(4)果果性(5)非因非果性。如文云： 

言因性者，謂十二緣，能與涅槃為本因故。…十二因緣真妄集成。…攝緣

從實，皆真心作。…由真作故，窮之得實，便名涅槃，故得為因。言因因

者，謂菩薩道。道起必由十二緣生。從因起因，故曰「因因」。言果性者，

謂大菩提；言「果果」者，謂大涅槃。…此之二果，雖復同時，隨義分之，

得以菩提顯彼涅槃、菩提能顯義，說為因；涅槃是彼果之果，故云「果果」。

79

將其義列表如下： 

 分類 內容 

(1) 因性 十二因緣 

(2) 因因性 菩薩道 

(3) 果性 大菩提 

(4) 果果性 大涅槃 

十二因緣是真妄集成，以如來藏真識心為根據，具有覺性特質，窮究此覺性

就可以空緣得實，因此稱十二因緣為因。 

至於因因呢？慧遠認為其內容所指應為菩薩道，現代學者詮釋菩薩道為因因

內涵的原因是：「菩薩道是由體認十二緣起法而起，而菩薩道本身是證得菩提的

                                                 
79 《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3 下-474 上。又見《大般涅槃經義記》，卷八，大正

藏第三十七冊，頁 826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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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因為是從因起的故稱因因。」80。又廖明活認為：「菩薩道即是通往涅槃之

道，而實踐菩薩道，必定要由正確體識十二因緣的道理始，菩薩道又是成就涅槃

的因，而自身又以十二因緣為因，故說它是因因。」81。不過筆者認為慧遠所詮

釋的因因內容為菩薩道，在邏輯上是不合常理的，也不符合《大般涅槃經》的原

意。其一所謂的因因是指因之因，也就是作為十二因緣，因性佛性的前據。因此

《大般涅槃經》的經文以為作為十二因緣佛性因的前據是「智慧」，因為有智慧

方能理解十二因緣理，進而了悟生死虛妄，攝妄歸真入菩提果82。可是慧遠所以

為的因因一菩薩道，卻是指以十二因緣作理據而實踐的修行理念，故其不能作為

十二因緣理的前據，故不能稱作因因。此以菩薩道為因因佛性的看法是不合《大

般涅槃經》的原文和邏輯的。 

又實踐了十二因緣理的結果便可證得無上菩提成就無上涅槃，故以「菩提」

和「涅槃」作為果義的佛性。菩提和涅槃二者雖同是果義，但依能顯和所顯而有

所不同，菩提是具能顯了究竟真實的能力，是因；涅槃是依大菩提的覺悟而證得

的涅槃寂靜，故是果上之果，所顯乃究竟真實的境界，是「果果」。 

至於第五門的非因非果內容，慧遠解釋道： 

非因果者，如實法性，旨通染淨，而非因果，故經說言非因非果，名為佛

性。廢緣談實，就體指也。83

從超越因果的角度來說佛性是法爾如是，如實存在的樣態也就是覺性、法

性，也就是上述四門善、不善五陰佛性中的理性佛性，這自體乃不在因果的分別，

                                                 
80 見恆清法師〈《大乘義章》的佛性說〉一文，頁 39。 
81 廖明活《淨影慧遠思想述要》頁 141。 
82 「佛性者有因、有因因、有果、有果果。有因者，即十二因緣；因因者，即是智慧。有果者，

即是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果果者，即是無上大般涅槃。非因非果，名為佛性。」《大般涅

槃經》卷二十一，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4 上。 
83 《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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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名為「非因非果」。 

由上述的討論中，可以得知佛性一詞在不同的視角下會有不同呈現方式，或

從因的角度、或從果的角度或從體用的角度，或從緣實的角度，在在都說明了佛

性具有多樣的風貌與表現方式。 

第三節  對南北朝佛性議題之回應 

除此之外，慧遠還針對了南北朝當時流行相關的佛性議題，如佛性是始有還

本有的，佛性是內還是外，是正因還是緣因等作出回應。從慧遠的論述中，我們

不難發現其仍然站在佛性具超越二元對立的特質，以及因不同面向具多元呈現風

貌的特質二方面，來試圖解決當時的論爭。 

一、佛性之有無 

慧遠認為若就體性論佛性的有無，佛性乃「亦有亦無，非有非無」，如文云： 

一離相名無…一切眾生心識體雖是有，無有大小長短等相，佛性亦爾，體

雖是有，而無一相。…二無性名無…如來藏中，恆沙佛法，同一體性，互

相緣集，無有一法別守自性…離諸法外，無別一常性，可得，諸法齊爾，

故說為無。84

慧遠認為佛性無乃是因為佛性「離相」和「無性」。恆清法師在此有其顯豁

的詮釋，其言「這可藉由《勝鬘經》的「如實空」和「如實不空」來解釋。佛性

本來「如實空」，從本以來，不與一切染法相應，亦無一切的差別相，在此意義

下，可說佛性無。或說如實空。相反地，佛性本來也是「如實不空」，因為如來

                                                 
84 《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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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中具恆沙淨法，雖然不空，卻無有常性可得，故亦可說佛性無。再者，若從斷

四句，絕百非的絕對理體而言，佛性也可以說是「非有非無」。85

二、佛性之內外 

在《大乘義章‧佛性義》第三門「明內外」一節中提到佛性是兼通內眾生和

外山河大地的： 

言隨相者，眾生為「內」，山河大地非情物等，之為外。若當說彼因、果

之性，局在眾生，得言是內；若說理性，性通內外。雖復約彼「內」、「外」

相辨，而體平等非內非外。86

一般論者談及佛性所主張的有情眾生方具佛性的看法，慧遠認為這是從「佛

性內」的角度來看待的。若行者以純粹理性的理佛體來看待佛性的話，就會發現

萬法萬相無不是佛性理體的呈現，無一法非佛性，所以佛性乃通內外，俱遍有情

和無情，也就是說佛性理體是平等一味的，遍及一切的，沒有內外的分別。 

三、佛性之現當 

《大般涅槃經》在解釋眾生佛性採多重面向的探討方式87，導致南北朝各家

論師對佛性如何「有」的方式提出許多不同的看法88，有的認為佛性乃「始有」，

                                                 
85 見恆清法師〈《大乘義章》的佛性說〉，頁 43。 
86 《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6 中。 
87 「佛性者有因、有因因、有果、有果果。有因者，即十二因緣；因因者，即是智慧。有果者，

即是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果因者，即是無上大般涅槃。…非因非果，名佛性。」（大正藏

第四十四冊，頁 524 上。） 
88 佛性是否為本有、始有、當有，在南北朝引起廣泛的討論，最早討論者為竺道生的《佛性當

有論》惜已亡佚，從其論著中可知竺道生主張佛性本有說。南北朝時代主張佛性本有者認為眾

生本具佛性。只是被客塵煩惱所蔽，尚未顯現，代表者為性宗。又有相宗主張始有說，認為眾

生並未本具佛性，須經種種的修行才能轉識成智，證得正覺。然而也有出現調合說法主張「本

有於當」的調和，即是說眾生本有成佛的因性，雖然現尚未證果，當來必有成佛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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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認為佛性乃「本有」，也有的兼言二者均有。慧遠在《大乘義章‧佛性義》

中有「辨當現」一節，釐清佛性「現」和「當」的意義，也表示了其在始有、本

有問題上的見解： 

言當現者，若就凡說，因性在「現」，果性在「當」；若就佛論，果性在

「現」，因性過去。語其理性，旨通「當」、「現」，體非「當」、「現」。

89

所謂當者，指當來有，亦即始有；所謂現者，指在現有，亦即本有。從未覺

悟的眾生來說，佛的因性（如來藏真識心）是現在已經有的所以是現有、本有。

而佛的果性，也就是法身佛是當來才有。因此，從「因」的角度來看佛性對於眾

生是「本有」如果從「果」的角度來探討佛性，則佛性對於眾生而言是「當有」、

「始有」。 

慧遠同時指出，行者如果從以覺悟的佛的立場來看待佛性的話，佛的果性（法

身佛）是現在有。佛的因性（如來藏真識心）在果性顯現時便不再是因。因此從

果地佛性的角度來看，佛性對於已覺悟的佛而言是「本有」、「現有」。 

就是因為站在不同的立場，由不同的對象來看，佛性展現的方式和意義自有

所不同。故其言：「語其理性，旨通當、現，體非當現。」就作為佛性的理體，

理性而言，其覺性乃遍及眾生當來有的佛性果和眾生現在有的佛性因，而覺性自

身的法體則沒有當來，現在的分別差異。因此從理體的角度而言，佛性乃具超越

本有、始有、現、當的分別： 

                                                 
89 《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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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對   
狀

    向 

象   況  

因地佛性（覺性） 果地佛性（法身佛） 

佛  現有 

眾生 現有 當有 

理體 通現當 通現當 

值得注意的是慧遠的當有、現有義雖然意同始有、本有，但其並未延用當時

論師們「始有」、「本有」之詞，而是用「現」，「當」來代替，巧妙地避開了

本始的爭論，運用多向的層次說明，解決當時各派學者，各持己見僵持不下的情

況。 

四、佛性之緣正 

正因佛性的內容也是南北朝各家論師討論佛性的焦點問題之一，慧遠在因應

正因佛性的問題上也作出了相當的回應，其首先定義出正因佛性和緣因佛性的特

質與差別性： 

言緣、正者，親而感果，名為「正因」，疏而助發，名為緣因。90

這裡說緣因和正因的差別，在於正因乃「親而感果」，緣因乃「疏而助發」，

可見慧遠解釋「正因」是指「親因」、「緣因」是指「助因」，跟《大般涅槃經》

原有的理解無別，由此定義推演，慧遠在為正因內涵作註解時，不同的情況下，

正因佛性代表了不同的意義，例如，就果位的角度而言，法佛性乃法佛的「正因」；

報佛性乃報佛的正因。如同金礦是金飾的正因一般。 

                                                 
90《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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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果依果德而言，慧遠認為可以分為「性淨」和「方便」二種差別，因為

眾生「性淨」，可作為菩提涅槃的正因。性淨菩提和性淨涅槃和佛的體性是同一

體性，是覺性顯現，從而證得佛果，故說佛性乃為菩提果之正因。又「六波羅蜜」

是修習菩提果的助緣，行者藉由六波羅蜜的助緣可以去除無明煩惱，顯現覺體，

因此說六波羅蜜是性淨菩提和性淨涅槃的緣因。如文云： 

若分果德，性淨，方便二種差別，是則緣、正差互不定，若望性淨菩提，

涅槃則是佛性同體，相起以為正因，諸度等行名為緣因。若望方便菩提，

涅槃諸度等行同類生果，名為正因；佛性理資，為之為緣（因）。91

若從方便菩提和方便涅槃的角度來看，六波羅蜜乃促成方便菩提和方便涅槃

的直接因素，所以以「六波羅蜜」為方便菩提和方便涅槃的「正因」，而行者要

能夠正確地修習六波羅蜜須要覺性佛性作為資糧，因此「佛性」反倒成為方便菩

提和方便涅槃的「緣因」了。 

由此，我們可以得知慧遠對於正因的解說上，並未明確定義，那種佛性是那

種果的正因，又正因緣因的界定往往是根據所指的對象有所不同而有所更易，也

因此佛性可以是正因也可以是緣因；同理，六度波羅蜜可以是正因，也可以是緣

因。 

小結 

緣起無我和緣起無自性是從原始佛教流傳以來，佛教的根本大義，原始佛教

至初期大乘的佛教經典多半強調空義，以破除行者的我執和法執，此和後來的如

來藏思想看似矛盾對立，因而引起了空有的論爭，慧遠也注意到了這個問題，因

此其在《大乘義章‧佛性義》最後的部份討論了這個問題，包括佛陀何以設立了

                                                 
91《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6 下。 

 357



佛性學說，以及如來藏佛性和性空之理的會通方式。其云： 

經多說空，破諸法性，說諸法空，今此何故宣說佛性？ 

然彼清淨法界門中，備一切義，諸法緣起，互相集成，就空論法，無法不

空，據性辨法，無法非性。92

慧遠指出佛教經典往往用「緣起空」的道理駁斥「自性有」的概念。似乎兩

者之間必然的對立衝突不相融攝的，然而其實空和有只是萬法存在中的其中兩

面，從萬法為覺性隨緣所集成，就它們依緣而起，互相依賴的角度來看，萬法是

「性空」。從萬法在自性清淨如來藏中，本具一切清淨性，若以覺性存在依據的

角度來看，萬法可以歸入佛性的範圍，萬法皆「有」。因此說「空」說「有」只

是從不同的存在面向來討論而已，二者並不相悖離。而不論佛教經典是說「空」

還是說「有」，都各有其教學意義。如文云： 

空之與性，各是一門，門別既殊，所為亦異，說空為破執有眾生，說性所

為，經論不同。93

性空的教學，具有「破執有眾生」的作用，而如來藏佛性教學也有其設立的

目的。同時因性空中兼具妙有，妙有亦不離性空，故二者還是以兼容的。又慧遠

引用了《大般涅槃經》和《寶性論》的內容說明了佛性教學的設立用意： 

《大般涅槃經》云：「為令眾生不放逸故，宣說佛性」若不說性，總心自

輕，謂己不能成大菩提；無心趣道，多起放逸。故說眾生悉有佛性，定必

當成，令捨放逸，隨順趣向。94

                                                 
92《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7 下。 
93《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7 下。 
94《大乘義章》大正藏第四十四冊，頁 47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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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遠根據《大般涅槃經》的說法，主張佛陀演說佛性教法，乃為了防止眾生

自輕、妄自菲薄。以為自己不能成就大菩提，不能成正覺，從而無心求道，多起

放逸。所以說眾生有佛性必定成佛。就如同木有火性，鑽之即成佛的道理一樣，

令眾生捨生離怯弱放逸而進趣佛道。 

又《寶性論》在〈教化品〉中提出眾生有真如佛性的理由為： 

以有怯弱心，輕慢諸眾生。 

執著虛妄法，謗真如實性。 

計身有神我，為令如是等。 

遠離五種過，故說有佛性。95

慧遠根據佛性學說有對治五種持有妄執的眾生而說的： 

(1)怯弱心強的眾生 

怯弱心強的眾生認為自己沒有佛性，不知要上求佛道，佛陀於是宣說一切

眾生皆有佛性，當來必得佛果，以激他們勇猛求佛的心。 

(2)輕慢餘眾生心 

對輕慢其他眾生者宣說，一切眾生皆有佛性，定當作佛，不可輕賤。 

(3)虛妄我執的眾生 

                                                 
95《究竟一乘寶性論》大正藏第三十一冊，頁 816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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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具有神我思想的眾生，佛陀宣說佛性，令其放棄身有神我的邪見。96

(4)妄執法者 

對於多有法執的人，佛陀宣說佛性之理，令其去除法執。97

(5)誹謗真如佛性者 

行者往往把佛性理解成外道的神我，此在第二點，慧遠已加以評破了，又同

時部份行者將佛性誤解為無常法，此亦為誤謬。因為佛性乃是體解人法二空所生

的法身清淨功德，也就是所謂的常、樂、我、淨。因此，為對治誹謗真如佛性為

斷滅的眾生，佛陀說如來藏佛性法之真實功德。98

綜合以上所言，我們可以得知基本上，慧遠是以如來藏自性清淨心為立論基

礎，依據了《大般涅槃經》、《勝鬘經》、《寶性論》等如來藏學系的經論，承

襲地論宗的唯識思想，主張佛性與阿賴耶識會通而成的「如來藏真識心」也是慧

                                                 
96 慧遠雖主張佛是「不同情取」、「非我」，但卻沒有進一步說明如來藏佛性思想到底和神我

思想有什麼不同。而《楞伽經》有較詳細的說明。《楞伽經》中說如來藏不同於外道所說的我，

因為如來藏是空、無相、如、法性、法身等的異名，佛陀為了斷除凡夫對無我的畏懼，才說如

來藏，真正的如來藏應瞭解為「無我如來藏」，與外道神我是完全不同的，如文云：「大慧！

我說如來藏，不同外道所說之我。大慧！有時說空、無相、無願、如、實際、法性、涅槃…如

是等句說如來藏已，如來應供等正覺，為斷愚夫畏無我句故，說離妄想無所有境界如來藏門…

為離外道故，當依無我如來之藏。」（大正藏第十六冊，頁 489 中。） 
97 關於佛性思想如何能對治有法執的眾生，《佛性論》中有進一步的解說。眾生有二種「虛妄

執」的過失，即「本無」、「客」。「本無」者謂在如如理中，本無人我，但眾生作人我執，

由此執而生起無明，無明起業，業起果報，其實無明、業、果報本無，所以說是「虛妄執」。

所謂「客」者，指一切有為法，皆念念滅，即前剎那為舊，次剎那為客，即起即滅，若於其

中起實有相法，就是虛妄執。因此對執妄法者，佛陀說佛性。又佛性要如何去除虛妄執呢？

《佛性論》說「佛性者，即是人法二空所顯真如。」換言之，佛性不是具有自性的本體存在，

而是徹見我空和法空之後，所顯現的真如，因為必須要了證人空我空，所以不會落入神我的

執著和法理的執著，如此，就可以去除虛妄法了。（大正藏第三十一冊，頁 787 上。） 
98 「下約論性，說諸眾生悉有佛性，令人趣求捨離放逸，稱已化意名如意語。依《寶性論》為

五義故說生有性，一為眾生於自身中生怯弱心，謂已無性絕分不求。二為輕慢餘眾生說生有

性，彼當作佛云何可輕，故法華中不輕菩薩若見四眾高聲唱言，汝當作佛，我不輕汝，以知

眾生有佛性故。三為妄執我眾生故宣說佛性不同情取，故勝鬘云如來藏者，非我眾生、非命、

非人，四為執著虛妄法故宣說佛性，不同所取，五為誹謗真如來藏謂是空寂斷滅無法。故說

佛性是真、是實、常樂、我、淨。今為令不放逸者同彼初義。」（《大般涅槃經義記》卷九，

大正藏第三十一冊，頁 873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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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學說思想和當時其他論師所特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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