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佛性問題是佛教學說中的一個重要概念，佛性一詞在印度最早何時出現？雖

仍不具明確的時間，但可以確定的是，在初期佛教中，已有相關論述1。然而佛

性的議題在印度卻沒有像在中國那麼受到重視，而且引起如此廣泛的討論。我們

可以說佛性思想萌芽於印度，卻在中國開出燦爛花朵。 

佛性在中國引起廣泛的注意和討論，主要與《大般涅槃經》的傳譯有關，在

南北朝到隋代期間，對《大般涅槃經》的研究、弘傳非常熱烈，同時《大般涅槃

經》的佛性思想也引起了諸論師的討論。佛性議題於是成為中國佛教思想的核心

問題。 

佛性議題的出現主要是為了解決眾生生死輪迴和涅槃解脫成佛的問題2。我

們可以說，佛性理論就是為了解決佛法的核心問題，同時說明眾生從生死到成佛

的經過。因此，佛性議題提出的重要性在於其涉及了宗教信仰的兩重要方面：其

一是宗教哲學的形而上問題，探索一切現象產生的原因；其二是宗教實踐問題，

即探索眾生修行的境界和修行成佛的內在依據或可能性。 

                                                 
1 《雜阿含》：「比丘！心惱故眾生惱，心淨故眾生淨」（大正藏第二冊，頁 69 下） 

《異部宗輪論》：「心性本淨，客隨煩惱之所雜染，說為不淨。」（大正藏第四十九冊，頁 15
中下） 
《阿含經增支部》：「比丘眾，此心極光淨」（南傳 17.15） 
印順法師在《如來藏之研究》一書中言：「早期佛教經論中『心性本淨』是與定有關的。定學

也稱為心學，修定要遠離五蓋，蓋是覆蔽。貪、瞋等五蓋，有覆蔽的作用，使心不得澄靜、明

淨，與定有關的五蓋說，啟發了心清淨的思想。」（《如來藏之研究》頁 75。） 
2 印順法師說：「佛性有二大問題：一是生死輪迴問題，二是涅槃解脫（成佛）問題。一切佛法

可說都是在這兩大問題上作反覆的說明。如佛法而不講這兩大問題，那就是變了質的佛法。」

印順《以佛法研究佛法》，台北．正聞出版社，頁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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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佛性問題的提出將面臨極為重要的質疑：（一）佛性觀念有無抵觸諸法

空性的基本理念？（二）是否在緣起性空的基本精神下，任何含有本體性概念以

解答萬法何以存在所呈現的理論都是不合法的？這些問題基本上除了牽涉到該

如何定義「佛性」這個觀念外，也涉及到佛性觀念所推演出的理論系統，是否仍

然歸屬於佛性的範疇，還是如同松本史朗所說「如來藏非佛教」3。另外，可能

須要關注的是空、有之間，緣起和佛性之間是否真的存在，某種矛盾或不協調，

如果有的話，其結果會如何？如果沒有的話，空、有的衝突該如何解釋？ 

若要了解中國佛學的佛性義和緣起之間的關係，則必須從早期的中國佛教思

想的佛性義涵入手以便釐清早期中國佛教思想中佛性和般若空之間的變遷互

動。因此，筆者以南北朝作為研究範圍，試圖對早期中國佛教的佛性義發展作一

探源式研究，以釐清早期中國佛教對佛性的詮釋義涵。 

目前學界在南北朝佛性思想研究著作中多以各宗派或人物單獨的研究為主

4。在論述到南北朝各論師的佛性觀時，亦大多局限於吉藏、均正、元曉的論述

資料作依準5。其實佛性議題本身極複雜而多樣性的，南北朝各論師佛性觀可以

從很多的契入點或角度去論述，而吉藏等人多以主題式的方式歸納各家論師佛性

義6，但細讀原典則可以發現，每一論師都不只從一個角度來論述佛性，若採主

題式的方式論述，難免有不夠周全之憾，光憑著後人的評論與引述作為文獻的主

要來源，較無法呈現當時各論師思想的原始樣貌，不免落入某種主觀價值評判

中，而或認為南北朝各論師的佛性觀偏向實有存在7。其實，進入原典細讀可明

                                                 
3 松本史朗《緣起と空－如來藏思想批判》東京，大藏出版，頁 1-9，1990.5 再版 
4 如方立文〈梁武帝蕭衍與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81.4）、謝如柏〈梁武帝立神明成佛義記

－形神之爭的終結與佛性思想的轉向〉（漢學研究 22 卷 2 期 2004.12，頁 211-244）、劉貴傑《竺

道生佛性思想之研究》（商務印書館 1990.1）、陳沛然《竺道生》（東大圖書 1988.1.1）、釋彥暉

《梁靈味寶亮法師佛性思想之研究》（中華佛研所碩論，1992.3）。 
5 如湯用彤《魏晉南北朝佛教思想史》（北京：中華書局，1997）、吳汝鈞《中國佛學的現代詮

釋》（台北：文津出版，1994）、呂澂《中國佛教思想概論》（台北：天華出版，1982） 
6 詳細內容可參考本論文第十章，〈吉藏的佛性思想〉。 
7 謝如柏《從神不滅論到佛性論》一文將南朝諸多論師的佛性觀視作神不滅的思想傾向。 

望月良晃的《大乘涅槃經の研究》一書，其內容著重於研究有關經中論述的不如法之戒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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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中國早期佛教的佛性觀，是依著佛典來作相關的釋義，而這個相關的釋義乃依

著佛所提到的緣起、中道、第一義空等觀點來作詮釋。因此，空、有在早期中國

佛教乃並行不悖的。因此之故，本篇論文主要討論南北朝諸論師在《大般涅槃經》

的基礎上，如何企圖在緣起的理念下，提出對於一切諸法存在予以說明。而這樣

的企圖是否能成功，端賴其在空有之間是否能找到平衡。 

此篇論文的目的並不是為空有之諍提出說明或解決，而是企圖以這樣一個視

野為線索來探討南北朝時，涅槃師、地論師、攝論師等如何詮釋作為涅槃還滅所

依及作為眾生生死到成佛經過的「佛性」內涵，同時探討南北朝過渡到隋初吉藏、

智者大師等人如何融攝南北朝的佛性思想作一嶄新的架構與組織詮釋。 

第二節  研究範圍界定(取材範圍與限制) 

本篇論文主要分為三個部份作脈絡性說明，其一、為依《大般涅槃經》佛性

觀為立論基礎的南朝涅槃師，從竺道生至梁武帝等五人對佛性的詮釋。其二、是

北朝攝論師（以真諦為主）及地論師（以慧遠為主）的著作中有關佛性的概念詮

釋。其三、是南北朝過度到隋初的吉藏、智者二人如何反省融攝南北朝諸論師的

佛性觀加以重新創造架構出屬於個人特色佛性理論系統。 

不論是那一個部份的內容，筆者均著重於處理各家學者對佛性義涵的分類方

式詮釋及其個人特色，希望藉此能夠勾勒出整個南北朝的佛性思想樣貌。 

對於《大般涅槃經》及《十地經》、《佛性論》、《攝大乘論》等佛典的翻譯、

譯註、流傳所累積的文獻成果，諸多論文研究已經相當豐碩，非本論文所要討論

的主題。 

                                                                                                                                            
隱藏的教團危機而引發出末法思想，尤其是針對一闡提的考察作研究。（株式會社春秋社，昭

和 63 年 2 月 2 刷，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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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論文最主要的關鍵詞為佛性、如來藏、中道、第一義空，然在論述的過程

中牽涉太多佛教的相關詞與核心概念，如緣起法、法身等。無法在有限的篇幅中

展現所有相關詞的種種定義。倘若要在論文中一一界定各個名相定義，必須牽涉

到語言學、語源學的字義分析，這是一個非常專業的研究工作，且往往不同的經

典對每一個核心概念都賦予該經的特殊界定，往往不能一概而論，且若依每一個

名相所延伸的相關問題加以一一採輯、整理及分析，是相當龐大的資料群，本論

文僅針對這些相關概念作內在式的義理詮釋方式，引用資料的選取上，把握與主

題相關脈絡與義理，以確立南北朝過渡到隋初各論師對佛性的法義論述及特色。

故筆者在界定這些關鍵詞時，僅針對研究原典的字詞作脈絡上的定義。 

至於材料選取上的限制，若就論文所談及的南朝涅槃師而言，雖《大般涅槃

經集解》中提到收錄十家注疏8。然除了道生、僧亮、僧宗、寶亮之註解內容篇

幅足夠看出其義理思想脈絡外，其餘法師的註解份量極少，且對於佛性相關品文

上註解幾乎付之缺如，故很難看出其佛性觀的全貌。而近人研究各論師的作品大

多以吉藏、元曉、均正等人的論述二手資料來整理歸納而成9，此則難以避免敘

述者的主觀詮釋，因此本文亦不收錄，僅以具原始資料之涅槃師作為研究對象。 

另一材料限制則為攝論師的相關論著，對於攝論師佛性觀的研究，理當如對

涅槃師的研究標準一般，以攝論師的著作作第一手資料，然可惜的是，目前留傳

下來的資料少之又少。因而僅能退而求其次，運用當時論著中引用攝論師等人主

張的文獻，或可推敲當時攝論師對佛性的相關概念，以求更切近於攝論師的思想

原貌。 

                                                 
8 十法師指道生、僧亮、法瑤、曇濟、僧宗、寶亮、智秀、法智、法安、曇准。《大般涅槃經集

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377 上。 
9 參呂澂《中國佛教思想概論》第六、七章，頁 152-174、湯用彤《魏晉南北朝佛教史》頁 677-682、

吳汝鈞《中國佛學的現代詮釋》頁 23-31、陳沛然《竺道生》頁 4-5。廖明活〈南北朝時代的佛

性學說〉（《中華佛學學報》第二十期，頁 105-137，民國 96 年，台北：中華佛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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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論師的人物選取上，則以現今仍具原始著作資料流傳的慧遠作為主要研

究對象，尤以其《大乘義章》有專門討論佛性義涵之專章，作為本文研究之文本。 

在《涅槃經集解》的版本選取上，所據為寶亮法師奉敕所撰的《大般涅槃經

集解》，至於《大般涅槃經集解》是否真為寶亮法師所撰寫的疑異，歷來已有學

者討論10，亦不在本論文討論的義理範圍內，故不在此詳加考證。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論文所採用的主要研究方法為義理研究詮釋法，也就是根據佛教經論所陳

述經文原語（指漢譯佛典）視作第一手資料，對於原典作深入的解讀，儘量做到

能充分理解經論文句，對於經論所處的脈絡架構能充分掌握，對於各論師欲表達

的宗旨能掌握其精確義涵，並儘量扣緊論文主題加以闡述。11

義理詮釋研究法首重為經論所提出的教義，涉及筆者如何正確理解法義及教

理，將古聖大德的智慧從經論所陳述的教義中加以把握且開發。重點不在於語文

文獻對照、宗派演變或歷史發展，而應該在扣緊文獻本身層層深入的解讀，來開

展宗教的內涵，建構宗教的理路與境界。12

另外，本論文兼採經典詮釋學研究法，即筆者在探求文本的內在理路和義涵

時亦不離文獻上所提供的訊息，也就是說僅處理各論師所依據的文本作內在式的

文獻整理，同時深入原典，進而掌握住論文所要討論的主題在原典中處於何種脈

絡之下，然後將文獻的重要性突顯出來。希望藉著叩緊經典文獻本身作層層深入

的內在解讀，來闡述論文主題及內在義涵。 

                                                 
10 參湯用彤《魏晉南北朝佛教史》頁 704-705。 
11 此研究方法受到指導教授陳師英善對學生的啟發極大，老師在指導學生論文寫作，首重進入

原典文本的詳細閱讀，科判分析。 
12 參蔡明耀教授〈佛教研究的進路和方法〉一文，《內在建構之道的佛教進路論文集》南投‧正

觀出版社，2001，頁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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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在以經典詮釋學研究法中，企圖能將「佛性」此一語詞在南北朝各論師

的論著中之重要性勾勒出來，同時能夠將連帶關係的重要語詞（如中道、十二因

緣、如來藏）展現出來，而不是去尋找其它經典中可能不太有關係的「佛性」種

種釋義來插入本論文中，使得內容流於龐雜或偏離主題。 

因此，本論文主要採以北本《大般涅槃經》、《大般涅槃經集解》、《大乘義章》、

《攝大乘論釋》、《大乘玄論》、《法華玄義》等各論師著作為相關重點與脈絡，來

處理經典文獻，並且進行義理詮釋方法。 

希望能在探尋經論「原義」的問題意識背景下，透過「合理」的解釋與「合

法」證據兩條解決問題的思維路向探討南北朝各家論師的佛性義蘊。 

第四節 近人研究成果述要 

近年來佛性、如來藏的議題受到學界熱烈的關注與討論，關於南北朝佛性思

想這一的題目，在目前學界研究成果豐碩，筆者僅舉例可供於本論文作為輔助上

的參考者，並分為三類加以整理：（一）是與《大般涅槃經》及南朝涅槃師佛性

有關的研究。（二）與北朝攝論師、地論師佛性思想相關的研究。（三）是與南北

朝過渡到隋初的吉藏、智者之佛性說相關研究。 

一、《大般涅槃經》與南朝佛性部份 

在日文學術著作方面有常盤大定之《佛性の研究》、高崎直道主編的《如來

藏思想》、布施浩岳的《涅槃宗之研究》為佛性研究相當重要的參考文獻13。其

中常盤大定所著的《佛性の研究》一書對印度、中國及日本等佛教學派均有相當

                                                 
13 常盤大定《佛教の研究》株式會社圖書刊行會，昭和 59 年 3 月 3 刷（1930）。布施浩岳《涅

槃宗之研究》東京‧國書刊行會，1973。高崎直道《如來藏思想Ⅰ‧Ⅱ》京都‧法藏館，1988、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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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幅的討論，在本書的中篇部份有概論式地討論到竺道生的一闡提成佛說、六朝

的佛性說及隋初三大師慧遠、智顗、吉藏等人的佛性觀，可作為全盤式理解六朝

至隋初的佛性之參考。 

另高崎直道的《如來藏思想》一書，對如來藏的定義、研究範圍、研究方法

有一概括性介紹，同時對如來藏思想的歷史與文獻、思想背景、經典發展作基礎

性介紹，又該書亦針對如來藏相關議題作研究，如「佛性與一闡提」、「佛性與阿

賴耶識」等。 

至於布施浩岳所著的《涅槃宗之研究》前後篇一書，前篇則對於《大般涅槃

經》的傳譯和諸版本作一詳盡的比較，後篇則從考證學的角度，對於涅槃經各家

的注釋予以整理與考證，其並名之為「涅槃宗史」，書中對於各時期的注釋、研

究者及註釋論述資料均有詳細的考證整理。 

其他對涅槃經、佛性議題之研究專著，還包括小川一乘的《佛性思想》、水

谷幸正編的《如來藏思想》一書14、橫超慧日《涅槃經：如來常住と悉有佛性》

15、望月良晃《大乘涅槃經の研究》等16均對涅槃思想及如來藏思想作全盤式介

紹，對本篇論文的寫作提供相當的參考價值。 

在中文學界方面，以專書介紹如來藏學的有印順法師《如來藏之研究》、賴

永海《中國佛性論、恆清法師《佛性思想》、牟宗三先生《佛性與般若》。在《大

般涅槃經》的研究方面，有屈大成《大乘大般涅槃經研究》、林士琛《論大般涅

槃經的佛性義》等17。其中印順法師所著的《如來藏之研究》採如來藏思想的發

                                                 
14 小川一乘《佛性思想》（京都，文榮堂，1982）、水谷幸正《如來藏思想》（台北，中華佛研

所，1991。） 
15 橫超慧日著《涅槃經－如來常住と悉有仏性》，全文分為前、後兩篇，前篇是總論，介紹《涅

槃經》在歷史上的地位、成立過程、翻譯及流轉；後篇則是對此經的各品作解說與提綱契領。

此書對於了解《大般涅槃經》各品經義是一個很好的入門參考書籍。（東京‧春秋社，1988） 
16 望月良晃《大乘涅槃經の研究》東京‧春秋社，1988。 
17 印順法師《如來藏之研究》台北‧正聞，1992、賴永海《中國佛性論》高雄‧佛光出版，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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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歷程這個面向來作討論，從原始佛教、初期大乘到後期大乘各階段經典之佛性

思想作一總括式介紹，有系統地說明了如來藏在發展上的位置，不過整體而言，

較著重於印度如來藏學的研究。 

賴永海的《中國佛性論》一書，則以主題式的方式討論各階段中國佛性的特

點，例如在南北朝時期的佛性思潮，便以「本有、始有」的佛性議題作為該時代

的討論焦點。對於了解中國佛性在各時代的關注上有相當的助益。 

恆清法師的《佛性思想》一書，主要探討各經論中佛性的義涵，其中亦有對

《大般涅槃經》佛性義作一討論，對於筆者掌握《大般涅槃經》佛性觀有一相當

程度啟發。至於屈大成的《大乘大般涅槃經研究》一書，為屈先生的碩士論文增

訂版，主要著重於《大般涅槃經》的傳譯、異譯本的比較，討論其成立背景、法

滅的危機思想、戒律思想等，可以作為了解《大般涅槃經》流傳的重要參考。 

若從佛教史的角度作敘述者，則有湯用彤先生的《魏晉南北朝佛教史》、楊

耀坤《中國魏晉南北朝宗教史》等18，主要以宏觀的角度看待整個南北朝的佛教

發展與經典弘傳，並不著重於教義的探討。另外，在任繼愈所主編的《中國佛教

史》、呂澂的《中國佛教思想概論》中均有專門章節討論南北朝的佛教發展，不

過仍著重於概論式的發展介紹。 

在學位論文及單篇論文方面，主要以專家式的研究為多，如方立天的〈梁武

帝蕭衍與佛教〉一文、謝如柏的〈梁武帝立神明成佛義記－形神之爭的終結與佛

性思想的轉向〉、劉貴傑的《竺道生思想之研究》、陳沛然的《竺道生》、釋彥暉

                                                                                                                                            
恆清法師《佛性思想》台北‧東大書局，1977、牟宗三先生《佛性與般若》台北‧學生書局，

1977、屈大成《大乘大般涅槃經研究》文津，1994、林士琛《論大般涅槃經的佛性義》慧炬，

1994。 
18 湯用彤先生《魏晉南北朝佛教史》商務印書館 1998.7、楊耀坤《中國魏晉南北朝宗教史》人

民出版社 198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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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梁靈味寶亮法師佛性思想之研究》等19，從各個專家的學說特色著眼，並有

稍論及各專家思想系統中和佛性相關的內容，足供參考。 

特別一提的，在近年的學位論文上，唯一同時聚焦於南朝及佛性相關議題者

有謝如柏所著《從神不滅論到佛性論－六朝佛教主體思想研究》一書，其在論述

上詳細地描述南朝各家佛性思想值得研究參考，不過其在對各家佛性的評判位置

上，卻以輪迴主體作為各家學說主要預設立場及切入視角，故筆者認為其在論述

上，尚未能給予南朝涅槃師佛性思想客觀公允的評價。 

二、北朝攝論師與地論師部分 

近代學者對攝論師的討論主要集中在「阿摩羅識」用語及義涵的探討，如日

本學界中有藤隆生〈攝論學派におけゐ阿摩羅識（Amala）識的問題〉一文，討

論第九識的提出時間及經論20、岩田良三〈攝大乘論可と九識說について〉及〈阿

摩羅識について〉21，藉由《瑜伽師地論》、《大聖莊嚴經論》〈教授品〉、〈菩提

品〉以及《寶性論‧菩提品》的梵文所指，考證阿摩羅識的原語，同時藉由比對

《決定藏論》和《瑜伽師地論》提出《攝論》中關聯真諦所提出的九識說的思想

是存在的。 

2002 年岩田諦靜在〈真諦の唯識說の特色について〉中22分別從阿摩羅識的

原語和《佛性論》、《寶性論》的關聯來說明真諦阿摩羅識說的淵源。同時岩田諦

靜採用智顗《法華玄義》和《摩訶止觀》之有關《攝論》部份，對照真諦所譯的

                                                 
19 方立天〈梁武帝蕭衍與佛教〉世界宗教研究，1981.4、謝如柏〈梁武帝立神明成佛義記－形神

之爭的終結與佛性思想的轉向〉漢學研究 22 卷 2 期 2004.12，頁 211-244、劉貴傑《竺道生思想

之研究》商務印書館 1990.1、陳沛然《竺道生》東大圖書 1988.1.1、釋彥暉《梁靈味寶亮法師佛

性思想之研究》中華佛研所碩論，1992.3.1。 
20 藤隆生〈攝論學派におけゐ阿摩羅（Amala）識の問題〉，《佛教文化研究所紀要》4，京都：

佛教文化研究所，1965。 
21 《印度佛學研究》19-2、20-2，1971，1972 
22 岩田諦靜〈真諦の唯識說の特色について〉《 印度学仏教学研究》第.50 卷第 1 期；頁 349-356
日本印度学仏教学会；2001.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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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論》論文，說明在第九識中含有唯識說之有為法和佛性如來藏說之無為法二

者的綜合意義。 

其並藉由智顗《法華玄義》的說明，找出用於九識說的說明，主張九識即是

道後真如，意同於《攝論釋》之佛的金剛心，和聞熏習及轉依的內容相關。 

在中文學界中，印順法師《如來藏之研究》中有〈論真諦所傳的阿摩羅識〉

和〈瑜伽唯識學的如來藏說〉等文，相當仔細地討論了阿摩羅識的問題，同時陳

一標也對印順法師的唯識學作一定位與評析而歸納其特色，有：阿摩羅識是遍計

依他並遣，境識俱泯的實性；阿摩羅識即是真如、如來藏等，為較具代表性的研

究。23

在和攝論師佛性學說相關觀念「信」方面的研究，則有賴賢宗教授的〈如來

藏說與唯識思想交涉中的「信」與「佛性」〉一文，討論《寶性論》、《攝大乘釋》、

《佛性論》、《成唯識論》中信的三義及與三種佛性的內在交涉問題。24

地論師的學說中和佛性相關的部份，應該屬阿賴耶識、法之依持等問題，在

這方面有專篇討論的現代學者，包括如牟宗三、坂本幸男、勝又俊教等。在譯者

方面，坂本幸男認為慧遠、法藏所說《十地經論》翻譯的記事，是有前翻譯本的

存在；勝又俊教則認為即使傳說有二人的各別譯本存在，或者融合二人之說，但

目前一般流通的是菩提流支譯本。25

關於阿賴耶識特質部份，日本學者宇井伯壽、望月信亨、竹村牧男認為《十

地論義疏》中的心識說，以第七識比配阿賴耶識的論點根據，可能以魏本《楞伽

                                                 
23 陳一標〈印順導師對新舊譯唯識的定位與評析〉，現代佛教學會《印順思想：邁向 2000 年佛

學研討會》，2000，頁 19-27。 
24 參賴賢宗〈如來藏說與唯識思想交涉中的「信」與「佛性」：一個比較研究與佛教信仰論的哲

學考察〉《如來藏說與唯識思想交涉》新文豐出版公司，2006。 
25 勝又俊教《佛教におけゐ心識說の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林，1988，頁 65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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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為本。坂本幸男則認為將第七識視作阿梨耶識是菩提流支特有的說法。26

至於阿賴耶識的特質，日本學界有幾種不同的主張，其一是竹村牧男，認為

南道派主張第八識為體，第七識為用，與《十地論義疏》所明的真如與梨耶的體

用關係不謀而合，證明《十地論義疏》文本是南道派的典籍。其次，是伊藤瑞叡，

其認為《十地經論》本身在對阿賴耶識的染淨問題上就有兩種性質，並主張《十

地經論》中的阿賴耶識所指為妄識或真妄和合識。27

再者，坂本幸男認為慧遠為了別立作為妄識的第七識，將真妄和合的阿梨耶

識中的妄識置於第七識，而將阿賴耶識真的一面置於第八識，看作真如、如來藏、

第一義空。勝又俊教亦主張慧遠以真識、無垢識作為第八識梨耶真識。28

中文學界的研究則以印順法師及牟宗三最具代表性，印順法師認為慧遠等南

道派的學說中，阿黎耶識即是真如法性，且真如法性能生一切法。然而北道派的

阿黎耶識則具真妄和合的性質，認為一切法雖亦從阿黎耶識所生，卻非真心變現

的，而是真心為妄熏染而現妄染的一切法。29牟宗三認為地論師分為南北道派，

乃因《十地經論》本身不明確，其並未對阿賴耶識的性質有明確的說明。30

以上是對地論師阿賴耶識性質說明的學術研究近況，另在中文學界亦有對慧

遠學說作一專家式研究討論者。較具代表性者為廖明活先生著有〈淨影寺慧遠的

心識思想〉、〈淨影寺慧遠的佛性學說〉、〈淨影寺慧遠的涅槃觀〉等多篇論文，聚

                                                 
26 宇井伯壽《シナ佛教史》頁 81；望月信亨《講述大乘起信論解說》大正大學學報第 28 輯，頁

35；上田義文《阿賴耶識の原始意味》，《佛教研究》卷二第一期，1938，頁 72。 
27 見竹村牧男〈地論宗、攝論宗、法相宗－中國唯識思想概觀〉《講座大乘佛教 8‧唯識思想》，

東京‧春秋社，1982，頁 384-386。伊藤瑞叡〈十地經および，十地經論におけゐ心識說と緣起

觀〉，平川彰博士稀紀念論集《佛教思想の諸問題》，東京：春秋社 1985，頁 166-167。 
28 同上，坂本幸男《華嚴教學の研究》，京都：平樂寺書店，1956，頁 388。 
29 見印順法師《大乘起信論講記》台北正聞出版社，1992，頁 89-95。 
30 見牟宗三《佛性與般若》台北，學生書局，1993，頁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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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於慧遠學說本身阿賴耶識和佛性間義涵。31

三、隋初智顗與吉藏部分 

關於吉藏、智顗的研究，近年來如雨後春筍般繁多，主要集中在學位論文及

單篇期刊論文，研究者多採主題式的切入，如〈吉藏的中道思想〉、〈吉藏的二諦

思想〉、〈吉藏的真如觀〉32，智顗的部份則主要有性惡思想、教觀思想、戒律思

想、判教思想、十如是、禪觀思想等主題式研究。33甚至亦有學者從詮釋學的角

                                                 
31 廖明活〈淨影寺慧遠的淨土思想〉《中華佛學學報》1995.07.01 頁 345-372；〈淨影寺慧遠的判

教學說〉《中華佛學學報》1993.07.01 頁 219-234；〈淨影寺慧遠的心識思想〉《中國文哲研究集

刊》1993.03.01 頁 391-415；〈淨影寺慧遠的佛性學說〉《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1994.03.01 頁

263-286；〈淨影寺慧遠的涅槃觀〉《正觀雜誌》1997.09.25 頁 203-230。 
32 楊惠南〈吉藏的佛性論與心性說之研究〉215 期，頁 4-17，內明雜誌；楊惠南《吉藏》1989.1，

東大；廖明活《嘉祥吉藏學說》1985.1，台灣學生書局，1985.1；紀華傳《吉藏二諦思想研究》

武漢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專業，2000；陳沛然《吉藏三論宗思想研究》香港新亞研究所哲學組，

碩論，1996；朴成文〈吉藏的中道佛性思想方法之研究〉台大哲學所碩士論文 80；詹偉倫〈論

嘉詳吉藏的二諦並觀法〉台大哲學所碩士論文 94；釋長清〈吉藏二諦思想的來源〉正觀 95.03 ；

楊維中〈論嘉祥吉藏的「理體觀」與「中道觀」〉宗教哲學 92.09 ；劉嘉誠〈試評吉藏的二諦論〉

法光學壇 89 ；釋如戒〈吉藏三諦說初探〉中華佛學研究 90.03 。 
33 智者的詮釋學方面包括有郭朝順著《天台智顗的詮釋理論》里仁出版民 93；〈智顗「五重玄義」

的佛教詮釋學〉世界中國哲學學報 89.10；〈天台智顗「觀心法門」的詮釋學意涵〉華梵人文學

報 92.7；漢斯‧魯道夫‧康特〈價值觀與辯證法在智顗思想中的表現〉世界中國哲學學報 89.10；

尤惠貞著〈天台哲學底「形上學」詮釋與省思〉揭諦 92.6；陳水淵著〈智顗「四句」論理之研

究〉台大哲學所碩士論文 80。 
  性惡思想方面有張瑞良〈天台智者大師的如來性惡說之探究〉《內明》第 199 期，頁 20-32，

1988.10.01 王志楣〈試論智顗「佛不斷性惡」說之思維方式〉中華學苑 88.02 ；陳堅著〈貝施

特和智顗論「惡」的宗教價值〉普門學報 94.07 ；劉雅婷〈天臺「性具」思想的開展〉新世

紀宗教研究 95.09；釋大參〈天台的觀音感應論－以智者大師的《觀音玄義》為中心〉宗教哲

學 95.12；周德良〈天台宗與荀子「性惡」論之比較〉 鵝湖 89.7。 
教觀思想方面有林志欽〈智者大師教觀思想之研究〉文化大學哲學所博士論文 87；賴賢宗〈天

臺止觀的「持息念」法門及其在天臺佛教中的演變與轉化〉中華佛學學報 96.07；王慧昕〈智

者大師早期止觀架構之基礎--以《釋禪波羅蜜次第法門》中的「四禪」為中心〉成大宗教與文

化學報 93.06 ；釋演慧〈「摩訶止觀」「非行非坐三昧」之觀心法〉中華佛學研究 93.03；林志

欽著〈天臺智顗教觀思想體系〉中華佛學研究 90.03 ；釋宗德〈智顗圓頓思想之探究〉海潮音

89.03 ；張風雷〈天臺智者大師的止觀學說〉慈光禪學學報 88.10；寺田真淨〈天台大師智顗

に於ける圓融思想に關する一考察〉天台學報 大正大學內天台學會 1989.10.16；方立天〈一

個極具特色的佛教真理論 -- 智顗的七種二諦說和三諦圓融說〉文史哲山東大學文史哲編輯部

2000.01.01；藤井教公〈天台智顗の如來藏思想〉印度学仏教学研究 1985.03.25；木本清史〈天

台智顗の「涅槃」說について〉印度学仏教学研究 1984.03.25；大野榮人〈天台相即論の特質〉

印度学仏教学研究 1980.03.31 日本印度学仏教学会；若杉見龍〈天台智顗の佛性說〉印度学仏

教学研究 1979.12.31。張風雷〈智顗佛教心性論述評〉中國哲學史 1996.01.0174-81 北京, 中國 
1996.3；林惠勝〈智者大師的禪法--以「通明觀」為中心的論述〉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   93.12  
判教方面有林志欽〈天臺對南北朝判教說之判攝〉哲學與文化 88.02 ；陳英善〈論「五味半滿

相成」所建構的天台判教體系〉中華佛學學報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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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來討論二者的詮釋理論，對於吉藏及智者的研究成果可以說非常的多元豐富，

值得筆者研究上的參考。至於二者如何融攝南北朝各論師的佛性觀而開展出具嶄

新面貌的佛性觀，則相形之下較少論及，故值得開發研究。34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進路 

這篇論文的架構上可以劃分五個部份，共十二個章節來探討《大般涅槃經》

傳譯到中國以來從南北朝過渡到隋初各論師對於佛性義涵、特質的討論和定位。

第一部份為涅槃經的佛性義涵及屬性分類說明。第二部份探討南朝涅槃師們的佛

性觀。第三部份為探討北朝攝論師及地論師與佛性相關的概念。第四部份為隋初

吉藏、智者等大師如何融攝南北朝的佛性思想，進而開展出一套屬於自己獨創性

的佛性理論。第五部份則對於前述南朝各論師佛性觀、北朝各論師佛性觀之交集

與差異作一論述，同時探討南北朝過渡隋初佛性思想的發展歷程與變化。 

在章節的分配上，首先，第一章為緒論，交待此篇論文的成立因緣、問題意

識以及研究範圍、限制、預定研究的資料，收集乃至閱讀整理的近人研究成果等

一路下來的預備成果。接著，開展出第二至十二章的進行，先藉由《大般涅槃經》

中因果分類分類的佛性觀為基礎，點出佛性的內涵及特色，同時帶出第三至七章

南朝各家涅槃師的佛性分類方式及詮釋義涵。 

論文的第八至九章，則進入北朝討論當時地論師與攝論師思想中和佛性相關

的概念及論述。論文的第十、十二章，主要討論南北朝過渡到隋初的吉藏和智者

二人如何重新架構組織南北朝以來眾說紛紜的佛性義，同時定位其分類方式，開

                                                                                                                                            
十如是方面有黃國清〈《妙法蓮華經》「十如是」研究〉 中央大學/中文所碩士論文 88 ；黃國

清〈如是本末究竟－《法華經》十如是〉香光莊嚴 95.6；黃國清〈再論《妙法蓮華經》之「十

如是」譯文〉中華佛學學報 89.5。       
戒律方面有蔣義斌〈天臺宗懺儀與身體 〉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96.06 ；禪思方面有賴賢宗〈覺

意三昧與四句無生門〉圓光佛學學報 93.12  
34 參陳師英善〈天台智者思想形成之時代背景－南北朝佛學思潮對智者之激發〉一文，對筆者

在寫作上有相當的啟發。諦觀 81，民 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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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具創造性與系統性的佛性思想。最末章則分別討論各論師佛性思想分類及詮

釋上的交集與差異，藉由差異部份顯示出各論師自成論理系統。同時從時間縱向

軸來探討南北朝至隋初佛性觀念的演變、發展歷程。 

本節談到的研究架構最主要的討論置於第二章至第十二章，從研究架構來開

展研究進路的重點，主要在說明每一章的細目何以是作如此的排定，乃至連接。 

之所以分章論述各論師的佛性思想，乃著眼於歷來主題式的佛性思想論述，

無法彰顯出各論師論理本身多面向的佛性義涵。說明此篇論文的大致架構後，緊

接著討論各章之內容大要及每章大致採取以下的理路： 

第一章 緒論 

此章主要在陳述本篇論文的研究動機、研究範圍、研究限制、研究架構與進

路。在資料處理部份包括有第一序的佛典、古德高僧的註解及第二序當代學者研

究著作與論文。藉由佛典、經論的分析、解讀、組織及脈絡的架構，掌握出各論

師論述佛性的要旨，根據其對經典的註解來進行內在義理詮釋。 

第二章 《大般涅槃經》佛性思想 

此章即進入本篇論文的正文部份，首先，處理梵文佛典中佛性的原語及指涉

義涵，確立佛性義的正確概念。其次，依據《大般涅槃經》的經文進行內在式義

理分析探討其以何為基礎，提出具特色的佛性觀。又在《大般涅槃經》中如何定

位佛性可能具有的多層次義涵及說明《大般涅槃經》佛性義的特色和經教用意，

以確定此經所要闡示的「佛性」之殊勝法義，從而得知《大般涅槃經》的佛性修

學旨趣不再以繼續業報或輪迴主體的探討，而是以第一義空為基礎，說明二乘的

「空」的限制以及明白第一義空的空與不空，才能真正走向中道正見之佛性的開

發，趣入涅槃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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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至第七章 從竺道生、僧亮、僧宗、寶亮、梁武帝的佛性思想 

第三章至第七章主要依年代先後鋪排，自竺道生以來到梁武帝為止，各論師

如何根據《大般涅槃經》的因果佛性分類模式及義理作更進一步地闡發，並且說

明每一個論師各有所偏重的部份，同時也可以看出其在分類屬性上的差異及各論

師對於《大般涅槃經》佛性相關議題（佛性之始有與本有、佛性和如來藏之間的

關係、對《大般涅槃經》因果佛性之回應）的看法與討論。透過各論師對《大般

涅槃經》佛性相關議題的回應，我們可以藉此了解「佛性」這個關鍵語詞內含著

何種意義，以及要帶出何等的法義，其所涉及的相關語詞及特質，構成了語詞與

語詞間的義理脈絡，而顯出《大般涅槃經》到涅槃師們所詮釋的法義，從如來藏

到涅槃是有組織有脈絡的。 

第八章至第九章 北朝攝論師及地論師的佛性觀 

北朝並不像南朝特別風行於佛性的討論，攝論師和地論師亦各有所本，並不

像涅槃師們專以《大般涅槃經》為討論的文本依據，再加上其原始資料多亡佚，

因此在這兩個章節的進行上，主要以古德著作中對攝論師的論述作為討論文本，

同時以《攝大乘論釋》為據，藉由攝論師思想中乘、信等概念及其對法之依存的

看法，來論述和佛性相關的理趣。又從慧遠的《大乘義章》中歸結出其對佛性內

涵的詮釋，探討其所認為的種子、如來藏真識心、覺性等和佛性有何內在義理上

的關聯。從而標示出其佛性思想的特質和多面展現性。 

第十章及第十一章 分別論述吉藏與智者的佛性觀 

由於吉藏的佛性觀有部份沿襲三論師的佛性觀，雖吉藏的生成年代較智者

晚，然以智者的佛性理論較全面性、完整性地統整融攝南北朝的佛性思想，是故

在章節的安排上將智者的佛性觀置於吉藏的佛性觀之後。其中吉藏主張破而不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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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論述方式，以八不、中道來闡述其獨具特色的佛性，同時對於南朝涅槃師的佛

性思想多所評破，以建立其具整體架構的佛性思想系統。將各經論中的佛性思想

理趣同推之於八不中道的大概念之下，從而統一了向來如來藏有與緣起空相互對

執的可能情況。 

相較於吉藏及三論宗破而不立的佛性觀，智者從當體相即的角度來說空有不

二、破立相即的三諦（空、假、中）圓融中道實相佛性觀。並沿襲涅槃經因、緣

因、了因、生因等多重因果的佛性概念，建立了三因佛性，具體整析出《大般涅

槃經》的經教旨趣，從而以一心三觀、三諦圓融、中道實相將如何實踐《大般涅

槃經》的大涅槃境界之要領提出來，對於佛性的詮釋由傳統偏重於主觀心性主體

的論述，提昇為法法皆妙法的客觀法界理體境界。 

第十二章 結論 

最末章則為歸結第二章到第十一章的討論，從討論中來比較南朝、北朝各論

師間至隋初的三論宗、天台大師們對佛性的討論，那裡有差異、那裡有交集。從

差異上談及其各有發展的特色，從交集上談到整個南北朝的佛性關注焦點與連接

處。最後以思想史的角度，來討論由南北朝到隋初佛性觀的演變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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