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大般涅槃經佛性思想 

《大般涅槃經》的中心思想，主要在於闡述「眾生皆可成佛」的「佛性」思

想。佛性觀念在漢譯佛典中的概念是複雜而多樣的，爾後逐漸發展為成佛的原

因、根據、種子等多種詮釋義，佛性思想在南北朝的中國佛教史上引起來極大的

討論與爭議，其中《大般涅槃經》所闡述的論點成為後代佛性思想的重要論點依

據。 

 南北朝各家學者對佛性的詮釋，主要根據的經典為《大般涅槃經》，吉藏在

《大乘玄論》中提到當時的佛性學說有十一家，而均正在《大乘四論玄義》中則

舉出當時的佛性派別有本三家、末十家之多1。因此，在探討南北朝各家佛性思

想之前，須先對其所本的《大般涅槃經》佛性思想作一論述。根據湯用彤的說法，

大乘《大般涅槃經》的傳入為六朝佛教發展史上的一重要轉折，佛性思想的提出

被認為是中國佛教「由空入有」的關鍵，同時影響了日後的中國佛教發展。2

大乘《大般涅槃經》的梵本已不存在，根據屈大成、湯用彤的研究3，現存

漢譯的版本有三種，其一是法顯於 418 年所譯出的《大般泥洹經》六卷，世稱「法

顯本」或「小本」，相當於北本的前分五品部份。其二是北涼‧曇無讖（384-433）

在 412 年所譯的《大般涅槃經》四十卷，世稱為「北本」。其三是慧嚴（363-443）、

慧現、謝靈運（395-433）等人，根據北本涅槃經加以修訂改治而成南本。 

在均正和吉藏所提到的各家佛性說，基本上所依循的版本為南本。而南本和

北本的差異，主要是「品目的開合」與文字的修飾上。如湯用彤所言「《大般涅

                                                 
1 吉藏《大乘玄論》卷第三，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37 中。均正《大乘四論玄義》卷七，卍續

藏第四十六冊。 
2 湯用彤《魏晉南北朝佛教史》商務印書館  頁 606-610。 
3 湯用彤《魏晉南北朝佛教史》，同註 2；屈大成，《大乘《大般涅槃經》研究》，台北‧文津出

版社，1994，頁 144-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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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經》原有四十卷，世稱為北本經，治改後成三十六卷，世謂為南本。南北本在

文字上不過稍有差別，…則南北本相差甚微也。」4

本章論述所據之本為「北本」，乃就文獻內容和原本較為接近之故，依「北

本」為佛性思想的分析依據。另《大般涅槃經》之卷帙浩繁，非一人一時一地之

作，而所言之佛性說也頗有前後不一的情況。本文欲以前後分別的代表作品作為

《大般涅槃經》佛性思想的分析文本。5

《大般涅槃經》雖然以涅槃為討論的起點，然而此經最重要的核心法要則為

「佛性」。在前分的〈如來性品〉中，所言佛性乃是蘊藏在生命體中極深的秘密

寶藏。6

因此，闡揚《大般涅槃經》最重要的法旨就是弘宣「一切眾生悉有佛性」，

如《大般涅槃經》言：「我所宣說涅槃因者，所謂佛性。」7、「見佛性者，為得

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故；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者，為得無上大涅槃故。」8可

知釋尊開示眾生，欲成就佛果首要的條件為親見佛性。換言之，行者若未能認知

佛性，缺少了親見佛性這個要件，則不能成佛，更無法成就大涅槃。因此，我們

可以斷定「親見佛性」乃是趣入大涅槃的必要條件之一。 

這顯示了佛性在《大般涅槃經》中擔任了相當關鍵且核心的角色，其關係著

修行者的重要里程--成佛或趣入大涅槃，都是以親見佛性作為評判的根據。 

                                                 
4 湯用彤《魏晉南北朝佛教史》商務印書館  頁 606-610。 
5 關於《大般涅槃經》的佛性說研究，前人已備。可參考牟宗三《佛性與般若》（台北‧學生書

局 1977）頁 177-257；印順法師《如來藏之研究》（正聞出版社，2001，頁 115-146、251-274）；

釋恆清《佛性思想》（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97，頁 1-71）；屈大成《大乘大般涅槃經》（台

北‧文津出版社，1994，頁 144-187）。 
6 〈如來性品〉云：「如來今普示一切眾生諸覺寶藏，所謂佛性。…真金藏者，即佛性也。」（大

正藏第十二冊，頁 407 中）、「所謂諸佛甚深秘密藏，謂佛性是」（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417 下） 
7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38 下。 
8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3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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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了解佛性之正確義涵，必須先明白佛性之原語義。佛性一般認為是梵文

aBuddhat 或 Buddhatva 的意譯，英文則譯為 Buddha-Nature。Buddha 即佛陀，為

覺悟者的代稱，在 Buddha 之後加上 at 或 tva 便成為抽象名詞，所謂佛性，即令

眾生成為覺悟者的性格或能力。 

佛性思想的確立有助於解決涅槃境界如何落實在眾生修行與宗教實踐的真

實意義，佛性說的成立確立了成佛的可能性，並且為眾生成佛的理想提供了一個

形而上的基礎，只要眾生將佛性由潛藏的狀態提昇到實現的境界，便可以得到覺

悟，由於佛性說以人皆有成佛的可能，等於是進一步對生命存在的本質作出了肯

定。 

早期的佛性思想多半著重於討論佛性說的理論基礎，對於佛性實踐的次第問

題則較少論及9。 

印度佛教的經論很少談到佛性的問題10，《般若經》中僅提及照見五蘊皆空

的般若智，卻始終沒有明確談及佛性的問題，多半強調無自性空的道理，尚未替

般若智提出形而上的基礎或根據，直到《大般涅槃經》的經文才提到佛性的問題，

佛性不但成為眾生成佛的基礎，同時也可作為法的依存及佛果體性義11。 

                                                 
9 參見吳汝鈞《中國佛學的現代詮釋》〈僧肇與竺道生的慧悟〉，頁 29-31，台北文津出版社。 
10 初期佛教的教理以眾生平等同具空性作為根本信念，如《阿含經》中如來言「我今亦是人數」

（《增壹阿含》大正藏經第二冊，頁 637 中）如來和其它的眾生本自平等不二，所具差異者能否

滅除煩惱，證阿羅漢佛陀的地位和成佛的難度並未特別崇高而艱難，因此初期佛教中自不須重

視佛性的問題。 
11 根據印順法師對《寶性論》的考證分析，初期大乘經典開始討論一切眾生皆有如來藏的原因

有五。一、心性下劣的有「怯弱心」，覺得佛道難行，如知道自心本具如來藏，就能積進不退了。

二、修學大乘法的，容易「輕慢諸眾生」，總以為自己比別人殊勝。如知道如來藏是一切眾生同

具的，那就應該像常不輕菩薩那樣，逢人就說「我不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三、「執著

虛妄法」：小乘學者，分別蘊處界等自性執虛妄法是有而不能說沒有的，如知道如來藏為依，而

有生死與涅槃，就不會執著虛妄法事相。四、小乘行者以為：成佛是非常希有，多數人是不能

成佛的，這是說沒有佛性－成佛可能性的，是「謗真如佛性」。如知道依真如說佛性，佛性是一

切眾生平等共有的，就不會謗真實法。五、「計著有神我」，這是一般人，特別是外道，如《楞

伽經》說：「為斷愚夫畏無我句」、「為離外道故，當依無我如來之藏」。（《印度佛教思想史》〈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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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我們觀察「佛性」這個觀念的源頭發展，會發現它其實是複雜而

多樣的，而在考察這個觀念的過程中，發現佛性思想其實是不脫離「空」、「有」、

「有我」、「無我」的觀念。換言之，佛性思想在某種程度而言，是空有論諍後的

一種調合之道。 

漢譯「佛性」一詞，多見於《大般涅槃經》等心性清淨系列經典，然而這些

經典的梵文版大部份已亡佚，所以要考證「佛性」一詞的梵文原語，必須依《寶

性論》的梵文抄本和《大般涅槃經》的藏語譯本兩相比對。近代學者曾經試圖通

過比較漢藏經文，推測「佛性」一詞的梵文原語。12。 

日本學者高崎直道的研究指出，漢譯《大般涅槃經》對「佛性」翻譯

tuabuddhadh 的次數較tathagatagarbha多，推測佛性的原語應該 tuabuddhadh 的結

論13

又根據梵和大辭典，高崎直道、小川一乘、篠田正成等研究，在《大法鼓經》、

《央掘摩羅經》、《無想經》、《寶性論》等，都曾出現「佛性」一詞的梵文原語14。

                                                                                                                                            
來藏與真常唯心論〉頁 316-317，台北．正聞出版社，民 82。） 
12 例如日本學者對於從前學者將佛性譯為buddhatva加以比對考證，發現buddhatva一詞大多譯作

「佛、佛體、佛果、佛地」等，所以 atath  gatatva未必是最正確又最普遍的梵文原語，而相對

照於藏文譯本譯為de bshin egssg   snin po 同於梵語的ihpa
•

atath  gata-garbha，《法顯本》多

譯為如來性，《北本》則多譯為佛性及如來藏，而當藏語譯本為de bshin egssg   khams 同

等於梵語字

ihpa
•

atath  gata- tuadh  時，涅槃經的《法顯本》和《北本》多同譯作「佛性」。因此推

測《大般涅槃經》「佛性」一詞乃梵語 gatagarbhaatath  或 gataatath - tuadh 的翻譯。（水谷

幸正〈佛性につぃて〉，《印度學佛教學研究》4：2，1956，頁 243-246。） 
13 高崎直道指出《法顯本》一切眾生皆有佛性的「佛性」，相對應的藏語本譯為sans rayas 

kyikhams，對照梵文原文應該為 tuabuddhadh 。又「有所說法不斷佛性」中的「佛性」相對應

的藏語本譯為sans rayas kyikhams，還原成梵語則為 tuabuddhadh 。（見高崎直道〈如來藏思想

の歷史と文獻〉，收於《講座大乘佛教 6．如來藏思想》東京．春秋社，1982，頁 19。） 
14 漢譯《大法鼓經》中「佛性」、「如來性」的相對應梵文為 tuabuddhadh 或 tuadh 、

gatagarbhaatath 等。漢譯《無想經》作「佛性」的相對應梵文為 gataatath 有如來之意；又有

與gatra二詞，有種性、種族之意，可引申為佛的素質、性質。另外，《寶性論》的as
o

kulav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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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漢譯《央掘摩羅經》以 tuabuddhadh 作為如來性的梵語，而以  rgyas kyi 

作為佛性的藏語，有領域範圍之義。 

snsa
•

•

sndhyi

因此，若我們歸納以上漢譯佛典中佛性的用語，可以推測佛性原語主要應為

tuabuddhadh 。 

第一節 《大般涅槃經》佛性思想的立論基礎 

若單就文獻學的角度來看，我們只能大約推測原語義，卻未能明確地了知佛

性義涵到底為何？因此，若能夠從義理的角度來探討，或許能解決文獻學所不足

之處。因此本節將從經典義理方面去探討佛性之義。 

在了解《大般涅槃經》的佛性義涵之前，本節先對提出的佛性觀之立基作一

說明。《大般涅槃經》的佛性觀是立基在圓滿覺悟的佛的角度向眾生回溯而言的，

因此本文討論《大般涅槃經》之佛性觀時，便從佛所證之理境--第一義空、佛的

視角--佛知見及佛陀向眾生開示佛性思想的用意--隨順因緣而說法等方面來作說

明。 

一、第一義空 

《大般涅槃經》雖和如來藏系的經典15一樣主張佛性思想，說「一切眾生悉

有佛性，即是我義」16。不過，相對於如來藏系的經典，《大般涅槃經》的佛性

                                                                                                                                            
gataatath 與gatra、garbha、 tuadh梵文本中相對應於「佛性」義的用語為buddha或 的組合。其

中又以 tuadh 出現的次數最多。（小川一乘《佛性思想》京都文榮堂，1982，頁 26。；篠田正成

〈佛性とその原語〉《印度學佛教學研究》11：1，1963，頁 223-226。） 
15 關於如來藏系經典可以參閱杜正民著〈如來藏學研究小史〉一文《佛教圖書館訊》第十、十

一期，頁 32-52。 
16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40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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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色彩較為淡薄，原因在於其乃以中道第一義空作為佛性論的立論基礎，也就

是說《大般涅槃經》的佛性主張偏向緣起義、中道義的佛性主張而非實有義的佛

性論。 

要了解《大般涅槃經》的佛性立論基礎，則必須先了解何謂中道？何謂第一

義空？第一義空和空有何不同？根據《大般涅槃經》的經文得知第一義空就是智

慧，就是佛性，是双照空與不空之謂，且第一義空不同於小乘行者所說的「空」。

小乘行者所說的空是落於一邊的偏空，也就是其只見空，不見不空，所以不是中

道第一義空。而第一義空是「見空及與不空，常與無常，苦之與樂，我與無我」

17，是指同時見到空的一切生死，也見到不空的大涅槃，而且不執著於空，也不

執著於不空。因此，所謂的《大般涅槃經》第一義空，是双照空與不空的空。 

善男子！佛性者，名第一義空。第一義空，名為智慧。所言空者，不見空

與不空。智者見空及與不空，常與無常，苦之與樂，我與無我。空者，一

切生死；不空者，謂大涅槃。乃至無我者，即是生死；我者，謂大涅槃。

見一切空，不見不空，不名中道。乃至見一切無我，不見我者，不名中道。…

聲聞緣覺見一切空，不見不空，乃至見一切無我，不見於我。以是義故，

不得第一義空。不得第一義空故，不行中道。無中道故，不見佛性。18

《大般涅槃經》的第一義空，也不同於空宗對「空」的主張。空宗對空的主

張是以遮撥、双遣的方式進行，強調「空不可得，不空亦不可得」、「不見空與不

空」，這樣的方式並非《大般涅槃經》的中道第一義空，因為其仍然是偏空的，

真正的智者除了能「不見空與不空」之外，同時還要能双見「空」與「不空」，

否則不能稱之為「中道」。可知，《大般涅槃經》的立論強調双照的重要性，而非

                                                 
17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3 中。 
18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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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般若「双遣」的空義19，也就是「真空」與「妙有」二者不可偏廢。 

《大般涅槃經》的佛性觀基本上是站在中道第一義空的義理基礎來談的，我

們可以從〈師子吼品〉中佛陀回答師子吼菩薩所問的「眾生、菩薩何以具佛性卻

不見佛性」可以得知；《大般涅槃經》中佛陀說眾生皆具佛性，然因其無明覆故，

所以不能了見以中道、十二因緣、第一義空作為佛性內涵的真正用意。 

《大般涅槃經》將佛性、第一義空、中道、十二因緣作一連貫，依經解就是

以智慧觀照十二因緣，真實覺了緣起之有，徹證法本無自性之實相能雙見空與不

空、常與無常、我與無我，而悟入無「生滅、常斷、一異、來出」之中道義，也

就是法性第一義空的中道理。又行者即於一切法之性相如實照見，由此漸進而證

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果，得大般涅槃（果上之果）。諸佛同以此為因性（阿耨

多羅三藐三菩提種子），成聖種性故，所以稱十二因緣法、觀智、第一義空、中

道、成佛、無上大般涅槃，亦名為佛性。 

因此，從《大般涅槃經》佛性建立在第一義空的基礎上而言，佛性是不異於

空，也不異於不空的。特別強調第一義空主要是為了教化定苦行之凡夫、定樂行

之菩薩以及定苦樂行之二乘行者。在經文中很清楚地說明這三類的行者或見空就

執空以為實，或者謬見無常、苦為常為樂；或者以三寶之常為無常。均無法真正

了解到以第一義空為內涵的中道佛性之理。所以，我們可以說《大般涅槃經》以

第一義空作為佛性的內涵乃為了化導偏執的眾生而設立的。20

                                                 
19 「斯則一往第一義空以為佛性…亦應云：所言智者，不見智與不智。即「不見空」除空，「不

見不空」除不空；除「智」又除「不智」，遠離二邊，名聖中道…是以除不空，則離常邊，又除

於空，即離斷邊。不見智與不智，義亦如是，故以中道為佛性。…是故今明：第一義空名為佛

性，不見空與不空，不見智與不智，無常無斷名為中道。」（《大乘玄論》卷 3，大正藏第四十

五冊，頁 37 中。） 
20 「善男子！不 種，見中道者凡有三 一者定樂行。二者定苦行。三者苦樂行。定樂行者，所謂

菩薩摩訶薩憐愍一切諸眾生故，雖復處在阿鼻地獄如三禪樂。定苦行者，謂諸凡夫。苦樂行者，

謂聲聞緣覺，聲聞緣覺行於苦樂作中道想。以是義故，雖有佛性而不能見。」（《大般涅槃經》

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3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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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從《大般涅槃經》強調佛性非有非無，亦有亦無之中道，可知《大般

涅槃經》的佛性觀針對不同根器之眾生，開示不同的教化法門，故十二因緣為佛

性，常、樂、我、淨亦為佛性。 

生死本際凡有二種，一者無明，二者有愛，是二中間則有生老病死之苦，

是名中道，如是中道能破生死，故名為中。以是義故，中道之法名為佛性，

是故佛性常樂我淨。以諸眾生不能見故，無常、無樂、無我、無淨。佛性

實非無常無樂無我無淨，…佛性亦爾。眾生不見，以不見故，無常、無樂、

無我、無淨。有善知識諸佛菩薩，以方便力，種種教告，令彼得見，以得

見故，眾生即得常樂我淨。21

我為眾生得開解故，說言佛性非內非外，…是故如來遮此二邊，說言佛性

非內非外，亦名內外，是名中道。…是故佛性非有非無，亦有亦無。…是

故如來於是經中說如是言：一切眾生定有佛性，是名為著；若無佛性，是

名虛妄。智者應說眾生佛性亦有亦無。…是故我於是經中說：因生故法有，

因滅故法無。22

由引文可知佛乃為遮斷有情眾生落於二邊見，故說佛性是非有非無，亦有亦

無，不可定執的中道義。另外，《大般涅槃經》特別以第一義空來說其內涵，主

要是針對二乘者執空為實而言，故其在說明佛性「云何為空、非空、非空非非空」

時言： 

云何為空？第一義空故。云何非空？以其常故。云何非空非非空？能為善

法作種子故。善男子！若有人能思惟解了《大涅槃經》如是之義，當知：

是人則見佛性。佛性者，不可思議，乃是諸佛如來境界，非諸聲聞緣覺所

                                                 
21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3 下。 
22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72 上-57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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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23

可知《大般涅槃經》的主旨在宣說不可思議之佛性，同時此了證佛性之境界

非執空之二乘行者所證知的，是唯佛所證之境界。除此之外，《大般涅槃經》亦

說明了其將佛性說為「有我」，說「一切眾生悉有佛性」，乃依因緣而說，同時亦

為對治二乘行者執著無我的斷見： 

…佛言：我亦不說一切眾生悉無有我。我常宣說一切眾生悉有佛性，佛性

者豈非我耶？以是義故，我不說斷見。一切眾生不見佛性，故無常、無我、

無樂、無淨。如是則名說斷見也。…善男子！是佛性者，實非我也。為眾

生故說名為我。善男子！如來有因緣故，說無我為我，真實無我，雖作是

說，無有虛妄。善男子！有因緣故，說我為無我；而實有我，為世界故。

雖說無我而無虛妄。佛性無我，如來說我，以其常故。如來是我，而說無

我，得自在故。24

引文中佛以我、無我來說明二者是隨順眾生因緣所示現的教法，二乘行者往

往執著無我的空而入寂滅，偏於一邊。佛因此在無我之教外宣說有我之教。究實

而言，不思議之佛性乃我、非我、亦我亦非我、非我非非我。我與無我不相妨礙

的。唯有雙遮雙照、空與不空、我與無我，才可以了證以第一義空為內涵的不可

思議佛性之境。 

《大般涅槃經》另外以因果四句的論述模式來闡釋佛性25，第一義空不可定

執的中道義。因果四句的論述模式其實就是雙照雙遮中道義的進一步開展，《大

般涅槃經》中在說明十二因緣為佛性時，帶出了因果四句思維模式，來解釋佛性

概念的多層義涵。 

                                                 
23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6 中。 
24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5 上-中。 
25 所謂的因果四句所指為是因非果、是果非因、是因是果、非因非果等四個面向來論述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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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涅槃經》中明白說到十二因緣，是不落入生、滅任何一邊，也就是說

十二因緣知緣起法，超越了因、果概念所能描摹的範圍，是無法藉由因果概念將

其內容或性質加以任何實質意謂的描述。不過，經文中也說佛性是「十二因緣所

生之法」，亦即一一由各種或「因」或「緣」條件所生成的事物或修的境界。相

對而言，其並不排除利用「因」、「果」概念，給予一定說明，以方便修學者理解

的可能。基於這一個認識，經文中便從「因」、「果」分別的言思角度，直就佛性

的果德以及「潛能」二面義涵，展開了佛性有「因」、有「因因」、有「果」、有

「果果」等差別義的說明。指出觀十二因緣智是「因因」、十二因緣是「因」、菩

提是「果」、大涅槃是「果果」。 

運用因果模式來說明佛性的用意在於解釋「一切眾生為何修道」，同時避免

眾生未證說證，未得說得。26如果再仔細論究，則「一切諸佛以此為性」的佛性

是「其義甚深」、「不可思惟」的不思議境界乃亦因亦果、非因非果的。 

是因是果，如十二因緣所生之法。非因非果，名為佛性。非因果故，常恒

無變，以是義故，我經中說十二因緣其義甚深，無知無見，不可思惟，乃

是諸佛菩薩境界，非諸聲聞緣覺所及。27

引文中以「非因非果」來說明佛性的恆常不變義，以「是因是果」來說明佛

性不悖緣起，而真正的佛性是「不可思惟」的，也就是不落言詮的，不離四句，

不落四句，依因緣故而說。 

故在《大般涅槃經》末更以實相乃無相之相說明佛性是不定執的，以第一義

空說佛性闡述乃為遮斷有情落於二邊見： 

                                                 
26 《大般涅槃經》言：「若佛與佛性無差別者，一切眾生何用修道？佛言：善男子！…佛與佛性

雖無差別，然諸眾生悉未具足。」（《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4 中。） 
27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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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觀實相，是人能斷一切諸有，…無相之相，名為實相，…一切法無自相、

他相及自他相。…如是等相隨所滅處，名真實相。善男子！一切諸法皆是

虛假，隨其滅處，是名為實，是名實相，是名法界，名畢竟智，名第一義

諦，名第一義空。28

由引文中可知因一切法，無自相、它相、自他相，能隨其滅處，具無相之相

所以稱為實相。而此真實相乃遍在於法界，是行者所證究竟之智，以第一義空、

第一義諦作為其表現方式，故而將此真實相名之為法界、畢竟智、第一義諦。 

筆者以為《大般涅槃經》之佛性以中道第一義空之雙遮雙照有無四句來說

明，不外是欲運用多種契入點及多重角度來建立中道正見，以教化行者體悟佛性

這甚深不可思議的佛的境界。 

總之，《大般涅槃經》以第一義空作為其佛性的立論基礎，以因果四句、雙

遮雙照作為敘述方式，主要在說明佛性是離四句、絕百非的。《大般涅槃經》以

空性的涅槃中道智慧、第一義空來顯示其體性，同時應用世間的語言施設來表述

出佛性義在世俗諦與勝義諦共同運作的諦理。29

《大般涅槃經》的佛性觀重視於第一義空法義的闡發，在其對佛性義理的解

說上，一方面則強調其為非因非果，另一方面則從有因緣故而得說來開顯，同時

強調佛性與眾生恆常相隨，是一種通過智慧所得見及的真實，。從其「亦見不空」

                                                 
28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603 中-下。 
29 《大般涅槃經》言：「善男子！佛性者，亦色、非色、非色非非色。亦相、非相、非相非非相。

亦一、非一、非一非非一。非常、非斷、非非常非非斷。亦有、亦無、非有非無。亦盡、非盡、

非盡非非盡。亦因、亦果、非因非果。亦義、非義、非義非非義。亦字、非字、非字非非字。」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6 上。） 
又言：「…佛性者，非陰界入，非本無今有，非已有還無，從善因緣眾生得見…從緣故有。善

男子！是大涅槃微妙經典，成就具足無量功德。佛性亦爾，悉是無量無邊功德之所成就。」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6 中。）佛性能離四句、絕百非，但不離世間因緣，

眾生若沒有善因緣，就無法證入不思議境，從勝義諦來說佛性是法界法爾如是的境界，因非

生滅法，所以非在五蘊之中，無有色相，非是會壞滅的事物，是恆常不變異的中道體性，是

無量、無邊、無礙的八自在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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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張，可以顯出其思想特色有別於以往偏向於見「空」之聲聞、緣覺。 

此外，若離第一義空而言佛性，則佛性易被誤解為一實有的東西，故以第一

義空來彰顯這無形無相的實相之境界，若僅言遮撥的空，而不言照見的不空，則

佛性實相無相無所得的境界容易被誤解為虛無的空。因此《大般涅槃經》以第一

義空來詮釋佛性的義涵，即欲令修學者掌握空有不二的中道正見真實義。 

二、佛之知見 

除了以第一義空作為佛性思想的立論基礎外，《大般涅槃經》還特別以佛之

知見的角度來說明佛性遍滿法界，遍於眾生與佛無異之理。因此，以下將以佛之

知見來說明佛性思想的立論基礎。 

若細觀《大般涅槃經》可以得知其中心議題，為「如來常住」、「眾生有佛性」、

「涅槃四德」，而貫串這些議題的則為其「佛性觀」。《大般涅槃經》雖為如來藏

的經典，然而其和早期的如來藏系經典不同的，是《大般涅槃經》很少使用「如

來藏」的譯語，而大量採用「佛性」一詞30。由此可知《大般涅槃經》的佛性觀

詮釋和早期如來藏經典對佛性詮釋偏重有所不同。其所不同在於《大般涅槃經》

的佛性觀是站在圓滿覺悟者的立場來說的，如其言： 

是故我於諸經中說，若有人見十二緣者，即是見法。見法者，即是見佛。

佛者，即是佛性，何以故，一切諸佛以此為性。31

善男子！如汝所言，十住菩薩以何眼故，雖見佛性而不了了。諸佛世尊以

何眼故，見於佛性而得了了。善男子！慧眼見故不得明了，佛眼見故，故

得明了。…諸佛世尊斷因果故見則了了。一切覺者名為佛性。…十住菩薩

                                                 
30 見釋恆清《佛性思想》頁 39，台北．東大出版。 
31《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3 下-52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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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能自知定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而不能知一切眾生悉有佛性。32

《大般涅槃經》說，佛性就是佛以此為性，也就是說從佛所證顯的境界為角

度來說佛性，以佛的知見來說「一切諸法都是以此為性」，佛所見者，無一法非

佛性，也因此《大般涅槃經》所謂的佛性是站在佛的視角來看待的。 

進一步來說，佛性是唯佛所能證能見，從佛的角度來說，佛性遍滿法界，佛

性遍在於眾生身上，無一法非佛法。以此之故，佛性在《大般涅槃經》的經文中

不僅僅局限於如來藏的含藏義和根據義。更重要的，它藉由經文提昇行者看待世

界與事物的視野。 

從佛眼界來看，眾生佛性和佛的佛性沒有不同，差別在眾生、二乘行者不能

像佛一樣徹見甚深十二因緣理，於是輪轉六道，如其言： 

二乘之人雖觀因緣，猶亦不得名為佛性。佛性雖常，以諸眾生無明覆故不

能得見。33

十二因緣其義甚深，無知無見，不可思惟，乃是諸佛菩薩境界，非諸聲聞

緣覺所及。…一切眾生雖與十二因緣共行而不見知。…一切眾生不能見於

十二因緣，是故輪轉。34  

甚深十二因緣與眾生共行，然而眾生卻因無明覆蔽而不能了見。甚至，連十

住菩薩都「見不了了」，唯有上上智的佛能見了了，證菩提： 

善男子！觀十二緣智，凡有四種：一者下，二者中，三者上，四者上上，

下智觀者，不見佛性，以不見故，得聲聞道。中智觀者，不見佛性，以不

                                                 
32《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7 下-528 上。 
33《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3 下。 
34《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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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故，得緣覺道。上智觀者，見不了了，不了了故，住十住地。上上智觀

者，見了了故，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道。35

列表如下： 

修行位階 對於十二因緣的了知程度 

凡夫 不見知 

二乘 不能窮究 

十住菩薩 未能明見 

佛 見了了 

由於《大般涅槃經》佛性思想提出是站在佛知見的角度來看待，因此眾生和

果地佛性並無二致，從佛的角度來看，果地佛性不離因地佛性，眾生不離十二因

緣理，不離甚深緣起。總之，佛所覺悟的佛性不是佛所獨有的佛性，是眾生同時

具足的，只是見了了或不見的差別。又根據見了了或見不了了、不見的差異性，

隨順因緣將佛性粗分以因、果二面向來說明。 

另外，《大般涅槃經》也談到各根器眾生因對佛性認知的深淺不同，而產生

位階上的差異，如眾生因煩惱障礙而無法眼見佛性。聲聞緣覺因「三昧力多，智

慧力少，以是因緣不見佛性」36，是故執著於無常、無我、無樂、無淨的法義而

不見佛性，以至走向聲聞緣覺道。分別成就聲聞菩提、緣覺菩提。37

又十住菩薩因未能具足頂三昧，其智慧力多，三昧力少，雖見佛性但不能明

了。38只有如來因定慧等持而能見一切法無常、無樂、無我、無淨，在非一切法

                                                 
35《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4 中。 
36《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47 上。 
37 〈師子吼菩薩品〉：「聲聞緣覺見一切法無常、無我、無樂、無淨，非一切法亦見無常、無我、

無樂、無淨，以是義故，不見佛性。」（《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5 中。） 
38 〈師子吼菩薩品〉云：「佛性者，名頂三昧…十住菩薩智慧力多三昧力少，是故不得明見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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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常、樂、我、淨，才能算是徹見佛性。39

三、隨順因緣而說法 

除了上文所述《大般涅槃經》佛性思想的提出乃站在佛知見的角度來作說明

外，另有一個重要的詮釋視角，那便是佛是站在「隨順眾生因緣」的立場來開示

佛性。 

在〈迦葉菩薩品〉中有提到佛演說教法的方式有隨自意說、隨他意說或隨自

他意說，不論是何種方式的開示，都是為了引導眾生趣入修行正道。如其言： 

…爾時，五百比丘，各各自說己所解已，共往佛所。…各以如上己所解義

向佛說之。舍利弗白佛言：世尊！如是諸人誰是正說？誰不正說？佛告舍

利弗：善哉！善哉！一一比丘無非正說。舍利弗言：世尊！佛意云何？佛

言：舍利弗！我為欲界眾生說言，父母即是身因，如是等經名隨自意說。

40

又言：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47 上）。 

〈迦葉菩薩品〉云：「如我所說十住菩薩少見佛性…何故名少見？十住菩薩得首楞嚴等三昧三

千法門，是故了了自知當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不見一切眾生定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

是故我說十住菩薩少見佛性。」（《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73 下）。 
〈迦葉菩薩品〉云：「智慧力多，三昧力少，是故不得明見佛性」（《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

十二冊，頁 547 上）。 
〈德王品〉云：「上智觀者，見不了了，不了了故，住十住地。」（《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

十二冊，頁 524 中）。 
〈德王品〉云：「十住菩薩見一切法無常、無我、無樂、無淨，非一切法分見常樂我淨，以是

義故，十分之中，得見一分」。（《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5 中）。 
〈如來性品〉云：「無量菩薩雖具足行諸波羅蜜乃至十住，猶未能見所有佛性，如來既說，即

便少見…十住菩薩雖於己身見如來性亦復如是不大明了。」（《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

冊，頁 411 下-412 上）。 
〈如來性品〉云：「如是菩薩位階十地尚不了了知見佛性…」（《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

冊，頁 411 下）。 
39 〈師子吼品〉云：「諸佛世尊定慧等故，明見佛性了了無礙。」（《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

二冊，頁 547 上）。 
40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經第十二冊，頁 57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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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子！是七眾生若善法、若不善法，若方便道、若解脫道、若次第道、

若因若果，悉是佛性，是名如來隨自意語。41

又言： 

善男子！我常宣說一切眾生悉有佛性，是名隨自意說，一切眾生不斷不

滅，乃至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是名隨自意說。 

一切眾生悉有佛性，煩惱覆故，不能得見，我說如是，汝說亦爾，是名隨

自他意說。42

不論佛說何法，都是依著眾生的根器以及時節因緣而開演的，目的不外乎在

於對治眾生的弊病，令其心向佛法而修道。所以引文中說五百比丘各自詮釋各自

所理解的佛法，佛亦未有不贊同之語。因此，佛雖同是開演眾生佛性的教法，然

也因不同角度、不同因緣而有不同方式的導引。其目標都是為了趣入佛道。 

另外，《大般涅槃經》還明白地歸納出佛說法為眾生，故有七種語： 

一者，因語。二者，果語。三者，因果語。四者，喻語。五者，不應說語。

六者，世流布語。七者，如意語。43

此七種語都是為引導不同根器眾生趣入佛法的各種方式，其中如意語更明白

地說出佛陀開演不同教法的用意。 

如我呵責毀禁之人，令彼自責護持禁戒。如我讚歎須陀洹人，令諸凡夫生

於善心，讚歎菩薩為令眾生發菩提心。說三惡道所有苦惱，為令修習諸善

                                                 
41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經第十二冊，頁 579 中。 
42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經第十二冊，頁 573 下。 
43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經第十二冊，頁 57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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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故。說一切燒唯為一切有為法故，無我亦爾。說諸眾生悉有佛性，為令

一切不放逸故，是名如意語44。 

由此我們可以得知如來說法的靈活多樣，而佛性思想的提出乃為令眾生不放逸

故，眾生若聽聞之後又陷入定有、定無的執持，則亦非趣入佛法真義。真正能了

知佛性義理，必須明白佛陀宣說教法乃隨順因緣而說的「如意語」45。 

除此之外，在討論佛性的因果屬性歸類時，亦依不同向度，隨順因緣而向眾

生開示。佛性本是不可言說的，非三世攝46，然欲令眾生了知其奧妙之理，時而

或以因、或以果、或以亦因亦果、非因非果等角度說明其義。換言之，《大般涅

槃經》的因果佛性說乃依不同根器之眾生而開展的方便教化法門。47

第二節 《大般涅槃經》佛性的界義 

何以在討論佛性內涵前要先界義佛性這個語詞，是因為「佛性」在《大般涅

槃經》中具有多種義涵，在不同狀態下，佛性具有不同的陳述方式。又因《大般

涅槃經》的前分和續譯傳譯時間不同，經文中所描述的佛性特質也有所差異。正

如《大般涅槃經》的經文中言佛性本非可以以固定的形式來呈顯其特定的狀態，

所以不可以一法、千法、萬法來限定。如果修學者在未證悟無上菩提之前或未成

就佛位之前，一切的行為，不管善的、不善的或無記的，通通稱為佛性。同時佛

陀為了要顯示「佛性」，而以無量多的善巧方便來說明佛性。如其言： 

                                                 
44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經第十二冊，頁 574 中。 
45 「善男子！若有人言一切眾生定有佛性常樂我淨，不作不生煩惱因緣故不可見，當知是人謗

佛法僧， 若有說言一切眾生都無佛性，猶如兔角從方便生，本無今有已有還無，當知是人謗佛

法僧，若有說言眾生佛性，非有如虛空非無如兔角。何以故，虛空常故兔角無故，是故得言亦

有亦無，有故破兔角，無故破虛空，如是說者不謗三寶。善男子！夫佛性者，不名一法不名十

法，不名百法不名千法不名萬法，未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時，一切善不善無記盡名佛性，如

來或時因中說果果中說因，是名如來隨自意語，隨意語故名為如來，隨意語故名阿羅呵，隨意

語故名三藐三佛陀。」（《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經第十二冊，頁 580 中下。） 
46 〈迦葉菩薩品〉有言：「佛性猶如虛空。…虛空亦非三世所攝。」（《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經

第十二冊，頁 580 下-581 上。） 
47 關於佛性之因果多重辯證，請參考第二節之四～因果佛性之歸屬與關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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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佛性者，不名一法，不名十法，不名百法，不名千法，不名萬法。未得

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時，一切善、不善、無記名為佛性。48

如來雖說無量諸法以為佛性，然不離於陰、入、界也。49

佛性一詞，一直以來，都以「如來藏」的同義詞作義涵研究50，而真正深入

專論佛性義者，一般皆推《大般涅槃經》為最初。51佛性一詞在諸經論中常有多

種涵義，在《大般涅槃經》中亦然。 

如果將《大般涅槃經》之佛性直接同等「佛之性」、「佛之體」，則眾生有佛

性意味著眾生擁有和佛陀相同的性質體性，同時身中也具備了佛陀所有的神力妙

相。另外，有學者認為佛性具二種義涵：「以前者而言，佛性是諸佛的本質，也

是眾生之能成佛的先天依據，而後者是眾生能真正成佛的動力。」52。如果就近

代學者的討論，歸結而言，佛性有二義，其一是指佛的本性，即謂一切眾生都具

有佛的體性，也就是眾生都有佛性之義。其二是指成佛之性，其謂佛陀乃根據此

性得以成佛，也就是成佛的根據。如《大般涅槃經》中常見的「成佛的正因佛性」

或者「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種子」即是佛性。南北朝涅槃師學說大致也根據這二

個面向來討論。 

本論文對《大般涅槃經》的佛性義涵可分作因地佛性和果地佛性二個面向。

本節欲以因地佛性和果地佛性來說明《大般涅槃經》中佛性的義涵。 

又為了彰顯《大般涅槃經》眾生皆有佛性的宗旨，《大般涅槃經》在佛性敘

述上以因果佛性來作為佛性義涵的分類方式，其中特別以因地佛性來說明眾生皆

                                                 
48《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80 下。 
49《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74 上。 
50 高崎直道著〈如來藏思想的歷史與文獻〉《如來藏思想》頁 29，台北，華宇出版社，民 75 年

12 月 
51 河村孝照著，李世傑譯〈佛性、一闡提〉《如來藏思想》頁 137-138 
52 釋恆清〈道元禪師的佛性思想〉《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四期，1999，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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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佛性，與佛無異的特質；而以果地佛性來標舉眾生與佛的修行境界差異所在，

同時彰顯佛的殊勝功德、智慧。如同前文所言，《大般涅槃經》的佛性觀是立基

在佛知見、第一義空之理向眾生回溯而加以開演的。因此，在佛的視角看來，因

果佛性其實無二致，只不過為說明眾生的修學次第、途徑，依善巧方便而作分別。

從而藉由因果佛性的多重辯證53來突顯佛性思想的多元性與融通性。 

到了南北朝各家論師便依循著《大般涅槃經》的佛性分類敘述方式開展出屬

於各家各所偏重的佛性觀，然而大致而言，各家的佛性觀仍然不離因、果分類方

式作敘述。因此，在論述南北朝各論師的佛性觀之前，先介紹《大般涅槃經》依

因果論述模式而呈現的佛性思想。 

一、因地佛性 

（一）以正因釋眾生佛性 

〈師子吼品〉中在闡述佛性時，列舉了二因來說明，眾生之所以與佛無異，

畢竟成佛的原因就在於眾生均有「正因」佛性。因眾生實具正因佛性，再加上其

他的助緣加以彰顯，因此佛說一切眾生定得成佛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 

所謂的正因，即指「成佛的根本依據」、「佛的本性」之意如文云： 

汝言眾生悉有佛性，何故不見者？是義不然。何以故？以諸因緣未和合

故。善男子！以是義故，我說二因，正因、緣因。正因者，名為佛性，緣

因者發菩提心。以二因緣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如石出金。54       

一切眾生有佛性，如乳中酪性，若乳無酪性，云何佛說有二種因，一者正

                                                 
53 請參考本章第二節之四，因果佛性之歸屬與關連 
54《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3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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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二者緣因…佛言：善男子！若使乳中定有酪性者何需緣因，師子吼菩

薩言，已有性故，故需緣因。何以故？欲明見故。緣因者，即是了因。世

尊，譬如闇中先有諸物，為欲見故，以燈照了。若本無者，燈何所照，如

泥中有瓶，故須人水輪繩杖等而為了因。55  

          師子吼言，一切眾生無有佛性者，云何而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以正因

故，故令眾生得阿耨多羅三藐三善提。何等正因？所謂佛性。56    

善男子！一切諸法皆悉無我，而此涅槃真實有我。以是義故，涅槃無因而

體是果，是因非果名為佛性。57     

引文中說明了眾生與佛無異，且定可成佛的原因在於眾生均有「正因」。同時以

因地的角度來說明佛性的特質是因而非果的。換言之，眾生均有成佛的要素。不

過，雖有成佛的要素並不等於眾生現即是佛；眾生雖具成佛的必要條件，但若缺

少外緣幫助則仍然無法成就佛果。故經文在說明佛性即正因後，佛又說明了緣因

的重要性。二者必須相輔相成方能圓滿，如同乳生酪。乳酪原是本質上相同的物

質，但因在乳上加以發酵而製成酪。而乳除了外緣幫助外，乳最重要的是要有成

酪的「酥性」。 

值得一提的是《大般涅槃經》中除了以正因釋佛性外，另提到了「正因」與

「了因」二詞，而將佛性或以「生因」解，或以「了因」解。而六波羅蜜或歸指

生因，或歸指了因，如引文：  

煩惱諸結，是名生因；眾生父母是名了因。如穀子等生是名生因；地水糞

等是名了因。復有生因，謂六波羅蜜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復有了因，謂

                                                 
55《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31 中。 
56《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32 上。 
57《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32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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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性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復有了因，謂六波羅蜜佛性；復有生因，謂首

楞嚴三昧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復有了因，謂八正道阿耨多羅三藐三菩

提；復有生因，所謂信心六波羅蜜。58

列表整理如下： 

生 因 了 因 

煩惱諸結 眾生父母 

穀子等生 地水糞 

佛性 六波羅蜜 

首楞嚴三昧 八正道 

六波羅蜜 佛性 

現今學者有以為此混淆的說法，意義不明確。59然若細讀經文，可發現佛所謂的

正因、緣因是包含於佛性的解釋之下，如其言「眾生佛性亦二種因60」，二種和

合方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而所舉乳酪本質不異也可以得見，其實佛性包含了

正因及緣因二義，而正因、緣因二者並非壁壘分明，故經文中言「佛性者，非內

非外，雖非內外，然非失壞，故名眾生悉有佛性61」其中「非內非外」便可說明

何以六波羅蜜即是生因復為了因，或佛性既是正因，復言緣因的原因了。只不過

二者之間的異同，涅槃經並未有詳細的論述。而這部份，後代的註解家則慢慢加

以分辨釐清。 

（二）以如來藏釋因地佛性 

                                                 
58《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30 上。 
59〈獅子吼品〉中所提到二種不同二因，綜合言之，有生因、正因、了因、緣因，但是因為各有

不同，因此意義不明確，例如有時生因即是正因，有時緣因即是了因，六波羅蜜是了因，又是

生因，總之相當含混不清。（釋恒清《佛性思想》，頁 49。）  
60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30 上。 
61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3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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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般涅槃經》的前分（指《北本》的前十卷五品）中，常以「如來藏」

來說明因地佛性的義涵，也就是以「如來藏」作為成佛之所依。 

《大般涅槃經》的〈金剛品〉、〈壽命品〉中描述釋迦佛宣佈要入涅槃，眾多

弟子請求佛陀要常住於人間，佛陀藉著色身入滅的因緣，隨機開示佛弟子應當要

觀察佛的色身「猶如芭蕉，熱時之炎」一樣的虛幻，屬於有為的生滅法，所以眾

生不應對如來的色身生起永恆常住的想法，而在〈金剛品〉中，佛陀進一步開演

「如來秘密之藏」是為說明眾生佛性與佛無異。62

《大般涅槃經》闡示「秘密之藏」謂為「佛性」，為了說明眾生如何到大涅

槃的境地，於是將如來藏作為眾生成佛的根據。如在〈如來性品〉中言 

…我今亦當廣為眾生顯揚如是如來祕藏，亦當證知真三歸處，若有眾生能

信如是大涅槃經，其人則能自然了達三歸依處。何以故？如來祕藏有佛性

故。63

…我今當更善為汝說入如來藏，若我住者，即是常法，不離於苦；若無我

者，修行淨行無所利益。若言諸法皆無有我，是即斷見；若言我住，即是

常見。若言一切行無常者，即是斷見；諸行常者，復是常見。若言苦者，

即是斷見；若言樂者，復是常見。修一切法常者，墮於斷見；修一切法斷

者，墮於常見，如步屈虫要因前脚得移後足，修常、斷者亦復如是，要因

斷常。以是義故，修餘法苦者，皆名不善；修餘法樂者，則名為善，修餘

法無我者，是諸煩惱分。修餘法常者，是則名曰如來祕藏。64

…知諸煩惱體相差別而為除斷，開示如來祕密之藏清淨佛性常住不變…但

                                                 
62 《大般涅槃經．壽命品》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375 上。 
63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410 中。 
64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41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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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了知諸法真性，凡夫之人戲論諍訟不解如來微密藏故。65

由引文可知，如來秘藏乃《大般涅槃經》欲闡示眾生佛性義理的契入點，行

者信大涅槃經，就能了解如來秘藏。又因如來秘藏以佛性為其內涵，故行者了知

其理就能了達三歸處。 

另由第二、三段引文中可知如來秘藏具雙遮我與無我；斷與常，不落二邊的

特質，凡夫不解則各執一邊造成戲論諍訟，不能了知如來藏佛性乃諸法真性。 

又如來藏是相對於果地佛性如來法身義涵而言的，所謂的如來法身指佛完全

實現自性清淨境界，此境界是恆常，而如來藏則歸屬於因地佛性，眾生內具著如

來這個大寶藏，然因五蘊、十二入、十八界這些現象所纏縛，加上貪、瞋、痴等

不實在的妄想塵勞所污染，所以名為「如來藏」。 

換言之，在眾生未斷盡一切煩惱，還未能把「如來」這寶藏顯現出來之際，

不能以「法身」名之。雖然「如來藏」和「法身」都有指涉如來法身自性清淨境

界。然而，若是凡夫還未離開煩惱時，不名如來法身，而名如來藏。 

總之，如來藏一詞，指在佛地以下的一切有情眾生，因法身被無明煩惱所覆

蓋，此時的法身稱名為如來藏。又因有情眾生含藏著未來成就佛果之功德，卻因

無明的遮障而未能修學佛法的緣故，以至究竟佛果的功德未能顯發，故稱如來藏。 

也因此，我們可以得知眾生得以成就佛果的根據，就是自身所具有的如來

藏，而如來藏和法身的差別，就是因地佛性和果地佛性的差別。《大般涅槃經》

的前分特別宣說眾生與佛的差別，在於眾生雖具佛性，但為無量煩惱所覆，所以

不能得見，如在〈如來性品〉中言： 

                                                 
65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41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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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葉菩薩白佛言：世尊，若一切眾生有佛性者，佛與眾生有何差別？如是

說者，多有過咎。若諸眾生皆有佛性，…如是等人若同佛性，何故不同如

來涅槃而般涅槃？66

迦葉菩薩白佛言：世尊，實無有我。…若使一切皆有佛性，是常住者，應

無壞相；若無壞相，云何而有剎利、婆羅門、毘舍、首陀及旃陀羅、畜生

差別？今見業緣種種不同、諸趣各異。若定有我，一切眾生應無勝負。以

是義故，定知佛性非是常法。若言佛性定是常者，何緣復說有殺、盜、婬、

兩舌、惡口、妄言、綺語、貪、恚、邪見？67

善男子，一切眾生亦復如是。不能親近善知識故，雖有佛性皆不能見。而

為貪、婬、瞋恚、愚癡之所覆蔽故，墮地獄、畜生、餓鬼、阿修羅、旃陀

羅、剎利、婆羅門、毘舍、首陀。…..貪、婬、瞋恚、愚癡覆心，不知佛

性。如彼力士，寶珠在體，謂呼失去。眾生亦爾…..善男子，如來如是說

諸眾生皆有佛性，喻如良醫示彼力士金剛寶珠。是諸眾生為諸無量億煩惱

等之所覆蔽，不識佛性；若盡煩惱，爾時乃得證知了了。…..如來祕藏其

味亦爾，為諸煩惱叢林所覆，無明眾生不能得見。一味者，喻如佛性，以

煩惱故出種種味，所謂地獄、畜生、餓鬼、天、人、男、女、非男非女、

剎利、婆羅門、毘舍、首陀。68

由引文中可知眾生佛性和如來佛性的差異，在於眾生雖有佛性，然因受煩惱

覆敝，故其所具佛性是隱覆不見的。相對於眾生佛性，如來所具的佛性是清淨佛

性常住不變，方是覺者的境界。就因眾生的佛性尚未清淨無煩惱，所以未能顯現

法身自性清淨境界，也尚無法趣入大涅槃。佛陀在此以力士的金剛寶珠來比喻眾

                                                 
66 《大般涅槃經．如來性品》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423 上。 
67《大般涅槃經．如來性品》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407 下。 
68《大般涅槃經．如來性品》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408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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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皆有成佛之深甚秘藏作根據。 

不過，若我們細讀《大般涅槃經》，則會發現如來藏一詞在《大般涅槃經》

出現的相當少，而且都出現在前分69，其主要原因乃《大般涅槃經》以談論大涅

槃為中心主題，非以討論因地佛性－如來藏為主，故相對於因地佛性的討論，《大

般涅槃經》中對果地佛性－諸佛法身、法性的內容則非常豐富，且經文中也在在

強調佛性乃是趣入大涅槃一必要條件。換言之，佛性是趣入大涅槃的核心概念，

同時整部經典乃以「佛性」作為修學的主軸。70

二、果地佛性---中道、第一義空 

《大般涅槃經》思想中，亦以「中道、第一義空」來解釋「佛性」之名，認

為所謂的佛性是指能同時見空與不空、常與無常、我與無我的大乘智慧。同時也

貶斥小乘行者只能證悟到生死是無常、苦、空，沈空不出、執著於空的缺弊。而

若僅僅執著無常、苦、空的觀念則容易偏執空，導致斷見的形成，因此無法見中

道，自不能見佛性。 

佛性因為是雙照空有，不偏任何一邊，故不會落入常見，也不會落入斷見，

因為佛性能雙照空與不空、常與無常，故能令行者從二元對待的觀念境界進入一

如的境界，如文云： 

汝問云何為佛性者，諦聽！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說。善男子！佛性者，

名第一義空，第一義空名為智慧。所言空者，不見空與不空。智者見空及

                                                 
69《大般涅槃經．如來性品》云：「…我今亦當廣為眾生顯揚如是如來秘藏，亦當證知真三歸處…
如來秘藏有佛性故」（頁 410 中）、「…我今當更善為汝說入如來藏…修餘法常者是則名曰如來

秘藏。」（頁 410 中）、「…知諸煩惱體相差別而為除斷。開示如來祕密之藏清淨佛性常住不變…

但求了知諸法真性，凡夫之人戲論諍訟不解如來微密藏故…」（頁 410 中下）。 
70 〈梵行品〉云：「不見佛性終不能得大般涅槃」（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46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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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不空，常與無常，苦之與樂，我與無我，71

空者，一切生死；不空者，謂大涅槃。乃至無我者，即是生死；我者，謂

大涅槃。見一切空，不見不空，不名中道，乃至見一切無我，不見我者，

不名中道；中道者，名為佛性。以是義故，佛性恆常，無有變易。72

聲聞、緣覺，見一切空，不見不空，乃至見一切無我，不見於我，以是義

故，不得第一義空，不得第一義空故，不行中道，無中道故，不見佛性。

73

佛性者，即是一切諸佛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中道種子。
74

引文中從惟有智者能雙照空與不空、常與無常、苦之與樂、我與無我，說佛

性之名智慧、第一義空。因為雙照二邊，不偏一邊，所以能稱為中道，又因能雙

照二邊，故行者能同時見生死也見涅槃，行者了知佛性，即能了知諸佛所證之中

道理境，故說引文中說佛性是「一切諸佛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種子」。又此中道、

第一義空理境乃唯佛所證，非聲聞、緣覺所證，故可作為果地佛性義涵。 

由此可知，以第一義空為內涵的佛性是必須同時照見空與不空，若僅言空或

僅言不空都不是中道。因此，現代學者或有以為《大般涅槃經》佛性思想觀念是

如來藏系統，是真如思想，偏實有觀點，違背佛教原始大意，緣起性空的觀念75。

其實此類判教的觀念是誤解了《大般涅槃經》的思想論理。依照《大般涅槃經》

的思想可知佛性思想即指中道、第一義空之義，與緣起性空的佛教根本大意不相

違背。 

                                                 
71《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3 中 
72《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3 中 
73《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3 中。 
74《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3 中。 
75 參印順法師著《佛法概論》頁 60；《以佛法研究佛法》頁 309-314；《印度佛教思想》頁 9-66；

高崎道直等著，李世傑譯《如來藏思想》（世界佛學著譯叢 68）頁 11-15，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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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大般涅槃經》以中道、第一義空來解釋佛性，那麼我們首先必須釐清

何謂中道、何謂第一義空。如文云： 

復次，善男子！道有三種，謂下上中；下者梵天無常，謬見是常。上者，

生死無常，謬見是常，三寶是常，橫計無常。…中者，名第一義空，無常

見無常，常見於常。第一義空，不名為下，何以故？一切凡夫所不得故。

不名為上，何以故？即是下故，諸佛菩薩所修之道不上不下，以是義故，

名為中道。76

列表如下： 

空 不空 

生死 大涅槃 

無我 我 

中道 

佛性 

第一義空 

由引文中可以得知，道可以分為上道、中道、下道三類，其中「下道」是指執著

無常變化的梵天為不變的常存的狀態；而所謂的「上道」是指執持無常幻化的生

死為恆常，而將三寶之常視為無常。二者各有偏狹，故不名為中道。那麼所謂的

「中道」到底是指什麼呢？〈師子吼品〉中言「中道」即是「第一義空」，是諸

佛菩薩所修之道，能如實了知梵天、生死為無常，三寶為常的道理。換言之，所

謂的第一義空就是如實知見諸法性相既非常見（下道），也非斷見（上道）而是

無常無斷的中道正見。 

                                                 
76《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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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涅槃經．師子吼品》亦以「無常、無斷」來解釋中道，以區別眾生所見

的常見與斷見。因此，如能見空與不空，了知亦色、非色、非色非色色的道理，

即見佛性。而行者若能了知佛性，則能破生死本際，脫離生死輪迴之苦，破除無

明證得涅槃。如文云： 

生死本際凡有二種，一者無明，二者有愛，是二中間則有生老病死之苦，

是名中道。如是中道能破生死故名為中，以是義故，中道之法名為佛性。

77

眾生起見凡有二種，一者常見，二者斷見，如是二見不名中道。無常無斷，

乃名中道。無常無斷即是觀照十二因緣智，如是觀智是名佛性。78

以中道之法作為佛性的內涵，主要著眼於二個面向來敘述。其一是中道之法

能破生死之苦；其二是中道正見為不落二邊的無常無斷的十二因緣觀智，是不同

於眾生之見者。 

可知，在《大般涅槃經》續譯部份，「佛性」幾乎都是以果地佛性、佛境界

性的義涵出現，其中最能代表果地佛性義涵者為中道第一義空。《大般涅槃經》

中言「佛性者，名第一義空」，因行者由第一義空才可以分辨出空與不空。如此，

可知第一義空是一種智慧，此智慧由理解第一義諦而成就。能分辨出空與不空、

常與無常、苦與樂、我與無我。由經文得知唯有智者才能觀到空與不空、常與無

常、苦與樂、我與無我諸等見解引發出的智慧。相對於二乘行者，《大般涅槃經》

說二乘無學聖人可證空的境界，而不能證得不空的境界；可證無常的道理，而不

能證得常的道理；可證得無我的諦理，而不能證「我」法爾如是的境界。而第一

義空就是中道正見的正知要領，如果修學者在緣起的觀察上提不起「中道」的正

                                                 
77《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3 下。 
78《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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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則因此把自己所修學建立的見解錯認為真實恆常的存在，而掉入見解的一

邊，則謂為邊見的後果，如此則無法正向解脫、涅槃。之所以無法提起中道的正

見，是因無法見到空與不空。不見空與不空，就不能正知「第一義空」的緣故。

因此，唯有認知到「第一義空」才能開起中道。而完全了證中道第一義空者，則

為佛果境界的如如呈顯。 

根據《大般涅槃經》續譯部份，第一義空是第一義和空所組合的。《大般涅

槃經》中明示著大涅槃為修學者的境界，最為第一79，故大涅槃可說是第一義。

至於空義呢？《大般涅槃經》的經文指出「性不可得說為空」80，意即說明佛性

並非一實在性的實有體，此不可得說為空，就稱作「第一義空」，我們可以進一

步界義將最高、最殊勝的大涅槃顯出「永恆不變易、安樂、法身、清淨」的真實

空寂境界，而此一空寂境界具有著不可得的內在特質，而呈現出無所得的境界。

而《大般涅槃經》中如何呈顯中道、第一義空作為佛性的內涵呢？如其言： 

如來常住，則名為我，如來法身無邊無礙，不生不滅，得八自在，是名為

我。眾生真實無如是我及以我所，但以必定當得畢竟第一義空，故名佛性。

81

何等名為第一義空？有業有報，不見作者，如是空法，名第一義空，是名

菩薩摩訶薩「觀」第一義空。82

云何菩薩摩訶薩「觀」第一義空？…菩薩摩訶薩觀第一義時，是眼生時無

所從來，及其滅時去無所至，本無今有，已有還無，推其實性，無眼無主，

                                                 
79 「善男子！…此經如是，於諸經三昧最為第一。善男子！譬如耕田，秋耕為勝，此經如是，

諸經中勝。善男子！如諸藥中醍醐第一，善治眾生熱惱亂心，是大涅槃為最第一。」（《大般

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385 上）。 
80《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0 下。 
81《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56 下。 
82《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46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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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眼無性，一切諸法亦復如是。83

可知佛性乃畢竟第一義空的境界，而此第一義空具有無所得的特質，此空不是虛

空之無，而是著重於「不造作」、「無邊無礙」、「不生不滅」的中道義，故說在佛

境界所呈現的恆常不變的八自在我稱為第一義空，而這第一義空因是佛果境界所

證的內涵，又是眾生未來所必定當得的真實我，故名為佛性。 

第一義空還有另一個特質，那就是不生亦不滅、不來亦不去的真實性，所以

若站在真實性，第一義空的智慧角度而言其是佛性。 

從佛性論及生起與滅壞而言，佛性在時間上沒有一個生的實體，說為「無

生」；也沒有一個滅壞的實體，而說「無滅」。同時也沒有一個所謂「去」這一個

動作的實體性，說為「無去」。因此，站在無所從來去，無所至無滅的角度說第

一義空的智慧是佛性。 

《大般涅槃經》中提到第一義空即是中道，何以故呢？第一義空是掌握住有

關二乘最高的「空、無常、無我、苦」道理與佛果境地「不空、常、我、樂」的

大涅槃智慧二個見地。即指行者必須了知第一義空具雙照生死法與涅槃法的智慧

觀照方式，這種兼具雙照的智慧便稱為「中道」，也就是佛性。也因此「佛性」、

「第一義空」、「中道」都是這種雙照生死與涅槃的智慧。《大般涅槃經》特別強

調雙照、雙見的中道思想，此在印順法師及牟宗三先生的著作中已提及。84

又這種中道第一義空的智慧乃是唯諸佛如來的境界，非是聲聞、緣覺所見，

因此在中道佛性乃是佛陀所獨有的不共智慧這個角度下說明稱作佛性。 

                                                 
83《大般涅槃經》〈梵性品〉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461 下。 
84 印順《如來藏之研究》頁 258-259（正聞出版社）；牟宗三《佛性與般若》頁 200-202，台北學

生書局 1977。 

 46



為何中道者名為佛性？《大般涅槃經》以三種人不能真確實行中道來反證中

道的完全實踐乃佛果境界而名之為佛性。 

〈師子吼菩薩品〉云：「聲聞緣覺見一切空，不見不空；，乃至見一切無

我，不見於我。以是義故，不得第一義空。不得第一義空，故不行中道；

無中道故，不見佛性。善男子！不見中道者，凡有三種：一者定樂行，二

者定苦行，三者苦樂行。定樂行者，所謂菩薩摩訶薩憐愍一切諸眾生故，

雖復處在阿鼻地獄如三禪樂；定苦行者，謂諸凡夫；苦樂行者，謂聲聞緣

覺。聲聞緣覺行於苦樂作中道想，以是義故，雖有佛性而不能見。」85

引文中言定苦行者是所謂凡夫；定樂行是菩薩為度眾生的原因，雖處於苦境

中，心如同於受樂；苦樂行者是聲聞緣覺乘者。經文中一再指出聲聞、緣覺雖實

踐中道，但因無法體悟到空與不空、無常與常、無我與我、苦與樂雙照的道理，

所以不得第一義空，亦因無第一義空的智慧，而無法真正實踐中道，所以更無法

體悟到雙照雙遮的中道實相的智慧。 

對於佛性即中道正見，其意義在於所有的見解最重要的修學步驟與理念即是

要納入中道的見解中。若依中道的道理，則能遠離二邊而體悟真實的諦理，所謂

「佛法中道遠離二邊而說真法」86，才能真正走向無上正等正覺。經文中特別以

非破非不破來對治眾生的執著，以破生死故名為「中」，來破除輪迴於六道的眾

生之迷執。如經文所言： 

我今當為一切眾生開甘露門，即於波羅奈國轉正法輪宣說中道。一切眾生

不破諸結，非不能破，非破非不破，故名中道；不度眾生，非不能度，是

                                                 
85《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3 中。 
86《大般涅槃經．如來性品》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41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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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中道；非一切成，亦非不成，是名中道。87

所謂的中道表現，就破煩惱諸結而言，具有非破非不破者；就度眾生的角度

而言，則具非不度非不能度者；就一切法的角度而言，具非一切成，亦非不成者

方以名之。列表如下： 

中道表現方式 

項目

屬性 
煩惱 眾生 一切法 

非中道 不破 度 一切法 

非中道 非不能不破 不度 非一切成 

中道 非破非不破 不度非不能度 非一切成亦非不成 

對於中道佛性的開顯《大般涅槃經》是走向深度性與廣面性的，在深度性上

現見到緣起，深入見到非空非有、亦空亦有；非來非去、亦來亦去的道理是名中

道。親見佛性是了解「非內非外、非有非無、非常非斷」的真實性，而此真實性

在法界法爾如是的諦理名中道。 

在廣面性上，就緣起、佛性、如來法身、涅槃等顯現中道正見才能達到究竟

佛位，且只有入佛位者才能完全透徹見到佛性。換言之，圓滿徹見到佛性者才能

同時兼具中道第一義空的深度性與廣度性。因此，中道第一義空可以作為果地境

界之佛性。 

三、亦因亦果的十二因緣 

《大般涅槃經》在討論因地佛性時，將十二因緣及十二因緣觀智納為因地佛

                                                 
87《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8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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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範疇。其中以十二因緣為因佛性及十二因緣觀智為因因佛性。二者的差別在

於十二因緣為修學者所觀照的對象，藉由觀照十二因緣而生起的智慧稱為十二因

緣觀智。從修學者的角度來看，二者能為菩提果作因，是趣向菩提的基礎，故歸

屬於因地佛性範疇。 

又因十二因緣乃遍滿法界，佛與眾生不離十二因緣。因此，在《大般涅槃經》

的經文中除了將十二因緣劃歸為因地佛性之範疇外，亦說十二因緣事兼具因果

的。以下將分因地的十二因緣、因因佛性的十二因緣觀智及連結因果的十二因緣

三個層次，說明十二因緣在《大般涅槃經》佛性論理中所扮演的角色功能。 

（一）十二因緣 

十二因緣是初期佛教的根本教義，又名十二支、十二緣起。本是佛陀教示行

者的方法，說明眾生造業生死流轉的過程與原因，也是二乘行者之緣覺乘主要的

修習方式，行者若能觀照十二因緣理，則能具般若智，了知三世因果緣起性空之

理，破除無明，證得涅槃。 

初期佛教中，「十二因緣」義理主要在說明無常、無我之理，而《涅槃經‧

師子吼品》卻開拓性的以初期佛教的十二因緣觀說明佛性的內涵，十二因緣在《涅

槃經‧師子吼品》中，已不僅僅是二乘行者的修習觀法而已，更是成就佛果之所

依，同時在佛的境界來看，十二因緣理即是中道第一義空之理。 

十二因緣之所以作為因地佛性的原因，其中之一即在於其是「一切眾生所共

有的」。十二因緣的內容在〈師子吼品〉中也有詳細的論述： 

善男子！十二因緣，一切眾生等共有之，亦內亦外。何等十二？過去煩惱

名為無明；過去業者則名為行；現在世中初始受胎是名為識；入胎五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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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未具名為名色；具足四根未明觸時是名六入；未別苦樂是名為觸；染習

一愛是名為受；習近五欲是名為愛；內外貪求是名為取；為內外是起身口

意業是名為有；現在世識名未來生；現在名色六入觸受名未來世老病也。

是名十二因緣。88

十二因緣是指無明、行、識、名色、六入、觸、受、愛、取、有、生、老死

等生死流轉的因果，茲列表加以整理如下： 

無明 過去煩惱 受 染習一愛 

行 過去業 愛 習近五欲 

識 現在世中始受胎 取 內外貪求 

名色 入胎五分四根，未具名 有 為內外事起身口意業 

六入 具足四根未明觸時 生 現在世識 

觸 未別苦樂 老死 現在世名色六入觸受 

而一切眾生所共有的十二因緣，理同於佛所見之法，佛所證之性。因此，從

佛的立場向眾生回溯十二因緣當可作為因地佛性，也就是眾生成就佛果之所依。

如文云： 

二乘之人雖觀因緣，猶不得名為佛性。佛性雖常，以諸眾生無明覆故不能

得見。89

善男子，一切眾生不能見於十二因緣，是故輪轉。90

是故我於諸經中說，若有人見於十二緣者，即是見法，見法者，即是見佛。

                                                 
88《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5 下。 
89《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3 下。 
90《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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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者，即是佛性，以何故？一切諸佛以此為性。91

十二因緣其義甚深，無知無見，不可思惟，乃是諸佛菩薩境界，非聲聞緣

覺所及…一切眾生雖與十二因緣共行而不見知。92

眾生與佛所不同者，在於眾生受無明所覆，故雖有與十二因緣共俱，但不能

知見，十二因緣之甚深義是唯佛所證的，即便是二乘之修習者，同觀十二因緣，

卻仍無法像佛一樣了證甚深不可思惟義。眾生因不能如實了見十二因緣故而輪轉

六道。列表如下：  

修行位階 對於十二因緣之體證 

凡夫 共行而不見知 

聲聞緣覺 非所及 

佛菩薩 能體證以此為性 

（二）十二因緣觀智 

十二因緣觀智和十二因緣雖同屬於因地佛性的範疇。不過，二者之間仍有修

行次第上的差別，十二因緣觀智乃由觀照十二因緣所產生的智慧，而如實觀照十

二因緣產生的智慧即中道。與十二因緣為佛性的差別，在於十二因緣是從法界理

體的角度來看，理之遍在眾生，故為佛性。而十二因緣觀智則指知見上的中道正

見而言，如此的智慧則是成就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的種子，由「種子」、「作因緣」

的角度說十二因緣觀智為因地佛性。如文云： 

善男子！是觀十二因緣智慧，即是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種子。以是義故，

                                                 
91《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4 上中。 
92《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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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因緣名為佛性。善男子！譬如胡瓜名為熱病。何以故？能為熱病作因

緣故，十二因緣亦復如是。93

眾生起見，凡有二種：一者常見，二者斷見。如是二見，不名中道；無常

無斷，乃名中道。無常無斷，即是觀照十二因緣智；如是觀智，是名佛性。

94

經文中舉胡瓜能治熱病，是治熱病的因，所以名為熱病。同理，具備能觀照

十二因緣之智，就能超脫生死流轉，了知不一不異、不常不斷、非因非果之理。

又得此菩提種子，就可以得見佛性，證無上大般涅槃，由此說十二因緣觀智歸屬

於因地佛性範疇。 

《大般涅槃經》中還特別說十二因緣觀智可以對治眾生的常見與斷見，明白

無常無斷的中道理，有此觀智，眾生不會墮入常見、斷見偏頗之中，進而脫離六

道輪迴，因而稱此觀智為佛性。 

（三）連結因果的十二因緣 

從因地的角度來看，一切眾生皆具十二因緣，故而言十二因緣為因地佛性。

若從佛的角度來看，佛之所以為佛，就在於其能徹見十二因緣，然二乘、凡夫行

者尚未徹見。因此，從果地角度而言，佛就是圓具十二因緣觀智之行者。十二因

緣同時是煩惱的源頭，十二因緣理涵括了眾生與佛。換言之，十二因緣是《大般

涅槃經》提出契入佛性的緣起法，亦為佛果佛性之境界： 

佛性者，名十二因緣。何以故？以因緣故，如來常住。一切眾生定有如是

十二因緣，是故說言一切眾生悉有佛性。十二因緣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

                                                 
93《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4 上。 
94《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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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來。95

十二因緣名為佛性，佛性者即第一義空。第一義空名為中道，中道者即名

為佛，佛者，名為涅槃。96

引文中說明了十二因緣得以名之為佛性的原因；其一，十二因緣乃如來常住

的原因，是眾生所定有者；其二，十二因緣理即第一義空理，同等於中道理，而

此中道之理為佛所證之理境。故而十二因緣理連結了因地的眾生和果地的佛。 

十二因緣是修行之關鍵，故經文說「若有人見十二因緣，見法即是見佛；佛

者，即是佛性」97由此揭示十二因緣法的殊勝意涵，顯示《大般涅槃經》重視十

二因緣法，在佛法的修學過程中具有不可忽視的關鍵地位。如果行者不特別重視

十二因緣觀智，則無法對於生死流轉的大相續流之本末緣由有很深層的認知。然

而，從緣起的認知要指向「佛性」，十二因緣觀智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若行者

不能了見十二因緣則無法理解何以現觀佛性是從生命體的緣起來趣入大涅槃。 

換言之，佛性能從觀察十二因緣作為入手處來契入，又從觀察十二因緣得到

的中道智慧，即為能對治眾生斷、常二偏見。由經文中可知，從觀察十二因緣現

象當中發掘，又透過中道智慧而體悟出恆常不變易的佛性。換言之，觀察十二因

緣所得到的智慧都能薰習成就「無上正等正覺」的無漏種子，所以說十二因緣觀

智的圓滿呈現為佛性。 

由此可知，《大般涅槃經》之十二因緣是站在更為寬泛的意義上說為「佛性」。

又因為觀十二因緣所得之智慧即是佛的境界體性。因此，若能正確觀察十二因

緣，便能見法、見佛。唯有上上智的佛能夠了見十二因緣甚深微妙法，故廣泛地

                                                 
95《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57 上。 
96《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4 中。 
97《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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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二因緣智作為佛的智慧體性，而說其為佛性。從而得知，十二因緣在因果佛

性論述中具「是因是果」的特質。  

善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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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子！譬如無明為因，諸行為果，行因識果，以是義故，彼

無明體亦因，亦因因，識亦果亦果果，佛性亦爾。善男子！以是義故，十

二因緣，不出不滅，不常不斷，非一非二，不來不去，非因非果。善男子，

是因非果如佛性，是果非因如大涅槃，是因是果如十二因緣所生之法，非

因非果名為佛性，非因果故常恒無變，以是義故，我經中說。98

十二因緣可以從因地的角度來看，十二因緣乃修習中道佛性的契入點，故可

為因。從果地的角度來看，十二因緣理，具非因非果的佛性境界。由於其既可為

因、又可為果，故說其「是因是果」。 

四、因果佛性的歸屬與關聯 

（一）多面向的因地佛性 

1. 正因與緣因 

在佛性的界義中，已經討論了《大般涅槃經》中由正因和佛果二個面向所討

論的佛性義涵。而《大般涅槃經》中對因地佛性的討論極為豐富多樣，除了正因

佛性之外，還有緣因佛性、生因佛性、了因佛性及因因佛性等不同角度的論述。

如在〈師子吼品〉中言： 

善男子！因有二種，一者正因，二者緣因。正因者，如乳生酪。緣因者，

                                                 
98《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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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醪煖等。從乳生故，故言乳中而有酪性。99

如佛所說有二因者，正因、緣因。眾生佛性為是何因？善男子！眾生佛性

亦二種因：一者正因，二者緣因。正因者，謂諸眾生；緣因者，謂六波羅

蜜。100

二因，正因、緣因。正因者，名為佛性；緣因者，發菩提心。以二因緣，

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101

引文中所言二因佛性的論述方式，此二因為緣因佛性和正因佛性，且此二因是歸

屬在眾生佛性的範疇之中。之所以以緣因、正因二因並舉，主要是站在成就佛果

的必要條件這個角度來說的。由引文中可知眾生雖為成佛的「正因」，也就是根

源性因素，但是單單只有眾生這個因素並無法成就佛果，必須要以緣因六波羅蜜

或發菩提心作輔助方能成就佛果。《大般涅槃經》以二因並舉的方式說明眾生成

佛的可能性，同時也襯顯出因地眾生和果地覺者之不同，不在於正因的差異，而

在於緣因是否發顯，正因緣因是否同時作用，相互顯了，在〈師子吼品〉中另以

乳生酪以及醪煖分別作譬喻說明正因和緣因。乳之所以能夠生出酪有二個必要條

件，其一是乳中必須酥性，才有產生酪的可能；其二是乳必須有賴醪煖作助緣。 

2. 生因與了因 

《大般涅槃經》以二因說明因地佛性的行文方式，除了正因、緣因的組合之

外，另有生因、了因的組合，如經文： 

能生法者，是名生因；燈能了物，故名了因。煩惱諸結，是名生因；眾生

                                                 
99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30 中。 
100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30 下。 
101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3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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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是名了因。如穀子等，是名生因；地水糞等，是名了因。復有生因，

謂六波羅蜜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復有了因，謂佛性阿耨多羅三藐三菩

提。復有了因，謂六波羅蜜佛性；復有生因，謂首楞嚴三昧阿耨多羅三藐

三菩提。復有了因，謂八正道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復有生因，所謂信心

六波羅蜜。102

生因和了因的分別，在於生因是具有能動性的，具有發生、生產的能力之物；而

了因則著重於照了、顯發的作用。了因相對於生因而言，則知其非主力作用，而

是作為主力作用外緣的輔助作用。而《大般涅槃經》中言穀種、煩惱為生因，因

為穀種能生穀物，煩惱諸結能生生死。列表如下： 

生    因 了   因 

1.能生法 1.燈能了物 

2.煩惱諸法 2.眾生父母 

3.穀子 3.地水糞 

4.六波羅蜜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 4.佛性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 

5.首楞嚴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 5.六波羅蜜佛性 

6.信心 6.八正道 

在《大般涅槃經》中對生因和了因之間的差別分判中六波蜜存在二種情形，

六波羅蜜既劃為生因的內容，也劃為了因的內容。六波羅蜜之所以可以作為生

因，可能是因為「六度取菩提義力強」103或是「六度成菩提」104。 

至「佛性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六波羅蜜佛性」、「八正道阿耨多羅三藐三

                                                 
102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30 上。 
103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54 上。 
104 道生解釋六度而成菩提，故曰生也。（《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5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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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均劃歸為了因，其原因有可能是「佛性是常住的，對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

而言，是了因而非生因」105。六波羅蜜之所以又劃歸於了因的原因可能是「在因

中修六波羅蜜，以顯了佛性」106

3. 四因（正因、緣因、生因、了因）之間的關聯 

由上文中已可知，生因和了因的內容或時有雷同，在《大般涅槃經》中也有

提到了因的屬性，可以同等於緣因佛性，如其言： 

世尊！以有性故，故須緣因。何以故？欲明見故，緣因者即是了因。107

緣因可以同等於了因義的原因，在於二者都有明見、照了的作用，而《大般涅槃

經》在談論六波羅蜜的屬性歸類時，時而歸為緣因，時而歸為了因，時而歸為生

因。是不是意味著《大般涅槃經》本身對於正因之外的其它「助因」性質的定義

不明確，而產生了意義滑轉的現象呢？108

其實，我們如果回歸《大般涅槃經》佛性提出的立論基礎這個點上來看，就

會發現佛性思想的提出乃以緣起中道、第一義空為基礎，說明法無自性同時法理

遍在的道理，從佛的視角來看則發現無一法非佛性。而佛性在眾生身上亦是朗朗

呈現，本來具足的，只是眾生不自知，也因此佛性義可以從多面向度來作詮釋。

如果以輔助行者修行的角度來看，六波羅蜜就可以是緣因；如果以其具成就菩提

果力強的角度來說，其具能動性，故為生因；又如果以其能顯發眾生佛性的角度

來說，可以如同燈照了事物的功用一般為「了因」。這說明了作為中道第一義空

                                                 
105 見印順法師《如來藏之研究》正聞出版社，民 77，頁 66。 
106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54 上。 
107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31 中。  
108 恆清法師認為〈師子吼菩薩品〉中所提到不同的二因，綜合而言有生因、正因、了因、緣因，

但是因為各種不同組合的二因，其所指各有不同，因此意義不明確。例如有時候生因即是正因，

有時候緣因即是了因，六波羅蜜是了因，又是生因。總之，相當含混不清。（見恆清法師《佛性

思想》頁 49，東大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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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佛性，具有緣起性空、法無定法的特質，同時可以隨順因緣而有不同面向的呈

現。 

（二）因果佛性的多重辨證 

在佛性的界義這一節中提到果地佛性的內涵，中道第一義空作為圓滿佛理境

界的呈現，之所以將中道第一義空歸類為果地佛性，主要是著眼於唯有佛果境界

的行者，可以完全了悟十二因緣甚深微妙之理，能真正的透徹中道真實諦理，但

不代表中道第一義空之理不在眾生身上，而是法理雖遍在法界、眾生，然眾生因

無明遮障而未能朗照自身法性以及十二因緣甚深之理，故其雖具足佛性而不自

知。也因此，《大般涅槃經》的經文中以因、果、亦因亦果、非因非果多重辯證

的角度來說明佛性甚深微妙義。其中又以十二因緣作為因果佛性之連結： 

善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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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子！是因非果，如佛性。是果非因，如大涅槃。是因是

果，如十二因緣所生之法。非因非果名為佛性，非因果故，常恒無變。109

由引文中可以得知佛性具多重辯證的，從不同的角度來看，佛性具有不同的

因果意義，列表如下： 

 

 

 

                                                 
109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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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因緣的因果分類 內  涵 

因 十二因緣 

因因 智慧 

果 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 

果果、是果非因 無上大般涅槃 

是因是果 十二因緣 

非因非果 佛性、十二因緣不生不滅、不常不斷 

是因非果 佛性 

十二因緣在因果佛性的連貫裡扮演著重要角色，從能生起觀智的角度來說，

十二因緣可以稱為因佛性。而十二因緣觀智，能觀照十二因緣理，因此說其為因

中之因，故稱為「因因」。110

又相對於觀智而言，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乃是由觀智證得，故言菩提是果。

又涅槃境界乃依無上菩提的覺悟而證得，相對於觀智而言是果中之果，所以稱為

果果。若就因果的線性關係而言是十二因緣→觀智→菩提果→大涅槃。可知，十

二因緣和菩提果具有是因是果的特性。 

另外，《大般涅槃經》亦以四句型式－是因非果、是果非因、亦因亦果、非

因非果的多重辯證性來表現佛性的多樣面貌。其中佛性是因非果，是站在眾生同

具佛性而未顯的種生義上來說的。111

另外，是果非因如大涅槃，所指為涅槃境界非生滅法，是修行圓滿的境界屬

                                                 
110 僧宗注：「此智為菩提作因，菩提為涅槃作因，是為因家之因，故言因因也。」（《大般涅槃

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7 中。） 
111 而根據智者大師的分析，是因非果的佛性內涵包括了眾生性德的正因佛性、緣因佛性及了因

佛性三者。智者言：「是因非果名佛性者，此據性德緣、了，皆名為因」（《觀音玄義》卷上，

大正藏第三十四冊，頁 88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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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果位的境界，究竟圓滿的展現，不再為其它作因，故言是果非因。112

是因是果的佛性則為十二因緣法，因為十二因緣對於正因而言是果，然對於

菩提果而言，則為因，因此是亦因亦果的。同時我們若從十二因緣遍在法界，不

論是因地眾生、果地佛陀均具足無缺的角度來說，十二因緣所生法既是因又是

果，故亦因亦果。 

四句型式的最後非因非果名佛性，所指為佛性非生滅法，是常恆不變的，是

究竟圓滿的。非因果法所能言說的故名非因非果，然佛性既是非因非果又亦因亦

果，因為它「雖非是因，而名為正因。雖非是果，而名為法身」113，也就是佛性

雖不同於生死法受制於生滅因果法，但也並非不能以因果來討論其特質。因此，

佛性到底是因是果，端看從何立場立論，此更說明了佛性具法無定法，隨順因緣

而說的佛法特質。 

綜而言之，佛性具有多重因果辯證性，佛性為因或為果，端看其從什麼角度

來論定。 

第三節 佛性的異名 

一、果地佛性的異名 

《涅槃經 • 師子吼品》中除了以「正因」、「中道」、「第一義空」、「十二因緣」

解釋佛性之名外，同時也列舉了許多與佛性相同的意義的名稱。如首楞嚴三昧、

                                                 
112 也就是原本屬於因地佛性內涵的性德之正、緣、了，皆圓滿時所證的般若智慧和解脫境地。

智者大師解釋：「是果非因名佛性者，此據修德緣了皆滿，了轉名般若，緣轉名解脫，亦名菩提

果，亦名大涅槃果果，皆稱為果」（《觀音玄義》卷上，大正藏第三十四冊，頁 880 下。） 
113 智者大師對於是因非果名佛性與非因非果名佛性可能產生的矛盾提出解釋：「法身滿足即是非

因非果正圓滿，故云隱名如來藏，顯名法身，雖非是因，而名正因。雖非是果，而名法身。《經

云》：「非因非果名為佛性者，即是此正因佛性也。」（大正藏第三十四冊，頁 88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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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乘、常樂、我淨、畢竟第一空、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大信心、一子地、十力

等，並且均加以說明。 

（一）畢竟第一義空 

善男子！如來常住，則名為我。如來法身無邊無礙，不生不滅，得八自在，

是名為我。眾生真實，無如是我及以我所，但以必定當得畢竟第一義空，

故名佛性。114

佛性之所以又名「畢竟第一空」的原因，即在於眾生與佛一樣，能悟證法身無邊

無礙、不生不滅之理。因能畢竟當得真實自在之智，了解三輪體空：無我、我所、

破除主體、客體相對待，進而達到一如的境地。 

（二）大慈大悲、大喜大捨 

此外，佛性又名「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如文云： 

善男子！大慈大悲，名為佛性。何以故？大慈大悲常隨菩薩，如影隨形。

一切眾生必定當得大慈大悲，是故言一切眾生悉有佛性。大慈大悲者，名

為佛性，佛性者名為如來。115

大喜大捨，名為佛性。何以故？菩薩摩訶薩若不能捨二十五有，則不能得

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以諸眾生必當得故，是故說一切眾生悉有佛性，大

喜大捨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來。116

                                                 
114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56 下。 
115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56 下。 
116《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5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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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慈大悲、大喜大捨之所以等同於佛性義的原因，就在於眾生必當得此境地，能

如同菩薩慈悲喜捨救渡眾生一般，因眾生必當得的緣故而說慈、悲、喜、捨等同

於佛性。 

     「慈、悲、喜、捨」四無量心原本是大乘菩薩行者所修習的法門，而《涅

槃經 • 師子吼品》主張眾生皆具如來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種子，故必當得如來

的境界。若能證得如來的境界則自能行慈、悲、喜、捨。故言大慈大悲、大喜大

捨為佛性。 

（三）一子地 

另，佛性亦可名為一子地，如文云：  

佛性者，名一子地。何以故？以一子地因緣故，菩薩則於一切眾生得平等

心，一切眾生必定當得一子地故，是故說言一切眾生悉有佛性。一子地者

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來。117

所謂的「一子地」地就是「境地」。意指行者當愛憫眾生如愛自己的孩子一般的

境地。這樣的境地是佛菩薩的境地，菩薩因了解一子地的意義，於是能給一切眾

生平等之心。而菩薩之所以有這樣的境地即是因為具佛性的緣故，故說佛性又名

「一子地」。 

（四）大信心 

此外，佛性義可名為大信心，如文云： 

                                                 
117《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5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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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性者，名大信心。何以故？以信心故，菩薩摩訶薩則能具足檀波羅蜜及

至般若波羅蜜，一切眾生必當得大信心故，是故言一切眾生悉有佛性。大

信心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來。118

佛性又名大信心的原因，乃在於菩薩因具十足的信心，故能具足六波羅蜜的智慧

和證量。因一切眾生必當得大信心，證六波羅蜜的境地，故說大信心即是佛性。 

（五）四無礙智、頂三昧、首楞嚴三昧 

又佛性有可名為「四無礙智」、「頂三昧」、「首楞嚴三昧」。如文云：  

佛性者，名四無礙智。以四無礙因緣故，說字義無礙；字義無礙故，能化

眾生。四無礙者即是佛性；佛性者即是如來。119

佛性者，名頂三昧。以修如是頂三昧故，則能總攝一切佛法。是故說言頂

三昧者，名為佛性。十住菩薩修是三昧未得具足，雖見佛性而不明了。一

切眾生必定得故，是故說言一切眾生悉有佛性。120

佛性者，即首楞嚴三昧。性如醍醐，即是一切諸佛之因，以首楞嚴三昧力

故，而令諸佛常樂我淨，一切眾生悉有首楞嚴三昧……。首楞嚴三昧者，

有五種名，一者首楞嚴三昧；二者般若波羅蜜；三者金剛三昧；四者師子

吼三昧；五者佛性，隨其所作，處處得名。121

佛性又名四無礙智的原因，在於眾生具佛性及具備字義等四無礙的智慧能夠

化渡化眾生的能力，故名之。 

                                                 
118《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56 下。 
119《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57 上。 
120《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57 上。 
121《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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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佛性又名「頂三昧」、「首楞嚴三昧」，因眾生定得佛性，定得首楞嚴

三昧，定得頂三昧的緣故，所有眾生必具佛性，而定得頂三昧，能融攝一切佛法。

又，佛性的性質如醍醐。因有首楞嚴三昧的甚深禪定力，因此諸佛能常樂我淨。 

此段文字同時提到了佛性有種種異名，包括有「首楞嚴三昧」、「般若波羅

蜜」、「金剛三昧」、「師子吼三昧」、「佛性」等，而佛性之所以有種種異名的原因，

乃因一各類因緣隨機教化眾生的緣故，故經文中云「隨其所作，處處得名」。 

以上佛性的種種異名可以說是就佛的功德而言，頂三昧、首楞嚴三昧定、大

信心、大慈大悲、大喜大捨等功德，都是眾生在成佛時，可證得的，因此眾生悉

具佛性，可見得佛性在意義上的說明一方面是指眾生皆具成佛的可能，一方面也

展現了大乘佛教菩薩道慈悲救渡的特質。 

二、佛性與涅槃的關係 

《大般涅槃經》是以佛性為修學主軸，指引佛弟子的修學步驟，以及依持的

指標原則，而最終的目標是趣入大涅槃，因此佛性和涅槃有著密不可分的關係。

如經文中所言「不見佛性，終不能得大般涅槃」122以及「十二因緣是佛性，佛性

是第一義空，第一義空名中道，行中道者謂為佛，佛是涅槃」，可知《大般涅槃

經》是環繞在以佛性如何趣入大涅槃為核心，來說明「大涅槃」的實相境界。 

那麼如何說明涅槃和佛性之間的關係呢？首先要先由「涅槃」一詞在經典中

的解釋著手，在〈壽命品〉中曾言： 

涅槃義者，即是諸佛之法性也。123

                                                 
122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467 上。 
123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38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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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德王品〉中言： 

涅者言不，槃者言織，不織之義名為涅槃。槃又言覆，不覆之義，乃名涅

槃；槃言去來，不去不來，乃名涅槃；槃者言取，不取之義，乃名涅槃；

槃言不定，定無不定，乃名涅槃；槃言新故，無新故義，乃名涅槃；槃言

障礙，無障礙義乃名涅槃…槃者名相，無相之義，乃名涅槃。善男子！槃

者言有，無有之義，乃名涅槃；槃名和合，無和合義，乃名涅槃；槃者言

苦，無苦之義，乃名涅槃；…斷煩惱者不名涅槃，不生煩惱乃名涅槃；…

諸佛如來煩惱不起，是名涅槃。124  

由引文中可知涅槃義譯為諸佛之法性，也就是說涅槃乃諸佛法性所呈顯的境

界。這個義涵的界定說明了佛的大涅槃不是聲聞、緣覺所證的二乘涅槃。在《大

般涅槃經》中有言所謂的法性，義為「無有滅也」125，無有滅的法性，就是法身、

真如的體性，此體性離於見、聞、覺、知的生滅功能，故其並非一個實體的境界。

而是一個由法性流露出來的境界。 

若從字詞文法的構造進行剖析成「涅」和「槃」，如此詞義有趣向中道正見

的意思是「不織」、「不覆」、「不去不來」、「無障礙」、「無苦」、「不生煩惱」、「無

有和合」等義。引伸出來的意義則表示涅槃的實相，而從其釋名的方式來看，是

中道正見的形式。 

另外，從義釋上來看，涅槃也有解脫的意思，涅槃不僅僅停留於字面名詞的

義涵，而是進一步的以「涅槃中道見」的無為性加以開展，乃至真正親自領受到

解除生死捆綁而無有煩惱的究竟解脫。 

這究竟解脫的境界是能攝受各種法門的境界，同時也是能徹見佛性的境界，

                                                 
124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14 下。 
125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38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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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文云： 

若能了了見於佛性，則得名為大涅槃也。126

可知涅槃乃為佛性完全圓滿呈顯的境界，涅槃乃以中道為體，表現出不生不滅、

不常不斷、非一非二、不來不去、非因非果的真實性，而此真實體性在法界法爾

如是的境界，就稱為大涅槃。涅槃境界的恆常勝義的諦理就是中道佛性。眾生因

無明的遮障而不見佛性的常住體性。因此，我們可以歸納的說佛性是涅槃的具體

內涵，而涅槃則為佛性圓滿無礙的表現方式（境界）。 

第四節 佛性的特質 

一、非因中有果  

 不論在《大般涅槃經》的前分，還是續譯的部份，都強調眾生皆有佛性，

差別只在於前分的經文比較傾向於眾生本有因地佛性，而續譯部份的經文則傾向

眾生始有佛性，然無論前分或續譯均有一個一致性的看法，那就是反對「因中有

果」的主張。 

在〈德王菩薩品〉中，佛首先反對外道對於因中有果的說法，其以為若說眾

生心中本來即具貪性或解脫的結果，這是外道的邪見。然而，如果說眾生本無貪

性和解脫性，遇到不同因緣時節就會自然的展現貪性或解脫，此也不是正確的觀

念。因此我們可知《大般涅槃經》反對無因說。既然反對因中有果，又反對有果

無因，那麼其對因地佛性和果地佛性之間的關聯性應該如何作說明呢？ 

佛陀站在因緣法的角度爲對治眾生的執著而說明眾生的佛性是「非有非無」

                                                 
126 〈德王菩薩品〉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0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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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謂的「非有非無」是指「從緣生故名為有」、「無自性故名為無」。也就是

說因為「緣生」，所以貪結「非無」，因為無自性，所以貪結非有。同理，心和解

脫也都是非有非無的，以「一切法無有自性」、「一切法緣起」的角度來看，眾生

之所以有貪結或解脫的表現，都是「因緣和合」所致，所以不能說它是繫屬於心

的，亦不應說眾生心本有淨性或不淨性。 

佛陀以緣起無自性為關鍵，說明諸法是緣有的，因此不能說眾生心本有煩惱

性或解脫性，當然也不能說「因中已先有果」或者「無因而有果」。 

心亦不為貪結所繫，亦非不繫；非是解脫，非不解脫；非有非無；非現在

非過去非未來。何以故？善男子！一切諸法無有自性故。…..有諸外道作

如是言：「…..以眾緣中本有果性，是故合集而得生果。…..當知是中必先

有果。...」善男子！一切凡夫無明所盲，作是定說：色有著義，心有貪性。

復言凡夫心有貪性，亦解脫性，遇貪因緣心則生貪，若遇解脫心則解脫。

雖作此說，是義不然。有諸凡夫復作是言：一切因中悉無有果。…..心亦

無因，貪亦無因。以時節故，則生貪心。如是等輩，以不能知心因緣故，

輪迴六趣具受生死。…諸佛菩薩終不定說因中有果、因中無果、及有無果、

非有非無果。…..善男子，諸佛菩薩顯示中道。何以故？雖說諸法非有非

無，而不決定。所以者何？…..從緣生故，名之為有；無自性故，名之為

無。是故如來說言諸法非有非無。善男子！諸佛菩薩終不定說心有淨性及

不淨性。淨、不淨性，心無住處故。從緣生貪，故說非無；本無貪性，故

說非有。善男子！從因緣故，心則生貪；從因緣故，心則解脫。…..以是義

故，諸佛菩薩不決定說心性本淨、性本不淨。…..心亦如是，以因緣故，

生於貪結。眾生雖說心與貪合，而是心性實不與合。…..以是義故，貪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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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結不能污心。諸佛菩薩永破貪結，是故說言心得解脫。127

另外，〈德王品〉中還以乳、酪之間的生成關係來說明佛性非是「因中有果」

的： 

如來說因果性非有非無，如是之義是亦不然。何以故？如其乳中無酪性

者，則無有酪；尼拘陀子無五丈性者，則不能生五丈之質。若佛性中無阿

耨多羅三藐三菩提樹者，云何能生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樹？128

如汝所說：若乳無酪性，不應出酪；尼拘陀子無五丈性，則不應有五丈之

質。愚癡之人作如是說，智者終不發如是言。何以故？以無性故。善男子！

如其乳中有酪性者，不應復假眾緣力也。善男子！如水乳雜臥至一月終不

成酪，若以一渧頗求樹汁，投之於中即便成酪。若本有酪，何故待緣？眾

生佛性亦復如是，假眾緣故則便可見，假眾緣故，得成阿耨多羅三藐三菩

提。若待眾緣然後成者，即是無性。以無性故，能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

129

引文中可知佛陀在《大般涅槃經》中主張一切法都是「無有自性」的，所以除了

正因佛性外，佛性的開頭還需要緣因和了因的幫忙才能開顯。引文中德王問佛

陀：眾生佛陀中應有果性，不然該如何解釋其能解脫呢？佛陀否定了德王的說

法，同時因中若已有果，乳中「本有酪」則何須待緣？ 

眾生佛性如同乳與酪的關係一樣，必須是眾緣和合才能得見，既然是待緣而

成，就可知眾生佛性必須因緣和合才能得見。就因為是「無自性」，所以才能成

正覺。 

                                                 
127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16 上-517 上。 
128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18 中。 
129 〈德王品〉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1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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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眾生之所以能夠成就佛果的必要條件，並不是本具佛性，而是體證

「性空」的道理，如其言： 

一切菩薩住九地者見法有性，以是見故不見佛性。若見佛性，則不復見一

切法性。以修如是空三昧故，不見法性，以不見故則見佛性。130

可知《大般涅槃經》中非常強調一切法緣起無自性的道理。 

另外，《大般涅槃經》中還特別以乳與酪類比「正因」、「緣因」，說明因中無

果的一貫主張。如其言： 

善男子！我亦不說乳中有酪。酪從乳生，故言有酪。…..善男子！乳時無

酪，亦無生蘇、熟蘇、醍醐，一切眾生亦謂是乳，是故我言乳中無酪。如

其有者，何故不得二種名字？如人二能，言金鐵師？酪時無乳、生蘇、熟

蘇及以醍醐，眾生亦謂是酪非乳，非生、熟蘇及以醍醐，亦復如是。…因

有二種：一者正因，二者緣因。正因者，如乳生酪；緣因者，如醪煖等。

從乳生故，故言乳中而有酪性。師子吼菩薩言：「世尊！若乳無酪性，角

中亦無，何故不從角中生耶？」「善男子！角亦生酪。何以故？我亦說言

緣因有二：一醪、二煖，角性煖故，亦能生酪。」師子吼言：「世尊！若

角能生酪，求酪之人何故求乳而不取角？」佛言：「善男子！是故我說正

因、緣因。」…「世尊，如佛所說有二因者：正因、緣因，眾生佛性為是

何因？」「善男子，眾生佛性亦二種因：一者正因，二者緣因。正因者謂

諸眾生，緣因者謂六波羅蜜。」131

從引文中得知《大般涅槃經》反對乳中有酪，其以為乳與酪不同，從乳可以生酪，

但是乳中無酪，又其為了說明正因佛性和緣因佛性之間的關係，以乳、醪煖、酪

                                                 
130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1 中。 
131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30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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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譬喻，說明不論以乳作正因或角作為緣因都無法單獨產生酪，必須由正因和緣

因的配合，才能有果地佛性的產生，也因此我們可以得知《大般涅槃經》的佛性

主張中，絕對不是因中預先存在果性，果地佛性必待眾緣和合方能呈顯。 

這裡所談到的佛性都是指佛果境界的果地佛性而言，並非為因地佛性，因此

《大般涅槃經》的因中無果的主張，主要是為了杜絕外道凡夫在修證歷程中所犯

「未證說證」、「未得說得」的誤謬行徑而言。如〈獅子吼〉品中言： 

譬如有人有筆紙墨，和合成字，而是紙中，本無有字，以本無故，假緣而

成。若本有者，何須眾緣？譬如青黃，合成綠色，當知是二，本無緣性。

若本有者，何須合成？…..一切諸法本無有性。以是義故，我說是偈：本

無今有，本有今無，三世有法，無有是處。善男子！一切諸法，因緣故生，

因緣故滅。善男子！若諸眾生內有佛性者，一切眾生應有佛身，如我今也。

132

引文中仍然主張一切法是因緣和合無有自性的，也因此不可能因中預先有果，若

說因中有果性，便是執有自性，就違反了緣起的教理。其以筆墨紙合成為字，說

明筆、墨、紙都是合成為字的原因。然而卻又都不能單獨同等於字來說明眾生因

地佛性絕不同等於果地佛性。 

二、常樂我淨 

初期佛教思想強調無常、苦、空、無我、不淨的觀念，其中苦、空、無我至

今仍被視為佛教的基本教義。不過，在中期大乘經論如《大般涅槃經》、《佛性論》、

《寶性論》的出現，逐漸將討論的焦點轉而向出世間的如來即涅槃是常樂我淨的。 

                                                 
132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31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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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大般涅槃經》以較長的篇幅及運用多個譬喻去闡釋常、樂、我、淨

的道理，是中期大乘經論中對根本教義提出批判性詮釋133最具代表性者。 

《大般涅槃經》一方面肯定傳統佛教世間是苦、空、無常、無我，另一方面

又極力主張佛陀及涅槃是常、樂、我、淨的。且在《涅槃經‧師子吼品》中更進

一步強調佛陀在初期佛教所說的無常是為了度脫厭離世間五欲且喜聽空性的行

者所說的方便法門。如文云： 

       無常者，為欲度脫一切眾生方便示現，是名眼見。134

       佛性者，不可思議，乃是諸佛如來境界，非聲聞緣覺所知。
135

    可知，《大般涅槃經》認為佛陀初說無常等教理的目的是為了要方便接引小

乘弟子，且認為無常等為不真實的方便教學，而常、樂、我、淨才是真實的究竟

教學。如文云： 

一切眾生所見顛倒，諸佛菩薩所見真實。……以無我故，名為無常。無常

故苦，苦故為空，空故顛倒，以顛倒故，一切眾生輪轉生死，受、想、行、

識亦復如是。六師，如來世尊永斷色縛乃至識縛，故名為常、樂、我、淨。……

如來之身，非是因緣，非因緣故，則名有我。若有我者，即常、樂、我、

淨。136

眾生所見的無常、無我、苦、空等非真實諦理，故為顛倒之見，因為這種顛

倒之見，眾生因此流轉生死。能轉無常無我為常、樂、我、淨，方為佛菩薩所見

之真實。 

                                                 
133 出自釋恆清《佛性論》十四頁，東大出版。 
134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30 中。 
135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6 中。 
136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4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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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常、樂、我、淨的真實義涵，《涅槃經‧師子吼品》中並沒有詳細的解

釋，只是把常、樂、我、淨比配佛菩薩修行的境界。如文云： 

云何名常？……眾生無我，以是義故，外道法中定無有我。若言我者，則

是如來，何以故？身無邊故，無疑惘故。不作不受，故名為常；不生不滅

故名為樂；無煩惱垢，故名為淨；無有十相，故名為空。是故如來常、樂、

我、淨，空無諸相。137

「常、樂、我、淨」之義所指為如來法身。因如來的法身沒有邊際，不受生死繫

縛流轉故名為常。而所謂的佛性亦然。佛性不受生死繫縛、不受外在環境更易影

響故名為常。又，所謂的如來「常、樂、我、淨」是指佛陀沒有虛妄造作，也不

受世間五欲喜怒哀樂的影響，顯示佛陀常住不變，不同於受煩惱無明繫縛流轉的

眾生。 

    至於何謂佛性之「樂」呢？經文中言「不生不滅」名為樂。佛性「樂」即是

指涅槃的境界。在《涅槃經‧師子吼品》中有言：「如來已斷有為之法，……如

來已斷如是空法，是故獲得常、樂、我、淨。」138足知，涅槃之樂是指如來已斷

煩惱、脫離三界，不再有眾生生、老、病、死的痛苦，達到涅槃安樂的境地。經

文中還特別以八自在我來說明常樂我淨之「我」的境界： 

我是佛性，何以故？我因緣故獲得如來八自在我。有諸外道說言，去來見

聞悲喜，語說為我。如是我相，雖復無常，而如來我真實是常。善男子！

如陰界入，雖復無常而名是常。139

如來常住，則名為我。如來法身，無邊無礙、不生不滅，得八自在，是名

                                                 
137《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44 下。 
138《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46 中。 
139《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5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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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眾生真實，無如是我及我所，但以必定當得畢竟第一義空，故名佛

性。140

如來悉到一切眾生無邊界分而無所住。又無住者名無屋宅；無屋宅者名為

無有；無有者名為無生；無生者名為無死；無死者名為無相；無相者名為

無繫；無繫者名為無著；無著者名為無漏；無漏即善；善即無為；無為者

即大涅槃；大涅槃即常；常者即我；我者即淨；淨者即樂。常、樂、我、

淨即是如來。141

    《大般涅槃經》中的「我」是指如來八自在我，能夠無邊無礙，如來能以一

微塵充塞三千大千世界、能自在化身無礙、能隨順說法。然如來佛性之我不同於

世間之我。是不執著色相之我，是無煩惱繫縛之我。故稱為涅槃四德之一。 

圖示如下： 

如來到一切眾生無分邊界→無所住→無屋宅→無有→無生→無死→無相→

無繫→無著→無漏→善→無為→大涅槃→常→樂→我→’淨→樂 

三、眾生皆有佛性 

    佛性思想的另一特質，是一切眾生皆有佛性。因一切眾生皆有佛性，均有成

佛的潛能，是故一切眾生皆可成佛。如文云： 

獅子吼者，名決定說，一切眾生悉有佛性，如來常住，無有變易。142

所謂眾生皆有佛性是指眾生和佛的本質不異，均具成佛的特質。只不過眾生被無

                                                 
140《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56 下。 
141《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46 中。 
142《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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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所覆蓋，在生死漩渦中流轉，不能彰顯。如文云： 

      一切眾生悉有佛性，煩惱覆故，不能得見。143

    此外，所謂眾生因有佛性必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的「必得」、「必有」涵義

包括了三類，即過去有、現在有及未來有三種，或許眾生現在並未顯現如佛的莊

嚴相貌八十種好，但其在未來必能斷煩惱、顯現佛性，如同獲得山中寶物一樣。

如經文云： 

佛性亦爾，眾生不見，以不見故，無常、無樂、無我、無淨。有善知識諸

佛菩薩以方便力種種教告，令彼得見，以得見故眾生即得常、樂、我、淨。

144

善男子！一切眾生定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是故我說一切眾生悉有佛

性。……善男子！有者，凡有三種。（一）未來有、（二）現在有、（三）

過去有。一切眾生未來之世當有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是名佛性。一切眾生

現在悉有煩惱諸結，是故現在無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一切眾生過去之

世有斷煩惱，是故現在得見佛性。以是義故，我常宣說一切眾生悉有佛性，

乃至一闡提等亦有佛性。145

眾生皆有佛性的含括範圍，除一般娑婆世界有情眾生外，連犯五逆四重罪的一闡

提極惡之人亦不例外。從前節「佛性界義」中，可知佛性是超越一切對立、不落

入二邊的。因此，佛性是非內非外、非有漏亦非無漏、非常亦非無常；不分屬善

法，亦不分屬惡法。一闡提之人屬分類上的極惡之人，因佛性不落入善惡二邊，

自不會簡擇對象再加以賦予。故言一切眾生皆有佛性，連一闡提也不例外。 

                                                 
143《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5 上。 
144《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3 下。 
145《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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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佛性常住不變，猶彼嶮道，不可說言，人悔還故，令道無常，佛性亦

爾。善男子！菩提道中，終無退者。善男子！如向悔者，見其先伴獲寶而

還，勢力自在，供養父母，給足宗親多受安樂，見是事已，心中生熱，即

復莊嚴，復道還去，不惜身命，堪忍眾難，遂便到彼七寶山中，退轉菩薩

亦復如是。善男子！一切眾生定當得成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以是義故，

我經中說，一切眾生乃至五逆犯四重禁及一闡提悉有佛性。146

又佛性是所無所不包容的，如同恆河中的七種眾生，不離恆河水。一切眾生包括

一闡提在內都不離佛性，也可以說一闡提同等一切眾生一般是具佛性的。如文云： 

善男子！佛性亦爾，一切眾生定當得成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是故我說一

切眾生悉有佛性。147

……譬如日月無有能遮，令不得至頞多山邊，四大河水，不至大海，一闡

提等不至地獄，一切眾生亦復如是，無有能遮，令不得至阿耨多羅三藐三

菩提。……若一闡提犯四重禁、五逆罪等，不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應

須修習，以因佛性定當得故。148

一闡提等悉有佛性何以故？一闡提等定當得成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故。149 

從引文中眾生定當有佛性，以及不論何種根器，眾生只須修習佛法，則定得

佛性，無有能遮等語。可知《大般涅槃經》在在都強調佛性遍在於眾生、法界之

中，無有差別。 

                                                 
146《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34 下。 
147《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5 下。 
148《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54 上。 
149《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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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由以上的討論中，我們可以得知佛性一詞在《大般涅槃經》中顯然是個具有

多層義涵的概念，就其最根本的分別來說，當如牟宗三先生所說具有「佛的體段」

而立言，以及「所以能顯此佛之體段之性能」而說的兩大義涵。150換言之，從上

文的討論中可以得知所謂的佛性可以有兩向度的論說：其一是根據佛的果德而言

說的佛性；其二是依成佛的潛能或根據而稱名的佛性。 

    值得一提的是，《大般涅槃經》相較於般若系的經典而言，除了分別空與不

空外，特別重視「不空」的法義，作為其明顯的特色。然而，其不同於其他如來

藏真常系統的經典，在其對「佛性」解說中以佛性是中道第一義空的緣起作為最

核心的觀念。此中道第一義空也是行者領受和體現佛性深層義涵所在。 

    由中道第一義空作為佛性核心的闡釋內容，我們可以看到佛教教理由「般若

空」到「法性有」的轉向。傳統般若思想以遮撥的語言闡揚空觀的諸法實相，說

一切事物是不具其固定的體性或相狀，意在破除眾生內心的執著。而《大般涅槃

經》爲對治凡夫的執著以雙遮來呈顯中道；又以雙照的方式破除二乘對空的執

著。總之，眾生必須了知法性是不可破壞的，必須破除內在心意識的種種執著，

才能讓事物如其本然的呈現「實相」。因此，雙遮雙照方式的教法，其實正是根

據諸法「實有體性」不可得的根本認識而施設的相應語詞。若我們由主觀層面來

審視它的意義就可得知其主要是以「雙遮雙照」的方式令不同根器行者離執去

縛。換言之，就佛之所以為佛的「佛性」而言，乃是不可思議、非有非無、亦有

亦無的中道佛性思想。 

                                                 
150 參牟宗三《佛性與般若》台北．學生書局，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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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大般涅槃經》的佛性並不是孤懸於行者或眾生之外；相反的，是與

行者或眾生相隨，並透過智慧觀照所呈現的「真實」。或者，我們更應該說《大

般涅槃經》的佛性是一種如實存在於法界的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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