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法理佛性說－竺道生的佛性思想 

根據《廣弘明集》的記載，竺道生（372？-434）本姓魏，為彭城人1，七歲

出家，跟隨竺法汰，從而採師之姓，改姓竺。竺道生生於晉宋時代，其學術活動

約可分三個階段，其一是三十歲左右至盧山向僧伽提婆學其小乘一切有部思想；

其二是四十歲左右向鳩摩羅什學習般若中觀理論；其三是四十歲以後，回建業大

力傳揚涅槃學說，此舉受到宋文帝、顏延之等人的讚譽。晚年的竺道生大力宣揚

《大般涅槃經》，亦促成涅槃學說的流行，其中最受後人推崇的便是孤明先發的

「一闡提皆有佛性」說。2

有關竺道生的佛性思想，大多數的學術論著會把焦點集中在其所主張的「一

闡提也有佛性」以及其所獨創的「頓悟說」上，頓悟說乃竺道生異於當時其他論

師的主張3。又「一闡提也有佛性」是竺道生在六卷《泥洹經》譯出之前，甚至

在當時其它經文尚未提出理據時，就孤明先發的特殊論點。一闡提也有佛性及頓

悟說是竺道生力排眾議的主張，也是其佛性論中的重要慧解之一。成為後代學者

研究的主要論題，其重要性自不待言。然而，多數學術著作在討論竺道生的佛性

思想時並未對竺道生的佛性義涵加以釐清論述，論述架構多是圍繞著「佛性論」

以及「頓悟論」來談的4。筆者認為此處仍有待開發。 

然而，欲探討其主要學說時，若未能探源式的了解其論理依據，便不能系統

地清楚地找出竺道生佛性思想的原型理念，以及其論理發展的線索與特殊之處，

                                                 
1 《廣弘明集》大正藏第五十二冊，頁 265 下。 
2 關於竺道生之生平大事年表，可參陳沛然《竺道生》一書，頁 181-184，東大圖書，民 77.6；
劉貴傑《竺道生思想之研究》第一章，1984.5，臺灣商務印書館。 
3 參見湯用彤《漢魏二晉南北朝佛教史》北京．中華書局，1997，頁 447-454。 
4 參見伊藤隆壽〈竺道生の思想と〝理の哲學〞〉《中國佛教の批判的研究》（東京，大藏出版

株式會社，1992），頁 212-8；方立天〈論竺道生的佛學思想〉《漢魏南北朝佛教論叢》北京．中

華書局，頁 447-454；賴永海《中國佛性論》(北京．中國青年出版社，1999)，頁 70-5；陳沛然

《竺道生》（台北．東大圖書公司，1988），頁 110-2；劉貴傑《竺道生思想之研究》（台北．

商務印書館，1984）頁 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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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欲藉由竺道生的論著中爬梳其相關論理，以討論其所主張的佛性思想的建基

依據及義涵。 

佛性觀念，在東晉末年（五世紀初葉），隨著以佛性為中心主題的大乘《大

般涅槃經》譯出，開始在中國受到注意，至南北朝時，成為廣受關注的佛教理論

課題。自古以來的佛性問題的議論，大體可以歸納為二個主要方面：即「佛性的

涵義」與「佛性和眾生的關係」，前者涉及不同層面的佛性義的界別的問題，後

者涉及眾生具有佛性的方式，是否一切眾生皆具有佛性，佛性是否為眾生所獨有

等問題。由於中國的佛性思想之所以廣泛流行，起因於《大般涅槃經》的傳譯，

而經中不同章節對於這些問題所提示的解答並不一致，因此論者，依自身的義理

背景，各自去取和引申，對於這些問題，就產生了很多不同視角的看法與論證，

因而在南北朝引發激烈的討論。然而後代學者在闡述竺道生的佛性思想時，多偏

向於「一闡提也有佛性」與「頓悟說」焦點式命題，如此只著眼於佛性和眾生的

關係這一面向來論，往往忽略了其更根深蒂固的問題，那就是「佛性的涵義」，

也就是竺道生到底如何看待並界義佛性的？對於佛性具有哪些特質可以導向「頓

悟說」與一闡提也有佛性說？學界多半略而不述或三二句帶過，並未深入重視其

內容。因此，本文主要在論述竺道生現存著作中所界義的佛性義涵及其特質。 

有關竺道生的佛性義涵，基本上俱備了因地佛性與果地佛性之雙重涵義。換

言之，佛性不離眾生生死流轉之十二因緣，而十二因緣之非常非斷即是中道，中

道即是佛性。就此而言，眾生皆有佛性，若據此，可言佛性本有。雖言眾生皆有

佛性，但眾生佛性為無明煩惱所覆蓋，而不見佛性，不能證知佛性。因此，須藉

由諸種菩薩善知識等之開導，以「無我」去除眾生對生死我之執取，而顯證非常

非斷之中道（佛性）。若就此而言，可稱之為佛性當有（當果）。換言之，若從

因地和果地來看，竺道生的佛性正具備了本有（因地）與當有（果地）之雙重涵

義，如此則可釐清歷來乃至近代學者對竺道生佛性為本有、當有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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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竺道生的因地佛性思想界義 

一、以種性釋佛性義 

竺道生在說明眾生如何證顯佛性及法性如何落實於眾生時，因而引導出佛性

的義涵，那便是種性義。種性義說明了眾生根據何者而能接應實相、顯示自身，

眾生如何了證諸法與法性等無有異的，同時交待法性如何必然能發顯的原因依

據。如其云： 

…既問佛性，以種生為義…若佛性不可得斷，便已有力用，而親在人體，

理應可見，何故不見耶？…佛性妙覺，備眾善乃見，菩薩住何等法而得見

耶？5

明非不有，而非己有也。以智慧之額，致真我之珠也。6

…昔受化時，繫得微解。7  

…雖曰昏惑，始寧無微解，其解誠微，大悟從起，以果名因，謂之無價。

8

…生死苦急，小乘樂交，而便樂之，為懈退耳。雖有此惑，終不失本解。

9

眾生的佛性乃是隱藏的種性，因為受無明等昏惑隱蔽，而不自見，當其累積眾善，

                                                 
5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3 中。 
6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51 中。 
7 《法華經疏》卍續藏第二十七冊，頁 12 中。 
8 卍續藏第二十七冊，頁 12 上。 
9 卍續藏第二十七冊，頁 1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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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慧了悟實相真理後，便能了解佛性真我的義涵。換言之，真如空性之理，並

非不存在於眾生，只是眾生的智慧尚未發顯，善行尚未圓滿具足，因而雖有種相

佛性卻不自見。若有相當的智慧，就能明白真如空性之理，同時亦能明白眾生必

將體證諸法和法性等無有異的道理。換言之，眾生必然能接應實相顯示自身，能

落實法性，智證實相，而於未來當然成佛。因此，引文中的「微解」、「本解」、

「佛性」三者其實是異名同義都是名詞，指如來種。都是就眾生落實於法性而言，

就空性之理的角度來說，如其言： 

…修常，然後乃解無常，其理始是得自在我，故曰智也。10  

以智慧了證常與無常雙照的道理，就可以了解真如自在之我，也就是佛性我的道

理，而眾生當來必得自在我的根據，此是指佛性的種性義。換言之，眾生亦是法

性的落實處，只要以智慧解除障蔽迷惑，自然就終不失本解了。 

另外，竺道生在說明種相的義涵時運用了寶藏、穀種等譬喻，如文云： 

種相者，自然之性也。佛性必生於諸佛，向云我即佛藏，今云佛性即我，

互其辭耳。11  

維摩詰問文殊師利，何等為如來種？…竺道生注曰：如來種是擬穀種為言

也，向以示眾惡為佛，故次反問焉。12  

此中說明了佛性和我，以及佛性和諸佛之間的關係。竺道生認為之所以用種相來

解釋佛性，乃是從佛性質地的面向來談的，佛性具有自然之性，自然之質，也就

是法爾如是如如的意思。換言之，它是指不分別造作，言理順相的實相之理。13

                                                 
10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07 上。 
11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48 中。 
12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91 中。 
13 「言理順相，謂之如也。」（《法華經疏》卍續藏第二十七冊，頁 1 下。） 

 81



又佛性何以必生於諸佛呢？從竺道生的注文中，我們不難了解，諸佛乃佛性的全

然顯現者，佛性的顯現必須在已經全然了證真理的成佛者身上。若我們從諸佛的

境界反推至眾生，則必然可以導出佛性種相義是指眾生佛性與佛無異。或者我們

可以說「成佛者必當有成佛的潛能」，或者我們可以說「佛果佛性必然顯現於諸

佛身上。」那麼對於未成佛者，佛性的種相義就意指眾生天生而有的自然質性，

所以說「我即佛藏」。藏具有胎藏，潛藏之意，我即佛藏的意思代表著，眾生具

備有成佛的潛力與特質，只是在未成佛之前尚未完全證顯罷了。因此，我們可以

說佛性的種相義，乃針對眾生佛性與佛無異，因此成佛之所以可能這個面向來解

讀的。另外，從引文之中，我們可以得知竺道生認為種相即是自然之性，即是佛

性、佛藏。而這些概念的提出，是相對於佛為佛性的全然顯現而言的。 

如此我們可以了解到眾生和佛的關係，在竺道生看來，僅是「始終之間」的

差別而已，所以說一切眾生莫不是佛，由種性（相）的角度來看，佛和眾生在「理」

的層面而言，並無不同，二者均是寂滅的泥洹，法理也無不同，而二者的差別在

於顯隱的不同，佛是佛性的全然顯現，而眾生的寂滅佛性仍然在隱藏的階段，被

縛結煩惱所覆蔽，故未能體證寂滅的佛性。 

換言之，離開眾生就沒有了佛性，因為眾生的佛性全然顯現之際就是佛，若

眾生的佛性尚未全然顯現時，眾生仍具佛性。因此，無論佛性顯現或未顯現。佛

性都是不能離開眾生獨立存在的。在此意義之下，我們可說佛與眾生是階段性的

差別。佛性在眾生或佛的本質意義上沒有不同，所以說「佛性即是我」，「我即

佛藏」。離開我或眾生，佛性的存在便不具意義，因此說佛性是種相義。是眾生

與佛所共有的，此意即佛並非獨立於眾生之外的一個別體。如文云： 

一切眾生，莫不是佛，亦皆泥洹，泥洹與佛，始終之間，亦奚以異，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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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使所復，如塔潛在，或下為地所隱。14

釐清了種相義在眾生與佛間所代表的義涵後，我們進一步以種相來解釋佛性的方

式與意義。如果佛性如同稻穀的種子一般，是天生而有的，所以說它是自然之性。

用穀種和如來種相比擬，說明了佛性是本具於眾生身上的，從眾生的角度來說，

可以是指眾生成佛的潛在能力。二者均是將當有之果置於因地上來說，佛種就如

同穀種一樣，所以成佛者就必然有佛性。所以說「佛性必生於諸佛」，指佛性來

自於諸佛，由諸佛之果地得知眾生皆有佛性，此中表示了佛性的必然之性。又竺

道生另有說明佛性是種相義者如： 

既問佛性，以種生為義。15  

一切諸佛，莫不由佛而生，是以前佛是後佛之種類也。16  

就因為佛性是種生義，是天生而有，自然而然之性，所以說一切成就的佛果莫不

是從因地的佛種中衍生出來的，沒有佛種的佛性，如同沒有種子的稻穀是不可能

開花結果甚至連發芽的機會都沒有，因此竺道生說「一切諸佛，莫不由佛而生」，

種生的前佛是果地的後佛之種。又竺道生認為因地之佛是果地之佛的根據，既在

開始之時，又在終結之時，如文云： 

夫為得佛之因，既在於始，又在其終，故言為從如生滅得受記耶。17  

此中便說明了佛性的種性義是不在時間範疇內所規範的，且其存在的本有，本具

性質和必然性質也不受外在任何環境所影響，故其言： 

                                                 
14 《妙法蓮華經疏》卍續藏第二十七冊，頁 13 上。 
15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3 中。 
16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5 中。 
17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6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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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有種生，非起滅之謂，是以常樂無為耳。18  

引文中所謂的「既在於始，又在其終」，表示了種相佛性自始至終，都如如

的存在著。同時沒有生滅有無之間的起落變化，此說明了他超越了生滅相對的觀

念，進入了一種絕待的、常樂無為的概念。以法界理體的角度道出眾生與佛在法

理上無異的佛性平等義涵。 

在本有種生的佛性概念下，自然而然會發展出一切眾生與佛無異，以及眾生

皆都有成就佛果的潛在性，皆當成佛的結論，因此竺道生說： 

一切眾生，莫不是佛，亦皆泥洹。19

雖壞五陰，無損佛性，傷五陰故，名曰殺生，不可以佛性無損，謂無不善

業也。20  

由此可知佛性具有不可斷、無可損壞的特質，不受到眾生身體之成住壞空所限，

故其曰「雖身受萬端，而佛性常存」。 

又涅槃佛性的寂滅意義、種相意義，說明了眾生未來皆當成佛，因此種相佛

性實則是對眾生未來必當成佛，以及現今尚未成佛的情況，提供了理論依據與說

明。 

另外，種相佛性的理論，提出了佛性我與性空法理之間的關係。如上文所說，

竺道生以穀種為喻，又以雖壞五陰、無損佛性，說明了如來種並不受外相的善、

惡所影響，竺道生認為眾生雖然有惡相，但卻不妨其種生佛性的存在，亦即不妨

礙實相的存在。因為不論是善相均是無實體的空性，是無善惡實質意義的。因此，

                                                 
18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6 中。 
19 《妙法蓮華經疏》卍續藏第二十七冊，頁 13 上。 
20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5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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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可以知道竺道生所謂的「如來種」即指一切法一切相中所擁有的本來面目

而言，也就是如如，法爾如是之意，外相雖然為惡，但若遮去惡相就可以明白佛

性如如的道理，也就是「實相一相，所謂無相」21，無相是指性空而言，而性空

不礙外相善惡之存在表現。換言之，如來種說明了一個道理，那就是實相法性存

在於一切法之中，所以諸法都可以是種性佛性，是如來種。故竺道生在注解《維

摩詰經》中言「十不善道為種，以要言之，六十二見及一切煩惱皆是佛種」之經

文時說： 

夫大乘之悟，不近捨生死，遠更求之也。斯為在生死事中，即用其實為悟

矣。苟在其事而變其實為悟始者，豈非佛之萌芽起於生死事哉？其悟既

長，其事必巧，不亦是種之義乎？所以，始於有身，終至一切煩惱者，以

明理轉扶疎至結大悟實也。22  

此中說明了大乘行者的修行方式是不捨離生死煩惱而求泥洹的，換言之，生死煩

惱之外並無一個獨立存在的佛性、解脫。大乘行者的修行是在生滅變異中，證顯

實相的。能明白生滅變異的本來面目，即是煩惱轉為菩提的契機，即是種相佛性，

便是發悟之端，這也是竺道生所說「斯為生死事中即用其實為悟矣」的原因。甚

至「始於有身，終至一切煩惱者」皆是如來種、皆是種相佛性，竺道生云： 

理既不從我為空，豈有我能制之哉？則無我矣。無我本無生死中我，非不

有佛性我也。23  

種相佛性乃超越空有等相對待的架構中所說的。因此，所謂的無我，所指之意應

當是指沒有生死流轉中的我，而不是佛性我、種相我。換言之，種相佛性是不悖

離空性又不落入能所的相對待之中的，佛性我是性空之理的同義，是法性的落實

                                                 
21 《發菩提心經論》大正藏第三十二冊，頁 515 下。 
22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92 上。 
23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5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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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所以其用以解釋具有雙遮雙照的內涵，同時遣蕩眾生對於色身、我乃至一

切法的妄執，而竺道生運用種相、種性來說明佛性的用意，不外乎說明了法性是

落實在一切法，包括眾生之中，而以或顯或隱的方式存在，並且是恆常普遍的存

在。 

二、以十二因緣理界義佛性 

除了以種性界義佛性之外，竺道生還以十二因緣理來說明佛性義： 

向明十二因緣觀智，該取因時，名為佛性，故以胡苽為譬。真見因緣，然

後果成者，非其譬也24

智解、十二因緣，是因佛性也。今分為二，以理由解得，從理故成佛果，

理為佛因也，解既得理，解為理因，是謂因之因也。25  

成佛得大涅槃，是佛性也。今亦分為二，成佛從理而至，是果也，既成得

大涅槃，義在於後，是謂果之果也。26

圖解如下 

理（佛因）  
↑  
解   → 從理成佛 
∥ ∥ 
理因 果 
∥ ∥ 
因之因 大涅槃（果果）

∥  
觀智  

                                                 
24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7 中。 
25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7 下。 
26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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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到底要如何方能證得佛果呢？竺道生認為，首先要明白佛陀的真知正見，要

能悟得佛理才有成佛的可能，因此佛理就成為了成佛的根據，佛性的同義詞。那

麼，行者所要認知的佛理是什麼呢，竺道生說十二因緣就是佛理。從無明、行、

識到老死為止的十二因緣之理是成佛的原因，是佛性。而智慧是了解十二因緣之

理的根本因力，所以又稱為因因佛性，十二因緣理是普遍且客觀的存在於法界之

中，必須藉由智慧的力量來了知與體證，所以說解為理因。依竺道生之意，佛就

是極盡智慧者，即是把智慧極盡顯現，故說「佛為至極之慧」27，通過智慧，可

得十二因緣之理，自可證得佛性。圖示如下： 

十二因緣（理佛性） 

↓（因） 

觀十二因緣非常非斷 

↓（因因） 

順理而成佛果（中道觀見佛性）

↓ 

大涅槃（果果） 

 

 

 

 

 

又竺道生何以認為十二因緣之理為佛性義呢？其在《大涅槃經集解》中有言： 

十二因緣為中道，明眾生是本有也。若常，則不應有苦；若斷，則無成佛

之理。如是中道觀者，則見佛性也。28

十二因緣即是中道，而此理是自然而然的存在眾生之中，故說其為佛性。由

智慧觀照十二因緣所起的觀智可以如實地了見不常不斷的中道之理，既不執著

斷，又不執著常，自可契合中道，而見到佛性、證得佛性。所證得的佛性即是中

                                                 
27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92 上。 
28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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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理，故可以不偏於常亦不偏於斷，就是因為通過觀十二因緣，可以證得佛性

寂滅的境界，故說十二因緣理為佛性。 

另由竺道生的思惟十二因緣得中道義體證佛性的視角來看，竺道生非常強調

般若智以及緣起性空之觀照的重要，故其言： 

坐道場時，思惟十二因緣，如此故得成佛。29

行者藉思惟十二因緣，就可以從中證得不常不斷等中道第一義空，也就證得寂滅

的涅槃佛性，既證得佛性體，即可成佛。故其言，思惟十二因緣，則可成佛，十

二因緣即是佛性。 

既觀理得性，便應縛盡泥洹。30

泥洹是智之所證也。31

竺道生藉由十二因緣之觀照將般若智慧和泥洹境界接軌，眾生藉由十二因緣

之觀照般若得見佛性，而生死盡證涅槃。所以說泥洹乃智之所證也，同時也說明

了眾生自身亦是空無自性是如如實相，且實相是一相，即所謂無相，亦即寂滅相，

如此便證得寂滅之涅槃，證得佛性寂滅之境，而欲證得佛性寂滅之境者，必以智

慧觀十二因緣所成，故說十二因緣即是眾生成佛之根據，是佛性義。 

竺道生認為由十二因緣所構成的眾生32，受「無明」、「行」、「識」、「名

色」、「六入」、「觸」、「受」、「取」、「有」、「生」、「老死」之緣生

法所主宰，故此不能說「常」；若有「常」，「則不應有苦」，但事實上，眾生

                                                 
29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416 上。 
30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45 中。 
31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48 下。 
32 「十二因緣為中道，明眾生是本有也。若常，則不應有苦，若斷，則無成佛之理。」（《大

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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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有苦，故此不能說「常」。「常」不能成立，但非表示「斷」即能成立，行者

若以為眾生在十二因緣之中只有「無我」的一面，卻不見有「真我」、「佛性我」

的一面，「則無成佛之理」。行者容易偏執於「無生死中我」，而執著以為「無

佛性我」，自成了「斷見之惑」。 

因此，行者若把十二因緣斷除，等於是把佛性斷除，佛性就在十二因緣之中，

而所謂成佛，是觀照十二因緣之非常非斷。因此竺道生離開十二因緣就不能有佛

性成立，所以提出佛性我、真我的概念並說： 

所說真我，能斷眾生斷見之惑。33

因此以十二因緣理界義佛性。 

理既不從我為空，豈有我能制之哉？則無我矣。無我，本無生死中我，非

不有佛性我也。34

三、以直心說明佛性內涵 

竺道生在解釋佛性之時，有一個和南北朝涅槃論師與眾不同的界義，其除了

上述各節所論述以寂滅法性十二因緣、種性來闡釋佛性之外，特別還以悟心的根

本──「直心」作為佛性的界義內涵35。認為眾生的的直心與菩薩的真心在本質

上是等同無異，並以為其有「無虛假」的特質。也就是不以世智辨聰執著世俗諦

之妄想顛倒。而以為諸法為實有。故其云： 

一念無不知者，始乎大悟時也，以向諸行終得此事故以名焉。以直心為行

                                                 
33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63 上。 
34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54 中。 
35 因其他論師未註解維摩詰經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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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義極一念知一切法，不亦是得佛之處乎？36  

《維摩詰經》：答曰，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 

竺道生注：以無虛假為懷者，必得佛也。37  

由引文可以得知，竺道生認為直心是所有實踐修行的基點，若欲至大悟之境，一

念無不知之時，則必不能捨棄直心。換言之，一念無不知的大悟就是直心的當下

開展。行者若能一念知一切法，即是達到成佛的境地。又欲一念知一切法，則必

須以直心作為根基開展之。因此，我們可以說所謂的佛境地就是指直心的完全開

展，能視一切法均無虛假。引文中言「義極一念知一切法，不亦是得佛之處乎？」

可知直心之義的極致展現為「一念」即知一切法，也就是佛的境界。 

同時，在第二段引文中可以得知竺道生認為直心是具有真實不虛的特質，行者以

直心為懷將必然成佛。可推知直心是成佛的必要元素。又竺道生從真實不虛與得

佛之處二個角度來界定直心而言，我們可以明白地說，竺道生所說的直心不是虛

妄的認知識心，而是同等於實相義的佛性。 

另外，竺道生以垢心襯顯直心，以說明直心具有任理、佛慧的性能，如文云： 

心垢者，封惑之情也。眾生垢者，心既有垢，罪必及之也。若能無封，則

為淨矣。其心既淨，其罪亦除也。38  

封惑本出人耳，彼罪豈當有哉？苟能體之，不復自縛於罪也。既不縛於罪，

便是出其境矣。已出罪境者，罪能得之乎？不在內者，不在我心也。若在

我心者，不應待外也。不在外者，不在彼事也，若在彼事者，不應罪我也。

                                                 
36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65 上。 
37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63 下~364 上。 
38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5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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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在中間者，合我之與事也，罪為一矣，豈得兩在哉？39  

心既不在三處，罪垢亦然也，反覆皆不得異，諸法豈容有殊耶？則無不如

也。… 

…眾生心相無垢，理不得異，但見與不見為殊耳。40  

垢心是指封惑之情，而封惑之情呢，是由人的識心所執取的，一旦識心有所妄執，

就會被罪相所限制。罪相難道是真實存在嗎？竺道生解釋道，行者若能如實地體

悟罪相存在的實相，則不為相所縛。可知，封惑之情是眾生的識執，執著於有相，

有自性，因此反倒被相所縛，相反的若能以「直心」，如實體悟，罪相就自然不

存在了。由此，我們可以得知竺道生乃以「妄著」，作為觀點討論識心、垢心。

行者容易落入能所的架構中，以識心執取罪相，並將其實體化，執著於相對待的

觀念中，被相所束縛無法解脫。相反的，行者若能體證到罪相本身並非實體實有，

就能轉垢為淨，也就是直心之發顯了。同時，直心和垢心亦並非為對立體，而是

一體二面的，直心因垢（封惑之情）之障蔽而不得發顯，若行者能有所領悟，了

知垢心不可得，那麼垢心當下即轉直心。理終成證，故其在引文中說「諸法豈容

有殊」、「眾生心相無垢，理不得異，但見不見為殊耳」由此可知，直心的展現

當下就是理的展現，又眾生心無垢時所見理無有不同，因此可以推論竺道生以直

心為佛性內涵作界義。 

又竺道生從「如」的面向來說明直心所證乃是超越能所對待的實相，是法存

在的本然，如實的樣貌，同時也藉由「如」來表現萬事萬物都是緣起無自性的，

這樣超越有無能所的價值性概念，其實就等於法理佛性。如果我們回過頭來看竺

道生論理中修行次第，可發現竺道生認為修行的基點為直心，直心的開展為一念

                                                 
39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55 下。 
40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5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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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切法，直心所證顯的實相境界，可以用「任」、「如」來表現。眾生只要轉

具封惑之情的垢心為直心，就會發現諸法是無不如的，不會因為對象的不同而有

所改變其存在的本質，所以說所謂的「如」便是「泥洹無復無量身相為一相」即

「實相一相所謂無相」諸法性空，無有一自性相。換言之，眾生的直心與菩薩真

心、佛智慧是等同無異的，如文云： 

心有高下者，據石沙致疑，則就眾生之優劣也。又是不依佛慧為應之趣，

在乎必悟之處，故唯見不淨耳。若取出惡之理，則石沙眾生與夫淨土之人

等無有異，又是依佛慧而觀，故無往而不淨也。41  

從引文中我們可以得證具有直心佛性的眾生其境界亦即同等於具真心智慧

的佛菩薩可以完全了知諸法性空的實相，能夠不執著於識心所執取的分別相，不

受妄情所縛，同時了解實相一相即是無相的緣起性空之理的智慧。因此，我們可

以說竺道生所謂的直心佛性與菩薩的真心佛性並無差別，從對象為眾生的視角上

來討論，眾生若能依佛慧來觀便是證顯了直心佛性之理，所以眾生的不淨相與佛

的淨相是無有差別，這也是菩薩平等深心的顯示，是上文曾談到的當體即「如」

的諦境。故竺道生方言「言任直心之勢，自然能發行眾行」42 足知直心具有「任」

的特質，而任之意呢，即同於如，隨之意，不因心識造作而執取，沒有妄想顛倒

的意思，也是指直指心性的真理之謂。如文云： 

如者，無所不如也。若有所隨則異矣，不得隨也。都無所隨，乃得隨耳。

良以名異實因故，而有隨之言也。如宜言隨，故以隨言之也。43  

斷婬怒癡者，則身壞泥洹也。泥洹無復，無量身相為一相矣，不壞於身，

                                                 
41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38 上。 
42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36 下。 
43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4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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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似乖之，故云隨也。44  

足知，直心所具有「任」的特質，與「如」、「隨」不異，竺道生是站在「名異

實因」的角度來解釋直心佛性同「法理」同「如」、「隨」。當行者證得法理之

際，則不會執著於識心的造作，受識執所縛，泯化一切，不經驗地隨於特定的對

象，證顯「泥洹無復無量身相為一相」的道理，也就是實相一相所謂無相的道理。

因此，我們可以得知，竺道生所謂的「任」、「隨」、「如」都有不受縛，自在

實相的意味存在，它是不壞假名而說諸法實相的，因此說「不斷淫怒痴」、「不

壞於身」而「證泥洹」。這也說明了佛理是無處不在的，只要依著直心，就能發

諸行能證得法性顯示於自身，故其曰「一念知一切法」、「一念無不知者，始乎

大悟時也」45 。「佛理常在其心，念之便至矣」46 說明了眾生的直心可以無礙

的顯示自身，依直心，就可以落實實相法性在自身，針對眾生因直心而有證悟的

可能，有落實法性，證顯智心，體證性空實相的角度來說，直心可以作為竺道生

佛性思想的內涵。 

第二節 竺道生的果地佛性思想界義 

一、以法理、法性來界義佛性 

（一）以法、理為佛性 

竺道生認為佛之所以為佛，其依據不在於「丈六」的肉身，而是以理作為佛

的內涵，故其言「身心本為四大合之所成」47、「丈六所以非佛」48，又於《妙

法蓮花經疏》中說： 

                                                 
44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50 中。 
45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65 上。 
46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89 上。 
47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74。 
48 《妙法蓮花經疏》卍續藏經二十七冊，頁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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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緣使見大乘說旨，為遙見父，理為法身。49

換言之，佛之所以為佛，乃因其體證了法理。由此我們也可以推知，竺道生

所認為的佛性就是理、法身之同等意，因為理、法身並沒有具體的形象，也不是

經驗現象50，故不受形軀的局限，所以說法身是無窮盡、無界限的，又由於法身

是無窮無盡、無限制的，所以是無相的，如文云： 

道生曰：因上所言，凡夫所謂我者，本出於佛。今明外道所說，亦皆如是。…

理者是佛，乖則凡夫，於佛皆成真實，於凡皆成俗諦也。51  

道生曰：彼之字義，名曰不盡，而指法身，今先據涅槃為端也。52  

由引文中，我們可以得知凡夫和聖者的差別，就在於了不了解佛性即是理的道

理，凡夫不能以理為佛而所知者僅止於世俗諦，相反的，聖者明白理為佛性，法

身不盡的道理，故所證為真實開啟了涅槃之端。 

另外「理」的異名為「法」，上述所謂的「法身」即指以真理為根據之身。

法，有真理的意思，而「身」呢，則有依據的意思，如竺道生在《注維摩詰經》

中有言： 

法者，無非法義也；無非法義者，即無相實也。身者，此義之體。53

可知所謂的法身即是理也，無相實也。換言之，竺道生認為行者能夠體證理法，

與真理結合就可以體證彰顯佛性。反之，離開法理，就沒有所謂的佛可言了，如

其言。 

                                                 
49 《妙法蓮華經疏》卍續藏經二十七冊，頁 8 下。 
50 參陳沛然《竺道生》台北．東大圖書，1998，頁 112。 
51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64 上。 
52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64 中。 
53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4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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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言：見法者，即是見佛。案，道生曰：體法為佛，法即佛矣。54  

又 

經曰：「佛者即是佛性，何以故？一切諸佛以此為性。」案，道生曰：夫

體法者，冥合自然，一切諸佛莫不皆然。所以法為佛性也。55  

由此可得，竺道生認為體法就是體佛，而且離開了法便沒有佛，換言之，不可以

離法而說有佛，體法、體證真理自然成為「成佛」的必要條件，如果沒有體法則

必不可成佛，由此，可以進一步推論出所有的佛都是以法為佛性的，故其言「一

切諸佛莫不皆然」、「以法為佛性也」。 

同樣方式詮釋佛性的定義的，還有以「理」來說明者如： 

佛為悟理之體。56  

…今分為二，以理由解得，從理故成佛果，理為佛因也。57  

「體法成佛」與「佛是悟理之體」二者所欲闡述的主旨不異，不外乎說明眾生因

悟得佛法，悟得佛理，就可以解脫得到佛果，如果未能悟到佛理者，則只能是凡

夫。由於成佛必須體證法理，因此我們可以推知，凡是成佛者必定已經體證了真

理，所以可以說真理、理法、佛性會從成佛的聖者身上具體的顯露出來，也可以

說佛就是理體、法理的全然展現，故竺道生在解釋何為佛時便言：「體法為佛，

法即佛矣」，又言： 

法者，理實之名也。58

                                                 
54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9 上。 
55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9 上。 
56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60 上。 
57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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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見得竺道生認為，法為佛之理體，即同等於佛理、佛性，體證法性、法理者

自然會和自然相冥合證得佛理與佛性。就此，竺道生將法理與佛同等起來。故我

們可以說，在竺道生的觀念裡面，法理其實就是指佛性，佛所體現的境界。 

（二）、以寂滅、法性來界義佛性 

除了上述所論以理法作為成佛的實踐內涵來界義佛性之外，竺道生另以寂滅

和法性來界義佛性的義涵，什麼是法性呢？竺道生在《注維摩詰經》中說： 

法性者，法之本分也。夫緣有者，是假有也；假有者，則非性有也。有既

非性，此乃是其本分矣。59

法者，無復非法之義也，性者，真極無變之義也，即真而無變，豈有滅耶？

今言滅是法性，蓋無所滅耳。60  

向云：滅是法性，似若丈六猶存，丈六若實，故是非法中出也，法性無有

非法，何有丈六哉。身與法性，不可得竝，而有身所未了也。61  

法性照圓，理實常存，至于應感，豈暫廢耶？62

由第一則引文中，我們可以知道竺道生認為所謂的法性的內容就同等於空性，也

就是所謂緣起性空的道理，因萬法皆以空為性，所以法性就是空性。從其所注的

《維摩詰經》注文中，我們可以了解竺道生認為，所謂法性，是法的本來樣貌，

也就是法爾如是、如如之義。其內涵則是緣起無自性的緣有與假有，而不是真有

                                                                                                                                            
58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9 上。 
59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46 下。 
60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19 下。 
61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19 下。 
62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2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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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實有，因為是非自性有，是空無自性的，故可以說法性就是空性。法性之理，

就是緣起性空之理。不過，若我們從第二至第四則的引文來看，以法性作為佛性

之內涵，其實還隱含著另一層的意思，就是從解脫論的角度來說，法性被視為一

佛境界，法性是佛性代表著一個行者有待實踐體證的應然真理。也因此，竺道生

在談法性時往往以「佛」作為主要說明對象，而不以眾生作為主要說明對象。由

此，我們可以歸納竺道生的法性為佛性具有二個面向的意義。其一、從存有論的

角度來說，法性同等於空性實相的緣起理，因此其遍在於法界之中，是一客觀法

界的理體。學者也大多站在這個面向討論，同時以此作為竺道生佛性思想之特色

63。因為是遍在性，所以法界理體的範圍含括了佛與眾生。其二、從解脫論的角

度來說，法性指向對體悟的境界恆常性的形容。因此言法性無所滅，又法性是涅

槃義，是佛對於緣起體證後的證悟境界，同時眾生在未成佛果之前不必然能領悟

此主觀認識境界，故其在注解《大般涅槃經》經文時言： 

「其家大富，財寶無量」，雖在人身，作佛處理無非法，斯則富有法財，

而無窮極。64

人行理無非法為法也。茍曰有法，不遺下賤；若無法者，雖復極貴極高亦

不從之。65

有法、無法是指人對於有無體證，對於未至佛果境地的行者而言，法性是一

實踐之目標，有待證悟的應然之理，而非已得的實然之理。換言之，法性是果地

佛性之境界。 

                                                 
63 湯用彤先生認為道生深體《般若》實相之義，用以顯《涅槃》佛性，…真如法性妙一無相，

于佛約法身，…實相無相，超乎象外，萬象之與實相，死生之於涅槃，等無二致。…涅槃佛性

原為本有。而此萬惑之中本有之實相，原超乎情見。稱為佛性，自非人之所謂神明也。湯用彤，

《漢魏兩晉南北朝佛教史》北京．中華書局，1997，頁 256。 
64《法華經疏》卍續藏經第二十七冊，頁 8 中。 
65《注維摩詰經．法供養品》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417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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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法性的另一個同義詞是寂滅，故注文中云「向云滅是法性」，因為法空的

性質是「寂然」的，所謂的寂然呢，是指「寂靜無事」而言，也就是沒有生滅相

對之事，所以竺道生說： 

法空也，寂然者，寂靜無事之義也。66

由此可知法性的特質是寂然、寂靜，不造作的，也就是寂滅之意。又寂滅的「滅」

和緣生法的生滅變化之「滅」是不同的，「生滅」的「滅」是相對於「生」來說

的，是一個相對之意，而寂滅的滅，則是一個絕對的概念，是屬於如實觀照的狀

況，是實相不變易之意，故竺道生以「真極無變之義」來說明寂滅是法性、無所

更易、無所滅的特質。故寂滅法性來界義的佛性即是，真實圓滿，絕對之滅，無

滅無不滅的意思。 

另外，竺道生認為所謂的法性，其實就是理實之性，具有無處不在，無處不

顯的特質，故行者若能體認法性即能體認寂滅之境，也就體證了泥洹之境，故說

寂滅，法性即是佛性。如文云： 

所以為常，常必滅累。復曰般泥洹也。般泥洹者，正名云滅。取其義訓，

自復多方。今此經明常，使伏其迷，其迷永伏，然後得悟。悟得，眾迷斯

滅，以之歸名其唯常說乎。67

寂滅就是不生不滅之境，也就是泥洹之境，眾生如果能夠以空為性，就可以了解

寂滅境界，所謂法身就是佛性之彰顯，就是以法為身，也就是「以寂滅為身」，

也就是泥洹、涅槃。故竺道生說，般泥洹的正確名字應該是「寂滅」。又從「一

切眾生莫不是佛亦皆泥洹」的觀念下68，我們可以將寂滅、泥洹佛性同等起來。

                                                 
66《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46 中。 
67《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377 中。 
68《法華經疏》卍續藏第二十七冊，頁 1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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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佛的境界──泥洹乃是一個寂滅之境，而佛性就是寂滅義，又從法界理

體的遍在性而言，眾生也是一寂滅之體。故經文云： 

眾生即涅槃相，不復更滅。69

如同上述，寂滅之滅乃一絕對意義，故言眾生即涅槃相，眾生的佛性是不復更滅

的，也就是真極不變之意，從「寂滅」的面向來看，眾生和佛並無不同。換言之，

泥洹佛性就是眾生的成佛根據，也就是說，這寂滅佛性是不因外在對象的不同而

有所改變的，是既在於眾生，又在於佛，自始至終都存在於萬法之中。故其言： 

夫為得佛之因，既在於始，又在其終，故言為從如，生滅得受記耶？70

佛性就是始終不滅的寂滅法性，從不滅真趣不變的角度來說，就稱為「從如」、「如

相」，也就是本來如此的意思，所以竺道生說：「法性照圓，理實常存……豈暫廢

耶」。從而推知法性等同於寂滅之性，等同於佛果境界之佛性。 

二、以第一義空界義佛性 

經由上一節以十二因緣理釋佛性義後，我們可以了解竺道生認為，眾生有能

力「悟理成佛」的根本條件在於「有智慧」，因為智慧可以成就法性，了悟佛理，

而將隱藏不現的佛性發顯出來，然而眾生到底應該如何藉由智慧來觀照法理實相

而得佛果及佛之果果，寂滅佛性之泥洹呢？竺道生運用了第一義空來界義佛性的

具體內涵。 

佛性體也，要當先見不空，然後見空，乃第一義。第一義空，已有不空矣，

佛始見之，故唯佛是佛性也。十住菩薩，亦得名見，下至大乘學者，又得

                                                 
69《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62 中。 
70《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6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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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焉，所以舉第一義空為佛性者。71

第一義空之所以可以為佛性，因其是「唯佛始見之」，也就是佛之所以成佛

所依、證之理。依竺道生之意，我們可知，行者若欲以智慧了悟佛性體者，必須

明白第一義空之義涵，也就是離相對待，不落入空或不空的任何一邊，而且必須

先了知到不空之理，才能夠入真理之路，如此不偏於任一邊之見方稱名中道，如

文云： 

道生曰：不兼見，不名智慧也。72

經文：「智者見空與不空，常與無常，苦之與樂，我與無我，」道生曰：

「明兼見者也。」73

道生曰：不偏見者，佛性體也。 

不偏則無不真矣。 

不可以不見為無常也。 

三種皆與見中道名也。有真見者，居然自別也。74  

前言三種中道…但取兼見，為佛性體。而中必能通故，故云道耳。今明三

道，取其能通，明真道有在也。75  

佛以寂滅為性，以法理為性，因此顯此寂滅性者便是佛，離開了佛性便無所謂的

                                                 
71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4 上。 
72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4 中。 
73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4 中。 
74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4 下-545 上。 
75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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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所以說佛是佛性。如此寂滅法性之體是常樂我淨，同時也須兼見常與無常、

苦、樂、我、無我，而其所界義的空性其實並不礙於法性，雙照空、不空的第一

義空，如其言： 

向言：空慧者，非謂分別作空之慧也，任理得悟者耳，若以任理為悟而得

此，然後空者，理可不然乎哉？……前推理實為空極。76  

空慧不是知識或世智辨聰，不得任憑行者意志造作而來的，它是不取相，無

分別造作，自然而然之理，且此不分別的執求是不將理視為取求的對象，所以說，

所謂的空慧是任理得悟的，竺道生特別以「任理」來點出空慧的特殊意義。因此

我們可以說所謂的空是指緣起性空之理，不空是指佛性寂滅境界，常樂我淨之

德，能雙照空與不空的行者方能證得佛慧佛性。 

簡而言之，行者通過智慧而觀法，便能兼見空與不空。所以，不偏見空或偏

見不空。反之，若不能兼具空與不空者則不能稱作是智慧，亦不能稱作佛性體。

又能夠明白兼見，雙照空有者，則能夠成為「智者」，有智慧的行者可以兼見「空

及不空」、「常與無常」、「苦與樂」、「我與無我」。能夠了解空與不空二者

不相悖離對待的道理稱為作「兼見」，能兼見者理者稱為作「中道」。換言之，

若只能「見一切空，不見不空，不見我者，則不名中道」，因此竺道生說「不偏

見者，佛性體也。」 

由此可知，所謂的佛性體，是義指不偏一邊的中道，也就是第一義空的意思，

之所以稱作「體」，就有根本、根據的義涵存在，對於眾生而言，佛性體是一直

存在的只是隱而不顯，故必須通過智慧的觀照，方能使佛性體顯現而成佛。而佛

性是不偏的，中道第一義空是惟佛方證方顯的。 

                                                 
76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73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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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中道第一義空之理不僅表現在佛性體的內涵，這種不常不斷的雙遣之方

式，也表現在不捨不著一切法的方式，也就是大乘所證悟的涅槃乃不離生死而有

的。77

般泥洹是不離開煩惱、生死法而另外證取的。若要逃避煩惱、生死法而另求

一涅槃則不屬於大乘之涅槃，也不合乎中道第一義空之理。換言之，大乘的證悟

是在生死事中證悟佛性，使之起現萌芽，涅槃是於生死法中當下證之的。若無生

死則無寂滅法，在生死法中，即生死是涅槃，這種不偏於煩惱生死，也不偏於寂

滅涅槃主客對立的中道第一義空，是以不捨不著的方式具足一切法，運用智慧，

便可即就無常、苦、空、無我的生死事中得證常、樂、我、淨的涅槃法身。換言

之，中道第一義空的智慧證顯就是一絕對不相對待的實相境界，也就是佛性，佛

性體的具體內涵。 

故其在《注涅槃經》中言： 

佛雖為純陀，說不滅之義，而諸比丘執昔教不已，今將釋之，以明今昔之

教，則妙善同也。78     

此再次說明了運用第一義空之理，若能了解空不空並非二元對立的、相隔絕的，

不滅和空並無衝突，能秉持著這種超越觀照，就可以由般若空理中開顯出佛性寂

滅涅槃的觀念，進入離對待、佛性彰顯的實照、體圓境界。如文云： 

金剛為內照之實，實照體圓。79

                                                 
77 「夫大乘之悟，本不近捨生死，遠更求之也。斯為在生死事中，即用其實為悟矣。苟在其事

而變其實為悟始者，豈非佛之萌芽起於生死事哉？」（《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92 上。） 
78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00 下。 
79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2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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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吾人可證知第一義空為佛性的一重要義涵，也是彰顯佛性的根本重要依

據。又竺道生說： 

自有得解之空慧，此空即是慧之所為。80

即空之言，空似有相，有相便與餘事分別也。空苟分別而慧不分別者，則

空與慧異矣，空既異慧，復不從慧來也。81。 

從引文中可以得知，空慧即是明白第一義空理之智慧，空的境界必須由智慧加以

觀照而得，「空」可以說是諸法存在的狀態，空不是有分別之相，而「空慧」也

不是一分別之智。引文中又言空由慧而來，故知空與慧二者是不分別、不異的。

因此，沒有分別的智慧契合了無分別之相，便能體證實相一相，一相無相，寂滅

相，無分別相，就能夠任理而得悟了。相反，如果空與慧乃異質就表示所悟的空

境非智慧觀照而來的。如此便不合於佛性之理，與無分別之慧。一言以蔽之，第

一義空是指泯除主客之相對待，消融能所的對立。行者若了解空與慧乃同質，同

是無分別的，才能了悟真正之空，才能發揮真正之智，才能算得上是「任理」，

而達到一圓融的境界，也才是第一義空釋佛性義的真義。 

三、以菩提界義佛性 

竺道生在其論著中，除了以第一義空、十二因緣、種相、理法性詮釋佛性外，

特別以實相義來總括佛性所表現的真實諦理，並將實相理與其它佛性義統合貫通

以彰顯佛性的「極真」、「理」二方面特質，如文云： 

菩提者，彼語有之，此無名也。「實」則體極，居終智慧也。然有三品，

聲聞也，辟支佛也，佛也。二乘各於其道為菩提也，非所謂菩提也，唯佛

                                                 
80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73 上。 
81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7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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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為無上正遍菩提也。82  

從引文中我們可以得知菩提，其實就是終極的智慧，這智慧唯有完全覺悟的成佛

者所擁有的，不是聲聞，辟支佛等二乘行者所能證知的，因是唯佛所證，所以說

是「體極」、「終慧」，又可以名為菩提。可以知道，所謂的「菩提」是指在佛

智慧觀照之下，實相朗然呈現的諦境，同時為佛性的異名，如文云： 

《維摩詰經》：若彌勒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者，一切眾生皆亦應得，所

以者何？一切眾生即菩提相。 

菩提既是無相理極之慧。言得之者，得即是菩提相也。果是其相，則非實

矣。苟得非實，一切眾生亦是此之得理也。所以然者？菩提本無不周，眾

生即是其相故也。夫授記言得菩提者，懸指之耳；今云：彌勒得者，就語

之也。既就得時而無得相，豈應懸指有得乎？所指苟以驗無為，指理自冥

矣。83  

可知所謂的菩提非菩提相，所指的就是佛性的發顯義，所以說是「無相理極

之慧」。換言之，此智慧所顯證之境即是實相，菩提智慧，同時也是實相一相所

謂無相之意，既然實相是無相的，我們便可以推論佛性、實相與緣起性空之理不

異。故言「一切眾生即是菩提相。」 

另外，竺道生也解釋了實相的「實」意。 

以佛所說，為證真實之理，本不變也，唯從說者，得悟乃知之耳。所說之

理既不可變，明知其悟亦湛然常存也。84  

                                                 
82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61 上。 
83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62 上。 
84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395 下。 

 104



深經者，謂佛說實相法，以為菩薩道也。85

實相理，均豈有深淺哉。86

可知實相的「實」意所指乃真實不變之謂，實相就是理法，是佛所說的真實道理，

是眾生證悟的根據，而其存在的狀態則是湛然朗照的，恆常不易的，又實相之實，

其義即是明白「緣起無自性」的第一義之理，如其云： 

熱炎以不實為實，是則世諦。解其不實，是第一義諦。  

世之所著，為世諦。知其實故，為第一義。87  

事近遠為世諦，得實為第一義。88  

引文中指出，實相是不同於世人所謂的執著實體的，明白萬事萬物均為緣起無自

性的道理，同時了知事相乃因緣合和，沒有自性可得的道理，方能證知實相、第

一義，從而我們可以得知竺道生所認知的實相，其實就是上述所說的第一義空，

同時是雙照空與不空的，故可知竺道生所謂的「實」就是相對於世諦而言的第一

義。又竺道生亦解釋了實相之「實」的義涵： 

真不真乃至實不實者，性本是真，舉體無偽，未能究理，何以為實也？89  

若實不實者，既真則實，實顯則定乎是非。90

實相言理，……四中無倒，理之本矣，……乖理成縛，得理則涅槃解脫及

                                                 
85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415 上。 
86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415 上。 
87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87 下。 
88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88 上。 
89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32 下。 
90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3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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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也。91  

…若是無物名虛空者，如是虛空，乃名為實者。有虛空相，則是三界之物。

以無物故，乃是真實也。以是實故，則名常無者，無物之空，理無移易，

為常無也。92  

法者，理實之名也，見十二緣，始見常無常，為見法也，…夫體法者，冥

合自然一切諸佛，莫不皆然，所以法為佛性也。93  

由引文中可以知道，竺道生所謂的實是以真理無偽的面向上來說的，實相就

是真實之理，沒有妄想顛倒的法理之謂，行者若能證得實相理自會得證涅槃解

脫。反之，行者若不能了證無倒的實相真理，就會受到束縛，無法得證涅槃解脫。

另外，竺道生也以性空的角度來說明實相的真實道理，行者若知曉萬事萬物乃因

緣合和的，如同虛空一般沒有真實實體可得之理，就可以自然地明白實相虛空之

理。由此，我們可以得知實相之理就是緣起之理，因為虛空無自性所以真實。因

為真實，所以不會更易，是常而不變的。由此，我們可以推知實相佛性的內涵是

性空之理，是雙照雙遮的第一義空之理，具有真實不易的特質。除此之外，由竺

道生的論著之中，我們也發現竺道生運用了十二因緣和三十七道品作為實相佛性

的詮釋內容。如文云： 

正觀即三十七品也，三十七品觀是見理之懷也，以從理而見，故意可住耳。

若貴觀得理即復是為觀所惑，則失乎理，非所以觀也。若於諸見不動，即

是行三十七品者，是則不見三十七品異於諸見，則無復惑矣。94  

竺道生將觀行和見理相關連，行者在修行實踐之際所觀照的實相之理內容為三十

                                                 
91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32 下。 
92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33 上。 
93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9 上。 
94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45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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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道品，故其言「三十七道品觀」是見理之懷。行者要開顯落實於自身的真如空

性之理，實相佛性之理就必須從觀照修習三十七道品觀著手，如此可以推知竺道

生認為見理的同時便即產生去執除惑的作用，同時明白地表示，三十七道品和諸

法無有異。換言之，三十七道品之理即是所謂實相佛性之理，也是法性之謂。且

萬事萬物，諸法均同具佛性的隱顯落實。 

除此之外，實相佛性之實，具有理實無假之意，故其言「實相言理」，又理

實無假即意指法，故又言「法者，理實之名也」。從「法為佛性也」，「法為理

實之名」以及「實相言理」三者，我們可以推知，法即理實，理實即實相，實相

即法，實相即佛性的結果，又法的具體內容為雙照空與不空的十二因緣理，冥合

自然的一切諸佛所證之理，無非十二因緣之照理，故可明白竺道生將十二因緣作

為實相法性的內容，同時也強調諸法和十二因緣無異，諸佛是實相佛性的落實證

顯。 

第三節  竺道生佛性思想的特色 

一、佛性與如來藏我 

竺道生在討論佛性與如來藏我的關係時，認為所謂的真我，其實與無我是異

詞同義的。所謂無我是指生死中無我；真我是指生死中有佛性。又其認為佛陀說

法是因無我而說有真我。 

是時良醫尋問力士卿額上珠為何所在。案：道生曰：為說無我，即是表有

真我也。95

有人聞香即知其地當有是藥。案：道生曰：菩薩說無我之教，表如來真我，

                                                 
95 《大般涅槃經集解．如來性品》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5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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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聞香也。96

喻如女人，為其子故，以苦味塗乳；如來亦爾，為修空故，說言諸法悉無

有我。如彼女人淨洗乳已，而喚其子欲令還服，我今亦爾說如來藏。97

引文中以力士額珠、雪山一味葯以及苦味塗乳的譬喻說明無我之教的真正目

的是在表明真我、如來藏的義涵，也就是說無生死之我執而說無我，並非沒有佛

性。或者我們可以說道生是依著《大般涅槃經》來解釋佛陀過去施設無我之教乃

是為了開顯如來藏有我之教。 

因此，我們可以確定竺道生所贊同的是如來藏我的教法，然而其亦認為如來

藏我的教法和因緣法不相悖離： 

我與無我，性無有二(至)汝應如是受持頂戴。案：道生曰：因緣不得相離。

因緣有故，學得成佛，豈離無我而有我耶！98

換言之，竺道生為因緣法統攝了我與無我，我與無我不相捨離，有生死之因緣，

故而說無我；有無我之因緣，故而說我，以對治「無我」之執取。又根據《大般

涅槃經》的經文可知所說的「無我」，用以對治眾生對生死我的執取而說無我。

然而眾生佛性如象牙花一般，但為煩惱所蓋，若能去除煩惱，便得佛性我。99

也由此得知，佛性的義涵其實就是如來藏我，而且是統攝於因緣法之下的。 

前文已提竺道生在討論佛性內涵時，多半以果地佛性的境界義來指稱佛性。

因此，除了對《大般涅槃經》經文的三個譬喻注解時，佛性有覆藏義、因地義外，

                                                 
96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53 中。 
97 《大般涅槃經集解．如來性品》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407 下。 
98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61 上。 
99 「眾生佛性亦復如是，常為一切煩惱所覆不得見，是故我說眾生無我；若得聞是大般涅槃微

妙經典，則見佛性，如象牙花。」（《涅槃經．如來性品》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11 下。） 

 108



但竺道生在說明我即佛性的意義時，仍然將我界定在果位佛性的境界義作論述。

如其言： 

法無有我，離我垢故。生曰：我者，自在主爾。100

又此法者各不相知。生曰：…是即自在為我義焉。101

云何菩薩如法修行(至)七我八淨是名涅槃。案：道生曰：盡者，結習都盡

也。善性者，理妙為善，反本為性也；實者，體是常也；真者，見常故也；

常者，不見常則不常也；樂者，常故也；我者，常故自在也；淨者，垢盡

故也。102

善男子如來有因緣故(至)而說無我得自在故。案：道生曰：常故自在，是

我義也。103

何等為義？無我者即生死，我者即如來。案：道生曰：生死不得自在，故

曰無我。104

何謂我呢？竺道生認為凡離垢清淨，證至涅槃境界，得到生死自在的境地，

則以如來或我來稱呼。因此，「我」可以說是果地佛性的同義詞。以此之故，我

們發現竺道生在為《維摩詰經》作注文的時候，將佛性和我連結出現： 

於我、無我而不二，是無我義。生曰：理既不從我為空，豈有我能制之哉！

                                                 
100 《注維摩詰經．弟子品》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46 上。 
101 《注維摩詰經．文殊師利問疾品》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76 中。 
102 《大般涅槃經集解．師子吼品》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50 中。   
103 《大般涅槃經集解．師子吼品》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50 中。 
104 《大般涅槃經集解．哀歎品》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0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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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無我矣。無我，本無生死中我，非不有佛性我也。105

佛性即是我義。案：道生曰：種相者，自然之性也。佛性必生於諸佛。向

云我即佛藏，今云佛性即我，互其辭耳。106

出世我相為名佛性，如是計我是名最善。案：道生曰：雖復受身萬端，而

佛性常存。若能計此得者，實為善也。107

竺道生認為佛性我和無我並不相衝突，無我是指沒有生死中我，當行者證得

常存自在之涅槃境界時，佛性我就自然呈現。同時，在第二段引文中，竺道生更

明確指出佛性義和「我」義、「佛藏」義不二不別，佛性和我是「互其辭」的關

係。不過，若我們細觀仍可發現竺道生所指的佛藏、如來藏、佛性都是在體證境

界的詮釋，故其言「出世我相為名佛性」、「佛性必生於諸佛」。換言之，佛性

在竺道生看來非是著重在因地的含藏義，而是果地境界的圓滿常存義，著重於佛

之體性展現義。這也是竺道生在詮釋如來藏我、佛藏我和其它論師較不同的地方。 

二、因果佛性的論述模式 

竺道生身處於晉宋之際，因此其佛性思想和後來南朝涅槃師佛性主張將佛性

以因果模式為論述方式頗有相似之處108，如前文所述其將種生佛性視為因地佛

性，而實相、第一義空等均歸類為佛體性的呈現，亦即果地佛性。 

若我們看竺道生對《大般涅槃經》的注解，則不難發現其的確贊同因果佛性

的論述模式，同時其明確地將佛性作出因地和果地的區分： 

                                                 
105 《注維摩詰經．弟子品》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54 中。 
106 《大般涅槃經集解．如來性品》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48 中。 
107 《大般涅槃經集解．如來性品》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54 下。 
108 竺道生的佛性思想相當程度影響了涅槃師的佛性觀。見湯用彤《魏晉南北朝佛教史》頁

485-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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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子！佛性者，有因，有因因，有果，有果果。案：道生曰：向佛性名

中，有因有果。故今明因果有屬也。109

因因者，即是智慧。案：道生曰：智解十二因緣，是因佛性也。今分為二，

以理由解得，從理故成佛果，理為佛因也；解既得理，解為理因，是謂因

之因也。110

果果者，即是無上大般涅槃。案：道生曰：成佛得大涅槃，是佛性也。今

亦分為二，成佛從理而至，是果也；既成得大涅槃，義在於後，是謂果之

果也。111

由引文可知，竺道生將十二因緣視為因地佛性，智解十二因緣為因因佛性；

成佛是果佛性，大涅槃是果果佛性。既將佛性分以因果模式論述，則眾生和佛並

不能說全然無異，只不過就法理實相等的角度來連結因地佛性和果地佛性。如果

我們從竺道生的經注中可以證竺道生並不主張眾生本即是佛，反而其強調眾生和

佛，生死和涅槃有始、終之間的差異是具因果關係的。 

學者往往以其所注的《維摩詰經》注文來認定竺道生以為眾生與佛無二無

別，涅槃與生死不二112。不過，我們倘若仔細推敲竺道生的注文，則可得知其是

站在實相無相角度說，眾生與佛的空性不二，而非眾生即是佛。 

維摩詰言：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生曰：若謂己與佛皆為得見者，則

己與佛異，相去遠矣，豈得見乎。若能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不復相

                                                 
109 《大般涅槃經集解．師子吼品》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7 中。 
110 《大般涅槃經集解．師子吼品》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7 下。 
111 《大般涅槃經集解．師子吼品》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7 下。 
112 湯用彤先生在其《漢魏兩晉南北朝佛教史》一書中提到道生主張生死與涅槃不二，不能於生

死之外別言涅槃，於煩惱之外，別證菩提。頁 449-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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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以無乖為，得見者也。113

竺道生所認為的煩惱和涅槃不異，眾生與佛不異都是在佛性為以實相為內

涵，遍一切的角度來說，因此他說「眾生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不復相異」從

實相的角度來看，眾生與佛不異，亦就是從佛性所具平等性的特質來說，眾生與

佛不二114。然此並不是說眾生現階段同等於佛，眾生和佛之間仍有因果、始終的

分別。 

三、佛性之始有與本有 

據《高僧傳》的記載，竺道生著有〈佛性當有論〉，只可惜現已不存。唐．

均正曾對竺道生的佛性說作一敘述： 

道生法師執云：當有為佛性體。法師意一切眾生，即云無有佛性，而當必

淨悟。悟時離四句百非，非三世攝。而約未悟眾生，望四句百非，為當果

也。115

此說明了竺道生主張佛性為當有，迷惑眾生須藉由觀智離四句絕百非來顯見

佛性當有。 

另外，在均正和元曉的著作中也有提到，竺道生的後學承繼竺道生的學說主

張佛性當果、佛性始有： 

白馬愛法師，執生公義，云：當果為正因，則簡異木石無當果義。無明初

                                                 
113 《注維摩詰經．見阿閦佛品》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410 上。 
114 小林正美認為實相的內容為「空」，因此中眾生和佛的平等不二是從「空的平等性」來說的。

（小林正美：〈竺道生の實相義について〉，《印度學佛教研究》28：2（1980），頁 251-256）。 
115 唐．均正《大乘四論玄義》，卍續藏第四十六冊，頁 60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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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不有而已，有心則有當果性，故脩萬行尅果，故當果為正因體。116

第一師云：當有佛果為佛性體。如下〈師子吼〉中說言，一闡提等無有善

法。佛亦言：以未來有故悉有佛性。又言：以現在世煩惱因緣能斷善根，

未來佛性力因緣故遂生善根，故知當果即是正因。所以然者？無明初念不

有而已，有心即有當果之性。故修萬行以剋現果，現果即成，當果為本。

故說當果而為正因。此是白馬寺愛法師述生公義也。117

由引文的敘述中，可以約略得知竺道生以及竺道生的後學主張果地佛性方為

佛性之真義，同時眾生現階段未有佛性體，但經過修萬行就可以證得佛性體，所

以站在一闡提及眾生未來當必淨悟的角度說佛性為當果佛性。至於當果佛性如何

成為正因佛性呢？白馬寺愛法師所引述的竺道生說法認為眾生之所以生起善

根，是以未來佛性力因緣故。不過由於文獻中對竺道生當果佛性的敘述不多，再

加上除了上述三條資料外，我們幾乎也找不到竺道生主張當果為正因的文獻。因

此，學者多半對此記載採取懷疑的態度，同時藉由竺道生對其它經典的注疏文獻

來看，學者因此主張竺道生是採本有說的立場。同時將竺道生的「當有佛性」解

釋為悉有佛性，必當成佛之意，而認為均正的記載有誤。118

由於竺道生的年代尚未有佛性始有的論諍，所以在竺道生注疏的文獻中並未

特別針對這個議題回應，若就吉藏的看法，當果佛性說是歸屬於「佛性始有說」

的。如其言： 

當果為正因佛性，此是古舊諸師多用此義，此是始有義。119

                                                 
116 《大乘四論玄義》卍續藏第四十六冊，頁 601 上。 
117 新羅．元曉：《涅槃宗要》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249 上。 
118 參湯用彤《漢魏兩晉南北朝佛教史》頁 450-452；陳沛然《竺道生》頁 110-112；賴永海《中

國佛性論》頁 102-103。 
119 隋．吉藏《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3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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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若從竺道生討論種性佛性的內容時，不難發現竺道生有主張佛性

本有的思想： 

佛性是種生義，故是因非果也。120

復次，善男子！眾生起見(至)如是觀智是名佛性。案：道生曰：十二因緣

為中道，明眾生是本有也。121

是故佛性常樂我淨。案：道生曰：本有種生，非起滅之謂，是以常樂無為

耳。122

復次，善男子生死本際(至)生老病死之苦是名中道。案：道生曰：即生死

為中道者，明本有也。123

竺道生何以以種性、種相義來界義佛性，在〈佛性之界義〉一節中已有詳盡

的敘述，此不再多作解釋。我們要看的是竺道生將種性佛性視為眾生所本具的因

地佛性的部份，也就是說眾生根據了種生佛性，智解十二因緣理而明白生死即中

道之理。於是可知站在因地佛性的角度而言，竺道生是主張眾生本有佛性的。 

如此，是否如同大部份的學者所言124，竺道生的佛性當有說其實是個記載的

訛誤？如果是訛誤的話，何以仍有數條例證指出竺道生倡導佛性當有（始有）說

呢？若我們再仔細分析竺道生的學說，可以推測竺道生的當有佛性思想所指向的

應該是果地佛性當有。如其言： 

經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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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大般涅槃經集解．師子吼品》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8 上。 
121 《大般涅槃經集解．師子吼品》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6 下。 
122 《大般涅槃經集解．師子吼品》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6 中。 
123 《大般涅槃經集解．師子吼品》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6 中。 
124 同註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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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當有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是名佛性。125

…復次善男子佛性者(至)成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案：道生曰：佛性義現，

莫先於此，故即以為名焉。126

竺道生認為果地佛性義是佛性的真義，可以以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稱呼，再

反過來對照《大般涅槃經》經文可以得知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就是眾生未來當有

的果地佛性。 

另外，竺道生在界義佛性內涵時，第一義空、法、理都指向為果地佛性的內

涵，也就是以佛體性的面向來說明的，如其言： 

佛者，即是佛性。何以故？一切諸佛以此為性。案：道生曰：夫體法者，

冥合自然；一切諸佛，莫不皆然。所以法為佛性也。127

見法者，即是見佛。案：道生曰：體法為佛，法即佛矣。128

「佛即是佛性」指行者與佛性相應則稱之為佛，所以稱佛為佛性。此處所言

的佛性是指「體法」的佛所顯現的境界，所以是佛體性義。而這佛體性是眾生有

待未來完成的一個應然的境界，而非現階已有的實然情況。因此，就一有待實踐

的佛果境地而言，眾生是未來當有的，因此說竺道生的佛性當有說是指果地佛性

未來當有。 

綜而言之，竺道生的學說體系中，並沒有特別的標舉佛性始有或本有，這可

能和當時佛性之始有本有並未受到相當討論有關，如果要特別歸類竺道生的佛性

                                                 
125《大般涅槃經．師子吼菩薩品》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4 中。 
126《大般涅槃經集解．師子吼品》大正藏第三十七冊，550 中。 
127《大般涅槃經集解．師子吼品》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9 上-中。 
128《大般涅槃經集解．師子吼品》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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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說屬性的話，可以說其主張的乃因地佛性本有；果地佛性是始有（當有）。 

四、竺道生融合空有思想的佛性觀 

相較於大部份的涅槃師，竺道生除了替《大般涅槃經》作注解之外，其亦注

解了《維摩詰經》、《法華經》；因此，在竺道生的佛性論理中緣起空扮演相當重

要的角色，這也是竺道生佛性思想的特色。如果我們將這三部經典的注文加以整

合連貫，則可以找出竺道生佛性論由緣起空到佛性有的發展線索。 

欲掌握竺道生佛性思想由空到有的發展脈絡，則必須先掌握其對佛性內涵中

法性、法、理、實相、涅槃等幾個概念的詮釋。由上一節的討論，我們可以知道

法理佛性、實相、法性均為竺道生佛性義涵中的果地佛性範疇；同時，上文也說

明了竺道生在詮釋果地佛性的義涵時比較著重於佛果境界的描述。 

竺道生認為成佛不能離開法、理；然而，何謂法、理呢？作為佛性內涵的法

理和緣起空之間有何關係？竺道生言： 

法性者，法之本分也。夫緣有者，是假有也。假有者，則非性有也。有既

非性，此乃是其本分矣。129

然則，法與法性，理一而名異，故言同也。…諸法皆異，而法入之，則一

統眾矣，統眾以一，所以同法性者也。130

妙法，夫至像無形，至音無聲，希微絕朕思之境，豈有形言者哉？131

悟夫法者，封惑永盡，髣髴亦除。132

                                                 
129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46 下。 
130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46 下。 
131 《法華經疏》卍續藏第二十七冊，頁 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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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深道妙，不可輕說也。133

夫玄理幽淵，出乎數域之表。自非證窮深理，何由暢然？欲申之也。134

理本無言，假言而言，謂之方便。135

理常皎然若此。136

首先，我們分析竺道生在對法和理的性質描述上均以幽微、皎然、深奧、非一經

驗對象，乃超越數域之表（經驗世界）。或無形無聲，不在有無經驗範疇中，非

思維所能了知的「希微絕朕思之境」等可以得知法和理是異詞同義的。另外，竺

道生也明白指出，法與法性是理一而名異。可知，在竺道生的認知裡，法同等於

理，同等於法性。 

那麼，作為佛性內涵的法、理、法性又是如何和緣起空接軌的呢？必須進一

步從法、理、法性的義涵著手探討： 

竺道生以為所謂的法性，就是事物本來之性，而事物本來之性是以緣有、假

有為性，非以自性為性。也就是說法性就是緣起理。由此得知竺道生法性的觀念

是在緣起性空的觀念為基礎而說的。其次，竺道生在闡述法的內涵時，也以「性

空」作為主要的說明。如其言： 

法有二種。眾生空法空。137

向以諸法如幻，明無文字。138

                                                                                                                                            
132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43 上。 
133 《法華經疏》卍續藏第二十七冊，頁 14 中。 
134 《法華經疏》卍續藏第二十七冊，頁 36 中。 
135 《法華經疏》卍續藏第二十七冊，頁 5 中。 
136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84 中。 
137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4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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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諸法性空，難可窮究。139

觀一切法空如實相。140

作為佛性義涵的「法」，其內容即為性空實相，也由此推知，所謂的「實相」

就是一切法空。再相對照於上一節（前文），我們談到的「體法為佛」、「法即佛」

及「實相一相，所謂無相」，可以得出佛所體證者，就是觀一切法空的緣起性空

之理，從而佛性和緣起空無異。 

除了從法的角度可以探知佛性有和緣起空不悖離外，竺道生另從「理」為線

索作說明： 

三界之法耳，非實理也。141

乖理為作有，皆因緣生也。142

一切諸法莫不皆然（從無住本立一切法），但為理現於顛倒，故就顛倒取

之為所明矣。以此為觀，復得有煩惱乎？143

菩提既是無相，理極之慧…果是其相（指菩提相）？則非實矣…一切眾生

亦是（非實），此之得理也。144

引文中的「理」，就是緣起性空之理，竺道生認為三界內的諸法只有空理而

無實理。行者若以為三界內有實理而起造作，便與真理（緣起空）相違，故此說

                                                                                                                                            
138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52 下。 
139 《法華經疏》卍續藏第二十七冊，頁 10 上。 
140 《法華經疏》卍續藏第二十七冊，頁 13 下。 
141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77 下。 
142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8 上。 
143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86 下。 
144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6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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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理為作有」，又行者若因為造作而認為事物有自性，這就是違理。就一切法

均是無住本為立基，說明不論是眾生抑或是菩提均為無自性無實有，方是實相的

真義。 

竺道生還另外從十二因緣的角度說明有因緣理則無復邪見，能證得實相空理

就能證得泥洹： 

（順因緣法）說不違因緣理也。145

（隨順十二因緣），情不復乖因緣理也。146

順因緣理無復邪見者。147

實相言理。148

既觀理得性，便應縛盡泥洹。149

而所謂的泥洹則為果果佛性（前文已述）。可知，就竺道生看來，佛性乃基

於緣起空理的修證而顯的境界。 

另外，從竺道生「我」和「無我」的辯證，我們可以得知就竺道生看來，我

和無我並不相互矛盾，因為所謂的「無我」是指沒有「生死中我」，也就是生死

中的我非實有的、自性有的；並非沒有佛性我，成佛性質之我。150

接下來我們要問的是，雖然竺道生認為佛所證顯之性乃基於對緣起性空之法

                                                 
145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415 下。 
146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416 下。 
147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416 下。 
148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32 下。 
149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45 中。 
150 「無我，本無生死中我，非不有佛性我也。」反而是要透過無我之教來證顯佛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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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的體證，然而眾生呢？眾生根據何者而成佛？劃作因地佛性的內涵的種性義、

直心、十二因緣是否為眾生本有的。如果是，則這本有的看法是否違背了緣起性

空的觀念？如果不是，那麼如何解釋眾生成佛的可能性？ 

要探討這個問題則必須先釐清竺道生認為眾生有佛性這主張提出的緣由。竺

道生認為眾生佛性的觀念必須要從果地諸佛佛性回溯。先明白何謂佛性，再經由

果地佛性回溯到眾生身上，最後提出眾生佛性主張的正當性。 

首先，竺道生提出眾生的種性佛性義涵同等於自然之性，而此自然之性就是

佛藏，是「必生於諸佛的」。也就是說眾生佛性的提出是從佛所證顯之性，反溯

至眾生身上，佛性在未成佛的眾生身上，是自然之性的狀態。然而，如何得以說

眾生佛性如同潛藏之寶藏呢？必須從佛的角度來反溯解釋，在佛的角度來說眾生

與佛無異，「一切眾生莫不是佛」，也就是說眾生是未證之佛，而佛是已證緣起性

空之理的眾生。眾生和佛的差別在佛看來是「始終之間耳」。換言之，眾生與佛

的差異在於法性之體證與否，成佛得涅槃是終，而未成佛的眾生因受煩惱覆蔽尚

未體證寂滅之佛性故是「始」，不論是始抑或是終，其所具之佛性理無異。151

如同上一節所言，佛性仍是以法性「落實」在眾生身上的角度說為「種相」，

在佛的角度看來，眾生即是佛，所以佛性在眾生而言是自然之性，同時也表示了

佛性理是不離眾生而獨立存在的。 

如果我們再從竺道生對「種生」、「佛」和「眾生」的相關論述來看，也可以

看出竺道生對眾生佛性的定位。眾生佛性的提出並非是以「根據義」、「先驗性」

的角度說明其必能證成「佛性」。152

                                                 
151 竺道生曰：「一切眾生莫不是佛，亦皆泥洹，泥與佛，始終之間，亦奚以異，但為結使所覆，

如塔潛在，或下為地所隱。」（《法華經疏》卍續藏第二十七冊，頁 13 上。） 
152 陳沛然於其《竺道生》一書中提到「因地中之佛性」－『種生』義之佛性是先驗的，天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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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道生所謂「本有佛性，即是慈念眾生」153、「為得佛之因，既在於始，又

在其終，故言為從如生滅得受記耶」154、「雖壞五陰，無損佛性。傷五陰故，名

曰殺生，不可以佛性無損」155、「本有種生，非起滅之謂，是以常樂無為耳」156、。

而言的眾生佛性都是站在佛的視角來看待的，從佛的角度來看，眾生與佛無異，

法理法性遍在於法界及眾生身上，因此說佛性是既在始又在終，是壞五陰而無

損，是不復更滅的。眾生是以已成就之佛為師作學習目標，經修行去其遮蔽無明

而證顯佛果佛性，故言「一切諸佛，莫不由佛而生，是以前佛是後佛之種義也。」

157

如果我們直接將眾生種相佛性、種性佛性作為成佛的先驗根據，則此說法有

違於緣起性空之理，且可能落入佛性實有的詮釋危險。反之，如果明白竺道生的

佛性義涵，其實是以更高的視野「法性理體」來作定位詮釋的，則自然可以得知

眾生佛性種相義是站在法性「落實」眾生這個角度來說的，而所謂法界理體就是

緣起性空之理；如此，眾生所具佛性自不落入實有，也不違背緣起。 

最後，從十二因緣來探討的眾生佛性也可以說明眾生佛性不離緣起而有： 

十二因緣為中道，明眾生是本有也。若常，則不應有苦；若斷，則無成佛

之理。158

此顯示眾生本身即生死流轉的十二因緣，即是中道（非常非斷）。中道即是

佛性，就此而言，說眾生皆有佛性，佛性為「本有」。但若從眾生皆有佛性而為

                                                                                                                                            
有的，故此為成佛的根據。又言因成佛之根據「佛種性」是先驗的，故此不因五陰（肉身）毀

壞而變得有損，這是從『佛性種生之先驗性』而說的。（見陳沛然《竺道生》一書，頁 106，東

大圖書公司出版，民 77.6）筆者以為此說有疑異。 
153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48 中。 
154 《注維摩詰經》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361 下。 
155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54 中。 
156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6 中。 
157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5 中。 
158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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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明所覆蓋的角度來看，則可言佛性為「當有」。 

由上述之論述可知，在竺道生所處的時代，有關佛性本有或當有之問題不明

顯，且竺道生本人亦未明顯劃分此二者，但我們從竺道生所賦予的佛性義涵中，

可看出其佛性思想包括了本有、當有之涵義。且本有佛性與當有佛性並非對立

的，其差別只是迷悟之異而已，並非本質上有何不同。竺道生一方面從眾生本身

（十二因緣）來顯示佛性；另方面則從佛所證來顯示佛性，而此二者是無別的。

佛因為證悟佛性而稱之為佛，眾生因為迷惑顛倒不見佛性而稱之為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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