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章  中道佛性說－吉藏的佛性思想 

在中國佛教史上，吉藏、地論師慧遠和天台宗智顗並列，被譽為隋代佛教三

大高僧，同時吉藏被譽為龍樹中觀思想在華的中興者，可見吉藏在中國佛教史上

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1

不過，倘若我們縱觀吉藏的生平年表不難發現，吉藏生年（549-623）其實

是跨越南北朝到隋代的（六世紀末至七世紀初），同時其精華的前四十年為南北

朝時期，因此筆者將三論宗的代表人物吉藏佛性思想列入本論文議題-南北朝佛

性思想的討論範圍中。 

吉藏（549-623）乃陳隋時代三論學統代表人物，根據道宣《續高僧傳》的

記載，吉藏俗姓安，先世為西域安息國太子世高的後裔，吉藏的歷代祖先都是虔

誠的佛教徒，吉藏的父親後來出家，法號道諒，《續高僧傳》曾以「乞食聽法，

以為常業」、「篤謹之行，初無中失」，來形容吉藏父親奉佛修行之虔誠與精進。2

十九歲時，吉藏已可以代替法朗在眾人面前演說學旨，又由於他精於辭令，

為當時人所稱讚，可見吉藏在十九歲時已逐漸嶄露其對義理過人透晰度。至其二

十一歲受具足戒3後，他的聲名更盛當時權貴，如陳桂陽王等據說就是聽聞了吉

藏的佛法開示而皈依的。 

至於嘉祥吉藏名稱的由來，則是因開皇八年隋軍南下，吉藏為避戰亂，東遊

會稽秦望山，歸止於嘉祥寺而得名。當時正值陳、隋廢興，世局動蕩，吉藏長住

                                                 
1 參廖明活〈吉藏與大乘涅槃經〉一文，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六期，頁 111。 
2 《續高僧傳》卷十一形容道諒之文：「精勤自拔，苦節少倫，乞食聽法，以為常業。每日持鉢

將還， 足入塔，遍獻佛像，然後分施，方始進之。乃至涕 便利，皆先以手承取，施應食眾生，

然後遠棄其篤謹之行，初無中失。」（《續高僧傳》大正藏第五十冊，頁 513 下~514 上。） 
3 是指正式出家身份的儀式，為比丘或比丘尼的戒律，在中國傳說男眾之比共二百五十條，女眾

之比丘尼有五百條；安澄中論疏記卷：「年二十一受具」。（大正藏第六十五冊，頁 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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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嘉祥寺的七、八年間，因吉藏在弘法，於是在嘉祥寺廣設講筵，不但跟隨聽法

的信眾眾多，且此間其還撰寫了《大品經義疏》十卷、十卷。 

開皇十九年，吉藏五十一歲時，晉王楊廣召其進住慧日道場，不久又召其進

住京城長安的日嚴寺，得到當時京城僧俗貴遊禮重，《高僧傳》曾記載吉藏開示

佛法時的盛況： 

七眾聞風，造者萬計，隘溢堂宇，外流四面，乃露縵廣筵，猶自繁擁，豪

族貴遊，皆傾其金貝，清信道侶，俱慕其芳風，藏法化不窮，財施填積，

隨散建諸福田，用既有餘，乃充十無盡藏。4

可見吉藏在當時的影響力和攝受力，又在慧日道場期間，吉藏撰有《三論玄

義》一卷和《勝鬘寶窟》六卷，又在日嚴寺期間亦撰了《維摩經義疏》六卷、《維

摩經略疏》五卷、《中觀論疏》六卷、《百論疏》三卷和《十二門論疏》三卷。 

唐武德元年（西元 618 年）唐高祖親召釋宗，眾人以吉藏機智敏捷，推其為

言主，吉藏進言唐高祖「惟四民塗炭，乘時拯溺」勉勵，高祖與其相談甚歡，《高

僧傳》記載當時的情況「勞問不覺影移」，後便任吉藏為綱維法務之十大德之一。

在此之際，吉藏多住於長安城的實際寺、定水寺、會昌寺和延興寺四寺，最後應

齊壬元吉之請移居延興寺，時已年老氣衰，為疾病所苦，終於武德元年（六二三）

圓寂，享年七十五歲，在吉藏晚年移居長安之際可能完成了《法華統略》六卷、

《法華遊意》一卷。5

吉藏一生都深入專研法義，為一典型學僧，道宣就言其： 

在昔陳隋廢興，江陰凌亂，道俗波迸，各棄城邑。乃率其所屬往諸寺中，

                                                 
4 《續高僧傳》卷十一，大正藏第五十冊，頁 514 上。 
5 關於吉藏晚年著作之時間考證可以參見楊惠南《吉藏》一書，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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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文疏，並皆收聚，置于三間堂內，及平定後，方洮簡之。故目學之長，

勿過於藏，注引宏廣，咸由此焉。6

講三論一百餘遍，法華三百餘遍，大品、智論、華嚴、維摩等各數十遍，

並著玄疏盛流於世。7

足見吉藏雖居亂世，猶不忘文疏的收集與整理，可見其對於義學研究之深入與專

精。另外，從其講述佛經數百遍的次數來看，得知吉藏對於佛法的弘揚是不遺餘

力的。 

吉藏是一位深信《般若》與《三論》的高僧，因此主張「空」方是實相，他

善於文章，以致有「嘉祥文海」的美譽，甚至在其圓寂時還告知弟子死後「露骸」

（不火葬也不土葬），弟子信眾於是把他的遺體安置在（陜西省）終南山至相寺

的石龕當中。吉藏逝世前，甚至還寫了〈死不怖論〉，可惜此文已佚，在《續高

僧傳》錄其中數句： 

略舉十門，以為自慰。夫含齒戴髮，無不愛生而畏死者，不體之故也。夫

死由生來，宜畏於生；吾若不生，何由有死？見其初生，即知終死；宜應

泣生，不應怖死。8

由於吉藏倡導的三論宗思想主張不著事相，而得諸法皆空之理，因此對於死亡與

軀體的看法也相對的較豁達，由其交待弟子處理死後遺體的方式，可以得知其不

畏死亡的態度。 

吉藏雖貴為一代學僧，並被稱譽為龍樹以來解空第一的高僧，卻被道宣於《續

                                                 
6 《續高僧傳》卷十一，大正藏第五十冊，頁 514 下。 
7 同上註。 
8 《續高僧傳•吉藏傳》大正藏第五十冊，頁 51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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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僧傳》批評其品格不高，「愛狎風流，不拘檢約」： 

初藏年位息慈，英名馳譽，冠成之後，榮扇逾遠，貌象西梵，言寔東華；

含嚼珠玉，變態天挺；剖斷飛流，殆非積學。對晤帝王，神理增其恒習；

決滯疑議，聽眾忘其久疲。然而愛狎風流，不拘檢約，貞素之識，或所譏

焉。加又縱達論宗，頗懷簡略，御眾之德，非其所長。9

對於道宣這樣的評論，近代學者或以為道宣對吉藏品德上的批判，正可解釋三論

宗思想在其殞歿後迅即失傳的原因，因其不拘檢約，故未能建立一個足以立己立

人的崇高宗教人格。10不過也有另外一派的論點，以為道宣法師乃站在一個謹守

戒律的律宗高僧的立場批評其行事作風，這些可能都只看到《續高僧傳》的表面

現象卻不知實情。吉藏因是一位三論宗的高僧，因此對於罪福乃至戒律等有形的

事物都列入虛幻不實的否定之列。在這一體認之下，吉藏不拘於有形的戒律是可

以想像的。11筆者認為處於南北朝玄學名士之風下的吉藏，或許受了不少時代風

氣的影響而展現出一般僧人較少見的灑脫與不羈。然而，三論學說之不傳是否乃

因吉藏品格不足供後人典範，這單純的原因恐怕得再加以商榷；筆者以為：三論

學說因談論空理，破而不立的精神不易把握其教理的真義，故在教理的宣揚上，

不似其它宗派好掌握而不易廣泛流行才是，若僅以吉藏人格優劣判定學說之興盛

的主觀因素恐怕過於武斷。因此，楊惠南教授以吉藏重視一切皆空的思想來解釋

其行為不拘檢約、不重表面事象的精神應較為合理。 

第一節  吉藏對前人佛性思想的評破 

吉藏既以三論學者自居，因此他的佛性思想亦如同其它理論一般，強調「破

                                                 
9 《續高僧傳》卷十一，大正藏第五十冊，頁 514 下。 
10 廖明活《嘉祥吉藏學說》，頁 3。 
11 參楊惠南《吉藏》，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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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與「顯正」。正如吉藏自己在《三論玄義》中所說：「但論雖有三，義唯二轍，

一曰顯正，二曰破邪」12，又《中觀論疏》卷一末說：「就說教意中，凡有二意：

一者破邪，二者顯正。」13也因此，吉藏在討論佛性思想界義之前，先對之前各

家的佛性思想加以批駁，以達破邪之效。 

吉藏認為舊說的佛性思想雖有十一家主張之多，但基本上不出三大類型，如

其言： 

然十一家大明，不出三意。何者？第一家以眾生為正因；第二以六法為正

因。此之兩釋，不出假實二義。明眾生即是假人，六法即是五陰及假人也。

次以心為正因、及冥傳不朽、避苦求樂、及以真神、梨耶識。此之五解，

雖復體用，真偽不同，並以心識為正因也。次有當果與得佛理，及以真諦、

第一義空，此四之家並以理為正因也。14

這三大類中，第一類是以「眾生」或「六法」為正因佛性，即引文中的第一、

二家，那又為什麼眾生或六法為假實說呢？因為如果把五陰視為實有，那麼由五

陰所組成的眾生即為假有。在佛教的學派當中，說一切有部（’Sarvastivadin’）

主張五陰實有，而五陰所組成之眾生卻假有。吉藏借用了這種假實的概念來說明

五陰和眾生的不同。 

又第二類的「正因佛性」說，是把心識或其作用當做佛性的本質「正因」來

看待，共有五家：心識說、冥傳不朽說、避苦求樂說、真神說、阿梨耶識說。其

中，心識說、真神說、阿梨耶識說等三家，以心識的主體部份--「體」，做為「正

因佛性」，而剩下的冥傳不朽、避苦求樂兩說，則以心識的功能功用--「用」，做

為「正因佛性」。因此，我們可以把這第二類的五家，稱為「心識體用說」，或簡

                                                 
12 《三論玄義》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1 上。  
13 《中觀論疏》大正藏第四十二冊，頁 16 上。 
14 《大乘玄論》卷三，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35 下~3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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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心識說」。 

不論是第一類的假實說或第二類的心識說，都偏重於以眾生作為主體，其中

第一類是以眾生的全部視為佛性的正因；第二類的心識說是將眾生的心識，作為

成佛的正因。總之，二者均主張將佛性的本質－正因佛性，存在於主體的眾生身

上。 

其次，第三類的佛性說，並不認為成佛的因子－正因佛性，存在於主體的眾

生之上。相反的，他們一致認為成佛的因子存在於客體（objective）真理之上，

這即是佛性說的「指境派」，也就是以行者所證之境界作為正因佛性。15

又吉藏認為指境派的佛性主張共有四家，包括有當果說、得佛理說、真諦說

和第一義空說。其中，當果是指行者未來所證的佛果。每一個眾生未來皆可成就

佛果，因此說這一佛果是眾生成佛的因子。16得佛理說，則謂眾生均可證得佛所

悟之理。 

另外以境界作為成佛正因的，還有真諦和第一義空二種主張，也就是說這二

種主張認為眾生只要能體悟了真諦或第一義空理就可以成佛，所以同樣以循環論

證方式說明真諦和第一義空是促使眾生成佛的原因。17

                                                 
15 指境派的概念，可以參考呂澂在《中國佛學思想概論》中所言：「首先，從佛學思想發展的歷

程史來看，『佛性』起源於『心性本淨』的思想。『心性本淨』反轉來說即是性淨之心。眾生都

有『性淨之心』，也就都有成佛的可能，所以叫做『佛性』。…這是『佛性』指新的原始意義。

其次，心之能夠發生作用，需要一定的條件，即「待緣而起」。諸緣中最重要的是『境界緣』（所

緣）。換言之，單有心而無境界（緣）也還不能發生作用。既然要有境為條件才能構成「佛性」，

所以又把佛性的重點放在境界上，即放在法的實相、法性上。這是『佛性』指境的派生意義。」

《中國佛學思想概論》台北天華出版社，1982. 頁 132-133。 
16 楊惠南教授認為：主張以當果作為成佛的正因佛性，是屬於循環論證的方式，因為這一主張

已經預設了眾生皆可成就佛果，然後又以這一預設佛果來證明眾生皆可成佛。參〈吉藏的佛性

論與心性說之研究〉《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十二期，頁 261。 
17 又這十二家「正因佛性」的思想代表人物，依據湯用彤《漢魏兩晉南北朝佛教史》的考證分

別為：（1）眾生說，河西道朗、莊嚴僧旻、招提白琰公（2）六法說，定林寺僧柔（3）心識說，

開善智藏（4）冥傳不朽說，中寺（小）安法師（5）避苦求樂說，光宅法雲（6）真神說，梁武

帝、靈味寶亮（7）阿梨耶識說，《地論》師（8）當果說，竺道生、白馬寺愛法師（9）得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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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吉藏所批判的十一家佛性論的類型列表圖如下： 

 類  型 派       別 

假實說 眾生說、六法說 

心體說：心識說、真神說、阿賴耶說 
眾生為主體 

（正因） 心識說
心用說：冥傳不朽說、避苦求樂說 

因：得佛理說 
佛果說

果：當果說 

十一家佛性論 

境界為客體 

（正因） 
諦理說 真諦說、第一義空說 

吉藏認為三大類十一家的「佛性」說，儘管有其各自的差異，但都和第九家

的「得佛之理」相同，以為眾生皆可成佛這一道理是存在而且永恆不變的。站在

一切皆空，連解脫、涅槃也空的《三論》立場，吉藏自然要批評這一說法。18

吉藏對這十一家主張「得佛之理」的批評共有三方面，如其言： 

通論十一家，皆計得佛之理。今總破得佛之理，義通十一，解事既廣，宜

作三重破之。第一作有無破：只問得佛之理，為當有此理？為當是無？若

言是有，有已成事，非謂為理；若言是無，無即無理，即墮二邊，不得言

理也。第二作三時破：只問得佛之理，為是已理？為是未理？為是理時有

理？若言已理，則理已不用，無復有理。若言未理，未理故未有。若言理

時有理者，若法已成則是已，若法未有則墮未，故無別第三法稱為理也。

第三即離破：只問得佛之理，為當即空？為當離空？若言即空者，則早已

是空，無復有理。若言離空有此理者，空不可離，豈得離空而言有理，又

                                                                                                                                            
理說，瑤法師、靈根寺慧令僧正（10）真諦說，和法師、靈味寶亮（11）第一義空說，《攝論》

師（12）中道說，曇無謙、河西道朗。（湯用彤《漢魏兩晉南北朝佛教史》第十七章考證。） 
18 《中論•觀涅槃品》第二十五，曾說：「涅槃不名有，有則老死相」。可見得三論宗主張連涅槃

也空的一切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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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空而有理者，則成二見。經云：諸有二者，無道無果。豈可以二見顛倒

為正因耶？19

此三難中第一難「有無難」中，主要在反駁各家論師所主張的得佛之理，到底是

有還是無？吉藏評判若說得佛之理是有，則落入實有見中。反之，如果「得佛之

理」是無，那麼無之理就落入了有、無二邊的無邊，成為一種錯誤的，兩極端的

「邊見」，既是邊見，就無法成為成佛的真理。. 

吉藏的這種駁難說明了一個觀念，即其認為凡是有就是既已存在的事，若是

既是存在的事，就不是理。因為其以為真理是不可以言語說明的。既以言語說明

為「有」，就是俗諦的事相。又無或有都是邊見的一種，邊見則不可成為諦理。 

吉藏對於得佛之理的第二個駁難是「三時難」。意指得佛之理到底是存在於

過去、現在、未來三時中的那一時？吉藏認為，得佛之理是不存在於三時中的任

何一時的。如果是存在過去的「已理」，那它既已經過去，就表示目前不存在了；

又如果得佛之理存在於未來，屬於「未理」，那麼表示它目前還沒有存在。至於

過去和未來之間，吉藏認為並沒有「現在」的存在；因此，也就不可能有「理時

有理」了。所以，在過去、未來、現在三時之中都找不到「得佛之理」的存在，

可見它是不能成立。 

最後吉藏對得佛之理的第三個駁難是「即離破」。意謂得佛之理與空的關係

到底是相同的「即」，或是不相同的「離」？吉藏仍然是以雙非的態度來說明。

為什麼得佛之理不即是「空」呢？因為若兩者相即，得佛之理就是不存在的，是

空無的。既是空無的，又如何有得佛之理呢？反之，如果二者相離，那麼離開空

並沒有「得佛之理」的存在，則空和得佛之理就變成了二見，而佛經處處都在批

判「二見」。因此，空和得佛之理不可相離而成二體。那麼既然空和得佛之理既

                                                 
19 《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36 下~3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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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即，又不是離，則得佛之理就不能成立。 

吉藏對十一家佛性的批判，首先，必須預設空和得佛之理是具密切關係的概

念相近，因為兩者若是完全不同的概念，就沒有討論相即與相離的必要了。其次，

在其三時難的駁難中，也須先預設時間具虛幻不真實的特質，特別是三時中的現

在，對吉藏而言，根本是不存在的，如此其三時難方能成立。而其最後的駁難中，

則預設了空無所得乃是一切萬法之所依，於空之外，無所謂法之真諦，而凡落入

言詮之法都是方便而非真理。 

第二節  吉藏的佛性觀 

一、以中道正因為佛性 

在《大乘玄論》的佛性一章中，吉藏除了對十一家正因佛性的批判外，其自

己也有對佛性的主張。其言： 

問：破他可爾，今時何者為正因耶？答：一往對他，則須併反。彼悉言有，

今則皆無。彼以眾生為正因，今以非眾生為正因。彼以六法為正因，今以

非六法為正因。乃至以真諦為正因，今以非真諦為正因；若以俗諦為正因，

今以非俗諦為正因。故云，非真非俗中道為正因佛性也。20

可見吉藏認為真正的正因佛性，都不是前面十一家舊說。因此，他提出了自己

對正因佛性的看法，其認為所謂的佛性應該是指非真非俗的中道，在這裡吉藏除

了指出中道才是正因佛性外，其也說明了作為正因佛性的中道所具有的特質－非

真非俗。 

                                                 
20 《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3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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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到底什麼是中道呢？吉藏又為什麼認為其它各家佛性學說非真正的中

道佛性呢？我們就先由其在《三論玄義》中所解釋何謂中道，來一窺究竟： 

總論釋義，凡有四種：一、依名釋義；二、就理教釋義；三、就互相釋義；

四、無方釋義也。依名釋義者，中以實為義，中以正為義…。理教釋義者，

中以不中為義。所以然者，諸法實相，非中非不中，無名相法，為眾生故，

強名相說，欲令因此名，以悟無名。是故說中為顯不中，…。所言互相釋

義者，中以偏為義，偏以中為義，所以然者？中、偏是因緣之義。故說偏

令悟中；說中，令識偏…。四無方釋義者。中以色為義，中以心為義…。

故一法得以一切法為義，一切法得以一法為義。21

吉藏對於「中（道）」的四種「釋義」當中，第一「依名釋義」是對「中道」的

字面解釋，把「中道」解釋成「真實」和「中正」。第二「理教釋義」即指佛陀

所說的教理來解釋中道的意義，其所謂的中即不中，意指絕對的真理、諸法實相

是不可言詮的；不可說它是中，也不可說它不是中。不論佛陀所說的中，亦或不

中，都是為了度化不同根器的眾生而說的，中和不中都只是八萬四千法門方便教

法的其中之一，以不同因緣之故，教以不同教理。因此，聽聞中道之理的眾生也

必須知曉，所謂的中，只是假名的中，是方便宣說教法之一。故知吉藏的「中」，

解釋為不是中，也不是中之中。換言之，中本是無名的，萬事萬物若森羅萬象，

井然有序，各自安處其位，自沒中、不中的問題。. 

第三，「相互釋義」當中，「中以偏為義」是指「中」依偏而立，也就是說所

謂的「中道」之中，只是相對於偏來說的，又若以真理乃是不可言詮的角度來說。

因此，中和偏都只是方便教化的描述之語，相互釋義是經由兩個相對的情境相互

論證，而達到超然於相對的「中道」。 

                                                 
21 《三論玄義》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14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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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無方釋義」是指中道乃具遍在特質，存在於一切色、心等法和事物

之中。「方」指「方向」、「方位」。無方釋義是指「無方位」與「全方位」同時存

在。換言之，真正的中，是極大無外，極小無內，含蓋一切的。而在任何一個點

或任何一個方位上，都能表現出「中道」的圓滿性質。在其引文中，「色」指現

象，「心」指本體。無方釋義，指在任何層次不論是色或心，一切能知所知的領

域，都能「中道」。 

以上是吉藏對中道的看法，還對中道之中加以闡釋： 

問：中有幾種？答：既稱為中，則非多非一；隨義對緣，得說多一。所言，

一中者，一道清淨，更無二道。一道者，即一中道也。所言二中者，則約

二諦辨中；謂世諦中，真諦中。以世諦不偏，故名為中；真諦不偏，名為

真諦中。所言三中者，二諦中及非真非俗中。所言四中者，謂對偏中、盡

偏中、絕待中、成假中也。…絕待中者，本對偏病，是故有中；偏病既除，

中亦不立。非中非偏，為出處眾生，強名為中，謂絕待中。…成假中者，

有、無為假，非有非無為中。由非有非無，故說有、無，如此之中，為成

於假，謂成假中也。所以然者？良由正道未曾有、無，為化眾生假說有、

無，故以非有無為中，有、無為假也。22

從這一段冗長的文字中，我們可以得知吉藏認為中之所以分為一中到四中，都是

佛陀的方便之教，而非絕對之真理。吉藏說明了真理是不可言詮的，凡可以言詮

的都非絕對之真理。而「中道」是不可言詮的；因此，真、俗、有、無、非有非

無等任何語詞都不可以用來描寫中道。 

值得一提的是，吉藏何以用非真非俗來說中道的特質，卻不用非有非無來說

明呢？吉藏在《大乘玄論》的〈二諦義〉一章論及開善智藏主張的三種中道：（1）

                                                 
22《三論玄義》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14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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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諦中，共有三種，文繁不贅。（2）真諦中，即非有非無。（3）二諦合明中道，

即非真非俗。其中真諦中道和二諦合明中道的不同在於：「真諦中，非有非無，

不非真非俗。二諦合明中道，即非真非俗也。」。吉藏的意思是，非真非俗的二

諦合明中道，不但超越了真諦之「無」和俗諦之「有」，而且還超越了非有非無

的「真諦中道」，其以為非有非無的「真諦中道」，其實還只能算是真諦，不是真

正的中道。故其言：「真諦中道還是真諦」。23

在這裡，吉藏認為中道佛性不但需要透過有、無等雙向否定達到「非有非無」

等對立面統一的較高境界，還要透過「非有非無」與「亦有亦無」的矛盾對立之

否定，進一步推理至「非真非俗」的境界。 

在如此非真非俗的中道佛性理解下，佛性不但超越了有，也超越了無，甚至

超越了非有非無，超越了「因」與「果」。換言之，真正的中道佛性，超越了任

何兩相矛盾對立的概念。 

二、以八不說明中道佛性 

另外，吉藏在說明這一種非真非俗的中道佛性特質時，也運用了其平時所常

用的方法論－八不中道，來說明佛性所具有的超越性概念，如其在《中觀論疏》

卷中所言：「八不即是中道佛性也」24；又說：「一味藥者，即中道佛性。中道佛

性不生不滅，不常不斷，即是八不」25。 

「八不」在吉藏中道佛性思想中，佔有極重要的位置。其可以說是吉藏思想

中的核心，因為「八不」是超越了「相對」，是打破相對之後來詮釋的佛性。吉

藏的所有辯證體系，可以說都是以「八不」為中心，環繞「八不」所推衍出來的

                                                 
23《二諦義》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108 上。 
24《中觀論疏》大正藏第四十二冊，頁 9 下。 
25《中觀論疏》大正藏第四十二冊，頁 21 中。 

 373



思想體系。故其言： 

如來雖復種種說法及常合道，說小乘教未是了義之言，乃是大乘之由漸

也。八不顯了究竟之說故，八不收束皆盡，諸佛同此一致，故言第一。26

其中「中」指不偏不倚，四平八穩之謂，吉藏也以「實」字來解釋中，其言： 

中以實為義者，如《涅槃》釋「本有今無」偈云：我昔本無中道實義，是

故現在有無量煩惱。叡師《中論》〈序〉云：以中為名者，照其實也，照

謂顯也。立於中名，為欲顯諸法實故，云照其實也。27

上文云「照其實」，是指看清楚萬事萬物的真相，也就是萬物「真實」、「實

際」的部份，就是中道之「中」了。另外，「正」又是如何解釋「中」的呢？吉

藏說： 

所言正者，《華嚴》云：正法性遠離一切言語道，一切趣非趣，悉皆寂滅

相。此之正法，即是中道。離偏曰中，對邪名正。肇公《物不遷論》云：

正觀論曰，觀方知彼去，去者不至方。故知中以正為義也。28

吉藏認為正法性即是中道，即遠離一切言語詮釋的寂滅狀態，這正法乃具離偏離

邪的特質；易言之，「正」作為中道的特質，說明了中道是沒一個特定形相，沒

有一個特定方位可以把捉的。 

能吐此二諦之八不正教，明諸法因緣，一道清淨故，戲論門盡。故言為論，

                                                 
26《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29 中。 
27《三論玄義》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14 上。 
28《三論玄義》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14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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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意可明。故顯佛圓智能說誠諦之言，故是智是諦。29

八不中道是吉藏辯證體系的主題，也就是說，它是一切論證過程所欲契合的對

象。不論是佛所說的經或大師們所造的論，都以「八不」為經緯，而這些論證的

方向，最後千篇一律是－「八不」是佛性心行的表現。因此，吉藏開宗明義便說：

「八不者，蓋是諸佛之中心，眾聖之行處也。故《華嚴經》云：文殊法常爾，一

切無畏人，一道出生死，更無異趣也。即是論初八不。故豎貫眾經，橫通諸論也。」

30

另外，《大乘玄論》也詳細的記載「八不」的內容： 

《菩薩瓔珞本業經》下卷云：二諦義者，不一亦不二，不常亦不斷，不來

亦不去，不生亦不滅也。又大經（《涅槃經》）二十五〈師子吼品〉云：十

二因緣，不生不滅，不常亦不斷，不一不二，不來不去，非因非果，與《中

論》次第小異，而意同也。31

換言之，吉藏認為諸經論所言之八不思想和理念只是言語上的差異，在根本宗旨

的界義上並無不同，故吉藏又言：「經之深處，即是八不」。此外，吉藏也對「八

不」作一個詳細的內容論述： 

又經中明百非，非與不及無，三名亦得通目一法，亦不無其異。不得一向

一種，後別明之。異者，如不有、非有及與無有，不得不異義。如食無食，

則未曾有食。若言不食，則非是無食，故知有異也。雖異而為洗諸法，即

明三字不異，還是一意。以八不洗除，盡淨諸法。故經中具有百非，即還

是百不百無等，故多有所關義。所以豎入群經之深奧，橫通諸論之廣大也。

                                                 
29《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29 下。 
30《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25 上。 
31《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3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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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經之深處，即是八不。「不」，則不於一切法也。32

「不」字與「非」、「無」雖無不同，但辯證之目的在「洗諸法」，因此其說「三

字不異，還是一意」。吉藏認為，在「八不洗除，盡淨諸法」的用途上，「不」字

與「非」、「無」三字通用。「八不」既然是「諸佛之中心，眾聖之行處」，那麼實

際理地，不立一塵，而諸法平等，無有高下，不二而二，二而不二，既非二非不

二，所以不一不異。因此，舉「八不」之中的「不生不滅」的說法加以批駁之。 

吉藏認為諸論師對不生不滅的看法是不究竟的，如其言：「不生者，諸論師

言，此法不生，而不妨有種種釋生相也」33，吉藏批評說：「今明，此不，不於

生，生本來不生，亙十方橫，通三世豎。一切佛法皆同，無法不生也。」34，第

二家的看法如下：「如成實師論師云：真理名不生理境也。今大乘義，若有理如

是生，無有一法是有而不生也。若言有理存焉是不生者，亦應有存焉非是有，如本

有常住不生等，如是破求之。」35

上述第一家的說法是指「不生不滅」為單一法，但其實一切佛法都是不生不

滅的，第二家的意思是說：「不生不滅」這個「真理」的意思，就是不生理與境，

即是以「不生理境」為真理。吉藏批駁說：有個真理在，就是有，既是有，就是

一種有。不能說有又是不生，既有此理，是「性有」，不是因緣有，因此和中道

之理不合，且和所謂的「不生」相互矛盾。所以在評破之後，而什麼才是不生不

滅的真正意涵，如其言： 

今明諸法不生，不生故名無生。無生法忍既爾，不生何得有滅之對生。生

                                                 
32《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25 上中。 
33《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25 下。 
34《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25 下。 
35《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2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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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方滅，既不生亦復不滅也。36

八不不戲論，非止滅戲論，不戲論亦滅。滅者，非是小乘斷德之滅，此是

大乘摩訶衍淨悟，諸法本來不生，今亦不滅。37

吉藏的意思是說，生滅是因緣法。生因滅而生，滅因生而滅。既然本來不生，當

亦無滅，所以說不生不滅。然而，八不之所以可以用來詮釋「佛性」，主要是因

為佛性具有不生不滅的特質，而不生不滅這一種特質，剛好是一種中道的敘述型

態。所謂的「不生不滅」的敘述型態，即包含了「是生是滅」、「非生非滅」，因

此「不生不滅」。另外，吉藏又敘述了八不正是一中道句的原因。如其言： 

問《中論》〈四諦品〉云：因緣所生法，我說即是無，亦是假名，亦是中

道。則是三義云何耶？答明此偈多種勢，今一種意釋之，此一偈有三句。

即勝八不，八不正是一中道句。言因緣所生者，是因緣所生之生滅法。此

所生之生滅，既從因緣而生，故無可為生，無可為滅。只是空生空滅。所

生既空，能生此生滅之因緣亦空，能生所生既並無故，言我說即是無也。

故《中論》〈觀法品〉云：生時空生，滅時空滅也。《涅槃論》云：王宮

生，生而不起；雙林滅，滅而不無也。亦是假名者，即是第三句。以假故

有能生之因緣，以假故有所生之生滅。假生不名生，假滅不名滅也。以假

生滅，不名生滅，故即是第三句不生不滅中道，故云亦是中道義。38

可知，吉藏之所以以「八不」來界義中道佛性，主要是針對中道佛性具有不落言

詮的敘述型態。同時其藉由八不也可以破邪顯正，使行者更契合中道之理。又吉

藏之所以特別重視八不，主要是因為八不所否定的對象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屬於

相對性的範疇。若不說明，無法令學者轉迷為悟。因此，只要以毒攻毒，將相對

                                                 
36《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25 下。 
37《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30 中。 
38《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3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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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範疇的「八不」等八種概念納入相對論模型的「二諦論」之中。再經由論證過

程，打破「有」、「無」相對範疇，進而經過多層次的論破，達到中道的境界意涵。 

換言之，依吉藏「遮詮式」的真理觀來說，「中道」、「佛性」等最高真理並

無法用任何日常生活的語言來描述。因此，吉藏在基本上認為要採用語言文字來

「顯正」是不可能的，若要「顯正」，只好採「破邪」的方法才能達到目的。吉

藏以八不這種遮詮式的開發真理方式，更能顯示中道所具有的「說一則不中」的

真理特質，故其能作為佛性之界義。 

總之，說「中道」或說「佛性」，都不離不開「八不」，以「不生不滅」為例

來說，它在文法的結構上是一種「中道」的敘述型態。因為「不生不滅」四個字，

「生滅」兩邊都沒沾上不落言詮。從內容及意義上來說，「不生不滅」又是「佛

性」的屬性，是一種表相，表示「佛性」是超脫於相對的範疇，三論宗討論「佛

性」問題，以「八不」作為論證的主題，因此論證的工具－二諦、四句－最終目

的，都是欲闡揚佛性真理，並且須與「八不」的義理契合。 

三、以非因非果界義佛性 

（一）駁難諸論師以因果所界義之佛性 

吉藏在以因果關係界義佛性義之前，先對先前各家之說法作了一個整理，同

時也加以批駁之。如其言： 

第一解云，佛性兩字皆是果名，佛名覺者，此故宜非因。性以不改為義。

果體既常，所以不改也。因中暗識故非覺者，既其遷改不得名性，但眾生

必有當得此佛性之理，故言悉有佛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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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師釋，佛性者，此是因中…難第一家云，經既言一切眾生悉有佛性，

云何言因中無有此名，因中眾生，有覺義故是佛，有必當之理不改名性也 

第三家分字解釋，佛是果名，性是因名，還舉第一家為難，眾生愚暗癡惑

耳，然未有智慧，若有覺法，可許佛覺，而即眾生都無有覺，云何言眾生

是佛，乃研生死小智，終成果地大覺。其果始名為佛，故佛是果名，但眾

生必當得。此之理不改故名為性，性只是理，所以性是因中也。39

此中所言，諸論師或有以為佛與性在分類上皆屬果位境界而言，其所持的理

由以佛本義釋為覺字，而覺悟者自是具果位境地者所謂之，故佛屬果位義；其次，

佛果乃至不退境地，因此具有恆常不易的特質，而此特質恰好為佛性之「性」義，

因此斷論佛性二字皆屬果名。另外，吉藏在論述第二家，對佛性二字的分類時，

僅僅做字面的描述，並未具體敘述其原因，又第三家的學說論述，先批判第一家

學說的矛盾處，其以為雖然認為眾生皆有佛性，但眾生畢竟仍不是佛，眾生相對

於佛而言，未有覺者的智慧，只有成就佛果的行者方具完全的覺性，故其言佛字

屬果性義，而以眾生必當得成佛果之理不改為性，故性字屬性為因地。不過對於

這三家的分類部份，卻做了相當的評論，如其言： 

然此三說，今並不用，皆須洗之。還以三家義，自相難破也。問：今義云

何，為當在因？為當在果？為當在因果耶？答：今時明義，無在無不在。

故云：在無不在。佛所說也。只以如此義，故名為佛性。雖無在無不在，

而說在說不在者。佛性在因，性佛在果，故果因名佛性，因果名性佛。此

是不二二義。不二二故，二則非二。故云：二不二是體，不二二是用。以

體為用，以用為體。體用平等不二中道，方是佛性。一切諸師，釋佛性義，

或言佛性是因非果，或言是果非因。此是因果二義，非佛性也。故經云，

                                                 
39 《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3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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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二者，皆是邪見。故知，一切諸師不知佛性，各執一邊，是非諍論，

失佛性也。40

由此，我們可知吉藏仍然堅守其一貫的主張，佛性非二邊分類可以說明的，

不論說其是因或說是果，都屬偏頗一邊的邪見，如果從眾生皆有佛性的角度來

看，佛性乃眾生本具，故為因。又若從佛的角度來論，其性已備覺悟之境，故以

「性佛」言果地佛性，但終不論是因果還是果因，是佛性還是性佛，都只是體用

平等不二的關係；因此，如果只以因果分別來討論，都是偏頗之見，是不究竟的，

佛性應該是無在無不在的，是因果平等不二、體用平等不二的。換言之，以「不

二」的角度來說，當此佛性為眾生體現時，其體現過程便展現為一時間上先後的

次序，因此可以因果、體用等概念來釐定之。也因此吉藏在以中道作為釋佛性之

通名後，還另以因、因因、果、果果與非因非果來釋佛性之別名。 

（二）論述《大般涅槃經》的四種佛性以說明非因非果為正

因佛性 

首先，吉藏引用了《大般涅槃經》的因、因因、果、果果等四種佛性41，並

以其自己的詮釋來加以界定和說明四種佛性的義涵。 

在《大般涅槃經》四種佛性中，除了界定四種佛性義之外，還說明了相關原

因。十二因緣之所以稱為佛性，乃是因為十二因緣是成就佛果的重要因素。而觀

照十二因緣的智慧，則是成就十二因緣的重要原因。換言之，必須先有智慧方有

能力觀照十二因緣，因此智慧稱作因因。又因佛性和因因佛性乃均由眾生未了悟

的因地而談的佛性，若從眾生已了悟的果地來談佛性，則為究極正覺的菩提作為

                                                 
40 《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38 中下。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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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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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佛性，而由「菩提」的證成，最後導致一切煩惱與生死累患的止息之「涅槃」，

作為由菩提果而顯現之果，故名之為「果果佛性」。 

吉藏針對《大般涅槃經》的四種佛性作了進一步闡述： 

次釋別名，先言正因佛性非因非果。非因而因，故有二因，謂境界因與了

因；非果而果，故有二果，謂菩提與涅槃也。言境界因者，即是十二因緣

能生觀智，以是觀智境界，故名境界因；以能生觀智之前緣故，亦名緣因。

言了因者，觀智能了出佛果故名了因。既了出佛果之緣因故，有時呼了因

以為緣因也。菩提者，此言正遍知道，是從智為名。涅槃者，此言寂滅，

是則從斷為目也。…正言十二因緣非菩提之正因，而言因者，以其能生觀

智，與因作因，故名為因…大涅槃亦非是正觀之正果，以菩提果為果，故

亦應單名為果。若言涅槃與果為果，故宜名果果者；十二因緣亦爾，與因

作因故應名因因。42

首先，吉藏認為正因佛性是非因非果，則以非因而立二因（境界因、了因），以

非果而立二果（菩提、涅槃）。「因佛性」是指十二因緣，它詮釋了生命中之生老

病死苦之起源及其斷滅的方法，也是修行者所必須用智慧觀察和體悟的對象－境

界。體悟了這十二因緣的「境界」。所以，十二因緣是成佛的因子－佛性。吉藏

稱之為「境界因」。 

其次，「因因佛性」是指觀察十二因緣的「智慧」，吉藏認為行者因為有此智

慧，十二因緣才得以成立，所以它是十二因緣之因。因此智慧是十二因緣之因，

故稱名為「因因」，所以稱為「因因佛性」。 

又何謂果佛性呢？《大般涅槃經》認為是「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也就是

                                                 
42 《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3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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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智慧。佛陀的智慧是由因因智慧觀察了十二因緣而證得的佛果，所以是

「果」。這一佛「果」是每一眾生在未來都可獲得的，因此這樣的「佛性」稱為

作「果佛性」。而「果果佛性」則是指「大般涅槃」43；此「大般涅槃」，它是得

了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後，進一步所得的果。所以稱之為「果果」。它也是所有

眾生在未來所要獲得的，因此也可以說是眾生成佛的因子，故稱之為「果果佛

性」。 

（三）說明佛性的因果分類屬性 

除了解釋《大般涅槃經》的四種類型佛性義外，吉藏還另外解釋了《大般涅

槃經》中「是因非果」、「是果非因」、「是因是果」、「非因非果」等四個名詞，《大

般涅槃經》原本的經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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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吉藏對四個名詞的歸納解釋： 

一者，是因非果，即是境界因…。二者，是果非因，即是果果性…。三者，

是因是果，即如了因及三菩提，斯即亦因亦果，望後為因，望前為果。45

吉藏的意思是《大般涅槃經》中所說的是因非果，即是境界因，也就是十二因緣。

而是果非因相當於大涅槃的「果果佛性」，而是因是果則相當於「了因」和「阿

耨多羅三藐三菩提」。又其中「了因」是指觀察十二因緣的智慧而言46。這種觀

                                                 
43 大般涅槃（mahà-parinirvàna），譯為大圓寂等，是指佛陀利用佛智，把一切煩惱澈底斷除的寂

滅狀態。 
44 《大般涅槃經》〈師子吼菩薩品〉，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4 上。 
45 《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37 下~38 上。 
46 《大般涅槃經•師子吼品》中言：「因有二種，一者生因，二者了因。能生法者，是名生因。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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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範圍含蓋了未成佛之前的觀照智慧，以及佛陀的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因此其

屬性乃既是因又是果，所以是因是果。換言之，凡夫的觀智其是十二因緣的果，

卻同時是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的因，所以說其「是因是果」。 

另外，吉藏也有詳細的論述十二因緣觀智稱之為「因因」，的理由47： 

但十二因緣作因，因始故單名為「因」。所以經云「是因非果」也。觀智

從十二因緣而生，因因而有，故名因因也。所以有果，則是三菩提，從觀

智因而有，故名為「果」。48

（問：）「若言三菩提是觀智之正果，故單名果者，觀智亦是三菩提之正

因」亦應單名有「因」。若言觀智從因而有，故宜名「因因」者，三菩提

亦從果而有，故亦應名「果果」。（答：）「而不爾，正言三菩提酬因之始，

故直名為「果」。涅槃從三菩提果而有，故名「果果」也。」49

說十二因緣與因作因，因為它是作為果地佛性直接因的觀智之因；說「涅槃」是

「以果為果」。因為它是作為因地佛性直接果的「菩提」之果。一是間接因，一

是間接果；因此，若單稱前者為因，亦應單稱後者為果。又如果以涅槃是間接果

而名「果果」，十二因緣是間接因，為什麼不名之為因因呢？吉藏認為因、果、

因因、果果的界義是隨車輪一般轉動沒有固定的法則。 

依吉藏的解釋，是因非果、是果非因、是因是果等，其實揭示了一體現中道

                                                                                                                                            
能了物，故名了因。煩惱諸結，是名生因。眾生父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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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六波羅密佛性。」

（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30 上。） 
47 「前四句有因者，謂十二因緣。正言十二因緣，非菩提之正因；而言因者，以其能生觀智，

與因作因，故名為因。若例此者，大涅槃亦非是正觀之正果，以菩提果為果，故亦應單名為果。

若言涅槃與果為果，故宜名果果者，十二因緣亦爾，與因作因，故應名因因。」（《大乘玄論》

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38 下。） 
48 《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38 下~39 上。 
49 《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38 下~頁 3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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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性的時間次序。十二因緣是因非果，蓋是體認佛性以觀照十二因緣作始也。「涅

槃」是果非因，說明了涅槃是指究竟圓滿的真實境。又觀智如同上文所言，乃為

菩提之因，同時又是十二因緣之果，故「是因是果」。 

至於《大般涅槃經》所說的「非因非果」呢？它應該在因、因因、果、果果

等四種佛性，乃至是因非果，是果非因，是因是果等三種佛性之外。吉藏解釋說： 

先明四句，後說三句，有正因不？答：未有正因。問：若前明四句，後說

三句，既並非正因者，未知何者為正因耶？答：前四句所明因果，因是傍

因，果是傍果義。所以然者，因則異果，果則異因，豈非是傍義？故先言

有因，有因因，有果，有果果，皆未是正因。若言非因非果，乃是正因耳。

後說三句，是因非果，是果非因，是因是果，皆未名正。若言非因非果，

此乃是正。…故於四句中，更足第五句，方是正因。於三句中，更足第四

句，方是正因。所以佛性非因非果，而說因說果，不因而因，開境智，故

有二因，謂因與因因也。不果而果，開智斷故有二果，謂果與果果。至論

正因，豈是因果，故非因非果，即是中道，名為正因，故以中道為正因佛

性。50

引文中，首先吉藏認為四種佛性（因、因因、果、果果）和三種佛性（是因非果、

是果非因、是因是果），皆將因和果前後分開，所以仍然不算是正因佛性，而是

屬於「傍因佛性」。其次，吉藏認為真正的「正因佛性」是超越了四句的「第五

句」，超越了三句的「第四句」，也就是非因非果的中道才是正因佛性。 

換言之，吉藏把正因佛性說成了超越因果的「非因非果」，呼應了前所界義

的不落二邊之中道才是正因佛性的道理。若用圖表表示則為： 

                                                 
50 《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3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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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句佛性 內  容 因果四句 正傍分別 

因佛性 十二因緣 是因非果 

因因佛性 觀智 

果佛性 佛三菩提果
是因是果 

果果佛性 大般涅槃 是果非因 

傍因佛性 
佛 性 

非因非果佛性 中道佛性 非因非果 正因佛性 

（四）吉藏佛性分類與《大般涅槃經》佛性分類的差別 

又在《大般涅槃經》中雖有在四句佛性分類之外的名相，如正因、了因、生

因、緣因等詞似令讀者摸不著頭緒，以為佛性之釋名眾多紛雜51。其實，我們若

歸納《大般涅槃經》對佛性的看法，可以得知所謂的「生因」是指事物生起的主

要原因，「了因」則指次要的助成條件。而正因佛性的正因呢？所指即是生因，

而緣因所指即是「了因」。因此說緣因就像酵母一樣，可以幫助牛乳發酵成乳酪，

而乳酪的生因卻不是酵母，而是牛乳。最後《大般涅槃經》在說明眾生佛性時，

也說佛性有正因、緣因、了因三種。其中緣因和了因是完全相同的意思。 

不過值得一提的是，吉藏在這裡認為「了因」即是智慧，而「緣因」則成了

智慧所觀察的「境界」。因此把十二因緣視為「境界因」，把「了因」看成為是因

是果「智慧」，同等於「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比較圖表如下： 

 

                                                 
51 了因、生因、緣因、正因等詞都是《大般涅槃經》（卷 28）〈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之二中

的用語。經文說：「因有二種，一者生因、二者了因。能生法者，是名生因。燈能了物，故名了

物。煩惱諸結，是名生因，眾生父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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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30 上）；經文接著又說：「因有二種，

一者正因，二者緣因，正因者，如乳生酪，緣因者，如酵煖」（頁 530 中）…「眾生佛性亦有

二種因，一者正因，二者緣因」（頁 53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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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性界義 生 因 了 因 緣 因 

《大般涅槃經》 即正因 即緣因 即了因 

吉藏 即正因 同緣因之果的智慧 境界因 

吉藏在界義佛性之際雖然巨細靡遺的解釋了各種佛性名相的因果屬性，然而

最終的用意不外乎在說明真正的正因佛性，是非因非果，是不落言詮、不落二邊

的中道佛性。而四句佛性所屬之因、因因、果、果果等佛性不外乎是佛陀為教化

眾生的方便之教。 

第三節 吉藏佛性義的特質 

一、佛性的非本非始義 

在南北朝，佛性所具為本有義或是始有義，乃各家學派論諍的焦點之一。而

針對佛性為始有還是本有的問題，吉藏有不同於其它學派的獨特見解。首先，吉

藏先歸納出各家的佛性本有始有義。吉藏在《大乘玄論》卷三中言： 

一師云：眾生佛性本來自有，理性真神阿梨耶識故。涅槃亦有二種：性淨

涅槃，本來清淨；方便淨涅槃，從修始成也。第二解云：《經》既說佛果

從妙因而生，何容食中已有不淨？故知佛性始有。復有人言：本有於當，

故名本有。問：若爾，便是本有耶？答：復有始有義。又問：若始有，應

是無常。答：我復有本有義。52

由引文中可知，佛性的始有本有分類有三種，其一是本有說，其二是始有說，其

三是折衷說。本有說的理由是：心識的本質是清淨的，原本就具足了各種德行，

永恆清淨的特質，只是被後天的煩惱所汙染，以致無法顯現其「本來清淨」的原

                                                 
52 《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39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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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面貌。行者只要努力修行，去除煩惱，就可以恢復心識的本來面目。提出佛性

本有思想的，在當時主要是以地論師為主導，又其中雖同主張佛性本有，其中卻

也有細部上的差異，包括有開善智藏的「本有當常」說、靈味寶亮的「本來已有

眾德說」、無常中已有常說、新安瑤法師主張的「道理是常」，如其言： 

但解本有義不同，略出數家：第一，開善云：本有於當常，故云本有。第

二解云：本來已有眾德，用惑鄣故，不得修習。第三解云：於此無常，即

有常義，說為本有。第四解云：本有而非德，道理即是常，例如二諦，天

然任有也。53

開善具有二義。一者，本有；二者，始有。更無二體，但將兩義成定之耳。…

若定木石之流無成之理，此眾生必應作佛，則本有義。若於佛則今利是因

中，因中未有果，則始有義也。54

靈味寶亮，生死之中已有真神之法，但未顯現，如蔽黃金…本來已有常住

佛體，萬德宛然。但為煩惱所覆；若斷煩惱，佛體則現也。55

次有障安瑤師云：眾生有成佛之道理，此理是常，故說此眾生為正因佛性。

此理附於眾生，故說為本有也。56

此四種佛性之第一為開善智藏，其意為眾生將來必定成佛而證得永恆常的性淨涅

槃，而永恆常的性淨涅槃是眾生本有的，並非成佛之後才有的。眾生本來與佛無

異，當其去除煩惱無明之際，眾生即是佛。又眾生本有佛性的說法，乃是相對於

木石不具靈覺之性，不具成佛的可能來說的。眾生並非成佛之後才有佛性，所以

說是「本有」。 

                                                 
53 《三論略章》卍續藏第五十四冊，頁 839 上。 
54 《涅槃經遊意》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237 下。 
55 《涅槃經遊意》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237 下。 
56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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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開善的主張並非單純的眾生本具佛性思想的主張。其亦有主張「始有」

的部份。其以為如果眾生相對於佛陀而言，尚未覺悟的眾生畢竟不同於果中佛

陀，佛陀所具的各種德行－「利」，都無法在眾生身上找到。從這一個意義來說，

佛性是始有的。 

本有說的第二類是「本來已有眾德說」，此類主張眾生本與佛無異，只是受

到煩惱無明的遮蔽未能體現而已。如果眾生斷除煩惱，去除遮障，則本具的真神

之法將萬德宛然呈現。  

至於第三類的「於此無常，即有常義」的本有說，意思似乎是指眾生在無明

無常的心中，隱藏著常住的本質。至於第四類「本有而非德，道理即是常」的佛

性本有說，意思是指眾生目前雖無佛德（非德），但卻有成佛的道理，這一道理

常住本有，故稱本有。 

另外，主張佛性始有的，包括竺道生等所說的當果為正因佛性，吉藏認為當

果即是始有，在其《大乘玄論》卷三中言：「當果，為正因佛性，此是古舊諸師

多用此義。此是始有義。」57…「佛果從妙因生，…何容食中已有不淨？故知佛

性始有。」58吉藏所引述始有說的看法，以為佛果是透過妙因的長期積集而成，

並不是原本就已經存在的，比如同食物腐朽的臭味並不是食物原來的味道。而此

比喻如同成佛的因子「佛性」，並非眾生本有的，而是需要後天努力修行才獲得

的，故說佛性始有。 

其次，有關佛性本有始有的論諍，吉藏歸納出第三家的折衷說，折衷說的主

張是指佛性不單單只有始有、本有截然壁壘分明的二分法，而是同時具有始有說

和本有說的義涵。 

                                                 
57 《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36 下。 
58 《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3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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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三家佛性本有、始有的說法，吉藏籠統的給予批評： 

今一家相傳，明佛性義，非有非無，非本非始，亦非當現。…以非本非始

故，有因緣故，亦可得說。故如《涅槃（經）‧（如來）性品》明佛性本有，

如貧女寶藏。而諸眾生執教成病，故下文即明始有。故知佛性非本非始，

但為眾生說言本、始也。問：若言佛性非本始者，以何義故說本、始？答：

至論佛性，理實非本、始。但如來方便，為破眾生無常病故，說言一切眾

生佛性本來自有，以是因緣，得成佛道。但眾生無方便故，執言佛性，性

現相常樂。是故如來為破眾生現相病故，隱本明始。至論佛性不但非是本、

始，亦非是非本非始；為破本、始故，假言非本非始。若能得悟本始非本

始，是、非平等，始可得名正因佛性。59

吉藏認為說佛性的本、始或非本非始都是不正確的，佛陀之所以有本有始有的說

法，無非是一種方便宣教理的用意，不知究竟的行者，若以為本有佛性或始有佛

性就是佛陀的終極教法，那就犯了極大的錯誤了。在此，吉藏提出了他一貫的「中

道」主張，正因佛性既非「本有」，亦非「始有」，甚至也不是非本有非始有。令

眾生成佛的真正因子－「正因佛性」，是不可言詮的絕對真理－「中道」。絕對的

真理「中道」既然是不可言詮的，因此加在其上的任何言詞，不論「本有」、「始

有」「非本有非始有」都是為了度化眾生的方便宣說罷了。可見吉藏的思考早已

超脫了當時各學派始有、本有二元分化的思考模式，也因此不落入其論諍之中。 

二、佛性的理內理外義 

在魏晉南北朝另一個讓各家論師維護自家學派論點，而互相攻詰的是在眾生

皆有佛性的前提之下，草木能否具佛性的議題。吉藏針對了這個議題而提出了佛

                                                 
59 《大乘玄論》卷三，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39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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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理內、理外」論點，其以為眾生佛性的有無問題必須經由各種不同角度的

論證來加以釐清，如其言： 

今辨佛性內外有無義，此重最難解。或可理外有佛性、理內無佛性；或可

理內有佛性、理外無佛性。60

顯然，吉藏認為眾生的佛性有無問題是很難一次清楚說明白的。因為一方面說「理

外有佛性、理內無佛性」，另方面卻又說「理內有佛性、理外無佛性」。那麼，看

似矛盾的論理之中，如何定義出「何謂理」呢？吉藏根據《大般涅槃經》的經文

率先說明了對「理」的定義，如其言： 

復次，道有二種，一外、二內。外道道者，無常無樂。內道道者，有常有

樂。菩提、解脫，亦復如是。聲聞菩提，無常無樂。諸佛菩薩所有菩提，

常樂我淨。解脫亦然也。問：菩提只是道，何故兩出耶？解云：菩提者，

是所行之道。先明道者，是能行之道，能所為異也。又若言，一切諸法有

生滅者，皆是理外，悉屬外道。若一切諸法無生滅者，皆是理內，則屬內

道；故今明發心悟不生不滅，如般若中所辨，名為內道也，分理內外竟。

61

圖表表示如下： 

種  類 類屬對象 內   容 生滅與否 分類 

外道道 聲聞菩提 無常無樂 一切諸法有生滅 理外 

內道道 佛菩薩菩提 有常有樂 

（常樂我淨）

一切諸法無生滅 理內 

                                                 
60 《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40 上。 
61 《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40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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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見所謂的「理內眾生」，指能體認諸法皆空，無生無滅，故常樂我淨之悟道眾

生，故類屬對象屬於大乘解脫行者之佛菩薩。反之，三界內解脫之修行者，聲聞

僅悟一切諸法之有生有滅的無常無樂，尚未究竟，故為理外眾生，我們也由此可

知吉藏所界義的理，是以諸法生滅與否作為分野的界線。 

另外，吉藏也特別解釋了理外無佛性的原因，如其言： 

今次明佛性之有無。問：為理外眾生有佛性？為理內眾生有佛性耶？答

曰：問理外眾生有佛性不？此不成問。何者？理外本自無有眾生，那得問

言理外眾生有佛性不。故如問炎中之水，本自不曾有，何得更問炎中之水

從何處來，是故理外既無眾生，亦無佛性。五眼之所不見。故經云：若菩

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即非菩薩。是故我與人乃至今人無有佛性，不

但凡夫無佛性，乃至阿羅漢亦無佛性。以是義故，不但草木無佛性，眾生

亦無佛性也。62

此中吉藏說明世間一切森羅萬象，正報、依報都是佛法；因此，在佛法之外，並

無眾生可度，既然沒有眾生，也就沒有佛性的問題了，所以說理外無佛性，其並

以水、火本不是相同的性質範疇來說明，火中自然不會產生水，以喻理外和眾生

之間無關聯性。此外，其亦說明了理內眾生皆有佛性的道理，如其言： 

若欲明有佛性者，不但眾生有佛性，草木亦有佛性。此是對理外無佛性，

以辨理內有佛性也。問：眾生無佛性，草木有佛性，昔來未曾聞。為有經

文？為當自作？…答：少聞多怪，昔來有事，是故經言，有諸比丘，聞說

大乘，皆悉驚怪，從坐起去，是其事也。今更略舉愚見，以詶來問。 

《大涅槃》〈哀歎品〉中，有失珠得珠喻，以喻眾生。迷故失無佛性，悟

                                                 
62 《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4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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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得有佛性。故云：一闡提無佛性，殺亦無罪也。又呵二乘人如燋種，永

絕其根，如根敗之士。 

豈非是明凡聖無佛性耶？眾生尚無佛性，何況草木？以此證知。不但草木

無佛性，眾生亦無佛性也。… 

又《華嚴》明善財童子見彌勒樓觀即得無量法門，豈非是觀物見性即得無

量三昧。又《大集經》云：諸佛菩薩觀一切諸法無非是菩提。此明迷佛性

故為生死萬法，悟即是菩提。故肇法師云：道遠乎哉，即物而真；聖遠乎

哉，悟即是神也。若一切諸法無非是菩提，何容不得無非是佛性。 

又《涅槃》云：一切諸法中悉有安樂性。 

《唯識論》云：唯識無境界，明山河草木皆是心想，心外無別法。此明理

內一切諸法依正不二，以依正不二故，眾生有佛性，則草木有佛性。以此

義故，不但眾生有佛性，草木亦有佛性也。若悟諸法平等，不見依正二相

故，理實無有成不成相，無不成故，假言成佛。以此義故，若眾生成佛時，

一切草木亦得成佛。故經云：一切諸法皆如也。至於彌勒亦如也。…此明

以眾生、彌勒一如無二故，若彌勒得菩提，一切眾生皆亦應得。眾生既爾，

草木亦然故知。理通故欲作無往不得。63

就因山河大地，國土眾生都含括在無量佛法之中，因此所有眾生包含有情、

無情都具有相當的覺悟之性，由此推至不但眾生有佛性，草木亦有佛性。吉藏認

為「理外眾生有佛性否」是不成問的，因為佛的無得理境是兼冥內外的64。因此，

從如來的理境來看不言理內理外則可，一說理內理外，則外一切外，如是不但草

木無佛性，眾生阿羅漢甚至如來也無佛性。同理可證，若說內一切內，如是不但

                                                 
63 《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40 中下。 
64  參見廖明活《嘉祥吉藏學說》，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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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羅漢、如來有佛性，眾生甚至草木也都有佛性。65由此可知，由佛菩薩的角度

來看一切法無非是佛法，也因此一切無非是佛法，一切無非是菩提、無非是佛性。

吉藏甚至引用了《華嚴經》、《大集經》、《大般涅槃經》來證明佛理之內，無一事

物非佛性，無一事物不是佛法的展現。在諸法平等，理實無有，成不成相之下，

一成一切成、一不成一切不成。是故引《大般涅槃經》中所言「一切諸法悉有安

樂性」、「眾生彌勒一如無二如…眾生既爾，草木亦然。」 

另外，吉藏還引了《唯識論》來說明「一切唯心造」，「心外無別法」的道理。

因此在佛理之外無一法可成，又理外沒有萬法，自然也就沒有眾生，也沒有所謂

眾生有佛性。相對的，在佛理之內，無一法不成。故無論山河大地正報依報都是

佛理的表現方式，因為不論是山河大地還是國土眾生都是心識所造，所以在諸法

平等的角度下，眾生有佛性則草木就有佛性，一切法無非佛法。 

現代學者楊惠南認為，此中吉藏所謂的理內、理外之「理」，所指的是唯識

阿梨耶識之理，以及能出生萬法的如來藏之理。66不過筆者認為《唯識論》僅為

吉藏法師所引用眾家經論的其中之一，因此理內理外之「理」，若直接判準為唯

識阿梨耶識、如來藏之理，似有不妥。吉藏所引的經論包括了《華嚴》、《大涅槃

經》、《大集經》等以證理內有佛性，理外無佛性。《華嚴》、《大涅槃經》、《大集

經》之理都不是單獨的唯識理。因此，理內理外之「理」，不能單純的指稱就是

「唯識理」。應泛指佛理而言。 

以上理內有佛性、理外無佛性，是站在佛法涵括三界萬法的角度來說的。另

外，吉藏還有從修證理的角度來談佛性的理內理外問題，其文提出了看似和前文

論證相矛盾的看法「理內無佛性、理外有佛性」如其言： 

                                                 
65  同上。 
66  楊惠南《吉藏》，頁 249-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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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明理外有佛性，理內無佛性。如《般若經》云：如是滅度無量眾生，

實無眾生得滅度者。《華嚴》亦云：平等真法界，一切眾生入，真實無所

入。既言一切眾生入，當知，是理外眾生入，而實無所入者，此入理內，

無復眾生。故言實無所入。是知，理外有眾生故得入也，如是滅度實無度

者。亦作此釋。此至理內，實無眾生得滅度者，當知，理內既無眾生，亦

無佛性，理外有眾生可度，故言理外眾生有佛性也。67

此是吉藏從修證理的角度來看，理外眾生指未解脫的眾生。而所謂的修證理所指

乃吉藏《大乘玄論》卷三中所言： 

然由來亦言有理內、外凡夫及內道、外道，故信等五根未立者，理外行心，

名外凡夫；五根立者，理內行心，名內凡夫。故言理內行心，理外行心。

既有此語，亦即是理內、外義。68

可知所謂理內眾生指建立了信、進、念、定、慧等五根的眾生，其內心活動即能

合乎「中道」之理，即是理內眾生；反之，未建立五根的眾生，即屬「理外」。

可見得理內理外的分別就在於「修證理」。 

又理外眾生何以會有佛性而理內眾生無呢？因為理外眾生須要修習中道佛

性之理，雖中道佛性之理乃非有非無，不可言詮之理，但理外眾生乃指未解脫的

凡夫而言，就此角度而言，理外眾生須要加以修行學習中道佛性之理，而說其具

修證理，故言理外有佛性。反之，當修證中的眾生，有朝一日證入了「中道佛性」

之後，悟解了一切皆空，不可言詮，因此連眾生自己也是空幻不實，自然也就沒

有佛性可言了。因此其言「理內無佛性」。又吉藏舉了《般若經》與《華嚴經》

的經文為例證，說明因為理外有眾生可度，故說理外有佛性。而又理內乃平等真

                                                 
67 《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41 中。 
68 《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4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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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並無眾生可度，是真實無所入的境界，故說「理內無佛性」。 

最後，吉藏以「佛性不定有無」作為理內理外佛性的結論，如其言： 

今只就不定為定者，有理外眾生，理外草木，有理內眾生，理內草本，定

何者有佛性？何者無佛性耶？若不定為定說者，經中但明化於眾生，不云

化於草木，是則內外眾生有佛性，草木無佛性。雖然，至於觀心望之，草

木眾生豈復有異？有則俱有，無則俱無，亦有亦無，非有非無。此之四句，

皆悉並聽觀心也。 

至於佛性非有非無，非理內非理外。是故若得悟有無，內外平等無二，始

可名為正因佛性也。故《涅槃論》云：「眾生有佛性非密，眾生無佛性亦

非密，眾生即是佛，乃名為密也。」所以得言眾生無佛性者，不見佛性故；

佛性無眾生者，不見眾生故。亦得言眾生有佛性，依如來藏故；亦得言佛

性有眾生，如來藏為生死作依持建立故。69

此中，吉藏所謂的「不定」佛性，是指站在不同的角度來觀看，則佛性有很多不

同的詮釋，因為中道正因佛性本身具有平等不落二邊的特質，所以不能定為內、

外、有、無，故形容之為「不定」。然若由未成佛道的眾生為角度作觀察，則有

情眾生和無情草木能否成就中道佛性，則具備一定的判準。此即「不定而定」之

意。若從草木無情的角度來審視，草木無所謂迷悟，當然應說「草木無佛性」。 

但如果以佛境界為視角來看，一成一切成。因此，不但草木與眾生無異，甚

至與佛亦無異，因此說草木與眾生皆有佛性。 

另外，從是否體悟中道不二佛理的角度來探討，則尚未悟佛體性的眾生，自

                                                 
69 《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41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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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可說「眾生無佛性」。又從眾生未來都有成佛的可能來說，眾生皆具佛性。也

由此可知，佛性的有無從不同角度來詮釋具不同意義，因此不能單執某一個面向

來說明，故而說其為「不定」。 

第四節  吉藏對佛性議題的回應 

吉藏法師在其著作中同時探討了許多佛性的同義詞，其主要原因乃在於吉藏

認為真理是不可言詮的，所有的教法在大乘經典平等的立場下，雖以不同的名相

表示佛性之理，但其實內容所指者，均為中道平等佛性。因此，其舉了佛性的同

義詞，例如法身、法性、如來藏、一乘、涅槃、阿賴耶識等，以下將分別敘述。 

經中有明佛性、法性、真如、實際等。並是佛性之異名。何以知之？涅槃

經自說佛性有種種名、於一佛性亦名法性、涅槃。亦名般若、一乘，亦名

首楞嚴三昧、師子吼三昧。70

吉藏明確的說佛性的異名，包括有法性、真如、實際、涅槃、般若、一乘、首楞

嚴三昧、師子吼三昧等。佛性何以同等於法性、真如、涅槃呢？吉藏在此僅僅引

用涅槃經之言，但是對於原因卻未加以說明。不過，我們可以約略得知其所說的

佛性，就是指佛的體性而言。而在其另一段文章中，就具體的說明何以佛性有多

種名稱，以及何謂佛的體性？ 

故知，大聖隨緣善巧，於諸經中說名不同。故於涅槃經中名為佛性，則於

華嚴名為法界。於勝鬘中名為如來藏自性清淨心，楞伽名為八識，首楞嚴

經名首楞嚴三昧，法華名為一道一乘，大品名為般若法性，維摩名為無住

實際。如是等名，皆是佛性之異名。… 

                                                 
70 《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4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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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大道，為諸眾生覺悟之性，名為佛性。義隱生死，名如來藏，融諸識

性，究竟清淨，名為自性清淨心。為諸法體性，名為法性。妙實不二，故

名為真如，盡原之實，故名為實際，理絕動靜，名為三昧，理無所知，無

所不知。名為般若。善惡平等，妙運不二，名為一乘。理用圓寂，名為涅

槃。…雖有諸名，實無二相。以是故云，名字雖異，理實無二也71

文中提到了所謂的佛性是眾生覺悟之性，而佛性之所以可以稱作種種名相，

主要是站在真理是不可言詮的角度來說的，所有的教法都是教化眾生的方便之

教，因此佛陀運用了許多的法門來教化不同根器的眾生，自然有許多不同的名相

來表現佛性的特質，從諸法體性的角度來說稱佛性為法性。從「妙實不二」、「盡

原之實」的角度來說，稱佛性為「真如」、「實際」。又從「佛性對眾生來說是義

隱生死」而說如來藏自性清淨心。若從佛性乃「理絕動靜」、「無所知、無所不知」

的角度來說首楞嚴經和大品般若經分別說是「三昧」和「般若」。又從佛性是「善

惡平等、妙運不二」的角度來看，法華經乃言佛性即是「一乘」，又從佛果的境

界是「理用圓寂」的角度來說，稱涅槃為佛性。這些作為佛性的名相雖有不同，

但其所指的內涵特質則是無異的，都是中道平等佛性之同義詞，都是方便之教，

關於佛性的異名與經典出處，列表整理如下： 

 

 

 

 

                                                 
71 《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41 下~頁 4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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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出處 佛性異名 內涵所指 

楞伽 八識  

維摩詰經 真如、實際 妙實不二、盡原之實 

勝鬘經 如來藏自性清淨心 佛性對眾生而言是義隱生死 

首楞嚴經 三昧 理絕動靜 

大品般若經 法性 無所知、無所不知 

法華經 一乘 善惡平等、妙運不二 

涅槃經 佛性 理用圓寂 

華嚴經 法界  

一、佛性與如來藏 

吉藏在討論佛性的隱顯義時，認為佛性在未悟的眾生是隱而未顯時，稱為如

來藏。故細讀其論，會發現其所定義的如來藏和地論師所說的如來藏－眾生本有

自性清淨體，只因受到煩惱所覆，未能彰顯之義，有所出入。如其在《淨名玄論》

釋如來藏時，便說明了此點的差異： 

如來藏者，謂如來胎，以失於不二，故起二見。由斯二見纏裹不二，不二

道不得現前，故此二見為不二之胎。又不二之道，隱於二見，名如來藏。…

非別有一物以覆法身，亦非別有法身隱于胎內。若別有法身在於胎內，其

猶辟內有柱，我在色中，蓋是身見之流，何名中道佛性？ 

道本無二，眾生虛妄，失於不二，橫謂二。不悟橫二本無二，故二覆於無

二。二覆於無二，故無二隱橫二。無二隱橫二，故名如來藏。若悟橫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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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二，無二顯現名法身。隱顯大宗，其意若此。72

吉藏在這裡認為如來藏就是指如來胎，具有不二的特質。然眾生因虛妄，不能如

理修行，故將不二之道，視為二見。如果眾生有朝一日，如理修行而開悟，就會

了悟「橫二本無二」、「無二顯現」之法身理。在這裡，吉藏所主張的如來藏思想，

避開了地論師存有和永恆的思想，其認為如來藏並非指胎內有一個單獨存在的法

身，也不是眾生本有的清淨本心。吉藏甚至駁斥地論學者所主張「視佛性法身為

存有界的一物」，這種看法是「身見」。 

外道所執著永恆之自我。而吉藏乃以「顯」、「隱」來處理如來藏同等於佛性

的問題；也就是說，在現在的眾生不明白中道佛性不二之理，故為隱；而當眾生

了悟中道佛性時則為顯。而所謂的如來藏在吉藏看來，是指將中道不二的佛性視

為二見而說的。同時，我們如果就吉藏在《法華玄論》中的另一段話，可以得知

法身和如來藏只是顯隱的差別： 

隱名佛性，顯名涅槃；亦隱名如來藏，顯則成法身；又隱則為因，顯則為

果。然佛性未曾隱顯，約眾生不了，故名為隱；若得了悟，自為顯也。73

如來藏和法身其義同等於佛性與涅槃是隱顯的關係，同時也是因果的關係，由此

類比可知，吉藏的如來藏其實就是佛性的同義詞，列表如下： 

 

 

 

                                                 
72 《淨名玄論》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859 中。 
73 《法華玄論》大正藏第三十四冊，頁 38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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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不了悟 眾生得了悟     界義

     類別

名相 
隱（因） 顯（果）

 如來藏 法身 

 佛性 涅槃 

另外，吉藏還從如來真實智慧的角度來說明何以如來藏就是佛性，如其言 

證甚深者，有五種示現；一者，義甚深…義甚深者，余初釋五深，未見文

意；後見《佛性論》及《勝鬘經》，方乃悟解。《佛性論》釋五藏竟，引《勝

鬘》五藏為證。（一者）如來藏自性為義；一切諸法不出自性，無我為相。

自性義者，辨此一藏是一切諸法體，一切諸法以真如為體，故無有一法出

於如外。74

引文中，吉藏運用了《佛性論》和《勝鬘經》的「五藏」說，其中第一藏就是「如

來藏（自性為義）」，從吉藏的用語中，很顯然的「如來藏」就是「自性」、「真如」、

「如」的同義詞，一切萬法不出於如來藏、真如之外。換言之，如來藏真如乃一

切萬法之體，而真如、如來藏所指的就是「無自性」與「無我」。也因此吉藏的

如來藏思想，基本上仍然是迥異於地論師的清淨真心、自性清淨體之義的。在這

方面，吉藏對地論師將如來藏視作本體論的自性清淨心義，與攝論師視阿賴耶識

為佛性的說法有所批駁，如其言： 

《攝大乘》師明六道眾生皆從本識來，以本識中有六道種子，故生六道也。

從清淨法界流出十二部經，起一念聞熏習，附著本識；此是反去之始。聞

熏習漸增，本識漸減，解若都成，則本識都滅。用本識中解性，成於報佛。

解性不可朽滅，自性清淨心即是法身佛。解性與自性清淨心，常合究竟之

                                                 
74《法華論疏》大正藏第四十冊，頁 80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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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解性與自性清淨心相應一體，故法身常，報身亦常也。如此等人並計

來有所從，去有所至，必定封執。75

問：「地論亦隱顯義，與今何異？」 

解云：「語雖同，其意大異。彼有如來藏體為妄所覆，名之為隱；復則現

出此體，名之為顯。如貧女寶藏，暗室瓶盆，則用此譬為義，今則不爾。

此譬為破始有，故言本有，豈可守斯為定耶？今明只迷故，名「隱」名「藏」，

豈尚別有此體可隱？只悟故，名「顯」名「法身」，無體可顯。迷故名隱，

隱無所隱；悟故名顯，顯無所顯。只迷因緣故隱，悟因緣故名顯。如箜喉

之喻無乎。無棍等因緣，則無聲為隱，無別聲可隱在內；若因緣具足，聲

則便出，無別聲可顯。如來藏隱顯亦爾，不了因緣故隱，顯又如此，隱顯

並出於緣，緣未堪如此說故為隱，今皆聞之故不隱。乃出於緣，法身更何

隱顯也。76

吉藏認為攝論師的本識阿賴耶識說所言六道眾生的「種子」的說法，以及聽聞「清

淨法界」所流出「十二部經」就可以熏習，進入本識而成種子的說法，都是某種

意義的「來」與「去」，則是龍樹《中論》所批判的。因此，這種意義的「本識」

說，吉藏認為是錯誤。 

另外，對地論師的批判部份，地論師認為眾生皆有如來藏心體，但為妄想所

覆，故「隱」；當妄除復現時便是「顯」，此為如來藏緣起架構中的佛性隱顯義，

三論教學在吉藏看來並不立存有論，也不預設一超越心體，僅僅就眾生是否體現

中道佛性而言佛性隱顯。眾生在迷，則中道佛性對他們而言是隱；若轉迷成悟，

中道佛性對他們便是「顯」。而並非指眾生有一清淨心體由「隱」至「顯」。故說：

                                                 
75 《中觀論疏》大正藏第四十二冊，頁 54 上。 
76 《涅槃經遊意》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23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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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故名隱，隱無所隱，悟故名「隱」，顯無所顯。」而此「有」就和地論師的

實存意味有所不同了，同時吉藏以箜篌之聲來比喻眾生有佛性是非常妥貼的。我

們說樂器有聲，並非說它本自有聲，而是說如果因緣具足，它便可有聲發出。同

理可證，說一切眾生皆有佛性，也並非是說他們本來具有清淨本體，而是說眾生

如果勤行精進，他們便可有中道佛性的證悟。 

吉藏在《大乘玄論》卷二中，對地論師的佛性真心觀，也有中肯的批評，如

其言： 

彼（地論師）云：阿梨耶識，本來不生不滅，古今常定，非始非終，但違

真故起妄想。故彼云：六識熾惱，隨覆梨耶，名為如來藏。後修十地之解，

分分斷除妄想六識。六識既盡，妄想之解亦除，顯真成用，名為法身。…

今謂不然。法身本有，為何因可得？若為因得，則非本有。無因則同外道

義。若言本有，何以名中道耶？又本來有此四句百非清淨法，自應遣顛倒，

那急為煩惱所覆？後修得十地之解尚能遣煩惱，本來常定法身不能遣之？

翻成未之修解卻惑？本即不能，未亦不能也。77

吉藏的析論中，包括了三方面的責難。其一，地論師主張佛性法身本有的思想，

此同於外道的無因生說；其二，地論師所說不生不滅、非始非終的本識，是偏於

有，違背了佛陀的中道宏旨；其三，地論師主張的本識既是自性清淨，為什麼沒

有抵抗煩惱的能力，而會被煩惱所覆。在地論師的本淨系統裡，對於煩惱的來源

很難以自圓其說。又如果阿賴耶識的佛性是本有的，何必要經過「十地」（十種

修行階位）的漸修過程才能成佛呢？學佛既然必須經過「十地」的漸修過程，可

見眾生並沒有一個本性清淨的心體－阿賴耶識存在。 

吉藏的立場主張，是扭轉當時日益嚴重的對佛性實體式理解的趨向，並以恢

                                                 
77 《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2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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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大般涅槃經》的佛性古義為標榜，如其言： 

彼解云：眾生本有佛性，本有如來藏，為生死作依持建立。今斷煩惱故得

佛，故是還至本處。 

今問：為佛性自作佛？眾生作佛耶？若言眾生作佛者，如經云：昔時鹿王，

我身是也。為鹿至佛耶？不至耶？若至佛，則猶是鹿；若不至佛，鹿滅於

前，誰作佛？若佛性自作佛者，眾生應不得佛。78

文中說明了吉藏反對地論師所主張的眾生本有如來藏，同時以如來藏作為生死的

依持建立；換言之，吉藏反對地論師所界義的實有論趨向的如來藏義。也由此得

知，吉藏所說的如來藏與佛性之同義之內涵仍站在空性、般若智慧的角度來說

明，和地論師實有的如來藏佛性說畢竟仍有所不同。 

二、佛性與阿賴耶識 

吉藏雖然否定地論師和攝論師所主張的阿賴耶識心識說，然而其卻不否定在

某種程度上來說，阿賴耶識即是佛性的同義異名，吉藏認為眾生如果對中道佛性

有徹底的體悟，則可以成佛；反之，眾生如果不能悟解了中道佛性的正確意涵，

對於中道佛性歪曲、誤解，眾生主體性的心識就染上了無明的煩惱，此時「中道

佛性」自會流變成真妄和合的阿賴耶識；同時，如同如來藏一般，阿梨（賴）耶

識可進一步生起善、惡等一切萬物，也就是吉藏所謂的「中道佛性緣起說」。吉

藏用了《大般涅槃經》中的雪山藥，如是一味，隨其所流處的譬喻來說明阿賴耶

識和佛性的本質內涵並無不同，同是一味，只不過因眾生的業力有所不同而造就

適應眾生的各種法門，如其云： 

                                                 
78 《中觀論疏》大正藏第四十二冊，頁 3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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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經》云：如雪山藥，如是一味，隨其流處，有種種味。其藥真味，

停留在山，猶如滿月。合譬云：一味者，譬佛性；以煩惱故，出種種味，

所謂地獄、畜生等。今謂，一味者，即是無所得不二之真性也。復云，如

是一味，隨其流處，有種種味異者，依無所得真性，起有所得妄想，即成

無明煩惱起業，成六道報也。又《大品》云：諸法無所有，如是有；如是

有，如無所有。是事不知，名為無明。實相與無明住地，本來無前後，但

眾生於無所有中，橫起憶想分別，長流六道。變迷得解，知煩惱本來是涅

槃，有何初後？故此經《仁王般若》云：初一念識支，本識解性，故異木

石耳。79

由引文中我們可以得知，吉藏所說的佛性，就是「無所得不二之真性」，又眾生

因不能如實了悟佛性之真義，起種種妄想分別，進而造作了善惡諸業，而成六道

報，六道輪迴就像雪山的一味藥，流到山腳下受到泥土等的污染，成了種種異味

一樣。值得注意的是，吉藏又引了《大品般若經》來說明實相和無明本是不一不

異的，沒有時間前後的差別，而眾生在不可言詮的無所有中道佛性中，橫生妄想

分別，因此也將佛性作了各種角度和適應自己根性的詮釋；因此，其引文中的最

後，以「初一念識支」來表示「唯一不可言詮」的中道佛性，且此中已隱藏了解

脫的本性。以致和草木、石頭有所區別。同時若我們比對吉藏當時佛學界的普遍

看法，可以得知當時學者普遍都把阿賴耶識視為含有解性80。因此，在這裡吉藏

所謂的「初一念識支」，很明顯的是指阿賴耶識。 

換言之，吉藏認為眾生由於「無明住地」的污染，使得中道佛性（真如、如

如乃至空性的異名）被歪曲誤解，以致流變成真妄和合的阿賴耶識。那麼既然受

歪曲誤解佛性才稱作「阿賴耶識」，那麼何以說指境界義的中道佛性會同等於主

體性的阿賴耶識呢？此必須由吉藏的特殊真理觀來加以說明： 

                                                 
79 《仁王般若經疏》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337 下~338 上。 
80 參楊惠南《吉藏》之第二章－吉藏時代的中國佛學界，頁 8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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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經論中釋染、淨緣起，要有四別：一、約緣不約佛性；二、約佛性不約

緣；三、亦約緣亦約佛性；四、不約緣不約佛性。 

一、約緣不約佛性者，只由六、七妄緣，不由如來藏。此小乘教及大乘教

相中，彰染、淨緣中，因果自招感故有，都不言由藏實，而有如是一切。 

二、明約佛性不約緣；染淨之興，只由藏實，不言從緣而有。此如《楞伽》

說六、七非受苦樂，非涅槃因；藏識受苦、樂，是涅槃因。 

三、明亦約緣亦約佛性者，此亦如《楞伽》說藏識海常住，境界風所轉，

種種諸識浪，騰躍而轉生，如海水起波浪，非異非不異。佛性亦爾，心俱

和合生，亦非異非不異，如是一切。故知真妄和合，方起染、淨…。 

四、不約緣不約佛性者，實相之外無緣故，無染淨法可起。此如《金剛波

若論》說平等真法界，佛不度眾生，以無佛為能度，無眾生為所度。…泯

上三門，歸乎一絕。81

在引文中，吉藏提到了經論中常見的四種「染、淨緣起」論。第一種是「約緣不

約佛性」，指的是小乘經論及大乘教相（如唯識宗）當中的說法，以為染淨諸法，

乃由六、七識所生，而不由阿梨耶識（亦即如來藏、佛性）所生。第二種緣起論

是「約佛性不約緣」，主張染、淨諸法皆由阿梨耶識所生，而不由其他外緣所生；

此是《楞伽經》的說法。第三種的「約緣亦約佛性」，也是《楞伽經》的說法，

此類主張認為染、淨諸法乃由阿梨耶識（藏識、藏實）之「真」與前七識所生之

外境的「妄」，二者和合（交融為一）所生。而第四種的「不約緣，不約佛性」，

以為一切皆空，實相之外無別法；因此，自然沒有染法的眾生與淨法佛陀，也因

此沒有所謂染、淨緣起了。 

                                                 
81 《勝鬘寶窟》卷下，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83 下-8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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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切佛法乃是不可言詮，只為方便而設置的角度來看，阿梨耶識緣起說在

吉藏看來，自然是為令眾生明瞭佛性之理的方便教法。因此，若我們從方便教法

的角度來看，可以說在某個程度上，阿梨耶識就是佛性的異名。 

也因此之故，其在《大乘玄論》卷三中談到佛性的異名時，特別舉了《楞伽

經》的第八識－阿賴耶識，作為佛性之異名；若對照上述吉藏的真理觀引文，我

們可以得知，吉藏為阿賴耶識之所以為佛性之異名，是約緣亦約佛性而說的，如

其言： 

經中有明佛性、法性、真如、實際等，並是佛性之異名。何以知之？《涅

槃經》自說佛性有種種名… 故於《涅槃經》中名為佛性，則於《華嚴》

名為法界。於《勝鬘》中名為如來藏自性清淨心，《楞伽》名為八識，… 如

是等名，皆是佛性之異名。82

然而，吉藏何以一方面批評地論師和攝論師的阿賴耶識與如來藏自性清淨

心，卻另一方面又將《楞伽經》的阿賴耶識同等於佛性的異名，看起來似乎是自

相矛盾的理論。不過，我們如果細看吉藏對地論師和攝論師的批評，可以得知吉

藏反對的，乃是以實有論在討論阿賴耶識的部份，然而若是以空無自性的角度來

看，說中道佛性或說阿賴耶識都是佛陀不可言詮教法之方便教，是約緣而說的，

則阿賴耶識即可說是佛性的異名，因此其二者乃是不相矛盾的。83

現代學者或以為中道為如來藏、阿賴耶識之本，而且中道是出生善惡萬物的

                                                 
82 《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41 下。 
83 現代學者楊惠南，在解釋阿賴耶識和佛性的關係時曾言：「吉藏所謂「中道」與「如來藏」、「阿

賴耶識」等詞是同義語，與其把它當作字面了解，不如把它當作一個比較寬鬆的詮釋。吉藏的

意思應該是：「中道一詞可以用來說明「如來藏」或「阿賴耶識」生起萬法的理論，因為中道一

詞比其他二詞更為根本」又言：「總之，吉藏以為，不二之真性－中道，是出生善、惡萬物的根

本。體悟它，即是解脫之善；但若由於無明而歪曲它，不二之中道，即成染、淨和合的「如來

藏」、「阿賴耶識」…並進一步流變而成萬法。…客體性的「中道」之理，並不是直接可以出生

善惡萬法，而是必須受到無明的污染，流變成主體性的「如來藏」或「阿賴耶識」之後，才能

生起萬法。」。楊惠南〈吉藏的佛性論與心性說之研究〉一文，台大《佛學中心學報》，頁 27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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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84，若依此解，則中道佛性就可能解釋傾向於「存在之實有」、「存在之事」

了。且並不能得知何以客體的中道佛性受無明染污，就變成了主體的如來藏，其

中流變過程，也未引證說明，且原本吉藏主張的以空性作為中道佛性之義涵，也

就傾向實有論趨向，不符吉藏之原意了。 

三、佛性與一乘 

在如來藏和阿賴耶識之外，吉藏還另舉了佛性的異名，那就是「一乘」，其

在《大乘玄論》會教第九中有言： 

經中有明佛性、法性、真如、實際等，並是佛性之異名。何以知之？涅槃

經自說佛性有種種名，於一佛性亦名法性涅槃，亦名般若一乘。…法華名

為一道一乘。…善惡平等，妙運不二，名為一乘。85

文中談到了佛性之所以又稱為一乘的原因，在於其具有善惡平等、善惡二者

妙運不二的特質。那麼到底何謂一乘呢？一乘和佛性之間有什麼樣的關聯呢？吉

藏在《大乘玄論》中也有詳細的說明，如其言： 

釋名第一，一乘者，乃是佛性之大宗。眾經之密藏… 釋名者，唯有一理，

唯教一人，唯行一因，唯感一果，故名為一。《法華論》云，一謂同義，

如來法身、聲聞法身、緣覺法身，三乘同一法身，故名為一。 

乘者，運出為義，運出有三種。一者以理運人，從因至果，如《大品》云：

是乘從三界出，到薩波若中住。二者，以德運人，如《法華》云：得如是

乘，令諸子等喜戲快樂。三者，以自運他，如《涅槃》云：乘涅槃船，入

                                                 
84 同上註。 
85 《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4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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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海，濟度群生矣。86

從引文中，我們可以得知吉藏所謂的一乘之「一」，是指眾生雖根器不同，然法

身、法性並無不同，而且佛法所顯示的教理、教人、教感、教果也沒有不同，站

在這樣的觀點下而說「一」。 

至於一乘之「乘」有運出的意思，以理或以德運渡眾生，從生死此岸運至涅

槃彼岸，總括而言「一乘」之義，就是指佛性教理在各經論、各根器的眾生身上

示現並無不同；同時，此教理可以將眾生由生死此岸運出，到達涅槃彼岸。 

既然一乘是指佛性教理無二的意思，那麼其和佛性有什麼緊密的關係性呢？

何以一乘可以說是佛性的異名呢？吉藏也有進一步的解釋： 

出體第二，一乘體者，正法中道為體。…《中邊分別論》云。乘具五義，

一乘本謂真如佛性。二、乘行，即福慧等；三、乘攝，謂慈悲等；四、乘

障，謂智障無明；五乘果即佛乘也。 

《十二門論》云。…一者乘本，謂諸法實相；二者乘主由波若導萬行得成；

三者乘行餘一切行；四者果謂薩婆若。《法華論》云，亦明三種。一者乘

體謂如來平等法身，即是佛性。二者乘果，謂如來大般涅槃。三乘緣即是

六度了因，此猶三種佛性。… 有人言，此經萬善為乘體。有人言，以果

萬德為宗；有人言，境智為宗。今明就用非無此義，而不得乘深體故。以

正法中道為經宗，為一乘正體。… 

《法華論》云：諸法從本來，常自寂滅相，此明自性住佛性，又云，同入

                                                 
86 《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42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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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此是佛性之異名。87

由引文中可以得知，一乘和佛性之間的關聯性在於一乘之乘體為正法中道，

而正法中道即是佛性之內蘊。換言之，一乘之乘體，即是佛性，即是正法中道。

故知一乘和佛性的關係是乘名和乘體的關係，也就是說中道佛性是一乘的具體內

容。吉藏舉了許多經論來證明一乘分為乘體、乘因、乘行、乘果等多種義涵；不

過，和佛性相關聯的部份則是乘體的內容。故其言：「一者乘本謂諸法實相…一

者乘體謂如來平等法身，即佛性…以正法中道為經宗，為一乘正體。」也因此吉

藏將一乘統括而言稱作為佛性之異名。 

另外，吉藏還認為所有的大乘經典都在闡述一乘教法。換言之，雖然各家經

典闡述佛理的方式不一，但終究不外乎在闡述一乘、佛性之理，如其言： 

正道未曾大小，為眾生故說於大小。88

一切大乘經明道無異，即顯實皆同。89

余見南北諸師，互布抑揚，深用嘆息。南方諸德用四、五時，及北土四、

五宗者，皆毀《般若》而歎《法華》。晚弘《智度論》師，多毀《法華》

而歎《般若》。皆失經旨也。90

由引文可知，吉藏感歎當時南北諸師不能平等看待一切大乘經典，以致有貶抑某

類經典而又讚揚另一類經典的缺失，由此可見得吉藏對大乘經典平等看待的態

度。在引文中吉藏感歎南方《成論》師與北土《地論》師的毀《般若》、歎《法

華》，也感歎弘揚《大智度論》的論師，毀謗《法華》而讚歎《般若》，他認為這

                                                 
87《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42 中-43 上。 
88《中觀論疏》卷十，大正藏第四十二冊，頁 160 中。 
89《法華玄論》大正藏第三十四冊，頁 386 下。 
90《法華統略》卍續藏第二十七冊，頁 50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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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不了解《法華經》的經旨所引生的無謂爭論。可見得吉藏的立場仍然不脫前文

我們曾經提及「真理不可言詮的，凡可言詮的，都是方便教說」。基於一個基礎

理念可得知，吉藏認為所有的大、小乘經典都是不可言詮的真理方便教說；也因

此都是互有優劣，也沒有絕對無誤的真理。 

雖然吉藏認為大乘經藏都是互有優劣的，然而大部份的大乘經典都在闡述涅

槃、佛性的常住道理，其甚至認為歷來判教中判作空性思想代表之一的《維摩詰

經》，也不外乎在闡述「佛性」的道理。如其言： 

問：此《（維摩詰）經》正明不二法門，云何乃釋法身、佛性？答：上引

經論，明眾生是佛稱為不二。將就此義，以辨佛性、法身。以眾生是佛，

故六道即法身。於迷者恒非，故隱，名為佛性。…見有眾生、有佛二，即

名為眾生；若了無佛，無眾生，此乃為佛，是以不二法門，得辨法身、佛

性。91

吉藏認為《維摩詰經》所闡明佛與眾生不二的道理即是「法身」、「佛性」的道理，

行者若能夠了證眾生與佛不二的道理，就證得了常住不朽的佛身、法身。反之，

若尚未能體悟此不二之理，就成為在六道中輪迴的眾生。六道中輪迴的眾生受到

無明隱覆，因此無法體悟不二之理。也因此吉藏認為《維摩詰經》不二法門的道

理，就是「法身」、「佛性」的道理。 

除了向來被認知為空宗的《維摩詰經》具相當的佛性思想外，吉藏甚至認為

連原始佛教的小乘經典《阿含經》也具有相當的佛性思想。如其言： 

由來舊辨《阿含經》中亦明佛性，但有小妨耳。… 其餘諸經亦有說佛性

                                                 
91 《淨名玄論》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86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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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但不甚分明。如是眾經明佛性，亦復何嫌。92

如此看來，吉藏認為甚至包括《阿含》在內的一切經典都在闡述佛性的道理，也

可以見得吉藏重視佛性思想的程度。其次，吉藏還運用了相當多的篇幅來說明《法

華經》主旨也在闡明佛性的思想、一乘的道理，如其言： 

一者，大乘若有三，則有三性，既道理唯一佛乘，所以唯一佛性也。…三

者，若此《（法華）經》但有一乘名，故不明佛性者，蓋是未識一法多名，

故生此謬耳。《涅槃》云：佛性有五名，一乘則五中之一。…七者，天親

釋《金剛波若》，上已明佛性，況《法華》耶？八者，《涅槃經》引《摩訶

波若》云：我、無我無有二相。此明眾生無我與佛性真我，更無有異。而

《大品》已明佛性，況《法華》耶？九者，夫見佛性方得常身；《法華․

壽量品》既明常，豈得此《（法華）經》不明佛性？十者，人語難依，聖

語宜信。天親《法華論》七處明佛性。…93

又云： 

欲說眾生悉有佛性，成一乘義，故說此（《法華經․常不輕菩薩》）品。一

切眾生但有佛性，無有餘性；故唯有一乘，無有餘乘。…（《法華經․方

便品》）明一毫之善皆成佛道，則知一切有心，並有佛性，皆成佛也。94

第一段的引文，吉藏以為所有的經典在闡述的道理只有一個，那就是「佛性思

想」，從吉藏的用語中，我們可以得知其深受《大般涅槃經》的說法影響，認為

正道、中道、一乘、佛性等等都是同義詞。也因此，一切的真理都是相對而落入

必須泯除的四句之中，然唯有正道乃至佛性的道理是絕對而又絕於四句的。 

                                                 
92 《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37 上。 
93 《法華遊意》大正藏第三十四冊，頁 642 上、中。 
94 《法華義疏》卷十一，大正藏第三十四冊，頁 616 中。 

 411



又第一段引文中的第三點，說明了「佛性」與「一乘」是同義的，而第七、

第八點則引用了《金剛》、《大品》（即《摩訶》）兩部般若類經典來證明，即便

是強調空性的《般若經》也在說明一乘（佛性）的道理。更何況是結集較般若經

晚的《法華經》呢！ 

引文中的第九點談到了「佛性」和「常住法身」的關係，行者體悟了佛性的

道理，自會證得常住法身。《法華經‧壽量品》既然說到了釋迦的法身是常住的，

自然也說到了「佛性」的思想了。 

最後的第十三點，吉藏引述了世親的《法華論》說明《法華經》有七段經文

是闡明「佛性」的道理。 

另外，第二段引文中，吉藏引了《法華經․常不輕菩薩品》以及《法華經․

方便品》來說明眾生有佛性之義，就是指眾生具一乘義，也就是說《法華經》的

一乘義，就是佛性的同義詞。總之，吉藏不但認為《大般涅槃經》不但在弘揚「佛

性」的思想，《法華經》也在弘揚「佛性」的思想，因為經中「一乘」之詞，就

是佛性的同義詞。 

除此之外，吉藏還認為《般若經》的後分也是在闡揚「佛性」的道理，是了

義的經典，如其言： 

《般若》非一時一座說。初分未明二乘作佛，故與《法華》異。後分明菩

薩不退，顯有一無二，與《法華》大同，故不相違也。95

總之，吉藏認為從《大品般若經》一直到《大般涅槃經》都在闡述一乘、常

住的道理，也就是都在闡述「佛性」的道理；也因此，吉藏才說「《法華》..《涅

                                                 
95 《大品經義疏》卍續藏第二十四冊，頁 20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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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皆《般若》的異名，乃至《華嚴》、《般若》、《法華》三教亦無有異」的說法

96。也因此，我們可以從吉藏「大乘經典平等無差別」的看法中，得知其認定了

一乘教法就是佛性思想之異名。 

四、佛性與涅槃 

此外，和佛性有關的名相還包括了「涅槃」一詞，吉藏在《大乘玄論》中，

特別立一章節討論涅槃的涵義，如其言： 

涅槃者，蓋是安心之本宅，凡聖所同歸。… 涅槃有二家。一云有翻，二

云無翻。無翻有四家，一云佛在西國涅槃，東土無有此語，故無翻。二云

涅槃一名含於眾名。…四云涅槃一名不含眾名，亦不含眾義，但以涅槃一

名通名諸法。…有翻六家，一云無為。二云無累，三云解脫，四云寂滅，

五但云滅，六云滅度。…今明，相待涅槃有翻，絕待涅槃不可翻也。…今

明，若不生煩惱名涅槃者，不由智滅而名涅槃耶？今明，涅槃離四句，中

道正觀，永勉為正度，將人帖之，目人將法，帖之目法，至論度非人非法，

此是正度，而此正法，離有所得而假名義，名為正度。涅槃無名，強為立

名也。97

得之，吉藏認為涅槃的整體義涵即為安心之本宅，傳統對涅槃的界義有「有翻」

和「無翻」二大類，有翻譯的部份將涅槃釋作為無為、無累、解脫、寂滅、滅、

滅度等義，無翻譯的部份或有以為涅槃非中原音，因此無字可翻；或有以為涅槃

一音含有無量義，含有常樂我淨、通名諸法等，故不可以單一名相作翻譯。 

然而，最重要的是吉藏認為涅槃不論是有翻抑或是無翻，都只是佛陀的方便

                                                 
96 《大品經義述卷五》卍續藏第三十八冊，頁 67.4；《法華統略》卷 4，卍續藏第四十三冊，頁

64.3。 
97 《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46 上中。 

 413



教法，涅槃就如同吉藏所說的「真理不可言詮性」；因此，真正的涅槃是「絕四

句」的，也就是不落入言詮的，如果勉強定名則稱之為「涅槃」。 

辨體第二，靈正云：涅槃體者，法身是也。尋此法身，更非遠物，即昔神

明成今法身。…今明不然，以用為體，不及涅槃深體。今以中道正法為涅

槃體。開善云：總明萬德體無累為滅度。而經初明三德者，簡異昔日二種

涅槃。有餘時，身智在解脫不滿。無餘時，解脫滿，身智不在。今日涅槃

身智在解脫。滿三德之中，法身為體，波若解脫為用。今明，萬德三德為

體者，離此無別涅槃用望。若言法身為體，無有萬德，云何是涅槃體？今

明，涅槃體者，正法為體，而正法絕能所四句百非,故中論涅槃品云。有

亦非涅槃，無亦非涅槃，亦有亦無，非有非無，亦非涅槃。無得無至，無

得者，非因果所得。無至者，無處可至。98

又云： 

隱名佛性，顯名涅槃，亦隱名如來藏，顯則成法身；又隱則為因，顯則為

果。然佛性未曾隱顯，約眾生不了，故名為隱；若得了悟，自為顯也。99

由引文中可知，佛性乃是涅槃的體質，佛性和涅槃的關係是隱顯的關係，涅

槃是以中道正法為體，而中道正法就是佛性；因此，我們可以說涅槃是以佛性為

體，吉藏同時批駁靈正和開善的說法，認為二者視涅槃體為一實用或萬德之用為

體都是誤謬，涅槃是絕能所、四句、百非的，因此說一則不中無得無至的，故以

中道正法即佛性為體，強之為名曰涅槃。 

因為涅槃具有絕對能所、四句、百非的特質，符合吉藏佛性乃中道正法及不

落入言詮的性格，因此和佛性是互為顯、隱的關係。 

                                                 
98 《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46 中下。 
99 《法華玄論》大正藏第三十四冊，頁 38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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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藏在說明涅槃的特質時，除了以中道正法為體外，還用到了「無著」、「無

受」、「無得正觀」等詞作說明，例如其在《淨名玄論》卷一時所說： 

問：「考聖心以息患為主，統教意以開道為宗。不二之興，為治何病？答：

「總而言之，為泯生心動念，令悟無得無依。故生死以取相為原，涅槃以

無著為本。」100

《大乘玄論》卷三又云： 

問：「修成涅槃假有萬德。正法涅槃有萬德不？」 

答：「若有亦非，無亦非，四句皆非，故言無受名涅槃。」101

可知涅槃絕不能是一獨具萬德而與現實界隔絕的超越境域，因為一有隔絕，即有

分別，一有分別，便成有得，便違背了離四句、離言詮的無得正觀。 

涅槃既是「非因果所得」，是「無處可至」，則它不能是居於生死界外的實果

實處。吉藏於《大乘玄論》卷三與中觀論疏卷十曾分別批評外道，小乘與大乘諸

家的涅槃觀，主要的理由便是他們都誤解涅槃為一實法或實理。102

吉藏在《涅槃經遊意》中，還特別說明「涅槃」是「藥用」之理，如其言： 

他明此經以常為宗。今初辨常者，乃倒寫之用，未是正意。常是藥用，豈

會開正宗？前藥治前病，後藥治後病。常是藥用，常為宗者，無常是藥，

亦應以無常為宗。…今對彼故，以無得為宗。汝以常為宗，文何所出？我

                                                 
100《淨名玄論》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854 下。 
101《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46 下。 
102 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47 上與大正藏第四十二冊，頁 154 下-15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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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依經文自云：「無得者名大涅槃」，故無所得此經宗也。103  

吉藏否定當時人主張「常住」為涅槃經的主旨，而認為「無所得」，才是《大般

涅槃經》的宗義。如果認為講涅槃是一常住實體，就不合乎佛陀講涅槃經的方便

本懷了。足以得知，吉藏認為無論是佛性或是涅槃都是方便之教，仍維持其「真

理是不落入言詮」的一貫主張。 

                                                 
103《涅槃經遊意》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23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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