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章  三因佛性說－智顗的佛性思想 

本章主要在說明智顗（538-597）的佛性思想義涵，智者大師認為《法華經》

雖不若《大般涅槃經》一般廣論佛性，非其不談佛性，只不過其以闡述中道實相

為主要特色1。而所謂的佛性義涵其實仍不離中道實相而說，且不論是《大般涅

槃經》的佛性義或《法華經》的中道實相義均為順應不同眾生根器所開顯的不同

教法而已。換言之，佛性即為實相之異名。 

因此，本章主要討論智顗如何看待及釐清《大般涅槃經》中討論的因地佛性

問題，同時說明其具創造性的詮釋意義。在佛性界義部份主要以三因佛性以及中

道佛性作為內在義涵的論述，在創造性詮釋意義部份，主要是以真空妙有當體相

即義以及對傳統佛性觀之超克作論述。 

第一節 以三因佛性來詮釋佛性義涵 

一、三因佛性的界義 

《大般涅槃經》在因地佛性的敘述上並未提出三因佛性的說法，只有分散式

的論及佛性因2，到了天台智者，便系統性的將佛性因以「三因佛性」作歸類、

討論。同時將三因之功用、意義，明白而具體的敘述之。 

智顗將三因佛性又稱作三身佛性。智者大師之所以以「三因佛性」來詮釋佛

性的義涵，主要是站在「法性實相」的角度，來探討佛性的義涵，同時予以三因

佛性確切的意義。如其在《法華玄義》中言： 

                                                 
1 但《涅槃》以佛性為宗，非不明一乘義。今經（法華）以一乘為宗，非不明佛性義，赴機異說，

其義常通也。（《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46 上。） 
2 參第一章《大般涅槃經》的佛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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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下文云：「汝實我子，我實汝父。」即正因性。又云：「我昔教汝無上道，

一切智願猶在不失」。「智」即了因性；「願」即緣因性。 

又云：「我不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即正因性。「是時四眾以讀誦

眾經。」即了因性。「修諸功德」即緣因性。3

三、類通三佛性者，真性軌即是正因性，觀照軌即是了因性，資成軌即是

緣因性。4

故知法性實相即是正因佛性，般若觀照即是了因佛性，五度功德資發般

若，即是緣因佛性。5

又《金光明經玄義》中言： 

云何三佛性？佛名為覺，性名不改，不改即是非常非無常，如土內金藏，

天魔外道所不能壞，名正因佛性。了因佛性者，覺智非常非無常，智與理

相應，如人善知金藏，此智不可破壞，名了因佛性。緣因佛性者，一切非

常非無常，功德善根資助覺智，開顯正性，如耘除草穢，掘出金藏，名緣

因佛性。6

又解佛性云：佛者，覺智；性者，理極。能以覺智照其理，極境智相稱合

而言之，名為佛性。7

總括而言，佛性即是非常、非無常，不改之覺性。若細分而論，可以分為正

因、緣因和了因三者。其中正因主要指眾生與佛無異，具佛之潛質而言。了因佛

                                                 
3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44 上-中。 
4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44 下。 
5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802 上。 
6 《金光明經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九冊，頁 4 上。 
7 《金光明經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九冊，頁 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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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內容則比較偏向於智慧觀照義。而緣因佛性的義涵以菩提功德、善行助緣為

主。 

由引文中可知，智顗將佛性的內涵分列為三因佛性作為其具體內容，同時巨

細靡遺的說明了三因佛性所指為何。 

第三段引文中，智顗將三因佛性作為佛性義涵的具體內容。智顗認為佛性就

是覺性，且此覺性具有双遮二邊，不落入常、無常任何一方的絕待特質。其以作

為佛性內涵的為覺性是指非常非無常之理，而此非常非無常之理是不改的，從不

改的角度來看，這個佛性就可以稱作為「正因佛性」。智顗以「土內金藏」來加

以譬喻，可以見得正因佛性在智者看來具有「含藏」意涵。 

至於了因佛性呢？智顗認為了因佛性就是覺悟的智慧，是慧行正道的觀照智

慧，故其能觀照出土有金藏，又此智慧含有不可破壞的特質。另外，緣因佛性所

指為功德善根，此緣因佛性具有資助般若智，開顯正性的力用，同時緣因佛性亦

如同正因佛性一般具有双遮常與無常，不落二邊的特質。 

智顗有類推三因佛性之正因佛性同等於法性實相，屬於三軌中的真性軌；了

因佛性屬於三軌中的觀照軌，同等於般若觀照智，又了因之「了」，有顯發之意；

緣因佛性的「緣」有資助的意思，是指促進般若資發的功德資糧，類屬於三軌中

的資成軌。 

另外，從引文中我們可以得知智顗將三因佛性配以三軌來說明佛性的義涵，

什麼是三軌呢？三軌是智者將空、假、中三法的德用，稱作之為三軌，如其言： 

言三法者，即三軌也。軌名軌範，還是三法可軌範耳。 

總明三軌者，一真性軌，二觀照軌，三資成軌，名雖有三，秖是一大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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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經曰：十方諦求，更無餘乘，唯一佛乘，一佛乘即具三法。亦名第一

義諦，亦名第一義空，亦名如來藏。此三不定三，三而論一；一不定一，

一而論三，不可思議，不並不別，伊字天目。8

由三軌來說明三因佛性的用意在於告訴行者三因佛性之間的關係是即一即

三，相即相融的。三軌可成一大乘法，即謂三因佛性是一而三，三而一的，也就

是說三者只是一法，分析而言而說三。9

從三軌比配三因佛性，我們可以得知三因佛性並非歷隔分別絕無相關；反

之，圓融的佛性是即三即一的，是不縱不橫的。也就是說三因佛性本是整體的佛

性，站在分析的立場，把它析開為三，是為了說明方便，為了展現佛性具有主體

性的性能。正因佛性乃「理」上所具的佛性，要開顯此「理」，必須依靠一具能

動性、能起無方大用的主體，故由此「理」分析出緣、了二佛性。 

二、由二因到三因－智顗對《大般涅槃經》佛性觀之承繼 

另外，智顗以三因佛性作為佛性思想的具體內容，並非其獨創發明，而是承

襲著《大般涅槃經》的經文而抒展。三因佛性之名皆見於《大般涅槃經》，不過

《大般涅槃經》對於三因佛性的意義並沒有確切的界定，三因的內容常有滑轉，

似乎沒有把三因視為一具組織和系統的一套概念。智顗則就三因的內涵作了一系

統性的說明。 

《大般涅槃經》如何講三因，經卷二十八〈師子吼菩薩品〉第十一之二有云： 

善男子！因有二種，一者「生因」，二者「了因」。能生法者，是名生因；

燈能了物，故名了因；煩惱諸結是名生因；緣生父母是名了因。如穀子等

                                                 
8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41 中。 
9 關於三因佛性之間的關係請參考本節之三：三因佛性之間的關係—『即三即一、不縱不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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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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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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暖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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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大般涅槃經》雖有正因、緣因、了因的名稱，然而其並未提出三因佛性的

看法，且各因之間的關係和分野亦不甚明確，只是分散式的討論因地佛性的內

容。《大般涅槃經》所提及的因地佛性包括了正因、生因、了因、緣因四者。 

若就上述二段引文來看，《大般涅槃經》中的正因、生因均具有發生義，二

者義涵應是相同的。而了因和緣因的義涵則有部份相似，若從助緣的角度來看，

了因等同於緣因。若從修行觀照的角度來看，了因則又不同於緣因義。 

整體而言，《大般涅槃經》所敘述的因地佛性實際上只有二類，智者大師則

承繼了《大般涅槃經》的佛性觀，再配合本身的論理系統，架構出三因佛性說。 

在《大般涅槃經》中，無論是以眾生為正因，或是以乳生酪來比喻正因，都

沒有對正因作直接而具體的解釋，至於緣因和了因的意義更是模糊不清，常常相

互滑轉，也因此有出現六波羅蜜時則為緣因，時則為了因，甚或時則為正因的情

                                                 
10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30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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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三因佛性在《大般涅槃經》中尚未有系統性的說明，其涵義也未明確的界定。 

如同前文所說，智顗承襲了《大般涅槃經》因地佛性的觀念與精神，同時將

三因佛性以較具系統性與邏輯性方式加以定位和闡述，讓三因佛性的精神開展出

來。三因佛性主要是從因地來說佛性，因為必須具有因地的種種性能、功能，眾

生的如來藏佛性才能彰顯出來，《大般涅槃經》中的緣因佛性、了因佛性涵義雖

時有滑轉，然而從因地的角度說明佛性的精神則是一貫的。如其言： 

善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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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黑鐵，入火則赤，出冷還黑。而是黑色非內非外，因緣故有。佛

性亦爾，一切眾生煩惱火滅，則得聞見。善男子！如種滅已，芽則得生，

而是芽性非內非外。乃至花果，亦復如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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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經卷二十一〈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第十之一 

善男子！復有二因，一者「作因」，二者「了因」。如陶師輪繩，是名作因；

如燈燭等，照闇中物，是名了因。善男子！大涅槃者不從作因而有，唯有

了因。了因者所謂三十七助道法、六波羅蜜，是名了因。12

從引文中，我們可以得知佛性「非本無今有，非已有還無」，只是眾生本有

的佛性被煩惱覆蓋，如果能依善因緣，佛性終必顯現。因此，《大般涅槃經》一

方面主張眾生佛性與佛無異，一方面又說佛性可以從因緣而有。 

《大般涅槃經》所標舉「一切眾生悉有佛性」，是以眾生在因地上具有佛性，

作為眾生成佛之所依。因此，若要破除煩惱，開顯佛性，便須從因地的角度談佛

                                                 
11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6 中。 
12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49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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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功能和性用。智顗依據了《大般涅槃經》的這種意義脈絡，進一步建構於三

因佛性的義理系統。 

所不同者，智顗對於正因、緣因、了因三者的義涵與關聯性較《大般涅槃經》

之闡述更明白而詳細。在《大般涅槃經》中，六波羅蜜或為了因，或為生因，或

為緣因。則生因、了因、緣因三者間的分野差異為何，較不能明白道出。而由智

者的論述中，我們可以得知若從般若智觀照的角度來看，則歸屬於了因範疇；從

菩提功德、善行助緣的角度來論者，則為緣因。在意義的分判歸屬上較不會滑轉

不定。 

另外，智顗還將在因地角度來探討的三因佛性，相對應於涅槃三德－法身、

般若、解脫來說明。13換言之，智顗的三因佛性在形式格局方面，則繼承了《大

般涅槃經》的「三德秘密藏」。也就是說智者將果地的佛性三德轉成因地的佛性

三因，在形式上三德和三因是相對應的。 

智顗雖然在精神和形式格局上繼承了《大般涅槃經》的因地佛性，不過其又

以圓教系統重新組織、展示三因佛性，而因此予以了佛性思想嶄新而豐富的面貌。 

另外，智顗及其後學還將三因佛性所對照的涅槃三德，再對應出天台獨特思

想的空、假、中三諦14。其中，法身德相當於「中」，佛種實有是中道佛性，也

是究竟法身。而般若德能夠去除無明，破見思惑，去除因無明而有的，對於現象

                                                 
13 《大般涅槃經》〈壽命品〉中有云：我今當令一切眾生及以我子四部之眾，悉皆安住祕密藏

中，我亦復當安住是中，入於涅槃。何等名為祕密之藏？猶如伊（∴）字，三點若並，則不成

伊，縱亦不成。如摩醯首羅面上三目，乃得成伊。三點若別，亦不得成。我亦如是。解脫之法

亦非涅槃，如來之身亦非涅槃，摩訶般若亦非涅槃。三法各異，亦非涅槃。我今安住如是三法，

為眾生故，名入涅槃，如世伊字。（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376 下） 
「三德秘密藏」指大涅槃境界，此境界具備法身、般若、解脫三德，這三德非縱非橫。故稱

此三德成一圓伊。圓伊者即秘密藏，表示無窮深奧的不思議境界。（參牟宗三《佛性與般若》

頁 217） 
14 由是立乎三觀，破乎三惑，證乎三智，成乎三德。空觀者，破見思惑，證一切智，成般若德。

假觀者，破塵沙惑，證道種智，成解脫德。中觀者，破無明惑，證一切種智，成法身德。（荊溪

湛然〈始終必要〉大正藏第四十六冊，頁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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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轉的執著。最後，解脫相當於「假」，在暫時假有的世界中，能夠行種種方便

來解脫眾生的煩惱。所以，從因地佛性的對應出的果地佛性，是圓滿佛性，是一

種大涅槃的狀態，它具有解脫德、法身德、般若德，也相當於空假中三諦。 

三、三因佛性之間的關係－「即三即一、不縱不橫」 

三因佛性在智顗看來既是佛性的具體內容，又可以類通三軌、三德、三諦，

那麼三因佛性彼此之間有些什麼關係呢？智顗在其著作中也有論及。如其言： 

佛性者，亦一非一。…非一非非一，數非數法，不決定故。…秖是一法，

亦名三耳。故不可單取，不可複取，不縱不橫，而三而一。15

三因佛性之間的關係，是不可單取，不可複取，也就是不可定執相數的。所

以智顗以亦一非一，非一非非一等來作論述。圖示如下： 

亦一 一切眾生悉一乘故 第一義諦 

非一 如是數法故 如來藏 
佛

性 
非一非非一 數非數法，不決定故 第一義空 

一即三、三

即一、不縱

不橫 

本末等者，性德三軌冥伏不縱不橫，修德三軌彰顯不縱不橫。冥伏如等數

等妙等，彰顯如等數等妙等，故言等也。16

即三道是三德，性得因時，不縱不橫，名三佛性；修得果時不縱不橫，如

世伊字，名三德涅槃。《淨名》云：「一切眾生即大涅槃，即是佛，即是菩

                                                 
15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41 中。 
16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4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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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乃此意也。17

三因佛性在性德上具足一切法，三因佛性自有互具互攝，即三而一，即一而

三，發則俱發，所以這三法「不前不後」，即「非縱」。另外，如果從分析的立場

來看，正因是所顯，緣、了二因是能顯，正因佛性和緣因、了因佛性之間有一種

修顯的關係，也就是由緣、了二佛性彰顯正因佛性。由於正因佛性和緣因、了因

之間有能顯、所顯的關係，故三因佛性具有「亦不一時」，即「非縱」。 

換言之，三因佛性的關係是「非縱非橫」的，就如三德秘密藏的圓伊三點。

無論是冥伏的性德三軌，即從因地角度來看的三因佛性，或是三德三軌的彰顯，

至三德涅槃的境界，即從果地角度來看的涅槃三德，都涵括了法界的一切法，故

其言「三道是三德」。 

因此，三因佛性之間的關係是相即相融的，即三即一的。智顗在《摩訶止觀》

中也有類似的論述： 

…諸大乘師說，法身是正體，有佛無佛，本自有之，非適今也。了因般若

無累解脫，此二當有。隔生跨世彌[一/旦]淨穢。此字義縱也。又言，三德

無前後一體具足，以體從義而有三異，蓋乃體橫而義縱耳。又言，體義俱

不殊，而有隱顯之異。俱不異，未免橫。…今明三德皆不可思議，那忽縱；

皆不可思議，那忽橫。皆不可思議，那忽一；皆不可思議，那忽異。此約

理藏釋，身常智圓斷具，一切皆是佛法，無有優劣，故不縱。三德相冥，

同是一法界。出法界外，何處更別有法，故不橫。能種種建立，故不一。

同歸第一義，故不異。此約行因釋也。即一而三故不橫，即三而一故不縱。

                                                 
17 《摩訶止觀》大正藏第四十六冊，頁 12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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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三而三故不一；不一而一故不異。此約字用釋也，真伊字義為若此。18

智顗首先引用當時諸大乘師對三因佛性的理解，再藉由評判諸大乘師的誤謬

中道出三因佛性乃不縱不橫、即一即三的關係。其中，某一類的大乘師認為法身

為本有，了因和解脫是未來當有。智顗認為這樣的主張使得三因有時間前後上的

差異，變成縱向關係。另外，某一類的大師認為三德乃一體具足，故為一；若以

體從義說，則三德有差異，故為異。智顗認為這樣的主張是體橫而義縱，仍然不

能相應於經典的甚深微妙義。 

此外，或有部份大乘師主張三因佛性是體義不殊，隱顯為異。智顗認為體隱

義顯的看法，仍有時間前後的差異，故仍不脫離縱向解釋。不論是橫向說明，抑

或是縱向說明，均未能真正明白三德不縱不橫的不思議性。真正的不思議性，是

指三因間即三而一；即一而三，身常智圓俱斷，不一不異理。 

三德在同一個法界之中，是互相冥合的，但是三德之間並非是完全的同一，

而差別的諸法的生起都是在法界之中發生，找不到一個在法界之外的法生起。比

如說空，空開展成假，有了菩薩運用假有世界當作度眾生的方便的假的開展，所

以他對於佛法才能有種種建立。又，菩薩的空要開展成假，而且開展成假的時候，

也必須上通到諸佛體性，貫通佛的體性的種種功德力，所以它能夠有種種佛法的

大用。 

我們從智顗所言果性角度的涅槃三德的不縱不橫，可以反推至因地角度的三

因佛性亦是非三非一、不縱不橫的關係。 

另外，智顗為何特別強調三因佛性具有不縱不橫的關係呢？主要是由於當時

地論師和攝論師的理論不能明瞭中道實相理進行批判，如其在《摩訶止觀》中所

                                                 
18 《摩訶止觀》大正藏第四十六冊，頁 2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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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的一念三千言： 

若無心而已，介爾有心，即具三千。亦不言一心在前，一切法在後。亦不

言一切法在前，一心在後。例如八相遷物，物在相前，物不被遷。相在物

前，亦不被遷。前亦不可，後亦不可。秖物論相遷，秖相遷論物。今心亦

如是，若從一心生一切法者，此則是縱，若心一時含一切法者，此即是橫。

19

其中引文中說主張縱的是地論師，其以為一心會生一切法，主張橫的是攝論師，

其以為心一時含一切法。智顗認為不論是主張縱或主張橫都是不對的，他認為地

論師和攝論師對於體用縱橫的主張和對縱橫的了解是錯誤的。如其言： 

縱亦不可橫亦不可，秖心是一切法，一切法是心故。非縱非橫，非一非異，

玄妙深絕，非識所識，非言所言，所以稱為不可思議境意在於此(云云)。

問：心起必託緣，為心具三千法？為緣具？為共具？為離具？若心具者，

心起不用緣，若緣具者，緣具不關心。若共具者，未共各無，共時安有？…

四句尚不可得，云何具三千法耶？答：地人云：一切解惑真妄依持法性。

法性持真妄，真妄依法性也。攝大乘云：法性不為惑所染，不為真所淨，

故法性非依持，言依持者，阿黎耶是也。無沒無明，盛持一切種子。20

地論師主張心具一切法，攝論師則主張緣具一切法，智者大師認為二派學者各據

一邊，都是邊見，所以被批判，地論師主張法性生一切法，然而智顗認為法性是

非心非緣的，故不可以說法性是真妄依持的。 

另外，智顗也對攝論師主張加以批判，其以為攝論師的主張「法性之外，別

有黎耶依持」是錯誤的論點。由於法性非依持，自不會依持於黎耶，所以攝論師

                                                 
19 《摩訶止觀》大正藏第四十六冊，頁 54 上。 
20 《摩訶止觀》大正藏第四十六冊，頁 5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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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張「據黎耶生起一切法」是錯誤的。同時，智顗還引了經典及龍樹的話來批

判，用眼和夢的譬喻來說明。批判心喻法性及夢喻黎耶，其中心喻法性是指法性

生起諸法的地論師主張。而夢喻黎耶的比喻是批判攝論師的主張，以為黎耶具備

染淨諸法。 

智顗以龍樹的四句，諸法不自生、亦不從他生、不共、不無生四句來說明佛

性的不縱不橫，同時反駁地論師主張法性生一切法的理論。智顗從龍樹四句來證

明地論師、攝論師縱橫的說法，實際上都是不可得，是錯誤的執著。21

換言之，地論師所主張的法性先有、法性再生起諸法，屬異時性的法性和諸

法的關係，而攝論師認為阿賴耶識的識轉變，變現出一切諸法，是一個同時性的

關係，是能知所知的同時性的認知關係，能知變現出所知的染淨諸法。這些同時

性、異時性的主張都是錯的，智顗主張佛性是一念圓具不縱不橫。也就是說橫不

應該像攝論師所講的一種同時性的一個識轉變，能變現出所知的關係，而是說在

一個橫向的變現當中要向上超越，修向上一機，將橫的認識作用也安立在圓滿的

體性之上，也就是下一節所論述的「中道佛性」。所以佛性是非縱非橫、縱非縱、

橫非橫。智顗對佛性的主張既反駁了地論師和攝論師所分別主張的縱和橫，又不

落入於斷滅與虛無主義，確有其高明之處。 

第二節  以中道佛性來詮釋佛性的義涵 

智顗在《法華玄義》裡開宗明義地說「佛性就是中道，且無一法不是中道」。

我們可以說，智顗在詮釋佛性的義涵時乃以中道實相作為詮釋的根據。如其云： 

佛性即中道，因緣生法，一色一香無不中道，此則從凡至聖，悉皆是中道

                                                 
21 「經言：非內非外，亦非中間。亦不常自有，又違龍樹。龍樹云：諸法不自生亦不從他生，

不共不無因。」（《摩訶止觀》大正藏第四十六冊，頁 5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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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義諦。22

智顗根據《法華經》一色一香無非中道實相的觀念，主張佛性即是中道，無一法

不是中道，又因中道佛性遍攝一切法，所以中道佛性就是如來藏恆沙佛法佛性，

同時，其同等於因緣法，也因此一切眾生都具有中道佛性。 

又智顗認為中道佛性又稱作「中道第一義諦」，也就是一個絕待的真理之意。

同時，不論是凡夫甚或是聖者，其所內具的中道佛性並無二致。智顗在此特別強

調「佛性即中道，因緣生法」，也就是中道佛性思想即是因緣生法。 

另外，智顗在其《維摩經玄疏》、《維摩經略疏》、《法華玄義》、《摩訶止觀》、

《法界次第初門》等論著中，均提及中道佛性義，同時也強調中道佛性義即中道

實相義： 

慈即如來慈，即解脫。解脫者，即見「中道佛性」，住大涅槃。23

是實者，即是實相中道佛性也。24

依了義經者，謂諸大乘方等十二部經中，皆明「中道佛性」，實相如如之

理。25

釋九住者，…一、往大分略為十品智斷，即是十住。故《仁王經》云：入

理般若名為住，即是十番進發無漏真明同入中道佛性第一義諦之理。26

約理分別者，…問曰：理無有二，云何分別思議、不思議之異耶？答曰：…

                                                 
22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61 中。 
23 《維摩經略疏》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674 中。 
24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11 下。 
25 《法界次第初門》大正藏第四十六冊，頁 688 上。 
26 《維摩經玄疏》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54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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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是「中道佛性」之理即是「不思議之理」。27

《涅槃經》云：言佛性者，即是第一義空，第一義空名為智慧。智者見空

及與不空，不空即是中道。空即是真諦，故知「中道佛性」合真諦為第一

義諦也。28

由上述引文我們可以看到智顗對於中道佛性的看法。首先，中道佛性義是解

脫者住大涅槃的境界；其次，中道佛性義即為實相如如之理，是大乘了義經典所

欲共同闡明者；再者，中道佛性理為究竟之理，具不可思議之特質，是十住菩薩

以上無漏真明的境界。 

由引文中可以歸納得知，智顗的中道佛性義其實就是實相、解脫、不思議、

第一義諦理之同義詞。就理上而言，其遍於法界，就修行境界而言，其是十住菩

薩以上修證的境界。 

對智顗來說，中道佛性是遍於法界，能具足諸法，起無方大用。然而，何謂

中道佛性、中道實相呢？智顗以判教方式闡述圓教的不可思議境，又以天台的核

心思想圓融三諦，多樣面向來闡述中道實相、中道佛性義。 

一、以不思議二諦釋中道實相 

不思議二諦是智者在分判藏、通、別、圓四教真理觀中所使用七種二諦中的

究竟真實義，即圓教二諦之內容，諦是真理的意思。七種二諦內容所指包括有藏

教二諦、通教二諦、別接通二諦、圓接通二諦、別教二諦、圓接別二諦、圓教二

諦七類，如《法華玄義》中言： 

                                                 
27 《維摩經玄疏》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550 下。 
28 《維摩經玄疏》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55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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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者實有為俗，實有滅為真。二者幻有為俗，即幻有空為真。三者幻有為

俗，即幻有空不空共為真。四者幻有為俗，幻有即空不空，一切法趣空不

空為真，五者幻有，幻有即空皆名為俗，不有不空為真。六者幻有，幻有

即空皆名為俗，不有不空，一切法趣不有不空為真。七者幻有，幻有即空

皆為俗，一切法趣有、趣空、趣不有不空為真。29

七種二諦中，藏教以世間諸法為實法，以實法為俗諦。所以必須滅俗，才可以顯

真諦。30

而通教二諦，先批判藏教的實生實滅，真俗不能相即。必須以諸法為緣起幻

有，幻有則能在當下證空顯真諦，是真俗相即。31

又因藏教只知實生實滅以顯空，通教僅知諸法當體是空。而相對於二者，別

教不但順此雙邊否定以見空，更見不空，不空即妙有，此即顯中理，也就是空不

空共的真諦，即「複真」但中之理，稱作「別接通二諦」。32

另還有圓接通二諦，指利利根人聽聞「非漏非無漏」之理，就顯發中道，中

道力用廣大，含藏一切法，又一切法趣如來藏，即如來藏恆沙佛法佛性，即中道

佛性，就是所謂的不思議真。 

最後，還有別教二諦與圓教二諦。其中別教二諦也可以了知不有不無，顯不

                                                 
29《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02 下。 
30《法華玄義》中繼云：實有二諦者，陰入界等皆是實法，實法所成森羅萬品，故名為俗；方便

修道，滅此俗已，乃得會真。…病中無藥，文字中無菩提，皆是此意。是為實有二諦相也。（大

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02 下。） 
31 幻有、空二諦者，斥前意也。何者？實有時無真，滅有時無俗，二諦義不成。若明幻有者，

幻有是俗，幻有不可得，即俗而真。〈大品〉云：「即色是空，即空是色。」空色相即，二諦義

成。是名幻有、無二諦也。（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02 下~703 上。） 
32 復次，約一切法趣「非漏非無漏」，顯三種異者，初人聞一切法趣「非漏非無漏」者，謂諸法

不離空，周行十方界，還是瓶處如。又人聞趣，知此中理須一切行來趣發之。又人聞一切趣，「即

非漏非無漏具一切法也」。是故說此一俗，隨三真轉。或對單真，或對複真，或對不思議真。若

隨智證，俗隨智轉。智證偏真，即成通二諦。智證不空真，即成別入通二諦。智證一切法趣不

空真，即成圓入通二諦。（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0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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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中道，而此中道非究竟中道，只可以說是「但中」之理，又但中之理要藉著

緣修方便，才能夠備足諸法，故還不是究竟。 

而最究竟的中道之理，是屬圓教二諦，圓教二諦就是不思議二諦，主要在圓

教之中道當下即具足諸法，真當體全是俗，俗當體全是真，真俗不思議相即以顯

中道，而中道即是佛性，一切法趣中道佛性，中道佛性無作地即具足一切法。33

圓教的不可思議二諦所發顯的中道佛性，除了表現在智者的七種二諦判教之

外，還體現於圓教的權實二智相即及無作四諦上，如其云： 

圓權實二智者，即色是空、不空，一切法趣色、趣空、趣不空。一切法趣

色、趣空是權智，一切法趣不空是實智。如此，實智即是權智，權智即實

智，無二無別。…此之二智，不帶析法等十八種二智方便，唯有真權真實，

名「佛權實」。34

二諦有二種，一者「理外二諦」，二者「理內二諦」。若「真諦非佛性」即

是理外之二諦、「真諦即是佛性」即是理內之二諦也。…二明理內二諦亦

有二種，一不即之二諦，二相即之二諦。一不即之二諦是無量二諦也….

二相即之二諦，無作之二諦也。…..若三藏教詮於理外不即之二諦，若通

教詮於理外相即之二諦；別教詮於理內不即之二諦，圓教詮於理內相即之

二諦也。35

無作者，迷中輕故，從理得名。以迷理故，菩提是煩惱，名集諦；涅槃是

                                                 
33 「幻有無為俗，不有不無為真者，有無二，故為俗；中道不有不無，不二為真。… …」 

「圓入別二諦者，俗與別同，真諦則異。別人謂不空，但理而已。欲顯此理，須緣修方便，

故言一切法趣不空。圓人聞不空理，即知具一切佛法，無有缺減，故言一切趣不空也。 
圓教二諦者，直說不思議二諦也。真即是俗，俗即是真。如如意珠，珠以譬真，用以譬俗。

即珠是用，即用是珠。不二而二，分真俗耳。」（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03 上。） 
34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12 下~713 上。 
35 《維摩經玄疏》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535 上~中；《四教義》大正藏第四十六冊，頁 728 上~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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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名苦諦。以能解故，煩惱即菩提，名道諦；生死即涅槃，名滅諦。

即事而中，無思無念，無誰造作，故名無作。36

所謂的理內二諦，是指真諦即佛性，也就是佛性與真理為一的中道佛性，天台特

別以理內相即的無作二諦來表達佛性，所謂的無作之意即指無須任何造作，中道

佛性任運地起現，當體全是具足諸法。換言之，中道佛性所表現出的無作，即《法

華經》所言的「一色一香無非中道實相」之謂，同時智顗明確地掌握了真俗不二

的中道實相義，迷時生死即涅槃，悟時涅槃即生死，不一不異的相即實相義。由

此，可以推斷出智者以真俗不二的中道實相義來表達佛性。 

另外，智顗以權實二智無二無別來說明一切法無非中道實相，權智即實智，

實智即權智。在此，智顗將表真空理的般若空性和表妙有的佛性說予以統合統

整，並進而使般若空性和妙有的佛性義涵，同時透觀出真空面向和妙有面向的雙

重意義，使之圓會融鎔的表現出真空不異妙有，妙有不異真空；真空即妙有，妙

有即真空的圓融義。 

因為，真俗不二，權智即實智相入的關係，智顗便施設出整體不可分割的詮

釋模式，來統攝真空義與妙有義。透過此一詮釋模式，智顗在闡述不思議二諦圓

融思想時，中道實相與佛性，因此可以相互的融通，靈活的運用。站在本然的真

實諦理而言，原就是無二無別的，就如智顗在《法華玄義》卷三上所表示： 

如來非苦非集，非滅非道，非諦，是實；虛空非苦非諦，是實。非苦者，

非虛妄生死；非諦者，非二乘涅槃。是實者，即是實相中道佛性也。37

智顗的佛性思想，透過無作四諦所觀證的實相境界，也就是說智顗將佛性的義涵

拉到了中道實相的位階，而與之相契相合，達到中道實相與佛性齊稱並舉，無二

                                                 
36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01 中。 
37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1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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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別。 

二、以三諦圓融釋中道佛性義 

智顗認為佛性、如來藏、涅槃均為中道實相之異名，而實相之所以有諸多異

名，乃針對不同根器眾生，施以不同教法之所致38。因此，欲了解智顗之中道佛

性義，必然要先了知其中道實相之義涵，而智顗中道實相之具體義涵則為三諦圓

融的思想。換言之，其以三諦圓融來說明中道實相義。 

以三諦圓融來闡明中道實相、中道佛性義，乃因圓融三諦為諸法之究竟實

相，一切諸法不論如何發展，不外圓融三諦之理、中道佛性之理，既在諸法之中，

因而不離三諦圓融而說。 

所謂的三諦圓融是指空、假、中三者不相捨離，也就是空、假、中三者當體

相即義。三諦圓融的展現必須透過二方面來闡述。其一是由對其它教相的簡別中

獲得，其貳是由對三諦之內容詮釋中了解。 

（一）由教相之簡別明白三諦圓融所釋之中道佛性義 

智顗分別從外道之實，藏、通、別、圓之實的究竟與否作為分判標準，同時

藉此凸顯究竟實相理即三諦圓融之理。 

首先，談及外道行者所認知的實相： 

                                                 
38 「實相之體，秖是一法，佛說種種名；亦名妙有、真善妙色、實際、畢竟空、如如、涅槃、

虛空佛性、如來藏、中實理心、非有非無中道、第一義諦、微妙寂滅等。無量異名，悉是實相

之別號，實相亦是諸名之異號耳。」（《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82 中下。） 
「實相一法，何故名義紛然？隨彼根機，種種差別，赴欲赴宜，赴治赴悟。…為亦空亦有根

性說虛空佛性、如來藏、中實理心。…說異故名異，功別故義異，悟理不殊，體終是一。」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83 下-78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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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提桓因種種勝論，即其義也，蓋十善意耳，…又大梵天王說出欲論，即

是修定出欲淤泥，亦是愛論攝耳，…。39

引文中言外道行者易執著世間法為實有，而這些外道實相，其實是虛妄戲

論，因此就緣起空之教理來對治此類執虛妄戲論為實有之行者。 

至於聲聞緣覺二乘行者為主的三藏教，以為有苦可斷，有涅槃可得，故其雖

言中道然實相之裡。如： 

聲聞法中亦云離有離無，名聖中道。大集云：拘隣如沙門，最初獲得真實

之知見。然小乘不運大悲，不濟眾生，功德力薄，不求作佛，不深窮實相，

則智慧劣弱，雖云：離有離無名聖中道，乃以斷常二見為二邊，真諦為中

道，真無漏慧名為見，證涅槃法名為知，雖斷見思，除滅分段，而住草庵，

非究竟理，對前生死有邊，即是涅槃無邊，二俱可破可壞，非真實道，故

不名實相也。40

此中便言三藏聲聞法所謂的中道，並非真實道，因此不名為實相，由於二乘

行者不運大悲，僅以真諦為中道，以空為執實，不求作佛，不深窮實相，所以非

真實道，非實相理。 

另有就接引二乘人入圓滿教理為主的通教，通教之實相，屬於共實相之智、

之理。共實相之智，猶如螢火，非真正的實相之理，因為其闡述之理，得至空寂

為限，未能深求不空之實相，《法華玄義》中還以螢火之智來描述其相對於利根

菩薩如日光之智。如： 

就偏簡者，諸大乘經。共二乘人帶方便說者，名字既同，義須分別，如《摩

                                                 
39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80 中。 
40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80 下-78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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訶衍》中云：三乘之人同以無言說道，斷煩惱；《中論》云：諸法實相，

三人共得者，二乘之人，雖共稟無言說道，自求出苦，無大悲心，得空則

止，鈍根菩薩亦爾。利根菩薩大悲為物，深求實相。共實相者，智如螢火，

是故非實。不共實相，智如日光，是故為實。41

引文中所言通教行者因無大悲心，未能深求實相，故其智如螢光忽明忽滅，

相較於菩薩而言是寂而未照，如《法華玄義》言： 

《大經》云：第一義空，名為智慧，二乘但空，空無智慧。菩薩得不但空，

即中道慧，此慧寂而常照。二乘但得其寂，不得寂照，故非實相，菩薩得

寂，又得寂照，即是實相。42

引文中說明了二乘人和大乘菩薩的差別在於寂而止或寂而常照的不同，二乘

人得寂而止，得但空無智慧，大乘菩薩得不但空，其智慧是寂而常照的，因而唯

寂而常照之大乘菩薩不著於空者方得實相之理，故說通教之實相仍僅屬共實相之

理，非究竟實相不但空之理。 

其次，別教之行者相較於通教之行者能了解不但空之實相理，然其所證知的

實相理是相似之實，而非究竟之實。如其言： 

但法有麁妙，若隔歷三諦，麁法也。圓融三諦，妙法也。43

若別教四諦明四悉檀約於中道，此意則深，而猶是歷別。別相未融教道是

權，此則非妙。44

                                                 
41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81 上。 
42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81 上。 
43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682 上。 
44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69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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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不空者，復有多種：(一)見不空次第斷結，從淺至深，此乃相似之實，

非正實也。（二）見不空具一切法，初阿字門，則解一切義，即中、即假、

即空，不一不異，無三無一。二乘但一即，別教但二即，圓具三即，三即

真實相也。45

別教之行者雖能見不空，然其所見之不空僅二即，也就是僅即空與不空，尚

未能圓具三即（空、假、中），易而言之，別教行者之所證為「但中」之理，為

歷隔差別不融之「中」，故非究竟實相。換言之，「真正能代表「實相」之義的，

是「不但空」本身，任一法本身即具一切法，無須經由次第斷結，才有所謂的『不

但空』形成法與法之間之相融。」46

那麼，真正能說明究竟實相之理者為何呢？智顗在簡別藏、通、別三教之理

後，道出了唯有能夠即空即假即中之行者方能究竟實相之義涵。如其言： 

《釋論》云：何等是實相？謂菩薩入於一相，知無量相，知無量相又入一

相。二乘但入一相，不能知無量相。別教雖入一相，又入無量相，不能更

入一相。利根菩薩即空，故入一相，即假故知無量相，即中故更入一相。

如此菩薩深求智度大海，一心即三，是真實相體也。47

二乘行者「但一即」－即空；別教行者「但二即」－即假、即空，唯有圓教

行者「圓具三即」－即空即假即中，才是真實相與否的判攝標準。 

同時智顗還以入一相、知無量相、又入一相說明圓教行者所證之空、假、中

是「三而一、一而三」的關係。而別教行者雖能入一相，又入無量相，不能更入

一相，所以尚非真實相體。 

                                                 
45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81 上。 
46 參陳師英善《天台緣起中道實相論》，頁 75。 
47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8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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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諦圓融義 

三諦是指空諦、假諦和中諦。三諦圓融是天台佛性思想中非常重要且獨具特

色的義理。我們可以說三諦圓融是中道實相的具體展現，也是佛性思想基本原

理。下文首先討論三諦名稱，次論三諦內容。 

1、三諦之名 

所謂的三諦，是就前二諦之外，再加上中道而成。智顗自己說此空、假、中

三諦之名是依《菩薩瓔珞本業經》及《仁王般若波羅蜜經》二經。如文云： 

明三諦者，眾經備有其義，而名出《纓珞》、《仁王》。謂有諦、無諦、中

道第一義諦，今經亦有其義，〈壽量〉云：非如非異即中道，如即真，異

即俗。48

不過智顗雖依《仁王》、《瓔珞》二經釐定出空、假、中三諦名稱，但其對三

諦所賦予之義涵則不盡相同。其中《仁王經》所說的三諦名為「空諦、色諦、心

諦」或「世諦三昧、真諦三昧、第一義諦三昧」不但義涵不同，名字也有所出入。

49而《瓔絡經》的三諦說僅為次第隔別，也和智顗三諦圓融義不同。故我們可以

推斷三諦圓融義理為智顗之獨具創見。50

                                                 
48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04 下。 
49 《仁王經》大正藏第八冊，頁 829 中、833 中。 
50 《仁王般若波羅蜜經》中的「三諦」說，分別見於〈二諦品〉與〈受持品〉、〈二諦品〉云：「一

切法觀門，非一非二，乃有無量一切法，亦非有相，非非無相，若菩薩見眾生見一見二，即不

見不見二，一二者第一義諦也。大王，若有若無者，即世諦也。以三諦攝一切法，空諦、色諦、

心諦故，我說一切法，不出三諦。」經文中引提三諦之名，並未說明三諦如何導出，其義為何。

又《菩薩瓔珞本業經》則對三諦三觀有較詳細的說明。其〈佛母品〉云：「爾時敬首菩薩白佛言：

佛及菩薩二，初照智從何而生寂照，寂照之義復二何？二諦法性為一為二，為有為無，第一義

諦，復當云何？佛言：佛子，所謂有諦、無諦、中道第一義諦，是一切諸佛菩薩智母，乃至一

切法，亦是佛菩薩智母。」（大正藏第八冊，頁 1019 中）在〈因果品〉釋般若波羅蜜之三緣段

中則云：「慧有三緣：一、照有諦，二、無諦，三、中道第義諦。」由此可知《瓔珞經》經三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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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融三諦的思想遍佈於智顗的著作中，首先看其對三諦之解釋：《法華文句》

卷二上有言： 

空觀聞於真諦，假觀聞於俗諦，中觀普聞中道第一義諦。51

又卷三下則云： 

若迷此境，即有六界相性，名為世諦；若解此境，即有二乘相性，名為真

諦；達此非迷非解，即有菩薩佛界性相，中道第一義諦。52

又《維摩經玄疏》云： 

有諦者，如世人心所見理，名為有諦，亦名俗諦。無諦者，出世人心所見

理，名為無諦，亦名「真諦」。中道第一義諦者：諸佛菩薩之所見理，名

中道第一義諦，亦名一實諦。故《大涅槃經》云：凡夫者有，二乘者無，

諸佛、菩薩不有不無。53

其中所謂的空諦，是對治世俗眾生執著世間色質為實有，對於諸法緣起性空

之理不了解，而產生妄想顛倒，於此，便須以空觀對治，令其能放下對俗務的執

持，了悟真空之理。了悟了空性之理，則具二乘（聲聞緣覺）性相。所謂的假諦

乃指菩薩在證得空性後，為化渡眾生還須修習由空入假觀，對於內眾生的迷惘顛

倒，分別予以應機對治。故於空中立一切法，稱為假諦。另中觀，又稱中道第一

義諦。即能圓觀諸法本來不離空、有二邊，也不落入空有二邊。且圓證三者非孤

                                                                                                                                            
視為般若之所緣境。強調三諦的重要性。又同經之〈賢聖學觀品〉則提出了三觀之名。其文云：

「以自在慧化一切眾生，所謂中道第一義諦，般若處中而達觀一切法而無二，其觀慧轉入聖地，

故名相似第一義諦觀，而非真中道第一義諦觀。其正觀者：初地已上，有三觀心入一切地。三

觀者：從假入空名二諦觀，從空入假名平等觀，是二觀方便道。因是二空觀，得入中道第一義

諦觀。」（大正藏第八冊，頁 1014 中）可知《瓔珞經》中雖言空、假、中三諦，但三謞諦間是

次第隔別的，無法相即相融，故與智者大師言之圓融三諦～即空、即假、即中之不思議境不同。 
51 《法華文句》大正藏第三十四冊，頁 22 下。 
52 

《法華文句》大正藏第三十四冊，頁 43 下。 
53 《維摩經玄疏》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54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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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而是互融的境地。若能証知一諦即三諦、三諦即一諦，法法皆實相，即成圓融

三諦義。 

另智顗於《四教義》中更明白說明三觀之名。 

所言有諦者，…故言有諦，亦名俗諦，亦名世諦。如《涅槃經》云：如世

間人心所見者，名為世諦。 

二、無諦者，…故言無諦，亦名真諦，亦名第一義諦。故《涅槃經》云：

如出世人心所見，故名為第一義諦。 

三、中道第一義諦者…，故言中道第一義諦，亦名一實諦也。亦名虛空、

佛性、法界、如如、如來藏也。故《涅槃經》云：凡夫者著有；二乘者著

無，菩薩之法不有不無。54

由引文中可知，空諦亦可稱作真諦、無諦、第一義諦等名。另中道第一義諦

則可稱為中諦、中道、一實諦、第一義諦、虛空、佛性、法界、如如、如來藏等

名。其中一佛乘之義理，即同等於實相義，中道第一義諦等。又法界可作諸法實

相解，虛空、如來藏、如如、佛性等均同具含藏萬法之意。智顗以「不可思議」

來說明一心具足空、假、中，三諦圓融的境地如文云： 

若法性無明合有一切法，陰、界、入等，即是俗諦；一切界入是一法界，

即是真諦；非一非一切，即是中道第一義諦。如是遍歷一切法，無非不思

議三諦。55

                                                 
54 《四教義》大正藏第四十六冊，頁 727 下。 
55 

《摩訶止觀》大正藏第四十六冊，頁 5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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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三諦者，非但中道具足佛法，真俗亦然。三諦圓融，一三三一。56

可知，所謂的圓融三諦，即是能證知無明法性本非二物，乃當體相即，是無

實質不變之體，都是緣起畢竟空、無自性的，只因緣起和合而有。因此一切法都

是趣空、趣假、趣中且能與實相當體相即不二。換言之，一切法都是佛法，故名

不可思議三諦。 

2、三諦之義 

（1）假諦 

所謂的假諦，亦名俗諦、世諦。意指凡人所見之理。57因世俗之人執著所見

為實有，因而起妄想顛倒，沈浮於輪迴生死煩惱業苦之中。世俗（指三界內）眾

生不知緣起無自性之理，以假為真，執虛妄為真實，故稱為世俗之諦。如文云： 

所言有諦者，二十五有（指三界內眾生）世間眾生妄情所見，名之為有。

如彼情見，悉實不虛，名之為諦。故言有諦，亦名俗諦，亦名世諦。如《涅

槃經》云：如世人心所見者，名為世諦。58

若欲對治此世俗顛倒之見，則須修習「從假入空觀」。而此所謂之俗諦，並

非本文之假諦。 

另假諦有更深一層涵義，即「菩薩之所見」。是行者證空出三界後，修習「從

空入假觀所證得之境諦，能證此境地者即稱菩薩。菩薩能由空入假，知諸法無實

但有假名，因行大乘慈悲行故不止於證空，還能出假化物，針對眾生的不同根器、

                                                 
56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05 上。 
57 見《維摩經玄疏》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556 上。 
58 

《四教義》大正藏第四十六冊，頁 72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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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施設不同的法門，化導眾生，令其能遣著除執。而此從空入假之「假」亦

是假諦義。天台三諦圓融所用的「假諦」即指從空入假之「假」，即指菩薩之境

地。如《摩訶止觀》釋「方便隨緣止」時言： 

方便隨緣止者，若三乘同以無言說道，斷煩惱入真，真則不異，但言煩惱

與習有盡不盡。若二乘體真不須方便止，菩薩入假正應行用，知空非空，

故言方便。分別藥病，故言隨緣。心安俗諦，故名為止。經言，動止心常

一，遺得證此境也。59

（2）空諦 

空諦又稱為真諦、無諦等名。是指行者能覺知世間所見為緣起無自性，故不

可執以為實有而證得出三界涅槃解脫之境地。此超脫生死輪迴，出三界所證之理

即是空諦，空無所有相故稱為「無諦」，又此境地相較於世俗妄想顛倒之俗諦則

稱為真諦。《維摩經玄疏》有云，「真諦即是二乘所見之理。」60此理不執持世俗

虛妄能證知緣起空理，故有空諦之稱。如文云： 

二諦者，三乘出世之人所見真空。無名無相，故名為無；審實不虛，名之

為諦。故言無諦，亦名真諦，亦名第一義諦。故《涅槃經》云：如出世人

心所見，故名為第一義諦。61

又二乘所修習的止觀法為「體真止」，也就是所謂的「由假入空觀」。能習體

真止，則能證得空性、真諦。如文云： 

一、體真者，諸法從緣生，因緣空無主，息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知因

                                                 
59 《摩訶止觀》大正藏第四十六冊，頁 24 上。 
60 《維摩經玄疏》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556 上。 
61 

《四教義》大正藏第四十六冊，頁 72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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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假合幻化性虛，故名為體。攀緣妄想得空即息，空即是真，故言體真止。

62

又《釋禪波羅蜜》言： 

第三明修體真止者，以正智慧，體一切陰入界、三毒、九十八使及十二因

緣等三界果，諸法悉皆空寂。如《大品經》中說：即色是空，非色滅空，

色性自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離色無空，離空無色，受、想、行、識

等一切諸法亦皆如是。63

總而言之，若能證知一切諸法悉從因緣生，無有自性，令心不取著，顛倒妄

念息止之境諦即為空諦。 

（3）中道第一義諦 

中道第一義諦，又稱為中諦，或一實諦。其與前述的空諦、假諦各有所偏的

次第觀相比較，此諦可說是最完整也最全面的。因前述之空諦，雖能破除對世間

一切事物的執著證入解脫三界輪迴有餘涅槃，但其因執於空，不能出空入假，缺

少大悲化度眾生的心，形成「但空」。必須再修習「由空入假」之「平等觀」。又

菩薩雖能出假化物，但仍未能圓觀空假。直至證知中道第一義諦方能雙照空假、

雙遮空假不偏二邊。如文云： 

觀心釋者，從假入空觀，即偏破生死；從空入假觀，即偏破涅槃；中道正

觀，無復前後，云云。64

                                                 
62 

《摩訶止觀》大正藏第四十六冊，頁 24 上。 
63 

《釋禪波羅蜜》大正藏第四十六冊，頁 492 下。 
64 

《法華文句》大正藏第三十四冊，頁 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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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心者，空觀是般若，假觀是解脫，中觀是法身。65

…作法華中，大、多、勝也。…觀心者，空觀為大，假觀為多，中觀為勝。

又直就中觀心性廣博，猶如虛空故名大。雙照二邊入寂滅海，故名勝。隻

照二諦多所含容，一心一切心故名多也。66

又《四教義》中對中道第義諦作解釋有言： 

三、中道第一義諦者，遮二邊故，說名「中道」。言遮二邊者，遮凡夫愛

見有邊，遮二乘所見無名無相空邊。遮俗諦、真諦之二邊。遮世諦、第一

義諦之二邊，遮如此等之二邊，名為不二。不二之理，名之為中。此理虛

通無壅，名之為道。最上無過，故稱第一。深有所以，目之為義。諸佛菩

薩之所證見，審實不虛，謂之為諦。故言中道第一義諦，亦名一實諦也。

亦名虛空、佛性、法界、如如、如來藏也。故《涅槃經》云：凡夫者著有；

二乘者著無；菩薩之法不有不無。即是三諦之理不同之義。67

由此，我們可知所謂的中道第一義諦，即同等於虛空實諦、佛性、法界、如

如、如來藏等名。其中如如、法界有諸法實相義。佛性，如來藏則是就因性而言，

指眾生皆有成佛之性。且眾生佛性與如來之性，其性本不二。 

因諸法實相本是不偏空有任一邊的中道。所以行者若證得此中道義，即是證

得實相義。故《維摩經玄疏》云：「中道第一義諦即是法性實相」。68若能證知中

道實相則能了證佛性、法性，究竟佛果。 

3、 圓融三諦 

                                                 
65 

《法華文句》大正藏第三十四冊，頁 7 中。 
66 

《法華文句》大正藏第三十四冊，頁 6 中下。 
67 

《四教義》大正藏第四十六冊，頁 727 下。 
68 《維麼經玄疏》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55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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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顗在說明三諦境時，將其分為五種三諦。其中唯有圓教之圓融三諦能於一

念心即具三諦三千法即空即假即中，能一切法趣空假中是趣不過，而所成空假中

三諦為不思議的圓融三諦，可作佛性義涵。如文云： 

明三諦者，…謂有諦、無諦、中道第一義諦。今經亦有其義，〈壽量〉云：

非如非異即中道，如即真，異即俗。…卻前兩種二諦（指藏二諦與通二諦）

以不明中道故。就五種二諦，得論中道，即有五道三諦。 

約「別入通」，點非有漏非無漏，三諦義成。有漏是俗，無漏是真，非有

漏非無漏是中。當教論中，但異空而已，中無功用，不備諸法。 

「圓入通」三諦者，三諦不異前，點非漏非無漏具一切法，與前中異也。 

「別三諦」者，開彼俗為兩諦，對真為中，中理而已。 

「圓入別」三諦者，二諦不異前，點中道具足佛法也。 

圓三諦者，非但中道具足佛法，真俗亦然。三諦圓融，一三三一。如《止

觀》中說云云。69

其中二種行者雖能從析法、體法的方式證入空性，但僅以離斷，常二邊作中之義。

換言之，其是以空為中，非中道佛性之中，故不得算是知三諦。唯有別、圓二教

行者能明從空出假之假諦及中道實相之中諦是為具足真實三諦。又三藏菩薩和通

教菩薩雖亦知空能出假化他，但三藏菩薩未證中，通教菩薩不明中道，終歸入空，

均只是片面性、短暫性的利益眾生，故仍不算是證知中道。而別教行者，雖證知

空、假、中三諦，但對三諦中的每一諦都是次第修、次第證。而不能從一諦看到

其它二諦。只有圓教能妙理頓說，能夠如實體証萬法均為緣起無自性，均為假名

                                                 
69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04 下至 70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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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設，不能執持為實有、實體，達到三諦圓融無礙，即三而一，即一而三不相妨

礙法法均為實相的境地。如《摩訶止觀》卷一下有言： 

若謂即空即假即中者，雖三而一，雖一而三，不相妨礙。三種皆空者，言

思道斷故。三種皆假者，但有名字故。三種皆中者，即是實相故。但以空

為名，即具假中。悟空即悟假中，餘亦如是。70

智顗以即空即假即中三諦圓融來說明實相義，其目的就在於對治眾生的種種

執著，說明法法皆是緣起無自性之理。而所謂的實相，並非要離萬事萬物另一獨

立存有的，而是在法法當下即能顯示。若就空觀的角度而言，無一法一事不是緣

起無自性的，畢竟空的，且就連空觀、假觀、中觀本身也是無自性的。若就假觀

的角度而言，沒有一法不是因緣和合假名施設的，連實相、空、假、中均為假名

施設而來。若就中觀的角度而言法法都是緣起如實存在的，與實相不相違背的。

因此不論是空、假、中都是當體相即的。故說即三而一；即一而三。能夠明白三

諦圓融義，即是明白實相義。故以圓融三諦作為佛性之義理。 

第三節  因地佛性和果地佛性之間的關係 

一、佛性即是佛種即是中道實相 

智顗在論及眾生和佛之間的關係時，藉由了《法華經》佛種觀念說明眾生與

佛均為從緣而現，且又以中道無性說明佛種緣起的道理： 

佛種從緣起者，中道無性，即是佛種，迷此理者，由無明為緣，則有眾生

起；解此理者，由教行為緣，則有正覺起。…又無性者，即正因佛性也，

佛種從緣起者，即是緣了，以緣資了，正種得起。一起一切起，如此三性，

                                                 
70 《摩訶止觀》大正藏第四十六冊，頁 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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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一乘也。71

由引文中可知，佛和眾生的差別在於是否了悟佛種緣起的中道無性理。而中道無

性理即同於三因佛性之正因佛性，此正因佛性乃眾生與佛無異者。又以佛種緣起

為「緣因佛性」和「了因佛性」，智顗在此便以三因佛性說明中道無性和佛種緣

起的關係是彼此不相捨離的，故其言「以緣資了，正種得起」。換言之，中道無

性之正因佛性，本身藉由緣因佛性和了因佛性才得現起，就因佛種從緣起，所以

佛性無自性，故以中道無性來解釋佛性，佛性與佛種乃同義異名，一而二，二而

一。且眾生與佛之間的關係以覺與不覺作分判標準。換言之，智顗在看待眾生佛

性時亦以佛的視角向眾生回溯，也就是說眾生與佛無異，佛因與佛果就種的角度

而言乃相互類通： 

第二如來能知，…約四法者，謂種、相、體、性。種者，三道是三德種，

《淨名》云：一切煩惱之儔為如來種，此明由煩惱道，即有般若也。又云：

五無間皆生解脫相，此由不善即有善法解脫也。一切眾生即涅槃相，不可

復滅，此即生死為法身也。此就相對論種。 

若就類論種，一切低頭舉手悉是解脫種；一切世智三乘解心，即般若種；

夫有心者，皆當作佛，即法身種。諸種差別如來能知；一切種秖是一種，

即是無差別，如來亦能知；差別即無差別，無差別即差別，如來亦能知。…72

就日本學者的考證73，「佛種」與「佛性」之語義原來是同一概念，只是以

不同的名詞來表達而已。換言之，佛性等同於佛種，三因佛性等同於三因佛種。

佛種是眾生本來潛藏的普遍存在；而佛性是經開顯而顯現者。佛種和佛性的關係

                                                 
71 《法華文句》大正藏第三十四冊，頁 57 下。 
72 《法華文句》大正藏第三十四冊，頁 94 中-下。 
73 見日比宣俊〈佛種の下種と佛性－三因佛性にっいこの一考〉，《印度学仏教学研究》第 36 卷

1 期，頁 36-37，1987.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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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說是因地佛性和果地佛性間的關係。 

另外，再根據大野榮人〈智顗の佛性思想〉一文74之主張，《法華文句》乃立

足於「一闡提」乃含識眾生，有覺性可成佛，眾生有覺性之自覺實踐，而修證佛

果說三因佛性，智顗並沒有明確將佛性和佛區別，三因佛性從總而言，即是中道

實相理，即是佛性一語。此觀點在《法華文句》中可以得到相關的印證，佛種從

緣起者，即是緣了，然眾生迷惑於中道實相之理。若能通達「中道實相」真理者，

由教行為緣，則能正覺起。欲起佛種須以緣資了，正種得起，就可以顯了佛性無

自性。佛種和中道性之間的關係，可以說是因地和果地之間關係。 

又其以不同經典的著重點不同，說明各經典於三因佛性之類屬： 

斷世間佛種者，《淨名》以煩惱為如來種，此取境界性也。《大品》以一切

種智學般若，此取了因性為佛種，《涅槃》用心性理不斷，此取正因性為

佛種；今經（指《法華經》）明小善成佛，此取緣因為佛種。若不信小善

成佛，即斷世間佛種也。75

智顗認為各經典是由不同角度來論述佛種的，《維摩詰經》的如來種，是就

煩惱取境界性為佛種；《般若經》之學般若是就了因性作為佛種；《大般涅槃經》

之佛性理不斷，是就理取正因佛性為佛種；又《法華經》的小善成佛，是就小善

取緣因為佛性。就此可知智顗主張佛性即是佛種，即是中道實相。 

而因地佛性和果地佛性若理上而論，均統攝於中道實相理之下，故二者無

異，所不同者，在於眾生能否覺識此理。 

智顗認為佛和眾生的佛性關係是相對論種，一切眾生即涅槃相，佛性之發顯

                                                 
74 大野榮人〈智顗の佛性思想〉，《佛教學セミナー》，頁 33-47，大谷大學佛教學會，1972.05.30。 
75 《法華文句》大正藏第三十四冊，頁 7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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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佛；而佛性尚在潛藏狀態者為眾生。在《觀音玄義》中，智顗也提到因果佛

性的差異，非理上的不同，而是顯發與否的差異： 

今正明圓教二種莊嚴之因，佛具二種莊嚴之果，原此因果根本即是性德緣

了也，此之性德本自有之非適今也。76

智顗由如來藏和法身來說明佛性在眾生身上隱而未顯，並非沒有，故以如來

藏稱名之；然佛性在佛之境全然展現，故以法身稱名之。也就是說因果佛性於理

無異，均為性德本自有之，只不過從潛在或顯了而分因與果。 

二、由三軌類通三因與三德得知因果佛性乃當體相即 

在前文敘述中，我們已得知智顗以三軌可以類通三因佛性來詮釋三因佛性之

間的關係與義涵。而智顗除了以三軌來說明三因佛性之外，亦以三軌類通三德來

說明果地佛性義。同時我們可以由智顗以三軌類通三因與三德來歸納出其以為因

地佛性和果地佛性於理無異，乃修行階段始終之異耳。 

《大經》三德共成大涅槃，此經三軌共成大乘。彼明法身德，此云實相，…

彼處明般若德，此經明其智慧門難解難入，…彼經明解脫德，此經明數數

示現，現生現滅，隨所調伏眾生之處，自既無累，令他解脫，乃至收取萬

善事中功德，悉得證果，豈非解脫？二經義合。…77

另外，在《法華玄義》中，智顗也有特別說到三軌之間乃不一不異，其可一

一對照到三德之理： 

明圓教三法者，以真性軌為乘體，不偽名真，不改名性，即正因常住。諸

                                                 
76 《觀音玄義》大正藏第三十四冊，頁 880 中。 
77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45 下-74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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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所師謂此法也。一切眾生亦悉一乘。…觀照者，秖點真性寂而常照，便

是觀照，即是第一義空。資成者，秖點真性法界，含藏諸行無量眾具，即

如來藏。三法不一異。…真性軌得顯名為法身，得顯名為般若，資成得顯

名為解脫。78

圓教三法以真性軌為乘體，為正因、第一義空，即諸法實相一實諦。是眾生

本具無可限量的潛在覺性，即法身德。而觀照軌是藉無量眾行開顯，即般若德。

資成軌是修行之助緣成佛時則轉為解脫德。故其以為真性法界含藏諸行無量眾

具，即如來藏。換言之，三軌遍攝了一切佛法，包括三因與三德。而三軌成乘所

欲彰顯者便為佛性理、諸法實相理。 

故而推之，因地佛性（三因）和果地佛性（三德）均為中道實相之表現方式

之一。二者於理上可類通三軌，故而不異不別。 

另外，我們可以再由智顗於《法華玄義》中言三軌會通十如是得知因地佛性

和果地佛性只是中道實相的不同樣貌展現： 

今若決了諸乘，即是如來藏，藏名佛性。從人天善乃至別乘，皆不動本法

即是於妙。當知三句攝一切法，無非佛性。…即絕待妙也。…乃取凡地一

念之心，具十法界十種相性為三法之始。何者？十種相性秖是三軌。79

總之，智顗以三軌類通諸法，包括了因地佛性、果地佛性，均是三軌的不同

表現方式。而佛性、如來藏亦可以三軌統攝之。換言之，三軌既類通圓融三諦理，

同時亦能照顯諸法實相，用三軌相應於實相理，足可說明三因佛性相即於中道實

相理。 

                                                 
78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42 上。 
79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4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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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佛性 三軌 三德 

正因 真性軌 法身 

緣因 觀照軌 般若 

了因 資成軌 解脫 

第四節  智顗佛性思想之特色 

一、佛性異名施設所呈顯的相即相融義 

智顗對於佛性的掌握是以「實相之相無相不相，不相無相名為實相」的原則

來加以闡述說明的，同時呈顯出真空與妙有的相即相融義，並且進一步的會通許

多表徵佛性的名相義涵。換言之，佛性的特質，在智者看來是超越一切名相的。 

智顗將以名、義、體三種義涵為論理的基調，進而列為四門範疇加以論證，

來證成佛性既是超越一切名相，但又融攝於種種名義相異的名言施設之中。 

首先，智顗在《法華玄義》中以「名義體同」、「名義體異」、「名義同而體異」

及「名義異而體同」等四種論證模式，來說明各種表徵佛性名言教相，彼此間所

呈現出和佛性相關涉的名實同異關係。同時，也可以藉此說明佛性何以有那麼多

的名稱。如文云：  

（一）名、義體同：初句者，妙有為名，真善妙色為義。實際為體。次以

畢竟空為名，如如為義。涅槃為體。次以虛空佛性為名，如來藏為

義，中實理心為體，次以非有非無中道為名，第一義諦為義，微妙

寂滅為體。如是等名字，所以理趣雖殊而同用一門，意無有別，故

言名、義體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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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義、體、異：如妙有是名，畢竟空是義，如來藏為體。又中道

是名，妙有為義，空為體。又空是名，如來藏為義，中道是體。又

如來藏為名，中道為義，妙有為體。如是等四門更互不同，三種皆

別，故言名義體異也。 

（三）名義同而體異：如妙有為名，妙色為義，畢竟空為體，是則二同一

別，故言名義同而體異，又空為名，如如為義，妙有為體，此亦二

同一別，餘兩門亦如是，故言名義同而體異也。 

（四）名義異而體同：如妙有等名名不同，真善色等義義有異，而同歸一

體，更無二趣，故言名義異而體同，三門亦如是。80

智顗認為前三句皆不相融，原因在於前三類的詮釋內涵易落在名言概念本身

有限性的義理來表現佛性，也就是易落於將佛性的義涵設定在某一表徵佛性的名

言概念上，如此則對於其餘的名言教相必有不相融攝之處。 

如果表現「佛性」的教相名義共有三類義涵，即妙有面、真空面與非空非有

面，而將表現佛性的方式，框限在此三類的義涵來詮釋的話，必然沒有辦法達到

「無相不相」、「不相無相」的相即相融特質。因此，可以推斷只有第四類「名義

異而體同」的詮釋方式，才能夠圓滿地契應中道佛性的特質與內涵。 

何以如此呢？主要是智者認為「名義異而體同」，展現出「體有眾義，功用

甚多，四門隨緣，種種異稱，以體融故圓應眾名，法體既同，異名異義而不諍」

的內涵。也就是說第四類的「名義異而體同」能確切的詮釋出所有表達佛性義涵

的種種異名，並說明了這些異名的不同風貌之呈現，都是為了展現出「佛性」所

蘊涵的功能。也就是說，佛性既是圓融周遍的，自然而然的，同時可以運用不同

                                                 
80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82 中~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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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言概念來表徵實相，不會有所隔閡。 

如同《法華玄義》第八卷所言： 

實相之體，秖是一法，佛說種種名，亦名妙有、真善妙色、實際、畢竟空、

如如、涅槃、虛空、佛性、如來藏、中實理心、非有非無中道第一義諦、

微妙寂滅等。無量異名悉是實相之別號，實相亦是諸名之異號耳。81

由引文中，我們可以知道佛性的別名包括有妙有、真善妙色、實際、畢竟空、

如如、涅槃、虛空、佛性、如來藏、中實理心、非有非無中道第一義諦等名稱，

而這些名稱所指涉的涵義並無不同，都是指佛性的內涵中道實相。因此，我們可

以得知智者認為《大般涅槃經》中所談到的佛性具種種異名，都是為了顯示亦有

亦無、非有非無不同角度下佛性的種種表徵功能。若我們仔細查看智顗所舉例的

這些佛性同義詞，可以了解其實較偏向於佛性的果位角度，具不可思議境的角度

來說明的。 

又從中道佛性的異名及不可思議境特質，可以窺見智者欲以真空妙有兩面向

來詮解佛性的義理內涵。進而推展延伸其義，便將表徵真空理的般若空性和表徵

妙有面向的佛性說，予以統合統整，並進而使般若空性和妙有佛性義涵，同時透

觀出真空面向和妙有面向的雙重意義，並使之圓會鎔融的表現出真空不異妙有，

妙有不異真空；真空即是妙有，妙有即是真空的圓融義。 

其次，又因為佛性具有真空妙有相即相入的關係，所以智顗便施設出整體不

可分割的詮釋模式，來統攝真空義和妙有義，也就是說智者認為每一種異名的建

構立名，皆圓具著即空即假即中三諦圓融的內涵。 

                                                 
81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82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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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妙有、真善妙色、畢竟空、如如、涅槃、虛空、如來藏、中實理心、中

道、第一義諦等表徵實相的名言概念，都在智顗所詮釋的「無相不相」、「不相無

相」、「不可破壞真實得名」的命題創設下融攝無礙，且皆轉變成呈顯實相的功能

的多重面向，正由於「其體既圓」且名義無隔，所以都可以成為表徵中道佛性的

正體。 

二、對佛性的詮釋由傳統的無明法性二分轉化為當體相即的佛性

觀 

談到佛性就不免令人聯想到「清淨心」與「主體心性」的課題，智顗透過觀

一心即一切法具足，巧妙地處理了佛性和法界理體之間關聯性的問題。如其在《摩

訶止觀》圓觀六妙門中所言： 

夫圓觀者，豈得如上所說，但觀心源具足六妙門，觀餘諸法不得爾乎！今

行者觀一心，見一切心及一切法；觀一法，見一切法及一切心…..非但於

一心中，分別一切十方法界，凡聖色心諸法數量，亦能於一微塵中，通達

一切十方世界，諸佛凡聖色心數量法門，是即略說圓觀法門。82

從智顗的圓觀六妙門中，可以了知其乃是肯定心與法（外境）的平等對應關

係，又得知其認為主體心的體證和客觀一切法存在的了知，在解脫實踐上，具有

同樣的價值。 

又其在談六即中的「理即」內容時，由一念心的三種即空、即假、即中觀照

作用統攝三智及三諦。此時，主體心的解脫意義和智慧、法性一齊呈現。83

                                                 
82 《六妙法門》大正藏第四十六冊，頁 554 上、中。 
83 「理即者，一念心即如來藏理，如故即空，藏故即假，理故即中，三智一心中，具不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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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智顗還運用了觀行的境界「上定」來詮釋佛性的義涵。其認為「能觀

心性，名為上定」，以般若空無自性的立場來說明「心性本寂」，如其言： 

一切諸法本來空寂，尚無有福，況復罪耶！但眾生不善思惟，妄執有為而

起無明及與愛恚，從此三毒，廣作無量無邊一切重罪，皆從一念不了心生。

若欲除滅，但當反觀如此心者，從何處起。若在過去，過去已滅，已滅之

法則無所有，無所有法，不名為心。若在未來，未來未至，未至之法，即

是不有，不有之法，亦無此心。若在現在，現在之中，剎那不住，無住相

中，心不可得…..復次，一切萬法，悉屬於心，心性尚空，何況萬法！又

如《普賢觀經》中說觀心無心，法不住法，我心自空，罪福無主，一切諸

法，皆悉如是！84

觀心引證者，….大（涅槃）經云：「能觀心性，名為上定。上定者，第一

義定，證心是體。85

《涅槃》云：一切眾生所具足三定，上定者，謂佛性也。能觀心性，名為

上定。86

觀心者，中道正觀不漏落空假二邊，二邊煩惱滅也。能觀心性，名為上定。

87

從引文中，我們可以得之，觀照禪定必須依般若智慧，而且心識本身並非真實存

在的，但在實際止觀的過程中，智者肯定心識活動具有的作用，不因其本性空寂

而忽略，例如其在說明觀無生在懺悔時，智顗謂過去、現在、未來的心體均不可

                                                                                                                                            
三諦一諦，非三非一，一色一香，一切法，一切心，亦復如是，名為理即。」（《摩訶止觀》

大正藏第四十六冊，頁 10 中。） 
84 《釋禪波羅蜜次第法門》大正藏第四十六冊，頁 486 上中。 
85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685 下。 
86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685 下~6969 上。 
87 《法華文句》大正藏第三十四冊，頁 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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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但心在過去、現在、未來所發生的作用，則一一予以肯定。88

可知，智顗對三世之心的作用，不可以只從般若性空的立場來了解，必須從

「雖空亦不斷，相續亦不常」的双重角度來理解。因此，智者以上定來詮釋佛性，

主要是站在觀行的境界來說的，行者觀行的最高境界，就是「上定」，進入「上

定」的修行境界，自能不落入空假二邊的任一邊執著，進入中道正觀的境界，觀

照心性，同時也就能了證佛果佛境。因此，將觀行上定的境界稱作為佛性。 

由此，我們可以得知，佛性在智顗看來已經不僅僅局限在眾生根性或本質的

範圍中討論，而是更進一步的提昇到行者觀行圓滿所呈現的境界義涵。智者並不

特別強調觀照佛性的本質為何，反而是藉由觀照心的種種具體經驗活動，明白心

識之法無形質可稽，進而了知心的非形色、無處所、無有定實、心性本寂，而進

入一相平等的佛性境界。89

佛性既然已經成為不可思議境界的層面，自然就不會落入染與淨；虛妄與真

常二邊相待的限定範疇中，也就不會以一般經驗意義的虛幻心、真心、阿賴耶識

等思議境的思惟概念作為說明佛性的依據。因此，行者在觀行實踐中認知到心的

活動現象就是觀照的對象。心的全體觀照作用就是法性世界的全貌。因此不主張

建立一個絕對的真心或妄心，作為一切萬法的根本，而是以心念動向本身來觀

察，每一個剎那的心識活動都具有解脫的、實踐上的意義，因此作為法界理體的

佛性，境界之產生關鍵在於一念心是否能作最完整、正確的理解和實踐，而不是

向外追逐一個具實質性、實體性的根據或觀念取代、抑制自己心念。 

作為境界義涵的佛性，在智顗看來，既要不落入真、妄二邊，更要積極圓融

                                                 
88 《釋摩訶般若波羅蜜經覺意三昧》 (卷 1)：「當知三世之心，雖無定實，亦可得知，故偈云：

諸佛之所說，雖空亦不斷，相續亦不常，罪福亦不失。」（大正藏第四十六冊，頁 623 中。） 
89 「問曰：何謂為相？答曰：攬而可別名為相，心識之法既無形質，若不約此四運（未念、欲

念、念、念已）之念分別，則難可了知，若不可了知，則不可觀察。故須先以四相分別，若觀

分明，了達此相非相，即入一相平等。」（大正藏第四十六冊，頁 62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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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圓會一切法，不但消解且超越法法的歷隔不相融，或者是對立矛盾。因此，佛

性的內涵在智顗的開展與創設之下，佛性之義涵不僅僅是囿於主觀的心性體悟的

詮釋向度，而更加轉化成為「中道實相遍一切法」。 

以是之故，佛性既可詮解為對心性主體的智性開發與潛能之引導，及心性的

提昇；另一方面佛性也可以超越主體性的藩離，及跨越因與果，本有與始有等義

理表詮之框限，進而轉化擴大為法界的體性範疇等加以開展與之結合，乃至泯除

主客的分別對待，而達到境智合一、主客双泯、心物一如的境界。 

如同其在《法華玄義》卷九下所述： 

正因佛性非因非果，而言是因非果，名佛性；是果非因，名大涅槃。又佛

性非當非本，而言本自有之，一切眾生即涅槃相，不可復滅。又言：一切

眾生悉有佛性而實未有三十二相，未來當得金剛之身。以其非當，是故言

本；以其非本，是故言當。90

透過智顗的觀修圓證思想（如三諦圓融、一心三觀、一念三千），佛性和心

便可以相互的融通，靈活的運用。且佛性又可以和中道實相融通，無二無別，如

其言： 

《大經》云：如來非苦非集非滅非道非諦是實，虛空非苦非諦是實。非苦

者非虛妄生死，非諦者非二乘涅槃。是實者，即是實相中道佛性也。91

智顗將佛性的義涵，與中道實相相契相合，使佛性義進階擴展為法界體境界

義，且透過其獨特的「教觀」思想實踐，對傳統佛性觀作了一番反省及嶄新的詮

釋，跳脫實質義涵的指稱與染、淨的對待範疇。 

                                                 
90 《法華玄義》卷九下，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94 下。 
91 《法華玄義》卷三下，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1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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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顗對「如來藏」的嶄新詮釋 

談到佛性，不能避免的令人聯想到與佛性常一起出現的名相「如來藏」。如

來藏一詞，在傳統經論裡所指為「如來寶藏」，是眾生與佛無異，本自有之的寶

藏，常以譬喻來說明，只是因為眾生受無明蒙蔽，不自覺自己擁有這珍貴的「自

家寶藏」罷了。 

以是之故，「如來藏」一詞常常和「佛性本有」的觀念相提並論，同時「如

來藏」的性質常常和「自性清淨心」畫上等號。 

不過在智顗獨特的教觀理論詮釋模式下，如來藏已並非傳統經論所言的「如

來藏自性清淨心」，而是指「心具有無盡法」而言的，也就是說智顗以圓教心的

不思議解脫所呈現法界理體的境界為角度來說明的： 

若約識為唯識，論者破外向內，今觀明白十法界法皆是一識。識空十法界

空，識假十法界假，識中十法界亦中。專以內心破一切法。若外觀十法界

即見內心，當知若色若識皆是唯識。若色若識皆是唯色，今雖說色心兩名，

其實只一念。無明法性十法界即是不可思議一心，具一切因緣所生法。一

句名為一念無明法性心，若廣說四句成一偈，即因緣所生心，即空即假即

中。92

又言： 

理即者，一念心即如來藏理。93

由引文中可知，如來藏理即是三諦圓融的中道實相理。且此如來藏理可由心

                                                 
92 《四念處》大正藏第四十六冊，頁 578 下。 
93 《摩訶止觀》大正藏第四十六冊，頁 1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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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不思議解脫中證得。 

在此，如來藏理即同於法界理體、因緣生法、三諦圓融之中道實相理。也就

是說如來藏不再僅劃歸於眾生成佛之所依的因地佛性理，其亦為不可思議境之實

相理。 

又智顗在其著作中將如來藏作為和「佛性」同義者： 

佛性多所含受，故名如來藏。94

若觀如來藏心地法門，即是觀如來眼耳鼻舌身，豁然真發得見佛性。95

智顗在《釋摩訶般若波羅蜜經覺意三昧》中的論述： 

菩薩住是十心，名鐵輪位，名曰外凡，是人具煩惱能知如來祕密之藏，得

相似中道智慧。住自性禪，善修如是十種心，故心得開發豁然意解，見如

來藏悟一切法獲無生忍。96

在此，如來藏表示具有無盡的作用，或與佛性實相的觀念相通，指不可思議

一心。 

無明法性十法界即是不可思議一心具一切，「因緣所生法」一句名為一念

無明法性心。若廣說四句成一偈，即因緣所生心，即空即假即中…..觀此

只一心不可思議，十界恒現前，入心地法門，故能不起寂滅，現身八會。

只是一句，一句有無量，無量中只一句，是為不思議。97

                                                 
94 《法華玄義》大正藏第三十三冊，頁 783 中。 
95 《四念處》大正藏第四十六冊，頁 577 中。 
96 《釋摩訶般若波羅蜜經覺意三昧》大正藏第四十六冊，頁 627 上。 
97 《四念處》大正藏第四十六冊，頁 578 下~57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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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如來藏即為一心不可思議理，也就是具足十法界的無量理。 

總而言之，如來藏一詞在智顗看來其義涵之所以可以同等於佛性，乃是站在

圓教一念心，具不可思議境界的中道實相的角度而說的具有具足的義涵，所強調

的是不可思議理而非作為萬法的根本或心性本淨義。足以見得智顗對如來藏一詞

的詮釋具有嶄新的開創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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