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眾生正因說－僧亮佛性思想 

在《大般涅槃經集解》中我們發現除了寶亮法師自身的著作之外，還收錄了

上章所論述的「竺道生」對涅槃經的註解，以及本章所欲討論的僧亮法師大量的

註解文字1。然而，對僧亮法師的史料以及近人的研究，幾乎可以說是付之闕如。

筆者僅能在高僧傳中爬梳其微乎其微的文獻記載來介紹其生平事蹟。 

據高僧傳所載，僧亮法師的籍貫、姓氏、宗族都是史傳所不可考的，其年代

推定約和竺道生同期（400-468）2。我們所能知者，乃其在年輕時便能以戒行聞

名鄉里，並且因其戒行深嚴而流傳出其具獨特威儀，能進入無人敢進的伍子胥廟

中借銅器鑄佛像，而不受蠻人與毒蛇的侵擾的神奇事蹟，如文云： 

釋僧亮…欲造丈六金像，用銅不少…聞湘州界銅溪伍子胥廟多有銅器，而

廟甚威嚴無人敢近，亮聞而造焉，告刺史張邵借健人百頭大船十艘，邵曰：

廟既靈驗犯者必斃，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亮曰：若果福德與檀越共，

如其有咎躬自當之…三日三夜行至廟所，亮與手力一時俱進，未至廟屋二

十許步，有兩銅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遮行路，亮乃正儀執錫，

咒願數十言，蛇忽然而隱，俄見一人秉竹笏而出，云聞法師道業非凡營福

事重，今特相隨喜，於是令人輦取。廟銅既多十不取一，而舫已滿。3  

由高僧傳的敘述，我們不難得知，僧亮法師在戒行的持守威德上的確有相當

                                                 
1 現存的《大般涅槃經集解》為南朝涅槃諸師的注解總集，綜觀全書內容不難發現，當時涅槃諸

師注解經文的方式，並非逐字逐句的闡明經文意，而是將經品細分科目，再截斷經文分解經文

大意。則涅槃諸師，分科注經之法也依個人喜好而有所不同。而《集解》的編者乃按照其分釋

科目的方法，分配原注者的科段和注釋，置於一段或一句經文之下。日本學者菅野博史更利用

《集解》分科而注釋的經文，依序配以數字，統計道生等涅槃諸師注解的多寡，並發現本章探

討的對象僧亮法師注解的份量最多，共有二一三０條（參菅野博史《大般涅槃經集解の基礎研

究》，東洋文化第六十六號昭和六十一年二月） 
2 參布施岳浩《涅槃宗の研究（後篇）》（東京．國書刊行會，1973）頁 232-234。 
3 《續高僧傳》大正藏第五十冊，頁 41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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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現量工夫，故能不畏艱難地進入戒備森嚴且危險重重的廟所之中。又其因持戒

清淨所現的廣大清淨心與攝受力，能在遇到巨蛇時一心不亂地持頌經咒化解危

難，同時能攝受原本地護廟具攻擊性的蠻人，足見其戒行威儀的深厚與證量之恢

宏。歷代學者（如吉藏、均正、元曉等）在討論南北朝涅槃諸師的佛性思想分類

時，都未論及僧亮法師佛性思想的屬性分類4。僅有現代學者湯用彤在其《漢魏

兩晉南北朝佛教史》一書中將僧亮法師學說系統不歸於竺道生思想體系的脈絡中

提及。如文云： 

涅槃大經來自北京。道生昌明其學，然宋初以後，南方涅槃固多出於道生，

而直接來自北方者仍不少。（一）其屬於道生系統者有寶林、法寶、道猷、

道慈、僧瑾…（二）其曾學於北方不屬王公者有慧靜、法瑤、曇斌、慧亮

[東阿靜之弟子，集解引有僧亮之說，或即慧亮]、僧鏡、超進…寶亮、法

雲…。5

 雖然歷年來對僧亮佛性思想未加以重視，但其對《大般涅槃經》的註解條

文卻是《集解》中篇幅最多的。以此之故，筆者認為僧亮法師的佛性思想定有其

可觀之處，不容小覷。 

僧亮法師的佛性義涵基本上亦涵括了因地義和果地義，其中在因地義部份，

以真我、萬善、種性、法理等作其內涵，而果地佛性則以第一義空、涅槃、無學

之境、法身金剛身、一乘為論述內容，下文將一一說明討論。 

 

                                                 
4 唐．均正《大乘四論玄義》將佛性義涵分為本三家和末十家，吉藏《大乘玄論》將佛性義涵分

類為正因佛性十一家，又元曉《涅槃宗要》分佛性說有六家，共包括有道生法師、曇無讖、瑶

法師、白馬寺愛法師、靈根寺慧令僧正、靈味寶亮、梁武帝、中寺法安、光宅寺法雲、河西道

朗法師、定林寺僧柔、開藏寺智藏、地論師、攝論師等均未將僧亮的學說列入分類之中。 
5 見湯用彤《漢魏二晉南北朝佛教史》第十七章〈南方涅槃佛性諸說〉頁 67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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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僧亮法師的佛性界義 

綜觀僧亮法師的註解，我們不難發現，僧亮如同大部份的涅槃師對佛性的詮

釋方式，將佛性分類為因地佛性和果地佛性的模式，且強調因地佛性和佛果佛性

是不可相混的，否則易造成因中說果的誤謬。如文云： 

…義有多塗，大而言之，不離涅槃因果佛性。今明性，名雖同，因果相異，

識之則不違，如師子吼問是也；不識則違，後迦葉問是也。6 

上說因果，皆名佛性，若不說識其異，則因果俱昧，昧則生疑。7  

「佛言：善男子！如汝所問(至)然諸眾生悉未具足。」案：僧亮曰：夫一

豪知見，皆是佛理。未足者，名因性；具足者，名果性。性名雖同，具、

不具異也。8

僧亮很清楚地區分「因」、「果」佛性的不同，因地佛性是以「種類相生」、「未足」

為義；而果地佛性主要的特性則是以「具足」為義。換言之，果性是已經具足的

佛性體，而因性是本身尚未具足的佛體性的因，二者「性名雖同，因果相異」，

所以必須嚴加分別。 

由引文可以得知，僧亮將佛性分為因地佛性和果地佛性二類，並且說明二者

決不能相混，如果相混就會不明經義而產生昧疑。又因地佛性不能和果地佛性相

混，就猶如薪材是不能同等於火的意思一樣，其以為薪材是火形成的原因，沒有

薪材就沒有火，故薪和火是不能混淆的，也不能說薪材就同等於火，因此因地佛

性不能同等於果地佛性，如文云： 

                                                 
6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2 上。 
7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2 上。 
8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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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謂因能作果，今說因有故果出，因不作異也，以薪不作火，故無有作者。

9

又僧亮認為要正確的理解佛性，首先便是要如實明白因果佛性，能如實了知明白

者，就如同獲得佛陀眉間白色珍珠一般難得與殊勝，如文云： 

明佛性雖有，於見者成解，不見者成惑。不可言有，故便責現用也，如彼

眉珠，顯則嚴身，隱則成病，不可以珠在身故，常責其好…珠譬解也，佛

說因果之性，聞者受解，解圓可責，如在眉間也。10

行者尚若不明白因地佛性和果地佛性的差別，就容易誤解以為眾生不須要修

行，當下即是佛，與佛無異，而產生我慢邪見，甚至謬誤的佛性觀。 

為防此弊，僧亮以果地佛性及因地佛性來區分佛與眾生之差別，佛已具足稱

此為果地佛性，眾生雖有佛性，但未足具佛理，稱此為因地佛性。此反映出在僧

亮所處之時代，已出現將因果佛性混淆之情形。所以，僧亮特別將其加以區分之。 

在果地佛性的論述上，僧亮乃以中道第一義空11、涅槃無學之境、法身金剛

身、一乘為論述內容。而在因地佛性的論述上，僧亮法師則以真我如來藏、種性、

眾生厭苦求樂、十二因緣作為論述內容。 

在說明僧亮的佛性界義內容之前，本文將先探討其對佛性二字的界義。如文

云： 

如來，身心之總號；性，是悟解之別名… 六度是如道，乘如道來，故名

                                                 
9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70 中。 
10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51 中。 
11 若細究之，僧亮的第一義空，其實是兼因果佛性的，如其在對《大般涅槃經》文「佛性者，

名第一義空。」註解時言：「佛智之境，是因性也。…佛照之智，是果性也。」（大正藏第三十

七冊，頁 544 上。）不過在敘述分類方便上，暫將第一義空視作果地佛性來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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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來。…無情之物者：無情，無悟解之性，非性也。12  

性有二義：一謂種類相生。二謂守分不改。13  

證萬善是性，離善無性也。14  

答第一初果從理成，必得不失，則稱性也。不從理成，或得或失，非性也。…

佛果無惑，從性有故。15  

性是定因。因力則強，強故不須修道相助也。16  

鏡以表像，譬圓教也。面有雙目，以譬二慧。性在文中，顯現了了，如有

眼之人照鏡中之像也。17  

若有性者，性不可壞。18  

由僧亮對如來的解釋，我們可以知道其對「佛」的解釋為「色身和心靈的總合名

稱」，行者若依六波羅蜜修行，就是行如來道，又行如來道之故而稱名「如來」。 

至於佛性之「性」呢，則是悟解的別稱。換言之，能具悟解能力，依六波蜜

修行方式，臻至圓滿的境地的內涵，就可以稱之為佛性。而佛性的全然展現就如

同眾生照鏡反射出來之像，是不造作如如的自然樣貌。由此我們也可以推知僧亮

法師所界義的佛性，是眾生依六波羅蜜修行後呈現的本來面目，故其言「性在文

中，顯現了了」。 

                                                 
12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98 中。 
13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5 下。 
14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57 中。 
15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57 中。 
16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68 下。 
17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52 下。 
18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7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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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依引文中推知，僧亮所認知的佛性之「性」義，還有「法理」、「萬善」、

「種類相生」義。換言之，我們可以推論佛性是以法理、萬善為內涵的本來種生

義，又同時具有守分不改、不可壞的特質，佛之所以成佛，就是以法理、萬善為

根據，得而不失，守分不改所呈現的本然樣貌，如同鏡中之像，如實反照一般。 

由僧亮以「種類相生」、「鏡中之像的如實呈現」來解釋「佛性」之「性」詮

釋方式中，不難得知其用意在肯定眾生本來具足佛性，同時又以「得而不失」、「守

分不改」說明性的特質，可以得知其認為佛性並不會隨外在因緣的更易而消失改

易，只要藉著六波羅蜜的修行，就可以如實呈現本然如如的樣貌。 

一、因地佛性界義 

下文將討論眾生位，也就是因位的佛性體與佛性。由於因位的體性，尚藏於

隱處而未顯，故其體性和果位有別，必須再辨識因位佛性體與佛性，方能掌握僧

亮佛性的整體思想內涵。僧亮論究佛性因位體性的方式仍然是屬於「隨文衍義」

的方式，其理論乃片斷地散漫在各品各卷中，尚未鋪陳架設其佛性論理結構。因

此，筆者將從各卷品中爬梳其相關的論點，同時歸結出其對佛性因位之界義與定

位。 

（一）以真我界義因地佛性 

僧亮法師在解釋因地的佛性時，直接以「我」、「真我」來界義佛性，同時說

明眾生皆有真常之我，只是目前尚未顯現罷了，假以時日必然能自歸未來身中三

寶。 

已說我者，即是佛性，自身有之，便應自歸身中三寶。必得常樂，成善業

 128



之義也。19

我則本來清淨，不為苦縛，不應為樂，而修諸善，而求解脫。若謂不從因

緣者，畜生亦應得。20

佛性即是我，那麼何謂我呢？僧亮解釋道，所謂的真我，有不受苦縛的自在

之意，是情識眾生的總稱。作為佛性義的我，具有本來清淨無師自悟、無有非法

的境界，而且自在義的我具有清淨、如實的特質，是與生死惑倒無常無我的我相

反。因此，我們可以說，真我乃情識眾生如實法性的展現，具常有真實義，同時

也是眾生本來所具的如如法性，失去真我而成惑倒，是流轉生死的原因。如文云： 

我者，情靈之總號也。眾生壽者，常用之別名。名有十六，而義言三世，

總去來今，假名為一故，即我身是也。21

自在者，是我義。無師自悟者，是覺義。無有非法，是法義。眾法和合，

是僧義。22

以失真我，而成惑倒，倒致生死之苦也。23

除了說明眾生本來所具如如法性之外，也強調真我是不同於小乘行者所見，

小乘行者所強調的無我觀，偏無常、無我之寂滅，不能明白眾生其實與佛無異，

則易產生無果無實的斷滅空，既是無實無我，就無法依持，無所歸依，此非佛陀

究竟之義，而是佛陀權方便的教法，若堅持無我思想，則無法明白佛性如如真實

的面貌，當然也無法到達究竟佛果。故其言法有不空，亦有常我，不如所見一切

                                                 
19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55 上。 
20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608 上。 
21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77 上。 
22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56 上。 
23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5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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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也。 

有我是實，而無我非果是聲聞之憂。況無我無實，無我是果理，是可欣也。

24

菩薩既去，圓教亦隱，小乘以無我為化，偏教失中，譬謗也；違化得罪，

譬收也；必經斷事，譬至王所也。可以示我者，初果已斷，示相之我，是

其所了，今責求形色自在之相也。25

以比丘執定我為問，故答無定我也。比丘三問，皆是執著，一問名，二問

實，三問緣。是以如來，遮其實計，故云無我、我所也。26

法有不空，亦有常我，不如所見，一切苦也。27

所謂的「我」，乃是立基在初果以上來說，佛為破三界眾生之我執，特別強

調無我。而於初果上則顯示佛性之我，此之真我不同三界所謂之我。 

又僧亮特別論述眾生本具的真實法性之我，實著眼於外道和小乘行者以邪

我、無常我為佛性，並以此起誤謬爭執之故，說明眾生未來當有真我佛性，且此

自在我身乃具常而不變的性用，清淨不空的特質，並非小乘聲聞及外道所說的無

常及邪我。 

以邪我為真，不覺失真我也。28

若未來真我，觀三界無我者，可以歸也。若不能知未來之我，而觀無我，

                                                 
24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63 下。 
25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63 中。 
26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77 中。 
27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52 中。 
28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5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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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所歸耶？29

以上是僧亮所論述真我佛性的內涵。此外，僧亮還據此發揮真我佛性和善業

之間的關係，其言眾生若無真我佛性自歸，就無法得常樂、成善業、修諸善，反

會受苦所縛。 

如是便可推知眾生皆有真我佛性並同時興起妙用，若善業善行相繼不斷，將

可成熟佛果。 

又同時眾生的真如佛性和眾生生死之間具有相依持的作用，如其言： 

我者，有真有俗。俗故說有，真故說無也。說俗為斷，說真為常。而或者

聞俗有故，謂真亦有；聞真無故，謂俗亦無，起諍論也。30

偏執佛性定有者為俗諦斷見，偏執佛性定無者為說真常見，二者均非佛性真

義。 

在僧亮的佛性論述中，我們發現其將作為佛性義的我、真我和外道二乘之邪

我，以及世諦之假有作一對比，最終的目的在說明真我即為佛性我，是真俗相互

涵攝的。 

其中，所謂的我、真我是依佛的視角向眾生回溯而言的，所以引文中常會出

現「未來真我」、「應自歸身中三寶」之語，也就是說僧亮以「真我」來說明眾生

皆有佛性，皆得證成佛果，只不過目前尚未證得。 

而特別以我、真我來對比二乘之執著於空的「無我」，以及外道執著於大梵

天神我思想的「邪我」，不論是執著於無我，還是以為有一梵天之宇宙創造之神

                                                 
29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56 下。 
30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7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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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非佛性之真我義。 

真正的佛性我、真我必須站在覺悟者向眾回溯的角度來說，明白「眾生與佛

無異」的道理，同時了解佛性可依世俗諦而方便說有，依勝義諦而說無，二者不

相防礙之圓融性，以無有執著，真俗相攝自在無礙而說佛性我有「自在」之意。 

（二）以如來藏界義因地佛性 

僧亮在說明了我、真我是眾生本具的因地佛性外，還用如來藏來說明佛性是

眾生本有珍貴的寶藏。如其言： 

夫如來藏，我及佛性，體一而義異也。具八自在，為我義。乘如實道，名

為如來；以不改故，謂佛性也。悉有者，常樂我淨，是佛性也。本由行也，

有心求得。故因果不斷，互得相有，因亦有果，果亦有因，故言一切眾生

悉有也。31

如來藏、我、佛性三者是本質上相同而名義略有差異。從八自在的角度來看，佛

性就是自在我，具有如如不造作的義涵；從如實、實在不虛的角度來看，佛性可

稱名為如來；從體性常而不改的角度來看，稱名為佛性；又從眾生未來當有佛果

佛性的角度來看，佛性具有常、樂、我、淨的特質。那麼佛性為何稱作如來藏呢？

除了上述，如實不虛、不造作的角度稱名如來之外，藏其實還具有含藏義、無寶

不備之義。如其言： 

如是我義，從本已來…即釋藏義也。32

得金藏者，必能富人。若見佛性，則成佛也。33

                                                 
31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48 上。 
32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4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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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亮以如來藏界義佛性的用意，不外乎在強調二點，其一是佛性是極為珍貴

的，如同寶藏一般；其二是說明佛性乃眾生所本來具有的，只不過暫時隱藏不見

罷了，如同窮人不知自己具有珍寶一般，有朝一日發現自己含藏著無量寶藏時就

能成為富人。同理可證，眾生若經由修行歷程最後見得自身佛性的當下，即是成

佛之時，如其言：「得金藏者，必能富人；若見佛性，則成佛也。」 

又何以佛性可以稱為寶藏呢？僧亮法師有進一步的說明： 

一切法謂經法也；能濟窮乏，謂之寶；無寶不備，名藏也。此經說佛性果，

能出生死，名寶。說果則無法不常；說因則無法非性，名藏也。自大海以

下譬藏，猛風以下譬寶也。34

其認為之所以稱寶藏乃著眼於佛性果力能夠超越生死的限制，是不落入生死

二邊的，由於佛性是如來及眾生本來故有的，並非生死妄念所造成的，故其能超

脫生死束縛，能夠不在生死當中輪轉。另外，僧亮又根據無法不常，無法非性來

標舉佛性含藏一切法，具有普遍含攝無一處不在的特質。 

（三）以萬善界義佛性 

除了以真我、如來藏界義佛性的義涵外，僧亮法師還以「善」來界義因地佛

性，同時說明善是成就長壽、金剛二果的動力原因 

答：云何作善業？大仙今當說，以廣長壽、金剛二果之因也。上略明因故，

以慈悲護法為本，今廣明因故。35

                                                                                                                                            
33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48 下。 
34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603 中。 
35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4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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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於大部份涅槃師以為緣因佛性作闡釋36，僧亮法師認為萬善乃同等於種性義

的正因佛性 

佛性是善，若現有佛性，則非闡提。明正因是種子性義，不以為緣因性也。

37

萬善是性，離善則無性。38  

眾生在明白己身具佛性的同時，自身的善業也於同時間成就。僧亮法師特以善來

說明正因佛性其用意不外乎在表明一切眾生都具備善業善根無一例外，反駁一闡

提斷善根永不成佛的論點。僧亮法師主張眾生包括一闡提皆具善業佛性，只不過

是或顯或隱的差別，若主張闡提無佛的論者，則是屬於偏執之見，非究竟也。 

第五生善分，從塞求通也。偏執者，不能分別，能斷善根；不執者，則能

分別，還生善根。下說佛性不定，事須分別，即是生善之義也。39

以善業來釋義佛性，推論出對佛性的解用，如其言：  

聞說佛性，發生微解，善業義也。40

過去已滅無，故不可斷。未來未至，故不待言也。斷三世因名斷者。以現

在一念善心為因，能生後善。今以邪見障此善心，不得生故，名斷三世因

也。41

眾生因皆有佛性故會興起善念善行，善念善行的相繼不斷、相互薰發，就可以滅

                                                 
36 參竺道生、寶亮之佛性界義部份。 
37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74 上。 
38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54 下。 
39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84 上。 
40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49 下。 
41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8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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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邪見邪知，自可成就佛果。且前一念善心會引發後念善心善行的產生。 

（四）以種性界義佛性 

除此之外，僧亮還以種子、種性來界義佛性，主要在說明眾生具有成佛的根

據與成就佛果的潛在能力，而且僧亮還特別強調，用種子性來釋佛性是在眾生的

正因佛性，也就是眾生成就佛果佛性最直接有力的依據，故其言： 

…明正因是種子性義，不以為緣因性也。42

僧亮說明了其特以種性、種子義來解釋佛性的原因，除了上述有潛在能力之

外，還有具備種性相生的特質，以種性為正因，不會隨著六道種種業報身而消失

或毀壞。又眾生經由修行則具顯出佛性的能力。著眼於眾生當得如來平等之果的

角度而言，說種性義是因中說果。換言之，眾生經過緣因之行於將來得果時，一

切眾生與佛皆是同一法性的極果。 

上說因為種子，是謂種性相生也；今說種子為性，是因中說果，所以為異

耳。
43

性有二義：一謂種類相生；二謂守分不改。今言種子者，通說因性。亦通

是種矣。44

又從具修習能力、潛力的角度來論種子可界義佛性，如其言： 

                                                 
42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74 上。 
43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7 中。 
44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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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慧佛菩薩母，有能修習名種子也。45

此中言諸佛菩薩依真慧修習而成就，眾生能依此真慧而修，亦能如同佛菩薩一樣

成就，故稱此為種子。 

明白地表示了眾生皆有與佛同果的潛能，如同種子一般，站在眾生皆可被開

發，皆平等同具佛性正因的角度，歷經能除障、能照了佛性的道行後，則任一眾

生的佛性皆能顯見無餘而說種性即佛性。 

（五）以法理界義佛性 

僧亮認為佛是根據法性法理而成就的，所以說法理是成佛的根據。換言之，

要是離開了法理就沒有佛可成就了，故其以法性界義佛性的內涵。那麼什麼是法

性法理呢？僧亮認為法理就是「因真果實之謂也」。換言之，所謂的法性，乃就

「真理無偽」的面向上來說，從因至果都是真實不顛倒的性理作依據，不因外在

因緣而有所改變和損壞者，即可稱之為「佛」。 

佛從性起，性理不變，因實果真，所以不壞。
46

圖示如下： 

佛   
  

↑來自
果：佛 

佛性  
  因：眾生 

另外，法理真實不變之義不僅僅是相信的程度而已，更重要的是行者須以深

                                                 
45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68 上。 
46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5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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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的智慧理解法性法理方可以稱得上淨信，而只有到達淨信程度者方能夠稱得上

是善，也才能夠斷除修行過程中的疑惑。 

執者之信，不從解生，雖信即不信也。何者？信無我之心，必不信世諦之

我。故信即不信，謂非善也。不能壞諸疑網者，以淨信斷疑，而信不從理，

不成淨信，不能斷疑也。47

何以僧亮特別採去「法性」、「法理」作為佛性的因地釋義呢？除了上述所言

法性理體乃佛之所以成佛的根據外，還有一項主要的論據法性理體的內容涵括了

一切法的存在樣態，具有佛陀成就之際所現之所有功德證量。 

佛性有常無常，事須分別，不可執常為問也。七事者，具八自在、四樂四

淨、無漏見法性，皆名真實。無學法門，皆得少見也。48  

法性理體的內容，即常樂我淨之德、無漏清淨心、真實無學之境的開展，更重要

的是，法性理體是不偏常或無常中道第一義空的法理依據，因此能夠完然實踐法

性法理之行者自是少見也，同時達到佛無漏學的境界。 

二、果地佛性的界義 

在果地佛性的論述上，僧亮法師主要是採佛所證之理、佛所證之境作為論述

的視角，故下文將分以中道第一義空、金剛法身、無學之境作為果地佛性之說明。 

（一）以中道第一義空釋佛果佛性 

對僧亮而言，第一義空可為果地佛性，亦可為因地佛性，如其釋《大般涅槃

                                                 
47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83 中。 
48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8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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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佛性者，名第一義空」時言：「佛智之境，是因性也。…佛照境之智，是

果性也」49。本文為論述之方便，將其置於果地佛性來論述。 

僧亮認為中道第一義空是佛果圓滿的呈現，故其言： 

師子吼，能令眠者覺悟也；佛說中道，能悟偏執之眠也。50  

菩提果性，非因所作，所以名第一義也。51

凡夫不見，所以令受苦也。而見有深淺，苦滅不同。不見佛性者，中道是

佛性，二乘偏見，不見中道也。52  

謂說有無，皆是世諦差別者也…凡夫不見常，不見無常也。53  

若如中道而見，則見佛性；若乖中道，則不見，非無是理也。54

佛和眾生的差別在於佛能開顯本自具足。非因所作的佛性而成就佛果，而此中道

佛性於二乘、凡夫而言是不見或偏見，所以未能圓顯。因為佛說中道能令行者覺

悟，並且去其偏執，故是佛果佛性，且行者若能如實領悟中道之義，就能了見佛

性。 

那麼何謂中道呢？僧亮師解釋道：作為佛果佛性的中道義，是不偏執於有或

偏執於空的任何一方，因為不偏執於有無，故能「破病」，能破除病患之昧者稱

之為中。而中道之義，是雙照雙遮有無二邊的；相較以往小乘行者，僅說空之理

的方式，像冬夏季節寒冷酷暑僅顯現一方。而中道之理是如春秋氣候一般，具舒

                                                 
49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4 上。 
50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62 上。 
51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8 中。 
52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9 中。 
53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4 上。 
54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5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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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中和的氛圍的，能雙顯苦空與樂有。而且是具佛果和佛境界的行者方能證得的

境界。 

冬夏寒暑，偏也，明也。昔說苦空，如彼之偏；今既二理雙顯，故取表於

中，和也。55  

辨有無相續中道也：虛空於人，不可見有常，不可見定有也；佛性亦不可

見有非常，不可見不定有，有不同空，是有中道也。菟角於人，是無定無

也；佛性於人，是無不定無，是無中道也。非有非無者，非虛空之有，非

無非菟角之無。亦有者，是當有也；亦無者，是現無也。56

第一義空，唯佛乃見。今該取菩薩者，以後身少見佛性，方之九地，名見

中道者也…道偏則不能破病；不偏者，則能破病。以破病故，名之為中也，

以是義故中道之法名為佛性。57

一切法皆是中道，不應偏執也。58

此中道之理，不偏不離二邊的特質，是唯佛方能證悟之理，又稱為第一義空，

故其言： 

第一義空，名為中道…此二總涅槃生死，不偏境智，皆名中道也。59

由引文中可知，所謂的第一義，是指終極究竟之義，是菩提果性而非因性，

故說是第一也。又第一義空的第一義，所指為涅槃，涵括真俗二邊，具常樂我淨

的特質，因為是唯佛方能證悟之理是終極的，故稱第一。又第一義有不離有無、

                                                 
55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384 中。 
56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88 中。 
57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6 中。 
58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58 上。 
59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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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偏有無任何一邊的智慧證境。其能破除小乘行者偏談無常的執著以及凡夫對三

界常的執著，如此究竟的證悟之理就稱為第一義理、中道，其境界則為超越真俗

二諦的「涅槃」。 

至於第一義空的「空」的義涵為何呢？僧亮認為所謂的「空」是指涅槃境界

具常樂我淨的特質，而沒有「二十五有」的障礙執著，立足於沒有「二十五有」

的遮障、沒有顛倒、沒有生死真俗的無性無常偏執而說是「空」： 

諸羅漢知佛是常，今欲請佛發明常教也。此經第一義空者，常樂我淨，無

二十五有，故名空也。60  

今說涅槃，無一切有，故名為空，希有常樂萬德，如虛空中有堂閣也。61

第一義者是涅槃，涅槃真俗皆實，總名第一義也。空者是生死，生死是俗

皆虛，總名為空也。…釋境第一義也，涅槃以智為主，除顛倒故。…重釋

第一義也，涅槃真亦無性，俗則常住，故名不空也。…重釋空也，生死真

則無性，俗則無常，故名空也。62

由僧亮法注解中，我們可以得知第一義空之境即是涅槃，之所以在第一義為

涅槃之外又說第一義空，是爲特別強調空是生死、空是俗諦，而涅槃境是無二十

五有。 

又從覺悟者的境界來說，涅槃真俗皆實，同時以智為主能除顛倒，故為第一

義。列表如下： 

 

                                                 
60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386 中。 
61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388 中。 
62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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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 俗 

生死 無性 無常 

涅槃 無性 常 

此外，僧亮也說明了佛陀何以於涅槃經特別講說中道第一義空之理來說明佛

陀的境界，如其言： 

廣上分別答也，以偏執生諍，終斷善根。分別中道，去其偏執，此皆答不

得定說之義也。63

眾生煩惱偏發，如來應之，亦有偏教斷其偏惑，令會中道。若聞偏說，謂

佛性變異也。64

三界內的凡夫執著三界之常，而出三界的羅漢，雖證悟空理，卻執著所證之

斷滅空，因此造成各自的偏惑與執著，甚至產生空有二邊的諍執。為了除其諍執，

破除其對常、斷二邊的執著，因此佛陀開示《大般涅槃經》的道理，宣說常樂我

淨的中道第一義空之理，令行者明白一切法無非中道的道理，同時對治其偏見所

受之苦，甚至可能斷義根的危險，說明雙照真俗二諦、不偏空有的中道之理，才

是究竟之理，方能證悟涅槃之境。 

（二）以金剛法身、無學之境界義佛果佛性 

僧亮所運用的法身、無學之境來說明佛性，主要是採以佛所證悟的境界與智

慧為視角來說明佛果佛性的內涵、證量以及表現方式。首先，僧亮法師認為所謂

的金剛法身具有破除分段生死的麤無常和變異生死的細無常之力量，故以金剛來

譬喻強健勇猛，牢固不可壞的質地性質，同時金剛佛果的展現，也說明了累劫習

                                                 
63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87 中。 
64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5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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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的滅除殆盡及妙常頓階的開展。 

…分段生死，是麤無常；念念生滅，是細無常。若後身菩薩，豈假於揣食

以頓階妙常哉？要是金剛，不假食故，妙常即階耳。所以二施等者，用勝

故也。…金剛為習也，果難斷故，無學能除也。是以二施報，等無差別也。

65  

炎譬金剛，習盡則滅也。66  

答問金剛體不可壞也。有人命不盡，而諸根壞，故須兩說也。67  

又法身之法，是相對於非食身而言，故僧亮以「無非法」來解釋。又以思欲

身之反義詞來說明法身的涵義，法身是行者證悟到佛果的境界所顯證之身，因此

又可以以「真我」來區別凡夫外道的梵我、邪我，如文云： 

釋非雜食身即是法身：法者，無非法之義。釋非食身也：食所長養，非法

橫生，名思欲身。68

常教之乳，養善子之法。說無我譬少，說我譬多，皆以乳為喻也。治由權

道，譬之告也。以邪我未消，莫說法身是我也。三界我斷，乃可說我。69

凡夫外道所說之我，並非涅槃所言之常法、究竟法，而是未能出離三界之權法，

所以不能說是法身。那麼法身有什麼特質呢？僧亮認為要分辨法身真我和凡夫外

道我的差別，在於行者是否斷除了三界煩惱，是否依常教來修證而非落入斷滅空

之中或思欲身。 

                                                 
65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391 下。 
66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60 上。 
67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21 上。 
68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21 上中。 
69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5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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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法身因是佛身所證境界之顯現，因此還可以變化為真身和應身二

種。 

法身有真有應，真身是常，應身無常。或者見應滅，謂真亦滅；聞真身常，

謂應身亦常，所以起諍也。70

所謂的真身，即指非生滅積聚之身，是法性的全然顯現狀態，是無論任何因

緣條件下不改變的樣態。而應身呢，則可以隨著外在因緣的更易應現出不同的樣

態，故其曰「應身無生不生，無行不行」。行者若不了解法身是常，應身無常的

道理，聽聞應身有變化無常之能便謂邪道。又執著於法身，則易起紛擾爭執。 

身以生滅聚積為義，而有真有應也；真身非生滅積聚，故非身也。應身無

生不生、無形不形，故是身也。71

在此，僧亮也說明了佛陀何以在《大般涅槃經》中講說真常之教，而未在鹿

野苑初轉法輪時就開示真如法性的原因，就在於初轉法輪時期眾生智慧未開，不

易接受此法。若在當時涅槃教法因緣尚未具足的情況之下就開示真如常教，反而

會令眾生以三界內的妄我為常而執取之。現今因緣成熟，因此佛陀開示此法，則

眾生可藉由聽聞修習涅槃而得證法身。如其言： 

此明修不得時也，如昔鹿園拘倫聞之，反增常見，夭慧命也。今日修之，

則得法身也。72

由此也可知僧亮法師認為《大般涅槃經》教義是殊勝難聞的。 

除了以金剛法身釋佛果佛性的義涵之外，僧亮另以涅槃無學之境說明佛陀證

                                                 
70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76 下。 
71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21 中。 
72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5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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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後的境界。所謂的無學，顧名思義，指不須再學習之謂；也就是行者佛知見的

完全顯悟與展現，是最究竟的終極的境界。無學是智慧的顯達，乃佛果佛性的總

稱，其義涵括了慈悲喜捨、首楞嚴等果地佛性之名。 

學法為福德；無學為智慧也。73

果性名隨果有，能為名不一也。依文而言，此五名並是無學也。74  

僧亮另以福德與智慧的差異性來比配有學和無學的不同。福德是指一切眾善

的修習和諸罪障的泯除。修習福德是有律可循、有法可學，直至苦滅樂興的境地。

所以是「有學」。而智慧的發顯，明白一切法無非中道之理者，即謂無學也。然

值得注意的是，僧亮法師強調行者所證的無學之境，最後一定同時累積了福德智

慧二資糧所成。換言之，無學之境乃包含了有學的內涵而論述的。 

福德智慧，義有短長也。何者？夫作罪則從情為易，修福則逆心為難。難

則自策乃成；易則不課自起。以苦滅樂興，謂福；以得不喪，謂德也。是

則一切眾善，無非福德。於中了真者，別名為慧耳。是以無學之地，皆得

具其二也。
75

此外，僧亮還以種智的生起和無漏心來闡釋無學之境的義涵，以不生不滅和

淨來說明無學乃佛性之境界。如文云： 

釋同是涅槃，直以念念生滅、不生不滅，為異也。非學者，以金剛名學；

種智初起，名無學。法身不生不滅，無二相也。佛出世、及不出世，常住

不動者，以應為出；不應則不出也。然應常不生滅也，不解我意者，謂定

                                                 
73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4 上。 
74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50 中。 
75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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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為？定是無為？無為則常；有為無常也。76  

釋學與無學，相續是一。不淨名學，謂眾生也；淨名無學，謂佛也。豈容

學中別有無學耶？77  

引文中說明無學是不生不滅之法身，具有應化萬千的特質。眾生若修行至煩

惱止息，種智以有漏、無漏心生起之境，就是淨佛果的顯現。又無漏心、淨佛果

是相對於作業的眾生之心起煩惱行，執著常、無常任何一邊之諍執而說的。這突

顯了無學之境的中道無執思想特質。 

受生業者，煩惱行也。作業者，身口合行受生業也。四種心訖，故名為中。

此自心為中也。學無學者，無漏心也；非學非無學者，有漏善。及無記捨

壽，不用無漏也。78

三、小結 

總結以上的佛果佛性內容不難發現，僧亮的論述所採之視角為二類：其一是

以智慧圓滿的角度，說明中道第一義空乃佛果佛性之性體，具有雙照空有又雙遮

空有的中道，無差別智。所證之究竟無學之境乃具無漏心和道種智。其二是以佛

的妙德境界證佛果佛性的體與性，說明佛果佛性的境界是金剛不壞、圓滿殊勝的

法身，同時其亦超脫三界煩惱、不生不滅的無漏心。換言之，佛果佛性乃是圓滿

果性，且果德皆滿的大涅槃果，故其以無漏智慧中道第一義空為體。換言之，以

中道第一義空為體，而能證金剛法身無學之境的聖者，乃對唯佛果位的聖者而

言。僧亮如此界定果位體性的範疇，其目的不外乎在避免行者將因位佛性和果位

佛性相混，同時防止凡夫外道以三界常我、梵我為佛性我，導致因中說果，不欲

                                                 
76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78 上。 
77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88 下。 
78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9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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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行自稱聖者的誤謬。 

另，僧亮佛果佛性的特色，則為其特別將第一義空拆解，說明涅槃之境何以

稱第一義後又言第一義空。此將第一義和空拆開說明者，《大般涅槃經》經文中

已有出現，然多數涅槃師並不在這方面特別發揮。而僧亮則在第一義空常、樂、

我、淨作為涅槃境界之外，特別以第一義和空作為佛果佛性內容上的闡發。 

第二節 僧亮佛性思想的特質 

一、佛性具遍在性 

從僧亮的注解中可以得知佛性因具中道第一義空的義涵，故表現出其有周遍

涵融的特質。如其在注解「中道」時有言： 

舉不偏之見，以顯照無不周，所以稱佛也。79  

所謂的中道就是沒有偏頗任何一方，又既是沒有偏頗任何一方，可以得知其具照

顯周遍的特質。換言之，佛性是存在在萬事萬法之中，無有一法不是中道，不是

佛性。 

也因此僧亮法師還以不拘執任何一物來說明其「遍在」的義涵： 

不定，謂不偏也。涅槃實故，名妙有也；生死虛故，名為無也。因果相續，

一體之中，而有二相。不定者，此明法理不偏也。80  

引文中所說不偏就是不定執的意思，佛性不定執於某一類眾生或者是一項事物之

                                                 
79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4 下。 
80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5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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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佛性是真實妙有的、是因果相續的、不同於生死虛妄的無。因此，就佛性不

專屬、不拘執的角度說明佛性具有遍在的特質。 

另外，僧亮法師還說明了遍在的範圍，佛性遍在性的特質不同於世間虛空的

遍，佛性遍在性的遍是遍及三世，遍有常、無常、色與非色的，並不會因為環境

因素的成住壞空而有所減損，也不會因眾生色身的生滅有所改易。換言之，萬法

皆有佛性含藏，佛性不會因客體的不同有相對性更易，因此，我們也可以說佛性

具有絕對性遍在的特質，其內涵不外乎是中道第一義空。易而言之，因為佛性是

中道第一義空，所以具有遍在性： 

遍者，遍三世也。若先無常後常者，作身則有身，我滅則身無也。81  

世間虛空是遍，常、無常；色、非色，皆有空也。若使此我，則應遍常、

無常；色、非色。82  

又僧亮法師以為行者若能了解我有遍常的特質，行法則智，反之則愚。且外道所

說的我不同於涅槃妙實之佛性我，屬不遍常法，外道我會因外在因緣的變化而消

滅增減，而佛性我的遍在特質雖不離因緣法而獨立存在，卻具有湛然常住不生滅

的特質，如其言： 

外道救義，但救多我之切也。我有遍常、不遍常法，非法不遍也，常我雖

遍，然行法則智，行非法則愚，不得無差也。83  

然色等以因緣故，具有四過，我所以說我相同虛空，不以因緣成遍一切處，

難以分數分也。湛然常住，不可生滅，而能知能見，常御諸情也。84  

                                                 
81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607 上。 
82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607 中。 
83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6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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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能夠真切深入明白佛性具遍在特質的唯有證佛地的行者，而論無我、空的行者   

修證乃遍空性非遍在性，證佛地的行者能了知法法皆是佛性遍在的，而非有一法

無佛性之理。 

言汝我既是見者，今物若遍，見亦應遍，遍則無物，物則不遍也。85  

先說理不可偏，欲顯偏者之失也，所利益者，若一切無我，則修道無果，

正辨偏者之失也。86  

二、佛性具恆常性 

僧亮法師在《涅槃經‧序品》注解時，特別強調佛的恆常性乃涅槃經與其它

經典的最主要差異在於佛之壽命恆常，同時常住不變也是《大般涅槃經》全文的

主旨之一。 

諸經所不論者，其旨有三。何者？一曰常住，二曰一體三寶，三曰眾生悉

有佛性。然常住是經之正宗，餘二為常故說耳。今以壽命表常，略經之大

體也。
87
  

那麼佛性恆常何以是涅槃經的特色，又恆常性的表徵為何？恆常性該如何詮解

呢？僧亮法師在其依文釋義中也有提及，雖不是系統性有組織的討論，但可約略

歸納其論點。 

其一，僧亮法師認為佛性可以「常」一字來加以概括其特質，因此在其注文

中多次直接說明佛性是常： 

                                                                                                                                            
84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62 上。 
85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62 上。 
86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59 上。 
87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38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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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性是常，常則無生無滅。88  

明佛性是常，眾生用之，如身中虛空，而得生長，是空之用。空非三世，

以眾生有虛空界故，有空用也。佛性亦非三世，而是眾生有也，以解惑相

礙。相礙故惑滅，惑滅乃用故，說為未有也。89

那麼什麼是常呢？其又以因地常和果地常來界義常，不外乎在說明經文中雖同樣

稱名為常，但因地眾生所認知、展現的常的特質和佛果境界展現的常的特質並不

相同，不可混淆而起諍。 

…常亦有二，生滅常者，十二緣也。不生滅常者，謂涅槃也。
90

由引文中可知因地常是指生滅十二因緣而言，果地常則指不生不滅的涅槃果境而

言，不可以因地生滅十二因緣之虛空常來判讀果地不生不滅之涅槃果境常的特

質，又果境佛性特質除了涅槃無生滅義涵外，尚有真實不變不壞義、無內外、無

分別義、相續不異義等。如其言： 

佛從性起，性理不變，因實果真，所以不壞。91  

若有內外，則非一也，若有分數，則非常也，…以言無內無外者，明是常

也。92  

以相續不異故，名為常也。93  

從真實不遷變的面向來說，我們可以得知佛性乃因果真，具有不受外力改變的性

                                                 
88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74 中。 
89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56 上。 
90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78 中。 
91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54 下。 
92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74 下。 
93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7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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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故說其不壞，由於不壞，所以是「常」，又以佛境界具不變異性、不生不滅

的特質而說佛性是常。如果就時間而言，佛性自始至終都是同是相續不異的，因

而說常，不論是業果眾生，還是人天甚至到佛境界，由因至果佛性不壞所以是常。 

其二，佛性常而不變的特質還表現在其圓融不分別的特點上。佛性因無分

別、渾圓不二，無內無外故而為「常」。然而，既然佛性具恆常性又從因至果相

續不異，那何以僅僅在佛果、佛境時方全然展現呢？僧亮解釋道：佛性的理體是

自始至終相續不異的，眾生因智慧未開，尚未證顯佛性，故佛性隱而不現，至佛

果時全然展現如同形狀或方或圓一般，只是表現的方式不同而已，但業果眾生不

自知己有與佛同等不異求樂淨的動能，以及法有不空有常我，才會所見現在一切

皆苦。如其言： 

若由智得滅，滅是本無今有，有即是生，生即是滅，直以不更生更滅名常

者。生亦如是，即生即滅，不更生更滅，亦應常也。94  

體無生滅，或隱或顯，…方圓殊應，故非一也，真性不改，故不異也。95  

法有不空，亦有常我，不如所見一切苦也。
96
  

謂常解之因猶存，悟在今日，自不知耳。97  

雖生異見，不能毀真，聖與凡絕，常乃得顯，不壞義也。98  

因不離果，故言住也。五陰相續，或天或人，人天陰異，此死彼生，故可

壞也，皆求樂淨，此二不殊，故不可壞。99  

                                                 
94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61 上。 
95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22 下。 
96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52 中。 
97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52 下。 
98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5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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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眾生智慧開顯之際，自然了知不更生更滅之真常佛性理，佛的境界已在十

住菩薩以上，沒有往來退轉的問題，因此就其不退轉、不更易的境界，說其不去

不來的展現方式，得以稱名為「常」。如其言： 

…問佛何眼見故也，初得名慧，滿足佛為菩提，行者進趣名行。住十住故

者，應去不去名住也。住不住者，不應去而住非住也。又云不去不住：十

住在生滅境，故有去住；佛不生不滅，不去不住也。100  

另外，就佛性不受過去、現在、未來三世所攝的角度來看佛性具有恆常的特質，

在此，僧亮法師還說明了虛空和佛性有之間的關係。其以為空乃佛性之用，若只

明空而不明有是惑結，明白空有不相防礙，才能了知恆常性如同虛空非三世所攝

之理。如其言： 

正因及果，二性是常，佛以虛空為譬。101  

空於眾生是有，常不可見；佛性亦有，修道則見，非無如菟角者，菟角現

無，不可方便得；佛性亦無，可方便得。虛空常故者，常不可見；菟角無

故者，無不可生也；亦有亦無者，有是將有，無是現無也。有故破菟角者，

將有可有，不同菟角。無故破虛空者，現在雖不見，終必可見，不同空也。

102  

由引文中可知，僧亮法師以菟角來譬喻眾生佛性現雖不可見，但並非是無。

透過修道眾生的佛性就會如如展現，因此不能說業果眾生無佛性。 

三、佛性具超越性特質 

                                                                                                                                            
99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54 中。 
100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52 上。 
101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83 上。 
102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97 下-59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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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亮法師所說的佛性具超越性特質主要是站在佛果境界的角度來說的，其中

所謂的超越性乃就佛境界具無作、無分別的特色而言，而其中的超越有不受限制

之意，也就是雙照雙遮；不即不離；超越三界、有無、真俗。又就佛性因地角度

來說，佛性乃眾生修道成就之根據，而這個根據是無始無終的，亦有亦空的，故

說其具超越性。歸納而言，僧亮法師所認知的佛性具超越性特質，包含了超越三

界、超越有無、超越真俗、超越內外，及不即不離等面向來詮釋佛性之超越性特

質。 

（一）出離三界 

所謂的超越三界，僧亮法師主要是說明成就佛果的行者，具有出離三界，不

受輪迴的解脫的境界，又因為已出離了三界輪迴，故能斷三界之常見我與斷見

我，為不生不死的異人，故其言： 

釋成甘露也，以迦葉所知，與眾生作法，舉所知之事，即不生不死也。103  

譬佛也，出三界故，為異人也。104  

三界我斷，乃可說我。105  

以上是就佛所證境界超越的空間層次性而言，僧亮法師還另就時間的角度而

言，佛果境界是遍三世又超越三世的。因佛成就境界超越過去、現在、未來的限

制，是無作無為的而言說超越三世。另外，如就因地佛性遍攝過去、現在、未來

三世的角度而言，說佛性具時空超越性： 

                                                 
103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56 上。 
104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49 上。 
105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5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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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三世，今明非三世不可說有，便三世攝，少可見故；名現在者，以少

見故；名後身也，過去具但二世也，未具見故；名未來者，未具見即少分

見也，學身說有，去來非無學也。106  

始者為因、金剛為果，猶是有為，不免三世也。言亦非謂佛果也。107  

文中說明了眾生本具佛性，只是未具見，未完全顯現而說少分見，在行者證得佛

境界之際，自會明白佛性遍三世又超越三世之特質。 

另外，僧亮法師還說明了佛果佛性境界具有清淨無染的特質，而所謂的清淨無染

乃指超越分別識知、超越認知的，形象色質，因此說是「大悟無知」、「妙像無形」： 

大悟無知，妙像無形，…釋清淨也。有知則有所不知，有形則有所不形，

可動可搖，豈曰淨也。108  

現分別故，名為識也；能生後有，故名為心。今謂無分別，故非識；不生

後有，故非心也。109  

（二）雙照雙遮有無 

除了上述的超越三界、三世的特質外，僧亮法師另外從佛性不落有無二邊，

又不離有無二邊的角度來說明佛性具非有非無的特質。就僧亮法師的涅槃經注釋

中，可以得知其所界義的有無並不是一個完全隔闔對立的詞語，例如其在解釋非

有和有的內容時言： 

                                                 
106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85 下。 
107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86 下。 
108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21 下。 
109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2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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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生住滅，故非有；智周三世，故亦有也。110  

從佛性恆常無生住異滅、成住壞空的色質變化角度而言，可以說佛性非有；又從

佛性具遍三世的角度而言說其是有，而有與非有並不相衝突對立。另外，僧亮法

師亦以同樣的邏輯思維來說明佛性具超越空有二邊的特質，如其言： 

無性無相，故是空也；離無常無我，故離空也。111  

所謂的佛性空是指不具固定之性與相，而所謂的佛性離空是指佛果境界，非

二乘行者所認知的無常無我來證修的。空與不空仍然不是絕對的悖離，只是不同

面向的詮解方式。因此我們也可以得知，僧亮法師對於佛性特質詮釋之靈巧，由

其所敘述的佛性超越空有、有無的特質可以得知其用意不外乎要告訴行者勿將佛

性的內涵、功用拘執於某一處，因執著造成修行的障礙；反之，更須以開闊高遠

的視角來看待佛性在修行上的義涵。其以為，從佛果佛性的角度來看，佛性是絕

對的、無作的、一如無二如的、而空有有無等二元對立的分別，乃未證佛果境界，

未圓滿解脫的，三界內行者之世諦差別罷了： 

謂說有無，皆是世諦差別者也。
112
  

又佛性超越有無的特質，還可以佛具變化性而理體本質不因變化而有所區別

的角度來探討的，如其言： 

方圓殊應，故非一也；真性不改，故不異也。113  

涅槃無生無諸有，如來即涅槃…入寂為滅，應物之跡也。114  

                                                 
110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22 上。 
111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22 中。 
112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4 上。 
113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2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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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為渡化眾生，變化出方圓等的形象眾生，然無論變化展現之形象為何，其

真實妙體之性理並不因外現形象而有所區別的，因此說佛性非一非異，由非一之

變化之跡的角度說有，由涅槃無生的本說無，而有無只是立於本跡角度不同的詮

釋，佛性是不應落入其中一邊，也不離其中一邊來討論的，方是圓滿之佛性特質。 

（三）超越真俗 

第一義空所界義的佛性具備著亦真亦俗的特質，從有與斷的特質而言，佛性

可以說是俗諦；相對的，若從無的角度來看，佛性是真諦。因此，佛性到底是真

亦或是俗，主要是看用何種視角來看待的緣故。行者往往不明究理，站在真諦的

角度就說佛性是常，是無。批駁主張佛性是有、是斷的認知錯誤；反之，主張俗

諦角度行者就批判說無的行者，二者紛擾不休。這都是由於雙方主張的行者對於

佛性之真實義涵了解的不夠徹底的緣故。 

我者有真有俗，俗故說有，真故說無也，說俗為斷，說真為常。而或者聞

俗有故，謂真亦有，聞真無故，謂俗亦無，起諍論也。115  

行者倘若能就第一義空的內涵來理解佛性，自可明白佛性是不離真諦亦不離

俗諦任何一邊的，不論從真諦的角度還是俗諦的角度，均不防礙佛性本具的圓滿

與究竟。以此不離不即的方式，明白雙照雙遮真俗中道理的方能究竟明白佛性義

的超越性特質。 

不破煩惱者，真諦也；非不破者，世諦也。真俗中，非破非不破者，是真

諦，亦是俗諦…皆說真俗中道，不自言師，亦可俗諦中道。116  

                                                                                                                                            
114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63 上。 
115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77 上。 
116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2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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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僧亮所說的佛性具超越真俗的特質，乃是站在果地佛性的視角下說

的，從佛的境界來看真俗二諦，均只是詮釋佛性的不同面向，並不防礙佛性的真

如妙有的圓滿性。行者若能徹底明白第一義空之理，自會了解空與不空並不是二

個相互對立悖離的概念，真諦與俗諦的概念亦然，如其言： 

重釋空也，生死真則無性，俗則無常，故名空也…重釋第一義也，涅槃真

亦無性，俗則常住，故名不空也。117  

同樣是屬俗諦，生死俗諦所展現的乃為無常；而涅槃俗諦卻展現迥然不同的常住

樣貌。足知第一義空理下的佛性義涵是亦真亦俗非真非俗的。 

第一義者是涅槃，涅槃真俗皆實，總名第一義也。118  

（四）超越內外 

佛性的超越特質，除了展現在超越有無與超越真俗、三界之外，僧亮法師還

另以佛性具有超越內外的特質來加以討論： 

以言無內無外者，明是常也。119  

若有內外，則非一也，若有分數，則非常也，內無外，外無中，中無內，

豈曰遍耶。120  

所謂的超越內外是針對佛性具恆常性、遍在性、不落任何一邊、無作無分別而言；

換言之，因為佛性具恆常性，所以沒有內外的分別，因為佛性具遍在性，所以不

                                                 
117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4 下。 
118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4 中。 
119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74 下。 
120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7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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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入內、中、外任何一範圍之中。有僧亮法師還以虛空作為佛性的譬喻，其以為

佛性如同虛空、非內非外、無處不在，眾生本自具有不假外求的，是現有且必要

的，如其言： 

非內非外，為譬也，虛空非內外，而眾現用，佛性非內外，故眾生必有用

也。121  

除此以外，僧亮法師特以佛性超越內外之內外來比配正因佛性與緣因佛性，

其以為行者若從了因的角度來探知何謂佛性，自可發現佛性於眾生於佛並無二

致，所不同者乃佛性在眾生身上為隱，在佛身上為顯，故非本無今有的： 

從了因見，故非本無今有也。內謂緣因，外謂正因，遍因無內外也。因中

不可得，故非有；從二因見，故非無也。122  

又從正因與緣因的角度來探討，不難發現佛性不得單獨以正因或緣因來涵括，故

為非有；又行者欲了見佛性，則佛性須從正因與緣因得見，故為非無。總而言之，

佛性因具備遍在性的特質，故超越了內外的分別，然欲體證佛性也不可離任何一

法或內或外而說之。 

第三節 僧亮對佛性相關議題的回應 

一、佛性與涅槃 

在僧亮的論述模式中，我們可以發現其根據《大般涅槃經》將果地佛性分為

「果」、「果果」二方面，又將涅槃歸屬於「果果」佛性的範疇之中，如其言： 

                                                 
121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70 上。 
122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7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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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無上大般涅槃。」…僧亮曰：涅槃是菩提之果，望觀智而

言是果果義也。

果果者 即

123

「是果非因，如大涅槃。」…僧亮曰：無復果也。124

關於涅槃的性質，僧亮〈經題序〉云： 

案：僧亮曰：此是如來神道之極號，常樂八味之都名。…言涅槃者，中正

天竺之音也。名含眾義，此方無一名譯之，存其胡本焉。般涅言不，亦名

為無；槃者名生、名滅、名因、名相也。生是八苦之本，佛既無之，不生

也；壽與太虛等量，不滅也；不從作因得，故無因也；體無十相，無相也。

無學地法，皆是其體。略說三相，以標神道，一般若、二法身、三解脫。

談般若，則三達之功顯；論法身，則應化之理同；言解脫，則眾德所以備

也。語此三法，足明神道之極矣。…如來始自道場，終於雙樹，凡三說涅

槃，…而身智是有為也。二方便中，說法華破三究竟，而身智故，是有為

耳。今雙樹之說，身智即涅槃，謂究竟無餘之說也。125

僧亮認為作為果果佛性的涅槃具有多種義涵，是眾德之備。然而，不論稱名

為何，其均具修行之極致境界的性質意義，故其言：「此是如來神道之極號」，而

此修行極致的境界表徵，具體而言則為不生不滅、無相、無學地法，是究竟無餘

的境地。 

此外，僧亮還認為涅槃三德能概括涅槃的殊勝境界，並認為在《大般涅槃經》

之前的經教在談到涅槃時，都只言及解脫義，唯有《大般涅槃經》道出解脫、法

身、般若一體的涅槃佛性觀是究竟無餘的。 

                                                 
123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7 下。 
124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48 上。 
125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377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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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知在僧亮的論述系統中將涅槃定位為果地佛性之內容，同時亦為成就佛果

的極致境界。 

二、佛性之始有與本有 

對於當時佛性之熱門議題－佛性是始有抑或是本有的討論，僧亮法師亦有其

一套獨特的觀點，如其言： 

「善男子十二因緣一切眾生(至)一切眾生悉有佛性。」案：僧亮曰：亦內

者，正見也；亦外者，邪見也。等有者，未來有也。126

「善男子！世間答難凡有三種(至)有佛性以當見故。」案：僧亮曰：正義

宗也，終以定當有，故言有耳。127

「如世間中眾生我性(至)當見故故言眾生悉有佛性。」案：僧亮曰：以世

我為譬，以證現無之義也。以當見故者：上言眾生現在無有常名，悉有苦

故，以當見為有，非現有也。128

僧亮將《大般涅槃經》中所言：「有者凡有三種：一未來有、二現在有、三過去

有」的說法，加上自己的見解，而將佛性認定為眾生未來當有「果地佛性」，故

其在解釋《大般涅槃經》「眾生悉有佛性」時，都言此「有」是「當有」、「未來

有」、「定當有故言有」。可知僧亮的主張果地佛性是現無當有，故其言：「經言亦

有亦無，…亦有者，是當有也；亦無者，是現無也」、「有是將有，無是現無也」

129

                                                 
126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51 上。 
127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56 下。 
128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74 上中。 
129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88 中、59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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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男子！眾生佛性雖現在無，不可言無。案：僧亮曰：雖無現相，而終得

為用。以終得用故，於眾生為有也。130

已知在僧亮的佛性理論架構中，果地佛性乃當有而非本有，那麼因地佛性是

否是眾生本有的呢？此觀點僧亮法師也有其獨特的見解。 

師子吼言：世尊眾生為悉(至)亦不應說佛性如空。案：僧亮曰：因有三種：

正因、緣因則別，境界因則共也。何者？三達智，一法不知，則非佛三世

因緣也。131

僧亮認為因性有三種，即正因、緣因、境界因，此三種因地佛性中，只有境

界因是眾生所共的，而正因和緣因是具有差異性的，此論點和後世的佛性思想有

很大的不同。如其言： 

世尊！如佛所說有二種因(至)緣因者謂六波羅蜜。案：僧亮曰：含識之類，

厭苦求樂，性之常也。雖人天同，此性不異。雜惑名正因，除惑名緣因，

無惑可除，名之為佛。132

由引文中可知，僧亮主張由於每個人的修行智慧深淺不一，因此，緣因是人

人各別而後起的，並不是眾生同質的普遍的因地佛性。 

僧亮不同於寶亮等人以如來藏或避苦求樂為因地佛性，其認為眾生雖有厭苦

求樂的傾向，但卻夾雜著無明煩惱。因此在僧宗看來正因佛性，所指為眾生雜惑

的狀態，故其言「業果即眾生，即正因性也」、「雜惑名正因，除惑名緣因」、達

到「無惑可除」的境界則稱為佛。 

                                                 
130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74 中。 
131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61 上。 
132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5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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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常故不可思議(至)以不見故不得涅槃。案：僧亮曰：業果即眾生，即

正因性也。名為常者，煩惱故言常耳。133

以佛性因緣，則可得救(至)一闡提輩亦復如是。案：僧亮曰：謂正因性也，

斷緣因善根，非斷正因也。由正因力故，久善還生。非三世者，釋不斷義

也，正因是相續常，常故無去來也。134

僧亮雖順著《大般涅槃經》的經文而以「一切無明煩惱等結」為正因佛性，

這是強調一切無明煩惱等結也是解脫的根源，言眾生雖有雜染迷惑，不損其正因

佛性，故其能「久善還生」，成就佛果。 

又因僧亮的論述系統中，正因已不是一個純粹因性的意義，所以因地佛性是

不列入始有、本有的特別討論之列的。 

三、佛性與如來藏 

僧亮法師主張佛性和如來藏的關係密切，如來藏即是八自在我，與佛果佛性

乃「體一而義異」的。135

如來藏、和我、佛性三者是本質上相同而名義略有差異的關係。從八自在的

角度來看，佛性就是自在我，具有自如不造作的義涵；從如實、實在不虛的角度

來看，佛性可稱名為如來；從體性常而不改的角度來看，稱名為佛性；又從眾生

當有佛果佛性的角度來看，佛性具有常、樂、我、淨的特質。那麼佛性為何稱作

如來藏呢？除了上述，如實不虛、不造作的角度稱名如來之外，藏其實還具有含

                                                 
133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58 上。 
134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574 上。 
135 「夫如來藏、我及佛性，體一而義異也。具八自在，為我義；乘如實道，名為如來；以不改

故，謂佛性也。悉有者，常樂我淨，是佛性也。本由行也，有心求得，故因果不斷，互得相有。

因亦有果，果亦有因，故言一切眾生悉有也。」（《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4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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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義、無寶不備之義。如其言： 

如是我義從本已來… 即釋藏義也。136

得金藏者，必能富人，若見佛性，則成佛也。137

僧亮法師以如來藏界義佛性的用意，不外乎在強調二點，其一是佛性是極為

珍貴的，如同寶藏一般。其二是說明佛性乃眾生未來當有的，只不過暫時隱藏不

見罷了，如同窮人不知自己具有珍寶一般，有朝一日發現自己含藏著無量寶藏時

就能成為富人。同理可證，眾生若經由修行歷程最後見得自身佛性的當下，即是

成佛之時，如其言： 

得金藏者，必能富人，若見佛性，則成佛也。138

又何以佛性可以稱為寶藏呢？僧亮法師有進一步的說明，其認為之所以稱寶

藏乃著眼於佛性果力能夠超越生死的限制，是不落入生死二邊的。由於佛性是如

來及眾生不異之處，並非生死妄念所造成的，故其能超脫生死束縛，能夠不在生

死當中輪轉。另外，僧亮法師又根據無法不常，無法非性來標舉佛性含藏一切法，

具有普遍含攝無一處不在的特質。如其言： 

一切法謂經法也。能濟窮乏，謂之寶；無寶不備名藏也。此經說佛性果；

能出生死名寶。說果則無法不常；說因則無法非性，名藏也。自大海以下

譬藏，猛風以下譬寶也。139  

在僧亮法師的觀念裡，如來藏我即是佛性我，是八自在常我，此觀點的特別

                                                 
136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48 中。 
137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48 下。 
138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48 下。 
139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60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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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主要乃是針對二乘行者所證涅槃，僅止於斷分段生死，強調空與無常，卻

不知不空與常的斷見。因此其特別根據《大般涅槃經》的經文，加以引申詮釋140。

說明如來藏我是指佛所證得的佛體性「自在不斷」的無惑境界，唯有具備佛果、

八自在的佛可以說「有我」，而二乘以下的眾生無八自在之大我故稱之「無我」。

唯佛果圓滿者能無惑、能無執、能一心安住不動，化無量形類各令有心，如此遍

滿一切猶如虛空的境界，是為大我、大涅槃的佛性界。 

案：僧亮曰：自在者，是我義。…我以自在為義。…「無佛性」者：佛性

無惑，故自在不斷；惑故不應自在也。141

僧亮這裡的如來藏我，著重在於自在，無邊無礙的境界性論述，「以不受限

制的自在神通說我」對「我」之「主宰義」的強調，顯然更勝於「常一不變」義。

142

四、對涅槃經因果佛性之回應 

僧亮所詮釋的佛性義涵仍然比照《大般涅槃經》因果模式的論述方式，將佛

性分為因地佛性和果地佛性二者。所不同者，其並不特別說明正因以外的其他因

地佛性，反而將原本在《大般涅槃經》中屬於緣因佛性的「善業」、「善行」界義

為正因佛性的內涵，主張善業、善行即是種子、種性。 

                                                 
140 「云何復名為大涅槃？有大我故名大涅槃，涅槃無我，大自在故名為大我。云何名為大自在

耶？有八自在則名為我。何等為八？一者能示一身以為多身，身數大小猶如微塵充滿十方無量

世界。…二者示一塵身滿於三千大千世界。…三者能以滿此三千大千世界之身輕舉飛空。過於

二十恒河沙等諸佛世界而無障礙。…四者以自在故而得自在。云何自在？如來一心安住不動，

所可示化無量形類各令有心。…五者根自在故。云何名為根自在耶？如來一根亦能見色聞聲嗅

香別味覺觸知法…六者以自在故得一切法。…七者說自在故，…八者如來遍滿一切諸處猶如虛

空。…如是自在名為大我，如是大我名大涅槃。」（《大般涅槃經．德王品》大正藏第十二冊

頁 502 下－503 上。） 
141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456 上、607 下、447 中。 
142 參謝如柏《從神不滅論到佛性論》台大博論，頁 328-330。 

 163



因果佛性的比重上，僧亮較偏重於因地佛性的詮釋，著重於說明眾生與佛無

異，眾生皆有真常之我，如來藏及法理、法性只是尚未證顯罷了。在《大般涅槃

經》的佛性思想一章中，筆者曾提到《大般涅槃經》強調因地佛性不離果地佛性，

只是順應眾生因緣而劃分，同時《大般涅槃經》佛性思想的提出是站在佛知見的

視角上作詮釋，僧亮法師承襲了《大般涅槃經》的立論基礎，而將法理、法性、

真實法性之我歸類為正因佛性的範疇之中，即著眼於佛眼所見，眾生與佛乃同具

真實法性，同體法理。不過是眾生受無明遮障而不自知己與佛同具此真如寶藏。

所以，僧亮的因果佛性詮釋模式中，特別著重於真我、如來藏的闡述。同時將其

他涅槃師可能歸類為果地佛性的法理、法性都視為眾生因地佛性的內涵。 

此外，僧亮法師也提到著重於真實我、如來藏來詮釋佛性的用意在於對治小

乘行者偏求空、無常、無我的斷滅思想，同時強調眾生皆有真常之我，本具如實

法性、法理，只是尚未顯現，未來將歸自身三寶，與佛性無異。 

在果地佛性的闡述上，僧亮著重於佛果境界的描述，以金剛法身及涅槃無學

之境來說明圓滿佛性的境地，同時以中道第一義空說明佛果佛性的双照空有義

涵，但未論及《大般涅槃經》中所言果、果果的差異性。可以說無學之境就是涅

槃之境，所體證之理則為中道第一義空。 

最後，僧亮說明了特以因果二向度詮釋佛性的原因是為避免凡夫外道未證說

證、因中說果的誤謬。至於對《大般涅槃經》中因果四句型式的敘述方式，僧亮

未多作說明。不過從其對因地佛性的闡述中不難得知，其亦認為眾生與佛之佛性

不異，只在迷悟差別，佛性是因果不相離，亦因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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