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真神佛性說－梁武帝的佛性思想 

梁武帝蕭衍（464~549）是一位眾所皆知的佛教徒皇帝，其在位四十八年間

是自南朝佛教發展的鼎盛時期，作為一位虔誠的佛教徒，梁武帝以帝王之力，全

力扶植佛教。在位期間對於佛教的護持工作，包括有硬體部份的造像、建寺廟等

佛教事業以及軟體部份的譯經、注疏佛典、制定佛教戒律、懺儀等，同時其本身

四次捨身同泰寺，親自實踐出家佛弟子的身份，成為中國歷史上著名為佛教多次

捨身出家的皇帝。為了推行創建一個政教合一的佛教國家，梁武帝不斷地推行政

治與宗教結合的新理念、新政策，同時舉行數次大規模的全國性講經法會。1

梁武帝天監年間，除了上述整理、編撰、翻譯佛教經律論等典籍外，更重要

的是從事了《大般涅槃經》與《摩訶般若波羅蜜經》的集解、注疏等工作，更說

明了梁武帝對於佛教經論教義內涵上的重視。《涅槃》與《般若》是佛教的兩部

重要經典，梁武帝主持的經典集解與注疏對於當時、甚至是中國佛教史的演變都

有承先啟後的作用。2

可知現今流傳的《大般涅槃經集解》七十一卷即當時梁武帝所敕撰的，所缺

的一卷可能為總目。也因此我們可以推知梁武帝對於涅槃經之義理必也有相當的

涉獵。根據菅野博史的研究，《大般涅槃經集解》共收錄有道生、僧亮、法瑤、

曇濟、僧宗、僧亮、寶亮、智秀、法智、法安、曇淮、曇愛、慧'朗、曇纖、僧

                                                 
1 相關梁武帝的生平事蹟，可以參見湯用彤《漢魏兩晉南北朝佛教史》頁 703 至～712，臺灣商

務印書館；以及顏尚文《梁武帝》第二章〈二、受禪稱帝與佛教的關係〉、第四章〈「皇帝菩薩」

理念與「佛教國家」的佛學基礎〉頁 126~131。 
2 《續高僧傳》、《歷代三寶紀》中云： 

「天監七年，帝以法海浩汗淺識難尋，…又敕建元僧朗，注大般涅槃經七十二卷，並唱奉別敕，

兼贊其功，綸綜終始，緝成部帙。」（《續高僧傳》卷一〈寶唱傳〉大正藏第五十冊，頁 426
下。） 
「大般涅槃子注經七十二卷。右一部七十二卷，天監年敕建元寺沙門釋法郎注。見寶唱錄。」

（《歷代三寶紀》卷十一，大正藏經第四十九冊，頁 9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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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慧基、智藏、法雲、道慧、明駿等人的相關注解3。因為是受梁武帝的敕命

而編纂的，因此第一卷收有梁武帝以及道生等十大法師的〈經序〉。吾人可以由

其〈大般涅槃經序〉來了解梁武帝的涅槃、佛性思想。 

又《高僧傳》中亦記載梁武帝曾敕命寶亮編撰《涅槃義疏》十餘萬言，惜今

原書已佚。4

然而《大般涅槃經集解》、《廣弘明集》、《高僧傳、寶亮傳》都收有梁武帝所

撰的〈為亮法師.製涅槃經疏序〉： 

有青州沙門釋寶亮者，氣調爽拔，神用俊舉，少貞苦節，長安法忍。耆年

愈篤，倪齒不衰，流通先覺，孜孜如也。後進晚生莫不依仰。以天監八年

五月八日，乃敕亮撰大涅槃義疏，以九月二十日訖。光表微言，贊揚正道。

連環既解，疑網云除，條流明悉，可得略言，朕從容暇日，將欲覽焉。聊

書數行，以為記莂云爾。5

釋寶亮（444~509），在高僧傳中的記載，受到齊竟陵王的禮遇，結四部菩薩因緣，

為皇室開示《大般涅槃經》四十八遍，其他大小經論各一、二十遍，收有弟子三

千餘人，門徒近百人。寶亮是齊梁之際《大般涅槃經》和《成實論》等經論的大

師。梁武帝的家僧光宅法雲乃寶亮法師的弟子，於寶亮圓寂時，為其立碑寺內。

                                                 
3 菅野博史〈「大般涅槃經集解」の基礎研究〉，《東洋文化》六十六卷，東大東洋文化研究所，

1986 年，頁 93~173。 
4 「釋寶亮，本姓徐氏，其先東莞胄族…齊竟陵文宣王，躬自到居請為法匠，亮不得已而赴，文

宣接足恭禮，菩提四部因緣。後移憩靈味寺，於是續講眾經，盛于京邑。講大涅槃凡八十四遍，

成實論十四遍，勝鬘四十二遍，維摩二十遍，其大小品十遍，法華、十地、優婆塞戒、無量壽、

首楞嚴、遺教、彌勒下生等，亦皆近十遍。黑白弟子三千餘人，諮稟門徒常盈數百。…今上（梁

武帝）龍興，尊崇正道。以（寶）亮德居時望，亟延談說。亮任率性直，每言輒稱貧道。上雖

意有間然，挹其神出。天監八年初，敕亮撰涅槃義疏十餘萬言，上為之序曰。」（《高僧傳》

卷八，〈寶亮傳〉，大正藏第五十冊，頁 381 中。） 
5 〈大般涅槃經義疏序〉，明駿謹寫皇帝為靈味釋寶亮法師製，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377 上中。

又見《高僧傳》卷八，〈寶亮傳〉頁 382 上。《廣弘明集》卷二十，〈為亮法師製涅槃經疏序〉頁

24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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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武帝青年時代嘗遊於齊竟陵王門下，可能間接受到竟陵王所崇禮尊敬的寶亮影

響，而接觸到寶亮的涅槃等佛學。根據湯用彤對釋寶亮與梁武帝佛學著作的整理

研究，其認為梁武帝的涅槃學見解，近似於寶亮的學說。6

多才多藝的梁武帝自述自己和儒釋道三教的關係時曾言：「少時學周孔，弱

冠窮六經。…觀道書，有名與無名。…晚年開釋卷，猶月映眾星。」7從梁武帝

自述其為學的三個階段。可知其後期多半專注於佛學的研究上，而且以佛學如月

亮，遠比儒道的重心為明亮。梁武帝受到齊梁當時盛行的涅槃學影響，即位後便

對大涅槃經的弘揚不遺餘力，甚至還親自講說著疏。除了敕令建元寺法朗編撰《大

般涅槃子注經》七十二卷之外，又在天監八年敕令寶亮撰《大般涅槃義疏》十餘

萬言。梁武帝在這些涅槃學者所編撰的《涅槃經注》與《義疏》等基礎上，對於

「涅槃佛性」之學也有其深厚的造詣。 

梁武帝撰寫的《制旨大般涅槃經講疏》已亡佚，無法全盤了解他的涅槃思想，

但是從梁武帝所撰作的〈立神明成佛義記〉、〈淨業賦〉等都可以看出其對佛性

的看法，另外，其對當時范縝所倡的「神滅論」、「破佛說」提出大力的抨擊，

同時撰〈大梁皇帝敕答臣下神滅論〉一文，亦可探知梁武帝對於神明、佛性之間

關聯性的判別。 

其中梁武帝撰〈為亮法師製涅槃經疏序〉中言： 

                                                 
6 參湯用彤《漢魏兩晉南北朝佛教史》第十七章〈南方涅槃佛性諸說〉，〈釋寶亮〉，〈梁武帝〉兩

小節，頁 692~712。 
7 梁武帝〈述三教詩〉，《廣弘明集》卷三十頁 35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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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要論經，不出兩途，佛性開其有本之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

不起不作，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不能測其真際，玄玄不能窮其妙門。

自非德均平等，心合無生，金牆玉室，豈易入哉。8

從梁武帝為寶亮撰《涅槃義疏》的序文中，可以得知梁武帝已掌握到「佛性」、

「涅槃」得義旨，且體會到行者必須「德均平等，心合無生」才能進入佛法奧妙

之殿堂，梁武帝同時以眾生皆平等的具有「本有之佛性」，而且都有平等的機會

進入涅槃的「歸極之宗」等理論為基礎，展開他的佛法體系。近代學者更有主張

梁武帝依涅槃佛性建構的佛法體系，含有慈悲與平等心的理論思想，其以《大般

涅槃經》的思想為中心，以菩薩的「慈悲」與「平等心」為理論基礎，由護持正

法的帝王據以進行各種政教改革。9

由於梁武帝相關的涅槃著作及敕令僧人著作繁多10，其對涅槃學研究的投入

心血甚多，企圖建立一深邃廣博的涅槃思想體系，以下筆者將藉現存梁武帝的相

關論著文章來探討梁武帝的涅槃佛性思想。 

第一節 梁武帝佛性的界義 

梁武帝的著作論述雖不少，然而現存可見的論著僅剩《弘明集》之〈立神明

成佛性義記〉以及收錄在《廣弘明集》的〈淨業賦〉和《大般涅槃經集解》之序

文三篇，而其中最能夠展現梁武帝佛性思想者，則為〈立神明成佛義記〉一文。

因此，本文主要乃根據梁武帝〈立神明成佛義記〉一文來論述梁武帝佛性思想之

義涵。 

                                                 
8 《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三十七冊，頁 377 中。 
9 參見橫超慧日《梁武帝の佛教觀》頁 1207-1221，以及顏尚文《梁武帝》頁 100。 
10 包括有建元寺法朗《大般涅槃子注經》七十二卷，寶亮《涅槃義疏》十餘萬言，梁武帝《制

旨大般涅槃經講疏》一百零一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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沈績在〈立神明成佛義記〉一文之序文中，曾扼要地概括了梁武帝寫作此文

之宗旨以及立論要點。 

夫神道冥默，宣尼固已絕言；心數理妙，柱史又所未說。聖非智不周，近

情難用語遠故也。是以先代玄儒，談遺宿業，後世通辯，亦論滯來身。非

夫天下之極慮，何得而詳焉！ 

故惑者聞識神不斷，而全謂之常；聞心念不常，而全謂之斷。云：斷則迷

其性常，云：常則惑其用斷。惑其用斷惑，因用疑本，謂在本可滅；因本

疑用，謂在用弗移。莫能精求，互起偏執，乃使天然覺性，自沒浮談。  

聖主稟以玄符，御茲大寶，覺先天垂則，觀民設化。將恐支離詭辯，搆義

橫流，微敘繁絲，伊誰能振，釋教遺文，其將喪矣！是以著斯雅論，以弘

至典績。…至於佛性大義，頓迷心路，既天詰遠流，預同撫覿，萬夜獲開

千昏永曙，分除之疑朗然俱徹。11

此中所言正道出梁武帝作此文的主要用意在於解決深奧玄妙難可言說的神

明佛性義，同時亦說明了梁武帝的神明佛性義乃依不常不斷的中道義而加以建構

出的論理。就思想史的意義而言，梁武帝的〈立神明成佛義記〉一文立意目的本

為反駁范縝〈神滅論〉論點所作12，今本隨文附有沈績所作的〈序〉與〈注〉，

沈績是當時響應梁武帝〈敕答臣下神滅論〉的王公大臣之一，從史書中並不見他

的相關記載，僅能知沈績曾任建安王外兵參軍13。此文在現存南北朝「形神之爭」

                                                 
11 《弘明集》卷八，大正藏第五十二冊，頁 54 上。 
12 參湯用彤《漢魏兩晉南北朝佛教史》頁 706-707。 
13 參法雲〈與王公朝貴書一并六十二人答〉，梁僧佑《弘明集》卷九，大正藏第五十二冊，頁 62
中。 

 274



的相關文獻中處於最後期的位置，就思想內容而論，此文更具有終結形神之爭的

重要意義。14

沈績以臣子身分為君王御制作〈序〉〈注〉，其注解應該受到梁武帝本人認

可，根據沈績的序文，我們可以知道梁武帝作此文的動機在為神明滅不滅作一反

動澄清，維護佛教輪迴來生思想的實在性，同時釐清歷來懸而未決的心數、識神、

天然覺性的義涵內容。 

沈績首先說明一般俗人在討論心識問題時，不是依於常見，以為神識永恆不

斷；就是依於斷見，以為心念流動無常，不知佛性常的道理。不論依於斷見抑或

是依於常見，都不能算是明白神明佛性的道理，必須依著體用、本末的路數，方

能算是明瞭神識和心念間不即不離的關係。換言之，沈績認為梁武帝所關心的問

題，不僅僅於當時熱烈討論的形神問題而已，不論說神滅抑或是神不滅都是墮入

常見或斷見之一偏，必須用體用互攝的觀點，才能掌握「形神生滅」的解答，而

沈績認為梁武帝真正關心的正是牽涉到佛教輪迴業報之說能否成立的神滅、神不

滅問題，但對梁武帝而言，輪迴業報的根本依據，必須在人人皆有佛性中尋找，

故此文名為〈立神明成佛義記〉。15

歷來學者在討論梁武帝的佛性思想時，多半以心神、真神來界義歸納梁武帝

的佛性思想，並且以異於無情木石來說明心神、心識之意義，如元曉的《涅槃宗

要》以及均正的《四論玄義》均作此說。 

第四師云，心有神靈不失之性，如是心神已在身內，即異木石等非情物，

由此能成大覺之果，故說心神為正因體。〈如來性品〉云：「我者，即是

                                                 
14 參謝如柏〈梁武帝立神明成佛義記一形神之爭的終結與向佛性思想的轉向一文〉，《漢學研究》

第二十二卷第二期，頁 213。 
15 參謝如柏〈梁武帝立神明成佛義記一形神之爭的終結與向佛性思想的轉向一文〉，《漢學研究》

第二十二卷第二期，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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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來藏義，一切眾生悉有佛性，即是我義」。〈師子吼〉中言：「非佛性

者，謂瓦石等無情之物，離如是等無情之物是名佛性故。」此是梁武簫焉

天子義也。16

第四梁武蕭天子義，心有不失之性，真神為正因體。已在身內，則異於木

石等非心性物。此意因中已有真神性，故能得真佛果。故〈大經如來品〉

初云「我者，即是如來藏義，一切眾生有佛義。」即是木石等為異，亦出

二諦外，亦是小亮氣也。17

然而，若我們細讀梁武帝的作品，自會發現其對佛性的界義，不單單是異於

木石的靈覺作用而已。 

一、以神明界義佛性 

梁武帝認為佛法修行的基礎在於正信、正解，而獲得正信正解的根據則為人

人皆有的不斷而常存的神明。神明因為永恆常存，而以「精」來詮釋其特色，亦

可稱之為「精神」，而精神的全然發揮，就是成佛妙果，以神明、精神來詮釋佛

性有多方面的意義。其一，不斷滅的特質是人得以成佛的根據，故說行人神明為

根本，作為修持最後終將證得妙果的境地。其二，精神所以必歸妙果，因為它正

是修行者得以認識理解佛教論理的根據，故梁武帝說明神明乃正信、正解的根

據，又因梁武帝將神明釋為正信、正解的根據。因此，我們可以推論其所以為的

神明，其實就是眾所周知的佛性義。 

然而，梁武帝除了將精神同等於神明來理解外，其亦加以區分二者的相異

處，此相異點就根據兩者所處狀態的常或無常的不同來說明，神明的全然展現的

                                                 
16 《涅槃宗要》大正藏第三十八冊，頁 249 上。 
17 《大乘四論玄義》卍續藏第四十六冊，頁 601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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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果乃體證終極佛理的狀態，而這種狀態具恆常不變的特質，相對於恆常不變的

神明，精神具有剎那不住、不斷變化的無常特色。換言之，精神會隨著外在環境

的變遷而加以改變，然而神明卻不會。也就是說我們可以以體證佛果的終極境界

的有無來區分精神與神明的差別，如文云： 

夫涉行本乎立信，信立由乎正解，解正則外邪莫擾，信立則內識無疑，然

信解所依其宗有在。何者？源神明以不斷為精，精神必歸妙果。妙果體極

常住，精神不免無常。無常者，前滅後生，剎那不住者也。若心用心於攀

緣，前識必異後者，斯則與境俱往，誰成佛乎？18

精神在梁武帝看來，其意義同等於心的作用，會隨著外在環境之變遷有所攀附而

生滅變化，然而在此時梁武帝也提出心和成佛之間的關係，剎那生滅不定的心如

何能成佛的問題。而沈績在注解時特別以「心」和「神明」相互解釋如其言： 

（神明）以其不斷，故終歸妙極；憑心此地，則觸理皆明，明於眾理，何

行不成？信解之宗，此之謂也。19

此中所言，沈績認為佛果妙極的原因乃依神明不斷為根據，又心識具有觸理皆明

的認識功能，能夠建立佛法信解，因此能夠作為成佛的根據。眾生因之修行自可

達到涅槃妙果的境界。 

在此沈績認為梁武帝所認知的神明，在未證佛果之前，其實與「心」同義，

具有能動性，有著觸理皆明的認識功能。是由心具明白道理的能力的角度來說

明。因此，梁武帝的神明心，所指的是一種明識功能的特質。 

                                                 
18 《弘明集》卷九，大正藏第五十二冊，頁 54 中。 
19 《弘明集》卷九，大正藏第五十二冊，頁 5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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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如果心會攀緣外境，又如何具恆常不斷之性呢？梁武帝以性和用二個

方面來說明神明與遷動之精神，一而二；二而一的特質。如沈績在〈注〉中有言： 

妙果明理已足，所以體唯極常；精神涉行未滿，故之不免遷變。20

佛性在體證妙果之境，自然是處在永恆不斷的「唯常」境界，因此，若就佛果的

境界而言，佛性果體是具有恆常性的。然而，在未證得佛果佛性的境界時，神明

或精神會隨著外在環境的變遷而有所改變，故其乃變化無常，若僅僅站在變化無

常的角度而言，則奔流下的意識，是無法成就佛果的。  

因此，我們可知，梁武帝的神明佛性概念涵括了多種義涵，其一、有證得佛

果的妙果境界意義；其二、有尚未證得妙果境界的精神變遷生滅狀態；其三、神

明佛性具有作為眾生成佛的根據的意義。 

因此，神明之常或不常，所指的乃階段性的差別現象，而沈績特以性用的差

別來分判精神、神明、恆常與變動的差異，沈績注云： 

夫心隨境動，是其外用；後雖續前，終非實論。故知神識之性湛然不移，

故終歸於妙果矣。21

此中所言心隨外境變化牽動的無常面向是屬外用，並非實在究竟的，而神明之所

以成佛的根據並非依持於神明心之外用，而是依止於其湛然不動的內在質性。行

者須以此不斷不移的神明本性修習，自會「終歸妙果」。 

                                                 
20 《弘明集》卷九，大正藏第五十二冊，頁 54 中。 
21 《弘明集》卷九，大正藏第五十二冊，頁 5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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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歷代學者認為梁武帝將神明、心、心識、神識之意同等起來，故元曉的

《涅槃宗要》、均正的《大乘四論玄義》及吉藏的《大乘玄論》將梁武帝歸類為

以心、真神為正因佛性。如文云： 

第四、梁武蕭天子義，心有不失之性，真神為正因體。已在身內，則異於

木石等非心性物。此意因中已有真神性，故能得真佛果。22  

次以心為正因，及冥傳不朽，避苦求樂及以真神，阿梨耶識，此之五解，

雖復體用真偽不同，並以心識為正因也。23

二者均指出了梁武帝將心同等於真神、神明、心神解說佛性的特色。又從元曉的

敘述來看，梁武帝似乎特別從對比於無情之物的角度來說明佛性的意義。也就是

說，梁武帝用神明、真神來指稱「佛性」，其用意在說明擁有「神明」者，便是

有心性、有情的存在，而非如木石一般為「非情物」「非心性物」。如此梁武帝

特以神明指稱佛性的用意在於分判眾生能否成佛之根據。有心性之眾生自有成佛

的可能。而梁武帝「神明」或「真神」的主要義涵還是著眼於「心性」方面。因

此，各家論說均主張梁武帝著眼於心識能力而說「神明」為「佛性」之說。 

因此，由〈立神明成佛義記〉一文中，我們可知眾家學者認定梁武帝的神明

概念主要以「心」為其內涵。而由此文中，我們不難發現梁武帝並未以靈魂來詮

釋神明佛性，而是著眼於心識能力的認知來詮釋神明之用。故可說梁武帝〈立神

明成佛義記〉雖是為駁難范縝〈神滅論〉而作之文，卻未以靈魂不滅作為論述主

軸，也未將神明和靈魂觀念相連結。如同日本學者伊藤隆壽所說：「梁武帝的神

明佛性思想，它作為「靈魂」的意味非常薄弱」24。 

                                                 
22 唐．均正《大乘四論玄義》卍續藏第四十六冊，頁 601 中。 
23 隋．吉藏《大乘玄論》大正藏第四十五冊，頁 36 上。 
24 參伊藤隆壽〈梁武帝「神明成佛義の考察－神不滅論から起信論への一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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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前文所引，歷代學者均將心、神靈、真神視為梁武帝之認知的佛性義，

然而筆者認為梁武帝的神明佛性義，若僅以心來詮解，並不能涵括神明佛性之完

整義涵，因為從〈立神明成佛義記〉一文中，可以明白發現「心」是神明之用，

其是變化不定的，隨外境之改變而改變的。而梁武帝的神明佛性，包括了恆常不

斷的質性和變化無常之心用，故心充其量只能說是神明佛性的某一面向之表稱，

然若說具識取功用，變化無常之心就同等於神明佛性則有以偏概全之嫌。 

二、佛性特質 

（一）以無明神明對立面統一釋佛性特質 

梁武帝除了以神明釋佛性外，其還特別以「無明神明」之體一用殊來說明佛

性的特質，上文提及心具無常變化，為神明佛性的表象作用層，和神明之間的關

係乃體與用的差別對待關係。現在，梁武帝特別以無明神明乃體一用殊的差異來

說明佛性的體用差別乃本一用殊，其云： 

經云：「心為正因，終成佛果。」又言：「若無明轉，則變成明。」案：

此經意，理如可求。何者？夫心為用本，本一而用殊；殊用自有興廢，一

本之性不移。一本者，即無明神明也。25

梁武帝在此指出佛性的特質乃「本一而用殊」的，也就是說會攀緣外境的變化無

常之心，其實和神明之理並無二致。換言之，心的無明變化之外用和湛然澄淨之

神明內在，其實本性不移只不過是體用上的表現差異而已，然而，若說與境遷變

的無明之心和湛然神明在本質是相同的，只要轉變自身之「無明」為「明」，便

                                                 
25 《弘明集》大正藏第五十二冊，頁 5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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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佛果」。那麼何謂無明神明呢？佛性如何由無明轉明呢？又何謂無明呢？梁

武帝接下來有較詳細的說明，首先梁武帝解識了何謂「無明」： 

尋無明之稱，非太虛之目，土石無情，豈無明之謂？故知識慮應明，體不

免惑，惑慮不知，故曰無明。26

在這裡，梁武帝特別強調所謂的「無明」並不是指虛無或虛無主義的無所有，

又無明之「無」也不是「沒有」的意思，其並指出像土石無情之物，雖是無識無

知的，但並不同等於無明。那麼到底什麼是「無明」呢？其以為眾生的神識本來

應該是清明的、無染的，但若是識慮不能澄澈清明，則謂之無明。因此，所謂的

無明是謂本當清明的本心識慮，因迷惑而落入惑慮不知的混沌狀態。在此沈績為

此文註解曰： 

明為本性，所以應明。識染外塵，故內不免惑。惑而不了，乃謂無明。27

從沈績的注解中，我們可知眾生的本性應該是清明澄澈的，但因為對於外塵迷惑

不了而導致無明。換言之，梁武帝和沈績都認為無明和明的差別只是有否受到外

塵的蒙蔽罷了，受到外塵蒙蔽則為無明，去除外塵蒙蔽則為明，因此就本質而言，

無明和明並無不同，從而推知迷執眾生和覺悟之佛陀在本質上並無不同。此論點

和《大般涅槃經》〈如來性品〉中所言「所謂佛性，非是作法，但為煩惱，客塵

所覆」以及〈文字品〉中「性本淨故，雖復處在陰界入中，而不同於陰入界也」

28如出一轍，可見梁武帝的思想和《大般涅槃經》的思想雷同。 

也就是說「明」與「無明」只是心性的染淨狀態的呈現。「無明」並不獨立

於「明」而存在。「無明」即是「明」，是神明存在的另一個樣態。也因此梁武

                                                 
26 梁．蕭衍，〈立神明成佛義記並沈績序注〉《弘明集》大正藏第五十二冊，頁 54 中。 
27 《弘明集》大正藏第五十二冊，頁 54 中。 
28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65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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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引經藏說「若無明轉，則變成明」，又說「心為用本」、「一本者，即無明神

明也」。換言之，其將無明神明均收歸於佛性義涵之下，無明或神明只是佛性表

現的不同面向而已。 

又倘若梁武帝認為「無明神明」為佛性之本，那麼佛性之用又為何呢？梁武

帝繼而討論之： 

而無明體上有生有滅；生滅是其異用，無明心義不改。29

心在無明的狀態下會有生滅的現象，此生滅的現象便是無明之用。而此處說的生

滅是指外在現實世界中的種種生滅變化現象，特別是指人的生死輪迴而言。故在

本文的文末中有言「…故知生滅遷變，酬於往因，善惡交謝，生乎現境」。因此

可知，梁武帝以無明神明為一切生滅變化的根本，以體用一如，不即不離釋佛性

特質，無明神明和外相生滅變化間的關係是體與用的關係。生滅現象乃自有興

廢，會有善惡交謝的情況。然而，作為「本體」的明神明卻不會有任何的變化，

也就是仍然時時保持著清明的樣態。 

由此可知，梁武帝認為生滅現象變化乃體上之用，而此用並不妨礙無明神明

湛然恆常不變的特質，又此生滅活動是站在無明上作用的，而非清淨神明之體，

值得注意的是，梁武帝將心和無明連結在一起討論。換言之，心的角色在梁武帝

看來具有無明染汙的面向，而非清淨神明的面向。 

其次，表象作用層的生死流轉變化並不會影響到內在無明質地的本然存在狀

態，也就是說生滅變化是無明神明之用，並不能離開無明神明獨立存在。心具無

明塵惑之遷異生滅之用的論點，亦可以呼應前文梁武帝所說「心用心於攀緣，前

識必異後者，斯則與境俱往，誰成佛乎」。可見精神或心攀附外境所產生的遷動

                                                 
29 《弘明集》大正藏第五十二冊，頁 5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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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就是「無明神明」之體所產生的「用」。但無論如何，「用」均不曾獨立於

「體」外獨自運作，體用之間的關係乃相互依存。由此看來「心用心於攀緣」是

指心攀緣其自體所生之生滅變化之「用」，或者「心用心攀緣」自身也就是生滅

遷變之「用」。然心「攀緣外境」，並非心外別有外境可攀緣，就根本上來看「精

神的無常」、「心念的攀緣」都只是「無明」之用，都是依著無明神明而存在的；

換言之，無明之心和外境亦不是截然二分的，它們是不離不即的體用關係。 

另外，梁武帝還說明了無明和神明之間的關係，如其云： 

將恐見其用異，便謂心隨境滅，故繼無明名下加以住地之目。此顯無明即

是神明，神明性不遷也。30

在引文中，梁武帝明白指出，神明與無明二者本質上不異，並非在神明佛性之外，

另有一獨立的無明存在，二者其實乃一體二面，無明在作用方面雖然造就了一切

生滅變化，甚至是生死流轉輪迴現象，然而神明自體仍如實湛然地存在，因此梁

武帝在「無明」之下，「加以住地之目」不外乎在說明「無明」乃依止於「神明」

並就其能生出興廢異用之意而說其「住地」，表明了無明、神明不即不離的主張： 

惑者迷其體用，故不斷猜。何者？夫體之與用，不離不即。離體無用，故

云不離；用義非體，故云不即。見其不離，而迷其不即；迷其不即，便謂

心隨境滅也。31

然而，眾生所知有限，往往迷惑於表象作用世界的生滅變化，而忽略了更深層內

化的神明佛性之存在。 

（二）以體用一如不即不離釋佛性特質 

                                                 
30 《弘明集》大正藏第五十二冊，頁 54 下。 
31 《弘明集》大正藏第五十二冊，頁 5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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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的迷執就在於體與用之間的關係，「體」與「用」是不離不即的關係，

因為用是不完全等於體的，故說不即，然而也不能獨立於體的存在，故說不離。

惑者或偏執於不即而不見不離；或偏執於不離而不見不即，故造成心隨境滅的狀

況。梁武帝和沈績的這些話很有可能是針對范縝的神滅論所提出的反省思考。同

時，梁武帝也提出「明」和「無明」之間的差別，如文云： 

何以知然？如前心作無間重惡，後識起非想妙善，善惡之理大懸，而前後

相去甚迥。斯用果無一本，安得如此相續？是知前惡自滅，惑識不移；後

善雖生，闇心莫改。故經言：「若與煩惱諸結俱者，名為無明；若與一切

善法俱者，名之為明。豈非心識性一，隨緣異乎？32

心具有變異無常的特質，會因外境的更易而有所改變，可以念念殊異，前念為無

間重惡而後念起妙善的想法，惡善之間如無間地獄與非想天的天壤之別，而天壤

之別的念頭如何念念相續呢？梁武帝便以「神明佛性」之本作為念念相續的依

據，隨著外在環境的念頭為心識的外在作用，而心識的內在質地是不會隨緣變遷

的。 

又無明和明的差別在何處呢？梁武帝認為若與煩惱俱結則是無明，若與善法

相合則是明，而二者乃心識迷惑覺的不同狀態而已，而心識之名號也是神明佛性

的隨緣而得之異稱罷了，故作為本或體的神明佛性仍然如實地存在而不受外在作

用的影響。 

又梁武帝更以神明佛性不受外在環境影響而有所更易來說明眾生成佛之根

據。如其言： 

                                                 
32 《弘明集》大正藏第五十二冊，頁 5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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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知生滅遷變，酬於往因；善惡交謝，生乎現境。而心為其本，未曾異矣。

以其用本不斷，故成佛之理皎然；隨境遷謝，故生死可盡明矣。33

現實中的生死輪迴、生滅變遷是過去業力所致，而善惡念頭的產生則是眾生

當下可以掌握的，當然其變遷作用之根據都是神明佛性，而屬於內在質地的神明

佛性卻不受外在作用的影響。可知，梁武帝將生死輪迴和生滅變遷都當作神明佛

性之用，而眾生所展現的是蒙上塵埃的無明，亦或是湛然澄澈的神明，其所根據

佛性本質並無二致，因此說是「本一用殊」。 

沈績在此段的注解中再次說明了體與用二者不即不離的關係，如其言： 

成佛皎然，扶其本也；生死可盡，由其用也。若用而無本，則滅而不成；

若本而無用，則成無所滅矣。34

一方面作為成佛之根據的神明佛性乃湛然常存的，眾生依之修行則明於眾理，必

歸妙果，如此則說明了眾生成佛的可能。神明「無明」的一面所造成的用，則是

遷變無常的；呈現一切現實世界中的生滅變化和說明了眾生生死輪迴的現象。 

以上是梁武帝對於神明界義佛性及其作用方式的論述，其運用了魏晉時代盛

行的本末體用的觀念，將佛性理體和現實社會相互作用連結起來。利用此種論述

模式，梁武帝不僅成功建立了自己的佛性理論体系，同時也解釋了當時盛談的現

實世界的存在和生死輪迴的根源。 

第二節 梁武帝佛性思想的檢視 

一、混淆因地佛性和果地佛性 

                                                 
33 《弘明集》卷 9，大正藏第五十二冊，頁 54 下。 
34 《弘明集》卷 9，大正藏第五十二冊，頁 5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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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梁武帝的神明佛性之界義及內涵，不難發現梁武帝將佛果佛性的境界和

作為眾生成佛之所依的佛性義混為一談；如其言：「源神明以不斷為精，精神必

歸妙果。妙果體極常往，精神不免無常。」其所言神明佛性的完然展現會歸於妙

果，然而神明佛性在未全然展現時，精神會隨著外在環境剎那遷變，而此剎那不

住的精神並非全然同等於恆常不變的神明佛性。 

梁武帝在此並未加以釐清佛果佛性的境界，和未證佛果佛性之精神的差異

性，會令讀者誤以為精神一會兒剎那變化、一會兒又恆常不變而混淆不清。另外，

從〈立神明成佛義記〉的文章脈絡中，我們可以歸納出其所謂的「心」和「精神」

是同義詞，所指的是具能動性的，具有會隨外在環境更易而攀附改變的特質，如

其言「精神不免無常」、「若心用心於攀緣，前識必異於後者，斯則與境俱往…」、

「前心作無間重惡，後識起非想妙善…」、「闇心莫改」等。心識因為會隨境攀

附而變化不定，故不能說是神明佛性的代表，也不能同等於眾生的成佛根據之謂

的恆常不變之神明佛性體，倘若欲以體用來分的話，或者可以判為佛性之體為神

明，而佛性用乃為心識的變化。而梁武帝在文章中時而說心為用本，時而說心念

念生滅，將心之「體」、「用」的作用相混。現代學者或認為「梁武帝是將無明

神明統攝於一心之下」35
，以為心就是佛性。然而，就因為心具念念不住的特色，

並無恆定如實之性，故不能作為眾生成佛的根據，只能說是佛性之用。又由文章

中，我們可以得知「無明」乃是心識昏惑受外塵蒙蔽之故，當除去塵垢後，其本

質乃明淨無染之性，故也可知神明是無明之本，又神明所具的恆常特質，也方可

以成為眾生成佛的根據，而此明淨無染之境才能稱得上是佛果境界，而心識精神

都只能算是佛性之用。而明和無明應該是收攝於神明佛性之下而非變居不定的心

識之下。 

二、體用佛性觀與中道佛性觀 

                                                 
35 謝柏如〈梁武帝立神明成佛義記形神之爭的終結與佛性思想的轉向〉，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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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武帝的佛性思想以「神明」為體，生滅遷變為「用」，利用「體用」的概

念將佛性和外在事物統一起來，那麼一來就將佛性和外在世界放在一元的體用範

疇來討論，「心為萬有」不再是心與物之間的派生關係， 

另一方面，其又以對立面統一的方式將無明神明作一個統整性的說明，無明

神明的關係乃不即不離的，「無明」並不是獨立於「明」而存立的狀態，而是因

眾生迷惑無知的情況來界義的，因此迷覺乃一體二面，眾生無須在迷之外另求一

覺的存在，而是在迷惑的當下覺知無明自會轉明，因此生滅染淨都只是佛性的表

象作用，當眾生轉無明為明之際，就可以了證湛然如如的神明佛性之理體。 

梁武帝運用了體用的觀念，以神明為永恆不壞之體，以現實中的生滅變遷為

用，體用不即不離。沈績的序中又說神明不可以斷或不斷的截然二分方式去判

定，否則不是落入常見就是落入斷見，斷常二見均不可以表現出神明佛性的全然

樣貌。梁武帝的「不即不離」和沈績的「不落斷常二見」，乍看之下具有佛性中

道觀的思想。然而，若我們仔細對照《大般涅槃經》中所言的「中道佛性」思想，

自會發現梁武帝的不離不即論理並未涉及空有之說的探討，僅僅說神明佛性理體

具恆常不變的特質，那麼何謂神明佛性呢？如果其作為一切現象界生滅變化的根

據，就很容易誤導讀者佛性是實有論的主張趨向。而我們若細觀《大般涅槃經》

的經文就顯而易見其中道佛性的見解較梁武帝體用一如的佛性觀更能切合所謂

雙照雙遮不離不即的佛法知見。如文云： 

智者見空及與不空，常與無常，苦之與樂，我與無我。空者一切生死，不

空者謂大涅槃，乃至無我者即是生死，我者謂大涅槃。見一切空，不見不

空，不名中道。乃至見一切無我，不見我者，不名中道。中道者名為佛性。

36

                                                 
36 《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十二冊，頁 52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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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涅槃經》以「中道」為佛性，但它強調的「中道」乃是對「空」、「不空」

兩面的「雙照」、「雙遮」，又中道佛性必須要不離「空」與「不空」、「我」

與「無我」這兩面來理解。生死流轉之我不見涅槃，不能算是真我。二乘行者但

見無我不能迴小向大，也不能算是大涅槃，而涅槃境界的佛性我乃超越我和無我

的分別執著，因此說是中道佛性。 

而梁武帝之體用佛性說並未論及佛性的超越性特質，僅論及了佛性的恆常性

特質。因此，易誤導至實有論的趨向；反之，《大般涅槃經》的中道佛性觀在佛

性談論的深度和廣度上都較為深入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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