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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考察智儼的如來藏與佛性思想中，有關「體性」意義之處，主要內容包

括：智儼引用三階教的如來藏之說，指出如來藏是：凡聖的本體、生死的本體、

體真而相假，又引體相五喻，又引《如來藏經》中的染淨九喻。智儼又大加引徵

《楞伽經》，也引用《勝鬘經》，論證如來藏存在。在佛性說上，智儼也引用三

階教之說，指出佛性是凡聖皆具的生長因性，所以一切眾生皆是當來佛，又引及

《寶性論》的十種佛性義。又引用《佛性論》中舉小乘諸部對佛性義的解執不同，

有說佛性是空或說佛性是修得，又從修得上分別眾生有定無佛性、不定有無、定

有佛性等三類「種性」，智儼又舉大乘《涅槃經》的約行辨性、約位辨性、約因

辨性、約果辨性等四句佛性說。如來藏與佛性兩者名異實同，兩者究竟有何差別，

智儼認為佛性說是接引小乘迴小向大的迴心教，如來藏說是直接針對菩薩的直

進教。 

關鍵詞：智儼、如來藏、佛性、楞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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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約在西元三世紀開始流行的如來藏真常經典，風格從宣說世間苦空的「破邪」

轉移到「顯正」，強調如來藏、佛性、涅槃，說明成佛的因性、果德，眾生的本

性與涅槃境界都是常樂我淨的，擴大來說，萬法的最終根源就是真常心性，這「真

常唯心論」透顯出事物存在的光明面，並且追究緣起生滅之法在滅後如何可能再

生，主張生滅中必有不生不滅的本體，才能成立生滅的現象，假必依實如波必依

水而有。印度真常佛教在西元四、五世紀中非常流行，但在印度佛學中鮮見論疏，

似不太被重視。如來藏教傳入中國後才被廣泛信受與推崇，中國佛教大體上就是

以如來藏教為基礎而發展致極，建立了代表中國佛教特色的圓頓教。 

智儼（602-668）出身攝論學派、地論學派，是真常心系的唯識學，後又回

應玄奘新譯的妄心系的唯識學，順唯心（識）進路，智儼開創出了華嚴宗義。

如來藏思想是智儼建構華嚴宗真理觀的基礎，本文主要考察智儼的如來藏與佛性

思想中，有關「體性」意義之處，對於如來藏緣起、唯心、性起等「緣起」方面

大致尚未涉及。在有關如來藏與佛性的體性思想上，智儼多引用經論與各派別的

現成之說，從多方引用中表述出如來藏與佛性思想的體性意義，也涉及如來藏存

在的論證，以及如來藏與佛性說的差異，從中可見智儼在教證與理證上如何進行

抉擇而認同如來藏思想。
1 

如來藏、佛性是大乘佛教共有之說，但唯在真常心系是主要課題。智儼所

說的如來藏、佛性大都是在真常心的意義下使用，如在《搜玄記》卷三： 

 

三、攝末從本者，十二因緣，唯真心作。如波水作，亦如夢事，唯報心

作。以真性故，經云：「五陰十二因緣無明等法，悉是佛性。」....此

攝末從本，即是不空如來之藏，此中亦有空義....2  

 

於此短文，智儼即將真心、真性、佛性、如來藏都視為一體。 

智儼論如來藏、佛性的「體性」意義，主要是在《要問答‧普敬認惡義》之

處，這是闡釋三階教的「普敬認惡」義。
3
 三階教是由隋代信行（540-594）所倡

                              
1 本文修訂自筆者博士論文《智儼思想研究——以初期華嚴宗哲學創立過程為主軸》，第三章〈智

儼的唯心思想〉之部份章節。 
2 《搜玄記》，T35,no.1732,p.63b17-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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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主張佛教分正法、像法、末法等三階段發展，第一階段是「一乘法」，第二

階段是「三乘法」，第三階段是說佛滅一千五百年後，人皆邪解、邪行，此時若

據前二期的佛法來修行，實甚困難，必須依第三階「如來藏佛性體」的「普法」，

始易有成。 

智儼〈普敬認惡義〉錄附三階教「普敬認惡」的思想，要義如下：普敬認惡

乃一體兩面，普敬是普敬眾生的如來藏體，眾生皆有「如來藏佛性體」，「唯敬

其體」，此乃「普真普正佛法」，「邪人、正人皆得真正」，因此「一切惡四眾

等，現在雖行邪善行，皆當作佛」，所以應普敬眾生，「想一切眾生，皆作佛想」，

要效法《法華經》中常不輕菩薩禮拜眾生的行為。認惡則是認識違背如來藏理之

處，如「唯說顛倒眾生是惡，不說是善」、「一切佛（法、僧、度眾生、精進）

不能救」。 

為適合當時末法時代「一、生盲生聾生瘂眾生（劣根的眾生）佛法。二者、

死人（無根性的闡提）佛法。」三階教以「如來藏佛性」的體性義為核心，從

多方面發揮出普敬認惡義，尤其是在實踐上以及批判佛典中「不了義」（三階

教說為巔倒、誤謬）的觀點上，特色顯著。4 

智儼錄附三階教「普敬認惡」的思想，並不是認同其說。智儼引三階教文只

是基於「末代惡多」，贊成其以如來藏理發揮出救度邪人、惡眾、闡提的道理，

著重於第三階的普法有「為救闡提，迴向一乘」的性質。 

                                                                                      
3 《要問答‧普敬認惡義》全文，T45,no.1869,pp.532b10-534c10，後文不一一各別引徵出處。關

於〈普敬認惡義〉與三階教的探討，可參見筆者博論中〈終教接引人天教——三階教的受容〉，

頁314-319。 
4 〈普敬認惡義〉錄附三階教「普敬認惡」的思想：普敬有八段，除如來藏佛性的基本體性義外，

其餘要義：唯敬如來藏體，唯敬眾生作佛，不見邪正，不說善惡等名，唯自身是惡人，調停自他、

親疎、道俗、貴賤、凡聖等五種不相干的心態。認惡有十二種，以眾生本有如來藏性德為核心，

主張口唯得說如來藏佛法，多舉出經論的顛倒（不了義）之說，如：唯說顛倒眾生是惡，不說是

善。為諸菩薩說甚深大乘義，為諸聲聞說淺近之義，為一闡提說世間之義。定受不死、死活不定、

定死醫藥所不能救（種性說）。若犯重禁，一切佛、法（如《大集經》、《涅槃經》說）、僧、

度眾、斷惡修善等，不能救拔。《大集月藏分經‧說明法藏盡品》、《阿含經》說正法悉滅。《大

般涅槃經》說，末法世時一闡提及五逆罪如大地土。《像法決疑經》說，像法眾生無有一念作出

世心。《佛藏經》說，增上慢比丘無有一念求涅槃心。《涅槃經》說，常沒、常行惡、常為無明

所纏繞、其心顛倒常錯謬、常污身口。《十論經》說，心常遠離棄捨真實一切法味、常為煩惱及

諸邪見惑網所覆、歸依六師傷罷聖道、常行誹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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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孔目章‧三種佛性》可視為是《要問答‧普敬認惡義》的補充說明，
5

又智儼在《孔目章‧立唯識章》中大加引徵《楞伽經》力證如來藏存在，6 底

下即以此三篇文義為考察重點。 

二、如來藏的意義 

如來藏，指在一切眾生的煩惱身中，所隱藏之本來清淨的如來法身。 

下文將智儼《要問答‧普敬認惡義》中引用三階教的如來藏說中的本體意

義，析為四點說明，第五點則是智儼又引《如來藏經》： 

（1）凡聖的本體：「如來藏是一切諸佛、菩薩、聲聞、緣覺乃至六道眾生

等體。」、「如來藏佛性體，唯是普法，唯是真法，於中無有邪魔得入其中，

是故不問邪人正人，俱得真正。」如來藏是佛與眾生的本體。 

（2）生死的本體：「生死依如來藏，如來藏作生死，是名善說世間言說，

故有生死，非如來藏體有生有死。」眾生的生死依如來藏（如波依水）。 

  （3）體真而相假：「如來藏佛性體，唯是普法，唯是真法」，有情唯有如

來藏體是真法，所以「未有真佛名」、「未有真佛三十二相」，一切的名與相

都是假法。 

  （4）體相之五喻：「河雖差別，水體無異」、「伎兩雖別，身無別異」、

「瓦雖差別，土體無異」、「喻如波依水，水即作波。風因緣故有波，非水體

有波」、「金（作）莊嚴具」等五喻，都表示本體同一而現象差別，其中後兩

喻是較常見的譬喻，波水風之喻出自《起信論》，7 水體（真心）本無波，由

風（無明）才起浪，風停浪靜，就能顯現出水面平靜的映物功能（真心的妙用），

此喻特別點出眾生的無明風；「金莊嚴具」的美善，則多用來譬喻佛的妙用。 

                              
5 《孔目章‧三種佛性》全文，T45.no.1870,p.549b19-c9，後文不一一各別徵引出處。 
6 《孔目章‧立唯識章》引《楞伽經》證如來藏之全文，T45.no.1870,pp.545c25-546a22，後文不

一一各別徵引出處。。 
7 《起信論》：「如大海水，因風波動。水相、風相，不相捨離，而水非動性。若風止滅，動相

則滅，濕性不壞故。如是眾生自性清淨心，因無明風動。心與無明，俱無形相，不相捨離，而心

非動性。若無明滅，相續則滅，智性不壞故。不思議業相者，以依智淨，能作一切勝妙境界。」

T32,no.1666,p.576c11-17。引文最後「不思議業相者，以依智淨，能作一切勝妙境界。」此義即

可用下喻「金莊嚴具」來適切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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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染淨之九喻：智儼引用《如來藏經》的九喻，這九喻是以染淨相對設

喻，其與之前以體相設喻不同，九喻如下（標題為節錄智儼的評語）：8 

1. 本性具德：佛以天眼觀見未開敷的華（喻眾生）內有「如來身結跏趺坐」

（喻如來藏）。 

2. 去染成淨：有人巧智，除蜂取蜜。 

3. 在染同愚：米未離皮（喻無明），貧愚輕賤，謂為可棄（喻不知本性具

德）；除蕩既精（喻真心），常為御用。 

4. 在染難壞：真金墮不淨處隱沒不現，經歷年載真金不壞。 

5. 在染闕緣：貧家有珍寶，藏寶不能言我在於此，又無「語」（喻佛的教

導）者，不能開發。 

6. 會緣成果：菴羅菓內種不壞，種之於地成大樹王。 

7. 除染生信：真金像裹以弊物，人謂不淨。有天眼者知有真像，即為出之

令他禮敬。 

8. 轉想成智：譬如女人貧賤醜陋而懷貴子，經歷多時人謂賤想。 

9. 反染歸真：鑄師鑄真金像，既鑄成已，外雖燋黑，內像不變，開模出像，

金色見曜。 

總之，眾生本來即內具如來藏體，如真金的體性不變，表象染污（外裹弊

物、模具燋黑），愚人不識，有待法緣開發，則能轉想成智，去除染污成就信

心、清淨、真智、佛果。 

三、《楞伽經》中如來藏存在的論證  

在論證如來藏存在上，智儼大加引徵《楞伽經》，也引用《勝鬘經》。《楞

伽經》於中國有三異譯本：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入楞伽經》十卷，元魏‧菩提留支譯。 

《大乘入楞伽經》七卷，唐‧實叉難陀譯。 

智儼之時尚未譯出七卷本，智儼搜羅四卷本與十卷本的經文，各引五處，

共成十段經文，湊足象徵圓滿的十數，力證如來藏存在。《楞伽經》也是唯識

宗所依據的六經之一，因此智儼在《孔目章‧立唯識章》中大加引徵《楞伽經》

應也在指出唯識的真義所在。 
                              
8 《大方等如來藏經》九喻原文，T16,no.666,pp.457b23-459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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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四卷《楞伽經》 
 

（1）略說有三種識，廣說有八相（八識），何等[為]三？謂真識（真常

心）、現識（可配《起信論》的「三細」，或指梨耶，總之是能變現事

物的深細心識）及分別事識（可配《起信論》「六粗」，或指前七識，

這是現相後更加執著的認識）。9 （智儼評：）廣既廣，略當知，與真

不異。 

 

智儼意在表示，三識八相是或略或廣說明心識的成份，心識與真常心不異，以

真常心為本體。 

 

（2）非自真相識（真常心）滅，但業相滅。若自真相滅者，藏識（梨耶）

則滅。大慧！藏識滅者，不異外道斷見論義。10  

 

經意是說，若無真常心為基礎，則生滅的心識滅時則應永滅（缺乏再生的基礎），

如此即落入斷見。 

 

                              
9 《楞伽經》卷 1，T16,no.670,p.483a14-17。大正藏有「為」字。三識，法藏配《起信論》的「三

細六粗」解釋，凝然以「第九識、第八識（藏識）、前七識」解釋，八相指八識，第九識攝入第

八識中講，參見高峰了州《孔目章解說》，頁 46。 
10 《楞伽經》卷1，T16,no.670,p.483b3-5。法藏《起信論義記》：「真相是如來藏，轉識是七識，

藏識是梨耶」（T44,no.1846,p.255b26-27）。經中接著詳說：「大慧！若有沙門、婆羅門，欲令

無種（子）、有種（子）（為）因，（而有）果現（的無因、有因論），及（諸法生起之後依於）

事、時（而常）住，緣陰、界、入（而）生（並常）住（的常見），或言生已（立刻就）滅（的

斷見）。大慧！彼（諸法）若（因果）相續，若（惑業之）事、若（五陰之）生、若（諸法之）

有（等世間因果），若涅槃、若道、若果、若諦（等出世間因果），（常見與斷見是）破壞斷滅

論。所以者何？以此（因果真理是他們）現前不可得（知），及見（諸法的原）始（根本更）非

（他們惡見者之）分故。大慧！譬如（斷見的）破瓶不作瓶事，亦如焦種不作芽事。如是大慧！

若（如斷見說的）陰、界、入性，（過去生起的）已滅、今（生起的立刻也就）滅、（未來生起

的）當滅（等剎那生滅），（這是）自心妄想（所）見，（因為斷見說的諸法滅後的生起）無因

故，彼無（因果法則）次第生（的道理）。」（T16,no.670,p.483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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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是微細藏識，究竟邊際，除諸如來及住地菩薩，諸餘聲聞、緣覺、

外道，修行所得三昧智慧之力，一切不能思量決了。11  

 

這是說，證悟真常心是菩薩初地以上的程度。 

 

（4）大慧！善不善者，謂八識。何等為八？謂如來藏名識藏（真妄和合

的第八識），（所以）心（第八）意（第七）意識（第六）及五識身，

非外道所說。12  

 

略同第一、二段。 

 

（5）（大慧！七識不流轉，不受苦樂，非涅槃因。）大慧！如來藏者，

受苦樂，與因俱，若生若滅。四住地無明住地所醉，凡愚不覺，剎那見

妄相薰心。13  

 

經意是說，如來藏是不滅的本體，才能持續容受苦樂的業因，也才能作為修行

可得果報（涅槃）的相續因，生滅（已滅）的識（七識）無法維繫業果相續。

凡愚不覺真常心，只見生滅的妄心。 

（二）十卷《楞伽經》 
（1）大慧！薰集種子心不滅，取外境界諸識滅。14  

 

                              
11 《楞伽經》卷 1，T16,no.670,p.484a27-29。文句略異，原文「諸聲聞緣覺外道修行所得三昧智慧

之力，一切不能測量決了。」 
12 《楞伽經》卷4，T16,no.670,p.512b6-8。 
13 《楞伽經》卷 4，T16,no.670,p.512b15-18。大正藏用「勳」字。本文略釋：「大慧！（第）七

識（的存在乃生滅法，同前六識一樣實也）不流轉，（也）不（能）受（持）苦樂（因果），非

涅槃因。大慧！如來藏者（不滅），（才能）受（持）苦樂（的因果），（而）與（流轉生死、

還滅涅槃的苦樂）因（共）俱，（才能持續產生）若生若滅（的現象）。」（另 513a 也有類似

之說） 
14 《入楞伽經》卷2，T16,no.671,p.523b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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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意是說，隨著無常外境起伏的心識是生滅的，而能受薰、集種子的識則不滅。

略同四卷本第五。 

 

（2）大慧！諸外道作如是說，所謂：「離諸境界，相續識滅。相續滅已，

則滅諸識。」15  

 

這是斷見，認為心識離境則滅。略同四卷本第二。 

 

（3）大慧！如來藏識，不在阿賴[梨]耶識中，是故七種識有生有滅，如

來藏識不生不滅。何以故？彼七[種]識，依諸境[界]念觀而生。此七識境

界，一切聲聞、辟支佛、外道修行者，不能覺知，不如實知人無我故。

以取同相別相[法]故，以見陰界入法等故。16 （智儼略釋）義言若達人

無我。所謂人執習則達法無我。七識則與如來藏同。 

 

前七識依境界起念而生（此同第二段的諸識），但如來藏識不生不滅，則不如

此。又經文說，「聲聞不知此七識真相，是不能如實知人無我」，但一般說聲

聞已證人無我，菩薩更證「法無我」，所以智儼才進而解釋，「若真達人無我，

則也能通達法無我」，其意應為，人無我是就有情主體來觀察緣起無實，法無

我則只是擴大開來，觀察一切法緣起性空，所以「二無我」實際是相通的。 

 

（4）大慧！阿梨耶識[者]，名如來藏，而[與]無明七識共俱，如大海波

常不斷絕。身俱生故，離無常過。離於我過，自性清淨。[餘七識者，心、

意、意識等念念不住，是生滅法。]17  

 

以大海波譬喻如來藏（水）與無明（波），如來藏是常俱、清淨（無我）。這

是接續第三點的「二無我」，也就是透過「二無我」才能觀察到清淨的如來藏。

                              
15 《入楞伽經》卷2，T16,no.671,p.522a21-23。文字小異，原文「此不異外道斷見戲論。大慧！彼

諸外道作如是說，所謂：『離諸境界，相續識滅，相續識滅已，即滅諸識。』」 
16 《入楞伽經》卷7，T16,no.671,p.556c11-17。原文小異，以方括字表之。 
17 《入楞伽經》卷7，T16.556b29-c3。原文以方括字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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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我性空之後所開顯的如來藏，也可稱為有我、實有，如《涅槃經》的著

名講法，佛性「常樂我淨」。） 

 

（5）依諸邪念法，是故有識生，八九種種識，如水中[起]諸波。18  

 

此處提到八、九識，智儼在《要問答‧心意識》卷上： 

 

依《楞伽經》染淨等法有開有合：染開則成七識，合則是梨耶（第八識）。

如來淨藏識亦有二義，合則成八識，開則成九識故，有八、九種。19  

 

《楞伽經》中，染識或說有七、八，淨識或說成八、九，都無妨，只是開合不

同。據此，以上經中梨耶識或言為染，或言為如來藏識，也是隨文而異。 

地論南道派主張八識說，地論北道派、攝論學派主張九識說，菩提流支是

十卷《楞伽經》的譯者，十卷本中有「八九種種識，如水中諸波」之說（見前

引文第五），而菩提流支也正是北道派的始祖。從智儼學貫地論、攝論派的背

景來看，智儼「合則成八識，開則成九識」之說，應也有調和地攝論學諸說之

意。 

以上十條，有純從佛說證明，也有從推論上證明如來藏存在，如四卷本的

第二、五條，推論之要在於，若無真常心為基礎，生滅的心識滅時則應永滅，

因其缺乏再生的基礎，如來藏真心是不滅的本體，才能持續容受苦樂的業因，

也才能作為修行相續得果（涅槃）的因，生滅（已滅）的識無法維繫業果的相

續。 

智儼另舉《勝鬘經》云： 

 

「由有如來藏法，種眾苦乃至樂求涅槃等」，故得知也。又「如來藏不

染而染」，據此即是生死體。「染而不染」，據此生死即是涅槃，更無

異法。又經文「六識及心法智」，是其生滅，非是可依。唯如來藏不起

不滅，成究竟依。20  

                              
18 《入楞伽經》卷9，T16.565b23-24。 
19 《要問答》，T45.522c23-25。 
20「不染而染」、「染而不染」為意引，如《勝鬘經》：「有二法難可了知：謂自性清淨心，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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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滅的妄心與「種眾苦乃至樂求涅槃」都必依不生不滅的如來藏才能成立，此

略同四卷《楞伽》第二、五點。所以，生死涅槃必為一體，所謂「染而不染，

不染而染」。 

四、佛性的意義 

佛性，又作如來性、覺性，即佛陀的本性，也指成佛的可能性、因性、種

子，為如來藏的異名。 

《要問答‧普敬認惡義》中智儼引用三階教的佛性說，其中的基本意義，

本文分為兩點說明，第三點則是智儼引用《寶性論》的佛性十義： 

（1）凡聖皆具的生長因性：《要問答‧普敬認惡義》中說：「佛性者是一

切凡聖因，一切凡聖皆從佛性而得生長。」喻如「乳是酪因，一切酪皆因於乳

而得生長。」佛性為凡聖得以生長的因性，「生長」在此應指有情主體上的成

就佛果、生長善法。另《孔目章‧三種佛性》中說「（佛性）其性平等（普法），

猶如虛空，於諸凡聖無所限礙，名為佛性。既無限礙，何故偏云佛性？佛性者，

據覺時語。所以知者，為隨其流處成種種味，法身流轉五道（阿修羅道不獨立

算）名曰眾生。據此因緣，不名佛性。」此文說明佛性是凡聖的本體，與前文

如來藏之說相同，然又特別點出「佛性」（「如來藏」理當也如此）是據「覺」

（佛）邊來立名，其實也是「眾生」（迷時）的體性。又《孔目章‧三種佛性》

中破題便說「佛性者，諸佛所師，所謂法也」，此即「一切凡聖皆從佛性而得

生長」的引申，這從在深度的本體論上指出佛性是凡聖因，進而朝向從高度的

價值義上宣告出佛性是諸佛之師，要人師法佛性。 

（2）一切眾生皆是當來佛：《要問答‧普敬認惡義》中說：「當來佛者，

一切惡四眾等現在雖行邪善行，皆當作佛。」、「佛想佛者，想一切眾生皆作

佛想。」這是由眾生具有成佛的生長因性而推到當來必有成佛之果。若依理分

析：於內在，眾生皆有佛性（因）；於外在，有佛菩薩的普度眾生（緣）；所

以，在此因緣的無窮相續中，因緣成熟只是遲早之事。 

                                                                                      

了知。彼心為煩惱所染，亦難了知。」（T12,no.353,p.222c4-5）其餘引文見：「世尊！若無如來

藏者，不得厭苦樂求涅槃。何以故？於此六識及心法智（可理解為心執著法的妄智），此七法剎

那不住，不種眾苦（乃至一切的種子），不得厭苦樂求涅槃。世尊！如來藏者，無前際，不起不

滅法，種眾苦（乃至一切的種子），得厭苦求涅槃。」（T12,no.353,p.2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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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點基本上是中國佛性思想的常談「一切眾生悉有佛性」、「皆當作

佛」。 

（3）《寶性論》的佛性十義：《要問答‧普敬認惡義》中，智儼又提及佛

性義略有十種，謂「體性、因性、果性、業性、相應性、行性、時差別性、遍

處性、不變性、無差別性」，此說原出《寶性論》。
21
 智儼曾多次暗引慧遠《大

乘義章》，這次也可能是轉引自《大乘義章》：「如《寶性論》說性為十：一者

體性、二者因性、三者果性、四者業性、五相應性、六行性、七時差別性、八返

（應為遍）處性、九不變性、十無差別性。」
22
 《大乘義章》在列舉佛性十義後

即作解釋，而智儼只列舉十義，並未解釋，或許智儼認為《大乘義章》的解釋已

足，不需再加說明了。這佛性十義可說是前述如來藏、佛性說的引申、發揮，《寶

性論》是印度如來藏說的集大成的論典，相應的，智儼即是以《寶性論》的佛

性十義作為佛性的「體性」義的歸結。 

五、《佛性論》與《涅槃經》的佛性說 

《要問答‧普敬認惡義》中，智儼引用《佛性論》中舉小乘諸部對佛性義

的解執不同，文略釋如下： 

1.佛性是空 23 本：依「分別說部」，一切凡聖眾生皆以空為其本，凡聖眾

生皆從空出，故以空為佛性。又佛性即是大涅槃的境界。 

2.佛性是修得：依「毘曇、薩婆多」等諸部，一切眾生沒有本來具有的佛

性，只有修得的佛性。又從修行上分別眾生有三類「種性」： 

（1）定無佛性：「定無佛性」即永不得涅槃，這是指犯重禁的「闡提」。 

（2）不定有無：「不定」是指若修時則得，不修不得。這要達到賢善共位

以上的程度（才有能力「修時則得」）。 

（3）定有佛性：定有佛性包含三乘人：一、聲聞，從苦忍以上即得佛性。

二、獨覺，從世第一法以上即得佛性。三、菩薩，十迴向以上是不退位，得於

佛性。24 （這是從修行上達到不退位來講的） 

                              
21 《寶性論》：「體及因果業，相應及以行，時差別遍處，不變無差別」，T45.522c23-25。 
22 《大乘義章》，T44,no.1851 ,p.474c18-22。 
23 《佛性論》原文，請見T31,no.1610,p.787c6-15，後文不一一各別引徵出處。 
24 智儼又舉《仁王經》「三賢十聖忍中行，唯佛一人能盡源」（T8,no.245,p.827b12）、《論》「十

解已上已聖人」的高低不同標準，並說諸經論不同，是因為「有情機欲各別，隨一義說」。這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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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佛性論》的內容，智儼說是就「小乘及迴心初教」而言，其意應為，

以上的小乘之說有迴小向大的趣向，因其涉及大乘初教的空義、佛性義。 

智儼又說「若後破執成正義，即是終教，即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依二空所

顯真如是也。」25 這是說，《佛性論》主張的佛性說，是終教的「一切眾生皆

有佛性」，這是依人法二空所顯現的真如佛性。 

  智儼又舉大乘《涅槃經》的四句佛性說（底下的標題原為智儼的評語，括

弧中字乃本文的對比）： 

（1）約行辨性（對比小乘定無佛性、不定有無）：闡提人有，善根人無。

（行，可有造作、變化、行為等意思。此處行性，不能就行為說，否則應是闡

提人無，善根人有；此處行性，應指變化性、不定性，也就是，處於善根的潛

能狀態，具有由潛能變化成現實善根的能力。） 

（2）約位辨性（對比小乘定有佛性）：善根人有，闡提人無。（位性指已

表現出了善根） 

（3）約因辨性（對比小乘佛性即空）：二人俱有。 

（4）約果辨性（對比小乘定無佛性）：二人俱無。 

智儼說這是頓教、終教佛性及大般涅槃。智儼此處的「頓教」之意應是指

「同時俱說」（頓陳）佛性有無的四句義，這應是延用慧光之說。26 智儼說：

「此之四位皆具性得及修得二佛性」，「此之二性同於信解淨心處說故，相由

成故也。性得及修得二種佛性非初非中後，前中後取故。」這即是終教的佛性

義，文義應指，眾生本具真常佛性，因此「性得」與「修得」畢竟是同一本體，

所以眾生皆具有性得及修得二種佛性。「信解淨心」應指證悟到此佛性，證悟

到此佛性就能如實了知這二種佛性是「相由成故」，性以修來開顯，修以性為

根本。真常佛性超越時間前後，而又顯現出時間相，可以稱性起修。 

                                                                                      

及複雜的判教行位，可參見法藏《五教章》。以上引《論》指《攝論》，如《攝大乘義章》卷4：

「《攝論》復云：『菩薩有二：一者凡夫，謂十信已還。二者聖人，謂十解已上。』」

（T85,no.,p.1041b13-14） 
25 《佛性論》原文「佛性者，即是人法二空所顯真如。……是故佛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T31 ,no.1610,p.787b4-28。 
26 法藏《五教章》卷2記載慧光的漸頓圓之三教判：「為根熟者，於一法門，具足演說一切佛

法。常與無常，空與不空，同時俱說，更無漸次，故名頓教。」T45,no.1866,p.480b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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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終教肯認眾生皆具佛性（有因性佛性），實無不能學佛（行性、位

性佛性）、不能成佛（果性佛性）的眾生，闡提只是「斷現善根」，現在暫時

相似斷盡善根罷了，其實仍可接引他學佛（仍有因性、行性佛性）。 

六、如來藏與佛性說的差別 

智儼在引用《佛性論》與《涅槃經》的佛性義之後，指出佛性說是接引小

乘迴小向大的迴心教，如來藏說是直接針對菩薩的直進教： 

 

又驗經文，如來藏為直進菩薩機說，佛性為淳熟聲聞機說。27 

 

佛性說與如來藏說的契機對象不同，這似為智儼的特殊觀點，不過在此智儼並

未說明其理由，只說「驗經文」可知。 

由於如來藏與佛性說相通，即使在同部經論中也兼談兩者，如《涅槃經》、

《寶性論》等，兩說的契機差別似乎很難區分，智儼在此只有提到前述大小乘

的佛性說，提供了「驗經文」的些許線索。印順對佛性說與如來藏的經文也提

出其差別之處： 

 

     《涅槃經》的佛性說，重視《阿含經》的因緣說，參用《般若》、《中觀》

等思想來解說，所以與傾向唯心的如來藏說，在思想上，踏著不同的途

徑而前進。28 

 

如此，確實從世親的《佛性論》到《涅槃經》的佛性說都可看到參照、接引小

乘之處；而如來藏說總體傾向唯心，則與小乘大異其趣。由上，從大小乘佛性

說的參照對比中以及印順之論中，可理解到為何智儼認為佛性說是為了循序接

引小乘而說的法了，這是依據經文具有方便接引上的重疊性說。在《孔目章‧

三種佛性》，智儼更略從義理本身上提出解釋： 

 

今對聲聞淳熟人，說有其佛性。為聲聞人先向無餘，不求作佛。今迴聲

聞並堪作佛，故說佛性。教興如此。略說佛性有三種：一、自性住佛性。

                              
27 《要問答》卷2「四十八、普敬認惡義」，T45,no.1869,p.534c7-8。 
28 印順，《如來藏之研究》，頁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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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出佛性。三、至得果佛性。自性住佛性，即是本性。引出佛性，

即修得性。至得果性，修因滿足名至得果。又自性住性，即是本性。引

出佛性，本性引出。至得果性，本性至果名至得果。又佛性有十種，如

《問答》中辨（此即前文《寶性論》的佛性十義）。問：「如來藏性亦

說本性，何故如來藏性，不約位說差別之相，佛性義門，即約地位，論

其明闇？」答：「如來藏差別，為直進菩薩說故，不約位論其差別。佛

性之義，為根熟聲聞說。聲聞見增，今順彼見，故說差別。」29 

 

此段智儼緊扣著（三種）佛性是就地位差別來說因果，如來藏則不如此，智儼

依此略論兩說的契機差別，但其說明仍不盡明瞭。本文從佛性說與如來藏的範

疇意義上推演其理如下，從佛性說重視「因果」與如來藏說傾向「唯心」（心

的體用）上，應也可說：原不求作佛的聲聞小根者，當大乘根熟之時，則對之

開示「佛性因果說」，強調出他們已具有成佛的基礎因性（自性住佛性），以

促使其欣求（引出佛性）佛果（至得果佛性）；而直進菩薩志求作佛，求證最

高境界，則直接給予開顯佛本身全體大用的「如來藏（唯心）體用說」。若從

「驗經文」上則如《佛性論》、《涅槃經》的佛性說，《楞伽經》、《起信論》

的如來藏說，大體也都表現出如此的風貌差別。所以，如來藏與佛性說雖然可

以會通，但在契理契機的表現上應確實仍有所差別。 

七、結論 

本文主要考察智儼的如來藏與佛性思想中，有關「體性」意義之處，對於如

來藏緣起、唯心、性起等「緣起」方面大致尚未涉及。 

智儼在有關如來藏的意義上：（1）引用三階教之說：如來藏是凡聖的本體，

是眾生生死的本體，唯有如來藏本體真實，一切名與相都是假法；又從體相角度

施設五喻：諸河與水體、伎兩與人身、諸瓦與土體、波依水、金作具，這五喻

都表示本體同一而現象差別。（2）引用《如來藏經》的九喻，這九喻是以染淨

相對設喻，指出眾生本來即內具如來藏體，如真金的體性不變，表象染污（外裹

弊物、模具燋黑），愚人不識，有待法緣開發，則能轉想成智，去除染污成就信

心、清淨、真智、佛果。（3）大加徵引《楞伽經》論證如來藏存在，另也引用

《勝鬘經》：智儼搜羅四卷本與十卷本的《楞伽經》經文，各引五處，共成十

                              
29《孔目章》，T45.no.1870,p.549b19-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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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經文，湊足象徵圓滿的十數，力證如來藏存在。十條經證，有純從佛說證明，

也有從推論上證明如來藏存在，推論之要在於，若無真常心為基礎，則生滅的

心識滅時則應永滅，因其缺乏再生的基礎，如來藏真心是不滅的本體，才能持

續容受苦樂的業因，也才能作為修行相續得果（涅槃）的因，生滅（已滅）的

識無法維繫業果的相續。 

智儼在有關佛性的意義上：（1）引用三階教的佛性說：佛性為凡聖得以生

長的因性，「生長」在此應指有情主體上的成就佛果、生長善法，由眾生具有

成佛的生長因性又推到當來必有成佛之果。（2）點出「佛性」是據「覺」（佛）

邊來立名，其實也是「眾生」（迷時）的體性。（3）從價值義上宣告出佛性是

諸佛之師，要人師法佛性。（4）提及佛性義略有十種，謂「體性、因性、果性、

業性、相應性、行性、時差別性、遍處性、不變性、無差別性」，此說原出《寶

性論》，智儼可能是轉引自慧遠《大乘義章》。這佛性十義可說是前述如來藏、

佛性說的引申、發揮。（5）引用《佛性論》中舉小乘諸部對佛性義的解執不同，

依「分別說部」.，佛性是空，依「毘曇、薩婆多」等諸部，佛性是修得，又分

定無佛性、不定有無、定有佛性等三種種性，智儼指出：小乘之說有迴小向大

的趣向（因其涉及大乘初教的空義、佛性義），而《佛性論》主張的佛性說，

則是終教的「一切眾生皆有佛性」，這是依人法二空所顯現的真如佛性。（6）

舉大乘《涅槃經》的四句佛性說，這是頓教、終教肯認眾生皆具佛性（有因性

佛性），實無不能學佛（行性佛性、位性佛性）、不能成佛（果性佛性）的眾

生，闡提只是「斷現善根」，現在暫時相似斷盡善根罷了，其實仍可接引他學

佛（仍有因性、行性佛性）。 

智儼指出佛性說與如來藏說的契機對象不同，但其說明不盡明瞭。本文從

佛性說重視「因果」與如來藏說傾向「唯心」（心的體用）上推說：原不求作

佛的聲聞小根者，當大乘根熟之時，則對之開示「佛性因果說」，強調出他們

已具有成佛的基礎因性，以促使其欣求佛果；而直進菩薩志求作佛，求證最高

境界，則直接給予開顯佛本身全體大用的「如來藏（唯心）體用說」。 

中國佛教大體上就是以如來藏教為基礎而發展致極，建立了代表中國佛教

特色的圓頓教，如來藏思想對漢傳佛教與華嚴宗都異常重要，本文展現智儼在

教證與理證上如何進行抉擇而認同如來藏思想，據此才能進而建構華嚴宗的「性

起」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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