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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本文雖是民國八十七年所寫的研究所畢業論文，但已於今（一

OO 年十一月）全面改寫了。題目雖沒改變，內容則有諸多新的理解

和新的發現。  

改寫本文的理由有二：一、學院告知即將公諸於網路上，此舉

令我惶恐，因其中諸失恐誤導他人。經向指導教授陳老師請示之後，

決定將失誤部分略作修改，如同再版之書對初版的修正。二、畢業

後，我對佛法的研究並未停頓，只是將方向改為照察內心，一面聞

法，一面依法見心。對個人而言，若對內心的真正所破境不熟悉，

僅在文字語言上鑽研，對來世毫無助益。換言之，對無量來世有益

的是對治內心真正的所破境，朝此奮進乃個人深深嚮往之途 !長征此

途，需要內外諸多殊勝因緣，所幸勘稱俱足 !一旦生命方向釐定之後，

一路再苦也會是歡喜收穫。  因此，在略作修改的過程中，逐見法藏

思想之深意，隨著新的理解，自然而然成此新貌 !  

本文題目是畢業時的指導老師陳一標教授所提示的，當時確實

如走入迷宮，幾次偏離主題，才在老師的指導下略涉「正軌」。今文

得以成篇，還是要感謝陳老師當初的啟蒙之恩。老師曾一再叮嚀：「必

須以白話將義理解說清楚，如果字字皆如天書，就會失去研究的意

義。」時至今日仍不敢或忘此一原則。但是，佛法淵博浩翰，無法

完全照顧到者，自是難免。尚祈師長與學界先進不吝示教 !  



提  要 

法藏的法界緣起思想，從佛的法身是常亦是無常建立緣起的每一法（＝現象

＝事物）中皆含有有、無（有、空，真、妄，性、相，染、淨，一、異，本、末

等二分），不僅緣起的總相含有、無，別相也含有、無；緣起法的體性含有、無，

緣起的法相也含有、無；緣起的果法含有、無，其因（親因）也含有、無；又因

的體含有、無，因的作用也含有、無，包括緣（次因）也含有、無。層層無盡的

空、有相互交徹，而成真、妄不一不異。進而從現象即是實體而相即，從實體即

是現象而相入，形成無盡緣起的法界。以三性而言，圓成實性具有不變（空）、

隨緣（有），依他起性具有無性（空）、似有（有），遍計所執性具有理無（空）、

情有（有）相互交徹。第二層的交徹是此六義的每一義既是本，也是末。第三層

的交徹是不變（空）中具有隨緣（有），隨緣（有）中具有不變（空）；無性（空）

中具有似有（有），似有（有）中具有無性（空）；理無（空）中具有情有（有），

情有（有）中具有理無（空）。如此層層相互對立又重重相互依存的通徹交涉，

形成諸法相即相入的無盡無盡無盡緣起，正是華嚴的超越特質。這種特質就是最

深、最廣、最細的緣起，所要對治的是無處不有的根本我執之根殆盡無餘，達到

無盡無盡的無礙，直至十佛自境界也。 

 



1 
 

法藏對唯識三性的融攝與超越  

壹、前言  

創建於中國的華嚴思想（又稱華嚴宗哲學、華嚴哲學）與印度傳來

的《華嚴經》之經意並非等同。華嚴思想中廣泛運用唯識說，最早源自

華嚴宗二祖智儼和尚，他在《搜玄記》
1
中解釋《華嚴經･十地品》時大

量引用《十地經論》。因為《十地經》提及心、意、識說，法相宗祖師

天（世）親依之造《十地經論》不僅論及阿黎耶識，更從自己的佛教立

場廣泛運用唯識用語解釋《十地經》
2

又法相宗引《華嚴經∙夜摩天宮菩薩說偈品》云：「心如工畫師  畫

種種五陰  一切世界中  無法而不造」

。智儼引用《十地經論》解釋「十

地品」，等於直接受到唯識思想的影響，所以導致後人也跟者以唯識思

想的角度理解整部的《華嚴經》。  

3
及〈十地品〉云：「三界虛

妄，但是心作；十二緣分是皆依心。」
4
二頌為重要的唯心教證，進而

將《華嚴經》列為立宗所依的六經十一論之一。
5

又根據玄奘依《解深密經》、《金光明經》及《瑜伽論》立三種教，

即三法輪

然而唯識法相說是立

於經驗立場，說明眾生在生死輪轉中虛妄分別所緣生的種種苦如何得到

轉識成智之樂，而華嚴的性起思想則是佛果境地的海印三昧之緣起因分

可說的普賢境界，所以唯識說並不能適用於華嚴思想。這是法藏改造三

性說的緣由之一。  

6
。法藏認為玄奘的判教不夠周延，落失了圓教一乘華嚴所涵

攝的真妄融通無礙的法界。尤其是於後時說三性的唯識教說與不空的佛

性、如來藏思想無法有所關聯。根據玄奘所傳的唯識三性說，其真如只

是解脫智緣空境而證得空性時所顯發出來的真實理體，真如與一切法所

依的阿賴耶識相隔為二，真、妄是對立的，法藏稱此真如為「凝然不作

諸法」，且說此「凝然」是「如情執所謂之凝然」
7
。這是法藏改造三

性說的緣由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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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即循此焦點進行研究，主要是以《華嚴一乘教義章》（簡稱《華

嚴五教章》或《五教章》）中說明華嚴別教一乘的義理分齊之「三性同

異義」一文為中心，探討法藏如何融攝及超越法相的三性之說。  

 

貳、攝相歸性之三性說  

一、法性以三性說為基礎  

法藏在《五教章･義理分齊》中， 首明華嚴一乘義相理實，與諸乘迥

別，雖然無盡，但可以四門含括：「義理分齊者，有四門：一、三性同

異義，二、緣起因門六義法，三、十玄緣起無礙法，四、六相圓融義。」8

 

三性同異義，是說明華嚴一乘無盡緣起果法的三性真妄交徹；緣起因門

六義法，即說明法界緣起的諸法現象之因的渾然相即相入關係；十玄緣

起無礙法，則從十個角度說明法界緣起的重重無盡、圓融無礙，有別於

法相宗的一相緣起；六相圓融義，即是十玄緣起依之會通的方便教說。

從此四門的次第來看，法藏在此所要表達的核心是十玄緣起無礙的法界

緣起（又稱無盡緣起），藉由其他三門來輔佐其組織架構。從識性的三

性具多角度的真妄互融之論證，到諸法緣起之因具多元方位的空有交

徹，形成三性一際，使無盡緣起的真妄諸法既相對立又相互依存的關係

圓滿究竟地論證出來。因此，三性一際之真妄融通乃泯三性法相入法性

的華嚴一乘教義之基礎。  

二、法性之三性說  

法藏在《五教章･義理分齊》中，開宗明義就給三性全新的規定，

如云：「三性各有二義：真中二義者，一、不變義，二隨緣義；依他二

義者，一、似有義，二、無性義；所執中二義者，一、情有義，二，理

無義。」
9
即真如（圓成實性）具有不變、隨緣二義，依他起性具有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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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性二義，遍計所執性具有情有、理無二義
10

                 

。此二義即體、相二

分，使三性皆具勝義諦與世俗諦二分，成為法性三性之特色。列表如下： 

   不變義（勝義諦）  
      圓成實：  

隨緣義（世俗諦）           
 

              似有義（世俗諦）  
      依他起：  
              無性義（勝義諦）  
 
                情有義（世俗諦）          
      遍計所執：   
                理無義（勝義諦）   

所謂不變義，即真如遍三世十方，不生滅變化，一切諸法的真實體

性常住不變，本來自性清淨不動；隨緣義，即真如可隨應利鈍根機之緣

而現起染淨的諸法。似有義，指色、心的諸法皆依種種原因（因）、條

件（緣）聚合而產生似有之現象，是暫時存在的緣起之法；無性義，係

依種種因、緣和合而產生的緣起之法是無自體，本質是空的。情有義，

即凡夫眾生以為染淨的各種現象都是真實的；理無義，凡夫所執著為真

實有的各種現象都無實體可得，所以於理則無。  

 

（一）圓成實二義相收一性  

三性原是唯識宗的根本真實，而且也有三性一致的說法。
11
但是根

據玄奘所傳的唯識三性說，其真如是「凝然不作諸法」，如「由彼彼遍

計，遍計種種物，此遍計所執，自性無所有。依他起自性，分別緣所生。

圓成實於彼，常遠離前性。」
12
《成唯識論》卷八對此解釋為：「二空

所顯，圓滿成就諸法實性，名圓成實。......此即於彼依他起上常遠離

前遍計所執，二空所顯真如為性。」
13
亦即於依他的因緣生起現象上，

不再起遍計所執，不周遍計度為真實有，而只如其為依他起而證入我（我

執）空、法（法執）空所顯的真如性、空性。圓成實性就是唯識實性、

真如實性。《成唯識論》卷九對圓成實性規定了三個條件 : 「一、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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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就，三、法實性。具此三義，名圓成實。」
14
「圓滿」，是說此

真理之體性周遍一切有為法與無為法，無一處無此真理。「成就」，即

此真理之體恆常，不生不滅。「法實性」，即此真理周遍一切法，為萬

法之實體，不同於外道所執之「神我」等。亦即使一切諸法緣起的真實

體性非虛妄，是真實，真如是常住不變的。雖是二空所顯，但並不等於

是空。二空是智慧的所緣，當智慧緣境作空觀時，所顯發出來的即是真

如理體。真如不是智，而是聖者的智緣對象（行境、境界、所緣）時所

顯發出來的空性（真實之理）。總之，唯識宗立於實踐的立場，所說的

真如是在依他起性上常無「生滅之相」之去執後的真理實體，是人、法

二空所顯，即是不空的真如實性。法藏據此將唯識宗判為始教，且論定

其所依心識為「若依始教，於阿賴耶識，但得一分生滅之義。以於真理

未能融通，但說凝然不作諸法，故就緣起生滅事中建立賴耶。」
15

法藏認為，從現象本身的性質和人類心識對事物性質的認知而言，

每一現象皆具有三性，即圓成實、依他起和遍計所執，而且每一性當中

皆含有相互對立與相互依存的二義。此二義既對立又互存，即是性宗真

理的一體兩面，缺一則另一面也不能成立。以真如而言，法藏主張真如

能隨順無明的眾緣，而現起諸法，其自身性淨又能不變，如「且如圓

成

法藏

認為法相的真如與諸法未能融通，顯然是不夠究竟。真如不作諸法與華

嚴性相不二的思想相違，所以法藏必須尋求理論根據來改造三性，讓真

如（性）與遍計所執（相）能夠融通，以此奠定性宗教義之真妄交徹的

基石。  

16，雖復隨緣成於染淨，而恒不失自性清淨。秪由不失自性清淨故，

能隨緣成染淨也。」
17
此中「雖復」一詞，即源自相宗的「真如不作諸

法」之原委而說，也是對法相宗者的引導而說。即圓成實雖能隨緣成就

染淨諸法，而其清淨仍然不變，也因清淨之不變才能隨緣映現染淨，不

變與隨緣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形成真理的一體二面。法藏進而以鏡喻

讓人更貼切明瞭其說：「猶如明鏡現於染淨，雖現染淨而恒不失鏡之明

淨，秪由不失鏡明淨故，方能現染淨之相。以現染淨，知鏡明淨；以鏡

明淨，知現染淨。是故，二義唯是一性。雖現淨法不增鏡明，雖現染法

不污鏡淨，非直不污，亦乃由此反顯鏡之明淨。當知真如道理亦爾，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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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不動性淨成於染淨，亦乃由成染淨方顯性淨；非直不壞染淨明於性

淨，亦乃由性淨故，方成染淨。是故二義全體相收，一性無二，豈相違

也。」
18

這種一心具真妄之思想，一般都認為是源自《大乘起信論》的「一

心開二門」，事實上法藏不僅立此基礎，同時也是依據真諦譯的《攝大

乘論》之二分依他，不可定說一分，為立真妄交徹之依據。如《五教章

∙義理分齊》中云：「三性一際，舉一全收，真妄互融，性無障礙。如

《攝論》：『《婆羅門問經》中言：「世尊!依何義說如是言：『如來

不見生死，不見涅槃。』於依他中分別性及真實性，生死涅槃，依無差

別義。何以故？此依他性，由分別一分成生死，由真實一分成涅槃。」

釋曰：『依他性非生死，由此性因真實成涅槃故，此性非涅槃。何以故？

此性由分別一分即是生死。是故不可定說一分，若見一分餘分性不異。

是故不見生死，亦不見涅槃。」

鏡喻如來藏隨染淨緣，不但不被所染，反因染而更顯本體之明

淨，所以現染實則不染。此真如道理也是一樣，不僅不變而能隨緣成染

淨法，也由成染淨法的隨緣方顯不變；不只不壞隨緣明不變，且由不變

方能隨緣。亦即隨緣現不變義，不變成隨緣義，隨緣的全體不變，不變

的全體隨緣，由此證成二義相收一性。  

19
此段引文中的「如」字，即是法藏表

明其真妄二義融通，正如《攝大乘論》之二分依他，不可定說一分。
20

 

其

真妄交徹的空無自性，所引生的深意即如來不住有、寂，所以不見生死

亦不見涅槃。  

（二）依他起二義攝相入性  

 

依認識論而言，凡夫在依感官刺激（他）而生起感覺、判斷、選擇

的認識過程中，若被心中的種種主觀習氣牽動，認為此刺激是實有的，

進而去行動，此即遍計所執。修行者則在刺激至選擇的過程中，心中有

能力呈現空間（由修行的功德所使然），轉向認知此刺激乃眾緣和合的，

進一步在心中觀此刺激是自心所安立及眾緣和合之幻有的，其中無一絲

毫是有自性，所以是空的、非實有的，即邁向圓成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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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激→感覺→判斷→選擇→行動 

 

   圓成實         依他起           遍計所執 

                   

唯識諸論對依他起性的詮釋，如《唯識三十頌》所說 :「依他起自性，

分別緣所生。」
21
《成唯識論》卷八對此解釋為：「眾緣所生心、心所

體及相、見分，有漏、無漏，皆依他起；依他眾緣而得起故。」
22

 

「眾

緣」是指四緣，即因緣、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尤指作為因緣的

阿賴耶識所攝藏的種子。亦即一切心、心所法，即是無量見分、相分。

此無量見分 (心法 )、相分 (色法 )皆是依托眾緣所生起。  

《攝大乘論》把依他起性區分為兩種 :「一者，依他薰習種子而生起

故；二者，依他雜染清淨性不成故。由此二種依他別故，名依他起。」
23

「依他薰習種子而生起故」，係指仗托因緣而生的依他起；「依他雜染

清淨性不成故」，係指依他起性本身沒有定性於雜染或清淨。它如果是

依虛妄分別而有所分別的話，即是遍計所執性，這就是雜染性的 ;如果

是依無分別的後得智而生起，即是圓成實性，這就是清淨的。《成唯識

論》說 :「一切染淨依他，皆是此中依他起攝。」
24
此即說明一切染淨的

心、心所法，皆能緣慮，皆名分別。唯識派以依他起性否定客觀物質世

界的真實性，以此說明世間萬物是主觀心識種子所生的幻影，如《成唯

識論》卷八稱 :「眾緣所引自心、心所虛妄變現，猶如幻事、陽焰、夢

境、鏡像、光影、谷響、水月變化所成，非有似有。」
25

 

這是唯識宗對

依他起性的詮釋。  

法藏將依他起改造為具有似有、無性二義，虛妄執著為真實有或真

實無的一切邊見境界，就其本質而言是無自性的，是空、無的；但是就

根、境、識等眾緣和合的緣起過程來說，則好似是有。這是對於三性中

的遍計所執性之情執而說有，這些有是暫時存在於凡夫的心識中，但就

證得解脫的智者心中而言，則是違背真理的、沒道理的、空、無的，所

以依他起二義性不相違。如云：「依他中雖復因緣似有顯現，然此似有

必無自性，以諸緣生皆無自性故。若非無性，即不藉緣；不藉緣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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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似有。似有若成，必從眾緣；從眾緣故，必無自性。是故由無自性，

得成似有；由成似有，是故無性。」
26

法藏又引《大智度論》云：「觀一切法從因緣生，即無自性。無自

性故，即畢竟空。」

這種運用正面、反面理由的思惟，

是在感官受到刺激而牽動心顯現為有境時，隨即觀修此有非實。正面理

由是「此似有是憑藉原因、條件而生，而既然是憑藉因、緣即無自性，

以諸緣生皆無自性故。」反面理由是「若不是無性，就不必依託原因、

條件；既然不必依賴原因、條件，似有就不存在。」「似有若能成立，

必定需要其因緣；既然是從因緣而有，就必然是無自性。」經過正、反

二面邏輯思辨後的結論是「所以由無自性，似有得以存在；似有是依因

緣存在，所以是無性。」  

27「畢竟空者，是名般若波羅蜜。」
28
證成由緣生（末）

即顯無性（本），二義不相違。也引《中論》云：「以有空義故，一切

法得成者。」 29
證成由無性（本）即明緣生（末），二義不相違。又引

《涅槃經》云：「有因緣故，無性故空。」
30

 

證成無性即因緣，因緣即

無性，是不二法門。法藏在此所引用的《涅槃經》、《大智度論》、《中

論》，都是般若空系的經論。這些空性思想，主要是在轉化似有成空。

法藏透過這些經論之聖言量，由緣生（末）即顯無性（本），論證到由

無性（本）即明緣生（末）的二義不相違，進而證成無性即因緣，因緣

即無性的二義不二。不僅二義的性不相違，一氣貫通，三性一體，舉一

相收，究竟證成三性二義的不一不異。如此皆是正、反舉證而達有無交

徹之空性，安住於海印三昧之續流。  

（三）遍計執性二義性同  

有關唯識諸論對遍計所執性的詮釋，《唯識三十論頌》中說：「由

彼彼遍計，遍計種種物，此遍計所執，自性無所有。」
31
《成唯識論》

卷八對此解釋為 :「周遍計度，故名遍計，品類眾多，說為彼彼，謂能

遍計虛妄分別。即由彼彼虛妄分別，遍計種種所遍計物，謂所妄執蘊、

處、界等，若我、若法自性差別。此所妄執自性差別，總名遍計所執自

性。如是自性，都無所有，理、教推徵不可得故。」
32
唯識派認為：妄

執五蘊、十八界和十二處都是實有，是由於對因緣和合生起之法，本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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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的現象虛妄分別，周遍計度，執取為有實體可得所造成的。執著宇

宙萬物 (法 )與我 (起主宰作用的心識 )都是有自性的、實有的，即是遍計

所執性。唯識派主張宇宙間的萬事萬物實際上都是不存在，都無自性，

都是假有，都是「空」。《成唯識論述記》卷九對《成唯識論》的「周

遍計度」解釋如下：「今依正義，由此應作四句分別：有遍而非計，謂

無漏諸識，有漏善等能遍廣緣，而不計執者。有計而非遍，謂第七有漏

識。有亦遍亦計，謂有漏染污我、法執第六識等。有非遍非計，謂有漏

五識及第八識等。」
33

法藏將遍計所執性改為具有情有、理無二義，即因凡夫眾生以迷情

的心觀察刺激、感覺而執為實有，但是以解脫的智慧分析，則眾生內心

以主觀概念、名稱所確定、固著之虛妄分別的現象畢竟是無體性。其所

執之實有，乃因凡人於無處橫計為有。法藏進一步舉例說明其中妙義，

如云：「如於木杌橫計有鬼，然鬼於木畢竟是無。如於其木鬼不無者，

即不得名橫計有鬼，以於木有非由計故。今既橫計，明知理無。由理無

故，得成橫計；成橫計故，方知理無。是故無二，唯一性也。」

 

34

以上是法藏「三性同異義」這篇論文

橫計

木杌為鬼的心理狀態，即是分別，即是情有。以理分析，則知是凡夫情

迷，於木杌上增益有鬼之虛妄，畢竟是無。從橫計是情有和理無二義無

二，所以為同一體性。  

35

 

的「直說」，也是引利根者

觀行三性的教法。法藏以印度佛教之宗、因、喻三支論式（ syllogism）

進行辯證三性二義不相違，證明性同一際，體相融合之說。對鈍根者，

則運用印度中觀的四句（ tetralemma）否定遮分別執及示執之失，以四

句肯定顯示三性的實義，於下文詳述之。  

三、關於本、末三性  

法藏進而藉由二義再開衍出前、後三義的不異與不一之別，如：「由

真中不變、依他無性、所執理無，由此三義，故三性一際，同無異也。

此則不壞末，而常本也，經云：『眾生即涅槃，不復更滅也』。又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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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隨緣、依他似有、所執情有，由此三義亦無異也。此則不動本，而常

末也，經云：『法身流轉五道，名曰「眾生」也』。即由此三義與前三

義是不一門也，是故真該妄末，妄徹真源，性相通融，無障無礙。」
36
法

藏引《維摩結經》云：「眾生即涅槃，不復更滅也。」
37
證明由不變、

無性、理無之三義不異，且說此即不壞末而常本；又引《佛說不增不減

經》云：「法身流轉五道，名曰『眾生』也。」
38

由真如有不變，自性絕相，令依他無性，遍計亦理無，由此三義，

所以三性一際不異；再由三性一際衍生為不壞末而常本。又真如有隨緣

義，令依他似有，遍計亦執為情有，所以此三義亦無異；由此三義不異，

衍生為不動本而常末。  

證說由隨緣、似有、

情有之三義無異，而說此為不動本而常末。   

三性一際，是隨緣（相）之體的不變義，似有（相）之體的無性義，

情有（相）之體的理無義，促使三性不異為一際。所謂「一際」，根據

法藏在《華嚴經探玄記  ∙十忍品》云：「二、相對辨，如兔，亦二義：

一、相差別，二、體空義。此兔、巾相對，非一非異。略有十句：一、

以巾上成兔義及兔上相別義，此二合為一際，故名不異。此是以本隨末，

就末明不異，經云：『法身流轉五道，名為眾生』等、《楞伽》云：『如

來藏受苦樂，與因俱，若生若滅』等。二、以巾上住自位義與兔上體空

義，合為一際，名為不異。』此是以末歸本，就本明不異，經云：『一

切眾生則如也，不復更滅』等。」
39
這段文所引用之經證內容與三性一

際引用之經證內容完全一致，所指的「一際」則有更詳盡的解說。依之

套用入三性六義之三性一際，則成一、以體上成相義及相上相別義，此

二合為一際，故名不異。此是以本隨末，就末之三義明不異，即為不壞

末而常本。二、以體上住自位義與相上體空義，合為一際，名為不異。

此是以末歸本，就本之三義明不異，即為不動本而常末。由此推得：不

變、無性、理無之三義，是以末歸本，就本之不變、無性、理無三義明

三性一際；再由三性一際衍生為不壞末而常本。又隨緣、似有、情有之

三義，使三性亦無異，是以本隨末，就末之隨緣、似有、情有三義而明

三性一際，再衍生為不動本而常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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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所稱的「本」，係指以末（無性義、理無義）歸本（不變義）

之本；「末」，則指以本（隨緣義）隨末（似有義、情有義）之末。並

非如日本學者鐮田茂雄在《華嚴五教章》云：「これは随縁.似有.情有

の末を壊せずして常にそのまま不変.無性.理無の本である、というこ

とである。」
40
所指「不變、無性、理無」的本，「隨緣、似有、情有」

的末，是不正確的。因此，鐮田茂雄在《華嚴五教章》云：「即ち真如

に不変と随縁、依他に似有と無性、所執に情有と理無をたて、不変.

無性.理無を本の三性、随縁 .似有.情有を末の三性といラ。 」
41
及徐紹

強在所著之《華嚴五教章》云：「『本三性』、『末三性』也都是分別同

一無異的。」
42
諸多前輩簡稱前三義為「本三性」、後三義為「末三性」

實非恰當之論 ! 因為簡稱「本三性」，就有遺落「以末歸本」之要義；

簡稱「末三性」，則有失「以本隨末」之精髓。因為合為一際的三性，

並非單指前三義或後三義，而是以末歸本之本三義及以本隨末之末三

義。如果要簡稱「以末歸本，就本之不變、無性、理無三義明三性一際」，

宜簡稱為：「以末歸本之本三性」。又「以本隨末，就末之隨緣、似有、

情有三義明三性亦無異」，則宜簡稱為：「以本隨末之末三性」較為適

當 ! 因為這樣的簡稱，才符合「以末歸本的本三性，表真該妄末」、「以

本隨末的末三性，表妄徹真源」，如法藏所云：「由此三義與前三義是

不一門也。是故真該妄末，妄徹真源，性相通融，無障無礙。」
43

           不  異              不  一 

列表

如下：            

              不變義 
    圓成實： 
              隨緣義      以末歸本之本三性，此即不壞末而常本（性） 

 
             似有義                                          一心 
    依他起： 
             無性義 
 
              情有義      以本隨末之末三性，此即不動本而常末（相） 
   遍計所執：  
              理無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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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似有=情有的問題  

法藏將三性六義又進化為三性同一際之說，其內容最引法相宗人爭

議的是「以本隨末之末三性」當中，依他性的「似有」和圓成實性中的

「隨緣」，怎會同於所執之「情有」呢？因為在玄奘系的唯識說，依他

性的似有是「非有」的所依處（有），是緣起有，是從理（即後得智）

的立場而說有。遍計的對象之情有則是「無」，情有的有，不是因緣有，

而是從虛妄分別的立場說是有。情有若與似有同立於理的立場而言，則

是無。真如中常「無」隨緣之相，這樣的空、有，絕不會同一。法藏也

注意到這個問題，故以自己提問作答的方式解釋此爭議。如云：「問：

依他似有等，豈同所執是情有耶？答：由二義故，故無異也。一、以彼

所執，執似為實，故無異法。二、若離所執，似無起故。真中隨緣，當

知亦爾，以無所執，無隨緣故。」
44

法藏從本體（本）和現象（末）兩方面來考察三性六義的融通關係，

他認為似有的有與情有的有是屬於同一層次的。因為所執的情有是執依

他的似有為實有，所執的法即是依他的似有，又似有是因為根本無明，

使真如舉體起動而隨緣顯現，所以「似有」是「隨緣」也是「情有」。

進而根本無明如果不起，也就沒有隨緣，所以隨緣和情有不異。亦即似

有、情有、隨緣都是在虛妄起執的立場而言有，故為同一。另一方面，

從事物存在的角度來剖析，眾生心識中將暫時存在的緣起現象執著為真

實存在的，有自性的，也是有條件的，其根源仍不離性淨的一面。另一

面是，如果沒有「所執」，「情有」就不存在。圓成實性中的「隨緣」

也是一樣，因為不虛妄執著，「隨緣」即不生起。由此二義，所以是同

一。  

 

由於「法藏全面性的反對玄奘從印度帶回來的新思想，而主張似有

與情有是同一，所以才會出現此問題。法藏提出說明這些為何可說是同

一，是有其必要的。」
45
 



12 
 

 

 

五、法性三性說的前導  

義理分齊的四門，根據木村清孝的研究，除「三性同異義」外，其

餘三門的第二、四已見於智儼的《搜玄記》，第三門的思想架構也已由

智儼所建立
46

真如所具之不變、隨緣二義是根據《大乘起信論》一心開二門之說，

據此之先的是杜順在《華嚴五教止觀･第三事理圓融觀》  云：「夫事

理兩門圓融一際者，復有二門：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生滅門。」

。但是根據本文的探究，法藏的「三性同異義」之思想早

在華嚴宗初祖杜順與二祖智儼的著作中已見其雛形。細究如下：  

47

杜順在事理圓融時，將一心開出真如與生滅二門。又見《搜玄記》云：

「觀相云何？如行心見法為境。若無觀心覺境，染淨等法縱任現前。今

知意言所作取，謂之心不起；知識作時，名用依他，遣分別境。問：依

他與識云何取別？答：依他約相，所以知分別體空，相能起識。其識隨

緣不守自性，此應成空，乃現似相，故知約相。二、唯識約體，三界唯

心，顛倒分別即空，故得知也。識望無性，即似非實，體相相成，故通

說耳。」
48

又智儼在《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隨附十八界章》云：「 何故真

如說名真如？由彼自性無變異故，謂一切時無我實性，無改轉故，說無

變異。當知，此則是無我性，離二我故。何故復說此名空性耶？一切雜

染所不污故。所以者何？由緣此故，能令一切諸雜染事悉皆空寂，雖復

有時說有雜染。當知，但是客塵煩惱之所染污。」

此段文出現「其識隨緣不守自性，此應成空，乃現似相」，

即真如不變、隨緣二義最早形成之雛形。又「識望無性，即似非實」，

即近依他之無性、似有二義；「體相相成，故通說耳」，即體相融通之

義。  

49
，此即真如不變、

隨緣二義雛形之二。其次在〈梵行品初明通觀章〉云：「若無真如，即

無無明，故《起信論》：『從無明等，一切諸法皆是摩訶衍眾生之心。』

真如體中，生滅相用也。若可此義，即得隨順入真如門。」
50
真如的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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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含有生滅之相、用，且皆由一心所統一，此即真如不變、隨緣二義雛

形之三。〈明難品初立唯識章〉云：「如來藏不守自性，隨諸法緣起成

『似』義，故是可熏。......真如實不守自性，待緣方起，故說薰也。」
51
，

即真如不變、隨緣二義雛形之四。〈第八迴向真如章〉云：「言真如者，

自體堅固，不可破壞，觸物皆順，不相違故，亦無相可取。由真如故，

乃至流在十名，理不可壞故，同是真如。」
52

依他起似有、無性二義的雛形，可見於杜順《華嚴五教止觀∙ 第二

生即無生門》云：「諸法皆空，相無不盡。於中復為二觀：一者，無生

觀；二者，無相觀。言『無生觀』者，法無自性，相由故生，生非實有，

是則為空。空無毫末，故曰『無生』。經云：『因緣故有，無性故空。』......

又《中論》云：『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

即真如不變、隨緣二義雛

形之五。  

53
生即無生門是引導

大乘始教（法相）之行者觀修簡邪入正（法性）的止觀法門
54
，法藏也

是認為始教的真如不夠究竟，進而改造三性，關於這一點也與杜順相

同。這段文中所引用的經論內容與法藏解釋依他起具二義不相違，且是

體相畢竟無二之文完全一樣，如「《中論》云：『以有空義故，一切法

得成』者，此則由無性故，即明緣生也。《涅槃經》云：『因緣故有，

無性故空』，此則無性即因緣，因緣即無性，是不二法門故也。非直二

義性不相違，亦乃全體相收，畢竟無二也。」
55
 二位同引《涅槃經》與

《中論》之同文，而且經文用字完全一樣。其實《涅槃經》之原文是「從

緣生故，名之為有；無自性故，名之為無。」
56

《華嚴五教止觀･第三事理圓融觀》云：「 言無二者，緣起之法，

杜順的引用變成「因緣

故有，無性故空」，這是他自己的理解用語，而法藏則是一字不差地跟

隨杜順所說，可見法藏受其影響之深。  

似

有即空，空即不空，復還成有，有空無二，一際圓融，二見斯亡，空有

無礙。何以故？真妄交映，全該徹故。....經云：『眾生即涅槃相，不

復更滅』，亦得涅槃即眾生性，不復更生。」
57
事理圓融觀是對大乘終

教開示的觀門，杜順與法藏皆在終教中交待心真如與心生滅，而且兩位

同時引用「眾生即涅槃，不復更滅也」。這則經文出自《維摩詰所說經

･菩薩品》，原文是「諸佛知一切眾生畢竟寂滅，即涅槃相，不復更滅。」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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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順以理解經意的方式改了經文用字，法藏也一字不差地引用，證成三

性一際，不壞末而常本。如「由真中不變、依他無性、所執理無。由此

三義故，三性一際，同無異也，此則不壞末，而常本也。經云：『眾生

即涅槃，不復更滅也』。」
59

另外，在《華嚴五教止觀･第五華嚴三昧門》云： 「即此緣起之法，

即空無性。由無性故，幻有方成。然此法者，即全以無性性為其法也，

是故此法即無性而不礙相存也。若不無性，緣起不成，以自性不生，皆

從緣故。既全收性盡，性即無為，不可分別。隨其大小，性無不圓，一

切亦即全性為身，是故全彼為此，即性不礙幻相，所以一具眾多。既彼

此全體相收，不礙彼此差別也，是故彼中有此，此中有彼。...如是相

收，彼此即入，同時頓現，無前無後，隨一圓融，即全收彼此也。」

一是證成事理圓融觀，一是證成不壞末（事）

而常本（理），豈無異曲同工之妙！  

60
「即

由無體，幻相方成，以從緣生，非自性有故。即由無性，得成幻有，是

故性相渾融，全收一際，所以見法即入大緣起法界中也。』」
61
其中「一

具眾多」智儼發展為「一即一切」
62
，到了法藏更進化為「一多相入」

63
、

「一多相即」
64
；「性相渾融，全收一際」，法藏發展為「真該妄末，

妄徹真源，性相通融，無障無礙」
65
、「三性一際，舉一全收，真妄互

融，性無障礙」
66

又《華嚴五十要問答･三十六心數及心所有法義  稠林初釋》：「三、

約三性法相，遍計即空，情謂實有；真實性體故，實理有；依他緣發，

故假。」

。法藏受此前導的影響，對法相的真如不作諸法，自

是無法認同的。  

67
及〈四十二四尋思義〉云：「此三性中，分別性是實，亦則

空；依他性是假，非實非空；真實一性，是實非空。」
68

在杜順、智儼的這些著述中，已發現諸多三性各具二義的雛形內容。

這些根源性的宗史思想根據，直接且有力地形成法藏的三性各具真妄二

義之名稱，所以義理分齊的四門並非如木村清孝所說（除「三性同異義」

外，其餘三門的思想已由智儼所建立）。以此雛形內容而言，法藏改造

三性說實是順理成章。但是將杜順、智儼的前導思想，從建立三性各具

智儼在此二文

中已出現三性各具二義之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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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真、妄二義為始，直至六相圓融之教法的精密化、組織化之論證，法

藏可說是華嚴思想之集大成者。  

 

叁、相即相入的起點  

一、層層相攝之真妄交徹  

三性六義的前三義與後三義皆使三性之體不異，前三義的不壞末與

後三義的不動本使三性的義不一，形成三性不一不異之體同義異。此處

有多重的不一不異：〈1〉真如、依他、所執三性之不一，三性皆具二

義之不異。〈2〉以本隨末的末三性之三義不異，以末歸本的本三性之

三義不異；以末歸本的本三性之不壞末與以本隨末的末三性之不動本，

二門不一。〈3〉每一性的二義相互對立（不一），又相互依存（不異），

缺一則另一也不能存在。〈4〉又真如具有二義，使真如是本，也是末；

本為不變義，末為隨緣義。依他起具有二義，使依他起是本，也是末；

本為無性義，末為似有義。遍計所執具有二義，使遍計所執是本，也是

末；本為理無義，末為情有義。所以三性不異；以末歸本的本三性是真

是性，以本隨末的末三性是妄是相，二門不一。  

圓成實性所含的真、俗二諦，其不變義之真諦置先，俗諦之隨緣義

置後，依他起性與遍計所執的真、俗二諦之次第則相反。如此先後不一，

旨在交代眾生執為實有的諸法，其所依之體是真如，且是由真如隨緣所

現起。依他隨緣現起的似有諸法，其體是無性，妄情所執的情有之體是

理無。  

 
不變義                                   情有義 

  （A）圓成實  
隨緣義（B）          似有義   遍計所執            
             依他起 
                     無性義              理無義 

因此，真如本體（A）含攝一切現象（B），一切現象（B）以真如

本體（A）為根源，真如本體（A）與一切現象（B）互相融通，圓融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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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A用隨緣義來含攝B，並非隨緣義具有讓B以A為根源，或是B具有

無性、理無義才能以A為根源，而是每一法皆具空、有，才能互相交徹，

形成無盡的關連；必須要有空、有的不一，才能交徹、緣起。三性及其

六義既然都是二分對立又相互依賴的不一不異之層層相攝，染淨、真妄

互存，在真中可見妄，妄中可發見真，所以是同一。層層相攝的論證方

式，更見於緣起因門六義的六義重重開合中
69

 

，也是華嚴思想的核心。 

二、以末歸本之相即  

法藏不僅以三性各具二義來顯示性相的融通，進一步更以由不變、

無性、理無三義，表「空空體」的一面，是「不壞末而常本」，為三性

同一範疇，無有相違。意味緣起法由真如生起，其本體是依真如所成立，

真如的「清淨自體」不因隨染淨之緣而有改變。以前三義相互對照而言，

無性和理無並非另有別體，而是與不變義相同。遍計是因為無明迷於真

如之理而生起的妄心，約其本體而言，也是自性清淨之真如，所以三性

是同一不異。因此，雖隨緣（不壞末）而三性同歸于真如（本常），表

一切法即真如。  

「不壞末而常本」，法藏是取意於《維摩詰所說經∙菩薩品》云：「諸

佛知一切眾生畢竟寂滅，即涅槃相，不復更滅也。」 70意味眾生對一切

法的執著畢竟息滅了，對諸法的三種層次之看法（三性），都是真實性

空時，眾生即是涅槃。唯有對一切執著畢竟寂滅，更無其它法可滅也。

此乃相對於唯識宗在依他起性上必須遣除（壞）遍計所執性（末），才

能見圓成實而言。法藏立於真常唯心系，則認為不須壞（遣除）末（所

執之理無），真實自性依然能如如不變。因為真如之「不變」即是「自

性清淨」，此清淨之自性不會因為「隨緣」作諸法而有改變，所以雖然

隨緣作染淨諸法，而諸法亦歸於真實 71。所以由三性之前三義推知三性

一際，即不壞末而常本。法藏之不壞末而能見真實，是將末之情有立於

俗諦的立場而言有，故不須壞。在俗諦上言有，並不影響勝義諦之無，

故前三義可以「真該妄末」，觀一切法與真如的相即。此處之相即為緣



17 
 

起之因的體具空、有之相即。  

 

三、以本隨末之相入  

另一方面，又由隨緣、似有、情有三義，使三性不異，稱為「妄徹

真源」。表「有之用」的一面，是「不動本而常末」。意味真如本體是

平等唯一真性的無差別（本不動），而差別的只是事相（末常）。以後三

義相對照而言，真如是藉無明之緣而有色、心等諸法，故真如的隨緣與

諸法有關。又因緣起法本身並非遍計所生起，而是由真如之隨緣所成，

依他的相似義是從圓成的根本無明生起，後經枝末無明益加執著，此相

似即成遍計之情有，所以後三義也是無異無差別，成為三性同一。此乃

不動本，而末常恆，表真如即一切諸法。  

約後三義的「不動本而常末」而言，法藏是取意於《不增不減經》

云：「即此法身，過於恆沙無邊煩惱所纏，從無始世來，隨順世間，波

浪漂流往來生死，名為眾生。」 72意即「法身」係指「自性清淨」，此

「自性清淨」不因經過如恆河沙之多的無邊煩惱所纏，從無始世以來隨

順世間，波浪漂流往來生死（末）是常有，但此常有之末事並不會變動

本之法身。故後三義的本系指真如之「隨緣義」，末則指所執之「情有

義」。因為真如隨緣而現起染淨諸法，但此真如猶如鏡之明淨，明鏡能

映現染淨諸法，卻不因映現染淨法而增或損鏡之明淨，故隨緣所作之法

為緣生無性，無性之諸法在俗諦上說是有，在勝義上而言則是假有、幻

有。此假有、幻有即依他之似有。換言之，似有即假有、幻有，非真實

有自性之有。所執之「情有」，即凡夫迷情執似有為實有，知似有是緣

生假有之無性，即在道理上看，情有是非真實之有 73

對「不變義」等（不壞末）是無為義，「隨緣義」等是（不動本）

。所以似有、情有

之末事在俗諦上說是常有，但對其真實性之本而言，則絲毫未有變動，

故三性之末三義可以「妄徹真源」，妄法徹透真如之源，觀真如與一切

法的相入。此之相入為緣起之因的作用具有力、無力之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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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為義而言是不一。心的本質是清淨的，但在現實上所以會有迷妄，

是因清淨的心適逢外來的煩惱（客層）而被染污所包覆而已。此心的自

性，是指超越了因緣的限制和時間的變化的「真如」之心，並非指被因

緣和時間的變化所限制的現象心。前者是屬於無為法（不由因緣作用所

形成的事物），後者是屬於有為法（由因緣作用所形成的事物）。總之，

彼等各義不僅具有其獨自安立之義，也兼具有自他相互關聯之義，所以

不管由哪一方面而言三性皆無不同，真如（真）即一切諸法（妄），一

切諸法即真如，真如與諸法相即相入。有關由三性各有二義形成真如與

一切法的相即相入之關係，圖示如下：  

          不變義 
 圓成實： 
          隨緣義          

 
      似有義           以末歸本之本三性，表一切法即真如，觀一切法的相即。 

 依他起： 
      無性義 
 
        情有義         以本隨末之末三性，表真如即一切法，觀一切法的相入。 

 遍計所執：  
        理無義  
 

四、「即」之同一性  

以末歸本之本三性與以本隨末之末三性的性相相即相入，顯示一

即一切，故「體」同，但不壞差別相的末（不動本而常末）；一切即一，

故不壞差別相的末而體一（不壞末而常本）。諸法無一不是在法界緣起

中顯現為相即相入的無礙自在。這種「即」的同一性，源自法藏在十玄

緣起無礙中云：「以諸緣起門內，有二義故。一、不相由義，謂自具德

故，如因中不待緣等是也。二、相由義，如待緣等是也。初即同體，後

即異體。就異體中，有二門：一、相即，二、相入。所以有此二門者，

以諸緣起法皆有二義故。一、空有義，此望自體；二、力無力義，此望

力用。由初義故，得相即；由後義故，得相入。」
74
法藏認為事物現象

的緣起不外兩種：一、相由（待緣），二、不相由（不待緣）。因不待

緣，果就同體；因待緣，果就異體。異體門中，因的體含空、有，因的

作用含有力、無力。互為因、緣的種種事物的體性具空、有方得以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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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叫相即；互為因、緣的種種事物的作用具有力、無力才能相互滲

透，叫相入。因本身若是假有，緣就一定是真空，緣就被因融為一體。

因為緣沒有真實的體性，而以因為融合的主體。因本身若是真空，緣就

一定是假有，因就被緣融為一體。因為因沒有實體，而以緣為融合的主

體。因和緣若都是假有，或都是真空，就不能同時並存。因此，因的體

性上沒有空、有的不同，諸法就無相即的力能；因的作用不含無力、有

力的不同，諸法就無相入的關係，因為有、無的交徹，具有直接產生結

果的作用。這就必須回到因門六義來看，每一法皆具空、有，必須其因

也需具備空、有。不僅因的體具空、有，因的作用也需具空、有，形成

一因生果或多因生果等，所以諸法得以相即相入。如《五教章∙義理分

齊》云：「又以用攝體，更無別體故，唯是相入；以體攝用，無別用故，

唯是相即。」
75

  

 

因的體，具有空、有，才能相即。    因的作用

1. 空

，具有有力、無力，才能相入。 

有力

2. 空

不待緣         待眾緣義 

有力

3. 空

待緣           恆隨轉義           不自生 

無力

4. 有

待緣           俱有義 

有力

5. 有

不待緣         引自果義           不共生 

有力

6. 有

待緣           剎那滅義 

無力待緣          

                     非無因生 

 決定義             不他生 

在大乘佛教的空，有二種：一是有、無相對的無→與一切法的存

在對立；二是絕對的無（空、真如）→與一切法的存在相融即。法藏或

性宗的無，是絕對的無（空、真如）；有，也是絕對的無（空、真如）

所映現的（如鏡喻）。空（真如）既與一切法（有）融即，所以是「空

即是色」的真空。關於真空的融「即」，則有四種力能，如：一、「廢

己成他」的融「即」，以現象顯現而空性隱入其中。二、「泯他顯己」

的融「即」，是現象盡泯而空性顯。三、「自他俱存」的融「即」，是

隱、顯無二，成同一的真空。即「色不異空」的現象為幻有，「空不異

色」的絕對真空不礙現象，色、空互不相礙的俱存。四、「自他俱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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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即」，是「舉體相即，全奪兩亡，絕二邊也」
76。這種隱、顯的

關係，在「三性同異義」的四句破執中顯現端倪，如云：「若計真如一

向是有者，有二過失：一、常過，謂不隨緣故，在染非隱故，不待了因

故，即墮常過。 ..... .真如不異常之無常故，隨緣隱體，是非有也。」
77

肆、超越的法界性起心  

 

一 .四句破真正的所破境  

法藏不僅運用宗、因、喻三支論式對利根者辯證三性體同義異，也

用印度中觀四句否定的羅輯進行辯證。四句辯證的方式是對鈍根者詳細

解說的方便，也在杜順的《華嚴五教止觀･第五華嚴三昧門》中見到
78

法藏以四句否定辯證，主要是在破執顯絕對真理，即對三性的確立。

四句的辯證性格被視為顯示真理的體認，具有引導眾生棄執的作用與體

認不同層面的真理。其中以五重四句辯證真如之執的過失，以六重四句

護依他起之執，又以五重四句遮止遍計情執之失，形成多層次、多角度、

多元方式的防護分別之辯證，主要在呈顯不同層面的真正所破境。  

。

杜順也是用多重四句辯證，且以否定方式遮止所執之失，以肯定四句來

表德，而法藏以四句否定進行辯證所執之過，也以四句肯定直顯三性之

德。  

如果根據法藏在《五教章･分教開宗》云： 「二、以理開宗，宗乃有

十：一、我法俱有宗。此有二：一、人天乘，二、小乘。.....七、一

切法皆空宗，謂大乘始教，說一切諸法皆悉真空，然出情外，無分別故，

如般若等。八、真德不空宗，謂如終教，諸經說一切法唯是真如，如來

藏實德故，有自體故，具性德故。九、相想俱絕宗，如頓教中顯絕言之

理等，如淨名默顯等，準知。十、圓明具德宗，如別教一乘，主伴具足，

無盡自在，所顯法門是也。」 79
即可明顯確定，五教中的前四教是以情

執執三性為有、無等，如小乘教即執我法俱有，始教執一切法空，終教

執真德不空，頓教執相想俱絕。如此，正是四句所要否定的範疇，亦即

以窮盡人類所能執著的四種方式予以辯破，如四句否定的第一句是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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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之有執，第二句是遣始教之空執，第三句是遮終教之雙亦執，第四句

是除盡頓教之雙非執，所以法藏在此運用的四句是屬於教育不同根器的

眾生。在各別否定之四句中所顯示的絕對真如，是漸的教法，漸漸引向

真理。不僅以否定撥其執，且示其執具常邊、斷邊之過失，而步步漸引

四教不同根器行者窺見圓教具德之殊勝。
80

  （一）第一句破小乘我法俱有  

在同時肯定之四句中所直顯

的三性之真義，則是頓的教法。這種教育性的涵義，主要是對不同層次

的行者打開不同的瓶頸，雖然真如遍滿一切處，無處不有，我執也是遍

滿今生來世、整個生死輪迴及五道十地，所以精準認出不同層面的真正

所破境才能根除俱生無明之執。  

針對小乘教對性宗三性計執真如是實有者，法藏以隨緣義順破其

執，也以不變義反顯隨緣義破之，因為自性有的真如即不隨緣。又以空

真如令其離增益謗，以離情執、離妄念引其超情。且說若執真如實有則

有斷、常之過失。真如是實有，即不隨緣作諸法，在染相中真如不能隱，

也不需待因，所以是墮常之過。真如隨緣成染淨法，不失自性清淨的不

變性，此常為不異無常（隨緣之相）之常（不變性）。染淨的諸法非凝

然常住，是迷情中的真實，不是真實的常。真常，是不異無常（隨緣）

的常（不變），離凡夫的迷情。若執真如是自性實有，真如即不能隨緣

現起染淨諸法，染淨諸法即無自體，無自體的諸法不能成立，所以有斷

見之失。  

若小乘教執依他是自性有，以藉緣而起，所以非實有，即無自性破

之  ；又約無生觀遣依他染分異圓成，所以非自性有。若執依他是自性

有，同樣會有常、斷之過失。依他是自性有即本身有體，有體就不必藉

緣，無緣而有法，即是常過。又由執依他是自性有，即不需藉緣，不需

藉緣就不得有法，即是斷過。  

針對小乘教執遍計是實有，以無道理、無相等亡情觀境破之，又以

體空、障理遣之。若執遍計是實有，因為是聖智所照，理應不空，即是

墮常。如果妄執遍計於理實有，即失情有，所以是斷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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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二句遣始教一切法空  

針對始教執真如自性無，法藏以不變義順破其執，又以隨緣義反顯

真如不變常住破之，又以不空真如助其離減損謗，以離所謂、聖智所行

處引其造修勝義。又執真如是自性無，亦會墮入斷、常之失。因為無真

如，生死即無依處，無依處而有法便墮常。又若無真如，即無因可證得

聖智，也是常過。又諸法無所依處，諸法不得成立，即墮斷見之失。  

若始教執依他是真實無，則以無性緣起、能現無性、異遍計等破之。

如果說依他是自性無，即緣五所起，無所起就不得有諸法，即是斷過。 

針對唯識空、有二宗之爭辯，法藏提出其性宗的說明。清辨的  《  大

乘掌珍論  》  主張「一切皆空」，不僅是眾緣和合而成的有為法是空，

佛教所說的非因緣和合的永恆「真理」無為法也是空。「真性有為空，

如幻緣生故，無為無有實，不起似空華。」 81

根據清辨的主張，依他起性意味一切事物都是因緣和合的產物，故

無自性，所以是空。而護法則認為「識」是實有的，作為客觀事物的「外

境」是空的。清辨則認為不僅「外境」是空的，「識」也是空的，一切

皆空。在法藏則認為：清辨力竭破斥依他之有為畢竟空，顯現其依他之

有為不異之空有，而得妙有；護法以三性說說幻有和真空相即，是破情

執之空為幻有，顯出不異有之空。於是空宗之清辨立「色即是空」，是

色法舉體即空，非色滅空，所以雖空但不是斷空，即是真空，稱為真諦

中道。有宗之護法，則立「空即是色」，是真空舉體必不異色，非空外

之色。所以雖有但不是常有，即是妙有，稱為俗諦中道。此空、有二宗，

以色徹空，色即是空；以空徹色，空即是色。以空奪有，有即全空；以

有奪空，空即全有。色空如此融奪無礙，看似相破，實乃相成，而顯現

甚深緣起之依他性法

此乃說明有為法都是因緣

和合的產物，都是虛幻不實的，故稱之為空；無為法沒有實性，就像空

中華一樣是根本不存在的，一切有為法，皆被徹底的論證為性空。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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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始教執遍計為自性無，以情有、無道理、執實有、為真智所觀之

境、能障真等破之。執遍計為自性無，即凡夫迷倒，不異於聖，即是墮

常；亦即無凡，所以是墮斷。又既無迷倒即無悟，無悟即無聖人，也是

斷過。  

 

（三）第三句遮破終教真德不空  

對於終教執真如亦有亦無，以無二性、離所謂、離相違破之。如果

說真如是自性有也自性無，同樣犯常、斷之過失。真如非二，而雙執亦

有亦無，以執真實有無，就不是真如了，因為丟失了真理，所以是斷見。

如果說真如是真實有也真實無，那就墮入無理而有真實，即是常見之失。 

對終教執依他亦實有亦實無，以緣起無二性、全體相收、離相違破

之。若執依他亦實有亦實無，也具有斷、常諸失。依他性具有、無之二

義極易被計執為亦有亦無，若以情執而說自性之亦有亦無即須遮遣，因

為法性之有、無皆無自性。也因無自性，依他性雖具有、無之理，而能

全體交徹，空有俱融，所以與計執亦有亦無相違。  

若對終教執遍計亦有亦無，是以無二性、執實有、境智不二、成事

體空無二等破之。性既無二，而說定有、定無，即是相違，亦具斷、常

之失。  

（四）第四句否定頓教相想俱絕  

對頓教執真如非有非無，則以圓教之具德、離所謂、離戲論去除其

執。若說真如非自性有亦非自性無，是戲弄於真如之說，是虛妄之情執，

已失真理，即是斷見。戲論不是真理，而說是真理，無理有真實，豈不

是常過！  

對頓教執依他非實有亦非實無，是以真妄、理事、染淨等，皆緣起

無自性破之；又以離戲論、依之發智遣之。若執依他非實有亦非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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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戲論緣起，不是道理。因為以其執於有、無中所執不能成立，旋即以

情執非有非無，戲論緣起，俱不合理。  

對頓教執遍計非實有非實無，則以所執性、無道理、執所成、備明

眾德、事能顯理等遣其執。戲論遍計，亦具斷、常之失。  

 

對三性的任何一性，只要執其為真實（自性），即墮入常邊；執其

為名言無，即墮入斷邊。實際上，諸法雖無自性，但名言上有，智慧既

見諸法無自性，所以離常邊；見諸法名言上有，所以離斷邊，成為離二

邊之無二智（中道）。這種四句破所作的正理辯證，需要認知到其中必

須以「自性」為內含的簡別。所謂「自性（ intrinsic nature）」：是「任

何一法，各自具有其本性的存在形式，而非由心識所安立」，這就是真

正的所破境。有自性的「實事」絲毫不存在，甚至在名言中也不存在。

另一面，事物確實僅僅只是存在於名言中，沒有任何事物存在於勝義

中，因為沒有任何事物可被勝義觀察到其存在之究竟基礎。中道，即是

離於有、無的極端邊見。法藏以大量篇幅來破除諸如四教所執的觀點，

主要是要精確認出真正的所破境是以自性存在的定說有、無等。如果錯

認目標，即使只是稍微錯認，就會遮破過度或遮破不足，修行將不會觸

及最深最細的無明。事物存在與否，並非在於其自性，因為事物並無自

己的自性，事物皆是緣起。正如法藏所言，對三性不可定執一分，真妄

方得融通
83
。此四句正是窮竟人類的有執之說，理甚深妙，語言文字無

從表達，唯親證始知。法藏也說四句為「入法方便」
84

 

。  

二、應真如緣起三大難而來  

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法藏的三性說，根據《五教章∙義理分齊》中

云：「三、十玄緣起無礙法門義。夫法界緣起，乃自在無窮，今以要門

略攝為二：一者，明究竟果證義，即十佛自境界也；二者，隨緣約因辯

教義，即普賢境界也。初義者，圓融自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25 
 

十佛自體融義......，此當不可說義。.....第二義者，有二：一、以

喻略示，二、約法廣辯。初喻示者，如數十錢法。所以說十者，欲應圓

數，顯無盡故。此中有二：一、異體，二，同體。所以有此二門者，以

諸緣起門內有二義故：一、不相由義，謂自具德故，如因中不待緣等是

也；二，相由義，如待緣等是也。初即同體，後即異體。就異體中有二

門：一、相即，二、相入。所以有此二門者，以諸緣起法皆有二義故：

一、空有義，此望自體；二、力無力義，此望力用。由初義故，得相即；

由後義故，得相入。...... 此依因六義內準之。......  第二、同體

門者，亦有二義：一者，一中多，多中一；二者，一即多，多即一。......  

第二、約法廣辯者，略有二種：一者，立義門；二者，解釋門。初、立

義門者，略立十義門，以顯無盡。...二、言解釋者，亦以十門釋前十

義，以顯無盡。一者，同時具足相應門。...二者，一多相容不同門。...

三者，諸法相即自在門。......十者，託事顯法生解門。...然此十門，

隨一門中，即攝餘門，無不皆盡，應以六相方便而會通之。」
85

 

依據此

文內容，列表如下：  

十  玄                                             因門六義  

 
 

                                                   空有義  

                                             a .相即            

                                  A.異體：相由        力無力  

       一 .果證：十佛自境界   1 .以喻略示             b .相入  

法界緣起                            B.同體：不相由  

       二 .隨緣：普  賢  境  界  

                                  A.立義門  

                         2.約廣法辨  

                                  B .解釋門 . . . . . .一 ~十玄門 . . . . . .應以六相方便而會通之。  

 

 

 

依據此表，簡而易見，別教一乘義理分齊四門之首的「三性同異義」

與法界緣起的內容似乎無直接關聯。餘三門的主角即四門之三的十玄緣

起無礙法門義，且直接由「法界緣起」來貫串餘三門。探究至此，我們

不禁想問：那麼「三性同異義」與法界緣起的關係為何？我們試著從《五

教章》的開頭探究起，如《五教章∙建立一乘》中云：「一乘教義分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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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為二門：一、別教，二、同教。初中二：一、性海果分，是不可說義。......

二、緣起因分，則普賢境界也。」
86

                          

依文列表如下：  

                                  1. 性海果分，是不可說義。 

                        一、別 教   
        一乘教義分齊            2.緣起因分，則普賢境界也。 
                     二、同教     
 

再依據《五教章∙義理分齊》中云：「 三、十玄緣起無礙法門義。

夫法界緣起，乃自在無窮，今以要門略攝為二：一者，明究竟果證義，

即十佛自境界也；二者，隨緣約因辯教義，即普賢境界也。」
87

               一者，明究竟果證義，即十佛自境界也。  

此文如

表：  

       法界緣起  
               二者，隨緣約因辯教義，即普賢境界也。   
 

由此二表得出，法界緣起＝別教。那麼「三性同異義」與「法界緣

起」無直接關聯，即非屬別教，卻又是華嚴一乘的教義，至此則需再換

另一角度探討。既然別教等同法界緣起，我們不彷朝緣起說之方向去探

究。根據佛教的四種緣起說之發展，係由前一緣起的不足，而有後一緣

起說的出現彌補其失。法界緣起之前的緣起說是如來藏緣起，如來藏（真

如）緣起說自古以來就有三大難之說，即真先妄後之難、真妄別體之難、

悟後却迷之難。 與法藏（賢首法師）共同幫助實叉難陀翻譯《華嚴經》

之高德復禮法師
88
為求此三難之解而造真妄偈，如《宗鏡錄》云：「復

禮法師問天下學士真妄偈，云：真法性本淨，妄念何由起，從真有妄生，

此妄安可止。無初即無末，有終應有始，無始而無終，長懷懵茲理。願

為開玄妙，析之出生死!」89
又法藏的三性說旨在說明真妄之融通，如法

藏在《五教章∙義理分齊》的「三性同異義」一文之末端，云：「此上

論文，又明真該妄末，無不稱真；妄徹真源，體無不寂。真妄交徹，二

分雙融，無礙全攝。思之，可見!」 90
據此，足可確定，「三性同異義」

一文即是回應真妄偈的問題，同時也處理如來藏緣起說的三大難，為法

界緣起說之前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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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如具真妄二義解真先妄後之難  

所謂「真如緣起」，係由本體的真如因無明的緣而起動，成為阿黎

耶識，由此識顯現宇宙萬法。若因真如而有無明，則有真如先或無明在

後之疑。若能說明無明無始存在與真妄同存，此疑即能化解。所謂無明

無始的存在，乃真如緣起論中的根本主義。根據《大乘起信論》云：「一

切眾生不名為覺，以從本來念念相續未曾離念故，說無始無明。」
91
又

云：「是心從本已來自性清淨，而有無明，為無明所染，有其染心。」92

又云：「以如來藏無前際，故無明之相亦無有始。」 93又云：「以一切

心識之相皆是無明，無明之相不離覺性，非可壞，非不可壞。」
94
此等

論說即是說明無明為無始存在之依據。緣起論的說明，雖是依俗諦的時

間論，仍不離勝義諦的實相論。緣起即實相，真妄皆為無始。讓人誤為

無明後生，主要是因《大乘起信論》云：「忽然念起，名為無明」
95
。

「忽然」一詞，非約時間說，係表妄法無體，無根據，無起始之意。法

藏在《大乘起信論義記》中云：「聞依真有妄，便謂真先妄後，故起有

始見也。」
96

若從真如緣起角度探究真妄同時存在，則須知真如與無明及黎耶三

法的關係。真如是本體，是不生不滅的，所以無法說明真如生起之因。

《大乘起信論義記》云：「非自性動，但隨他動。」

 

97
即充分說明真如

為宇宙之本體。無明與黎耶是說明現象起動的關係，《大乘起信論》云：

「依覺故迷」
98
，即依真如而起無明。又云：「依梨耶有無明，即依似

起迷；今熏淨心成梨耶，即依迷起似。此二義一時，說有前後耳。」
99
《大

乘起信論義記》云：「依不覺故，生三種相」
100
，即依無明而起黎耶。

換言之，真如本體無起或不起，無明與黎耶則是現象產生之說明。因此

無明與黎耶實有互為同時因果的關係，真如則為緣，三法同時存在。《大

乘起信論義記》解釋說：「此顯無有染法始於無明，故云『無始』也。

又無明依真，同無元始故也。」
101
此即說：無明為一切雜染法的起源，

除無明外，更無他法，所以無明與真如同為無始。但真如是實體，無明

與黎耶是現象；真如是不變的，無明與黎耶則是生滅的。不起動的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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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起動的生滅現象？針對此難，法藏在《大乘起信論義記》解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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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句真隨妄轉喻；次水風不相離者，真妄相依

喻；水非動性者，真體不變喻。此顯非自性動，但隨他動也。」
102

 

法藏

以華嚴立場將真如規定為具有不變（真）、隨緣（妄）二義所舉的明鏡

喻，同樣可回應此問題。真妄同時存在的實相論，實相（空性）即緣起，

緣起說即是說空性，緣起性空即是宇宙實相。真如本具不變、隨緣二義，

不僅回應無明與真如同為無始的存在，同時也回應無體即空的無明與實

體實性的真如同例，以真如為體，即無真妄之別，如真如本覺的無始無

終，無明不覺也可說是無始無終的。  

（二）三性一際除真妄別體之難  

若真如與無明同屬無始存在，就會有真如之外有無明存在的真妄別

體之難。《大乘起信論》云：「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
103

《大乘起信論義記》解云：「以真如門是染淨通相，通相之外，無別染

淨故。」
104
真如乃染淨未分之絕對體，非真，非妄，超絕真妄，無明是

虛妄無體，依真如而存在，並非自存自立的，所謂「無體即空」。但因

人的妄情，固執其實有，而有迷界差別的現象。《大乘起信論義記》云：

「無明亦二義：一、無體即空義，二、有用成事義。」
105

法藏的三性說即標明三性體同義異，進而以三性的真三義及妄的三

義而說三性一際。三性一際，似乎泯依他起之義，因為性起之起非依他

此無明二義即

同遍計所執二義：無體即空顯理無，有用成事表情有。迷人取無體即空

的無明，誤認其作用為實有自性，而在其迷妄上開發出萬有，此稱為有

用成事。既然無明不是在真如之外別存，故就生滅門說，真如與無明有

非一非異的關係。真如為覺，無明為不覺似非一。覺與不覺，明與不明，

真實與虛妄，猶有別體二元之嫌。又非異方面，無明依真如而無始存在，

決非自立自存之物，是無體即空，是虛空之法，並非另有實體。從迷界

差別的現象森然存在，稱為有用成事。說明真妄同體之喻，即真如如水

被無明之風所動，雖起波浪，水與波之真如與無明為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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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而是起而不起。法藏在《華嚴經問答》中云：「問：性起及緣起，

此二言有何別耶？答：性起者，即自是言不從緣。言緣起者，此中入之

近方便，謂法從緣而起，無自性故，即其法不起中令入解之。其性起者，

即其法性，即無起以為性故，即其以不起為起。」
106

（三）三性非一非異泯悟後却迷之難  

三性體同義異的相

互對立又相互依賴的相反相成關係，突破起與不起的界線，為起而不起

之基礎，又直接具體地解除了真妄別體之難。  

悟後却迷之難 ，在於疑自性清淨的真如為無明所動而生妄法，一旦

修行成佛後又會因無明起動而墮為眾生。自性清淨是圓成實性的四清淨

之一，是在纏有垢的真如，一切眾生本具的如來藏，所以真如會被無明

所動。所被動的真如決不是指出纏無垢的真如，一旦修行成佛，即為出

纏真如，佛陀∙如來決無再迷之理。因為真如是無始無終的，如來是隨

順真如、修顯清淨自性、相應真如，故當然是無終，出纏無垢真如已無

可起動之緣，故無再度迷入生死輪迴之理。  

又有疑無明為無始，亦同真如無終；無明無終，則無成佛之期。依

終教立場回應：以真如絕對 (非異 )論，則無真妄之別，所以是無終。若

以生滅相對 (非一 )論，則有真妄之別，真如是真實，無明是虛妄，所以

無體即空的虛妄法得以斷滅，成為無始有終，成佛之說即能成立。此釋

不足之處在於無明有終，與上釋之真如、無明皆無始無終相違。  

法藏的三性非一非異說，即直接將三性的真妄交徹成非異，則不見

真妄的區別，所以是無終；若依三性非一，則真妄全然有區別，真如為

本，無明為末。以末隨本的本三性與以本隨末的末三性非一，真如與無

明相對立而又相互依賴，無真如之體即無虛妄之無明，是從華嚴性起立

場看真如，無明皆無始無終，此始終是無起而起之始終，已融入離垢真

如之中，於是成佛之義成立矣 ! 

 

三、法界性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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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五教章∙所依心識》中云：「第一、心識差別者，如小乘....

於阿賴耶識但得其名。若依始教，於阿賴耶識，但得一分生滅之義。.....

若依終教，於此賴耶識，得理事融通二分義。......若依頓教，即一切

法唯一真如心，差別相盡，離言絕慮，不可說也。若依圓教，即約性海

圓明。又唯一法界性起心，亦具十德，如〈性起品〉說，此等據別教言。

若約同教，即攝前諸教所說心識。」
107

       

依文例表如下：  

                       小乘教：得阿賴耶識名 

                       始教：一分生滅之阿賴耶識                                      

 終教：理事融通之阿賴耶識 

           所依心識 

                       頓教：真如心 

                        別教：法界性起心 

                       圓教：性海圓明 

                              同教：攝前諸教所說心識 

 

根據無著《攝大乘論本》云：「自性清淨，謂真如、空、實際、無

相、勝義、法界。」
108
即如來藏「自性清淨」之異名有六種。由此六種

異名判斷，真如緣起與法界緣起無異。「但性起具德故，異三乘耳」
109
，

即法界緣起是性起，所以與終教之真如緣起不同。《華嚴問答》中云：

「性起者，即自是言不從緣。言緣起者，此中入之近方便，謂法從緣而

起，無自性故，即其法不起中，令入解之。其性起者，即其法性，即無

起以為性故，即其以不起為起。......言起者，即其法性離分別，菩提

心中現前在，故云為『起』。是即以不起為起，如其法本性，故名『起』

耳，非有起相之起。」
110

 

性起是「不從緣」，是法性離分別的菩提心中

現前，以不起為起，如其法本性，非有起相之起。性起思想即世界萬物

皆是真如隨緣而起的，就是法界性起，是佛教最高的緣起說。  

伍、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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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之研究成果，如下：  

一、釐清了法藏為何要改造法相三性說的原由，不僅是如本文

前言所說，同時也是應真如緣起之三大難而造，進而以此為法界緣

起說之基礎。  

二、以抽絲剝繭的方式探究出法相三性攝入法性的進路，及真

如即一切法的融即，到將真如超越為法界性起心之理路說明。  綜觀

法相三性與法性三性之異同，列表如下：  

   主  題     同  異     法  相     法  性   

  三性一致       同    三性一致   三性一際  

  三性次第       異   遍、依、圓  

  染→淨  

 圓、依、遍  

  淨→染  

三性一致之旨       異  從依他上認識諸
法的實相，即一
切現象皆是緣
生，皆無自身的
體性。  

在一定的因、緣
的作用下，絕對
真實不變的真如
本體變現出種種
事物和現象。  

   緣   起      異  緣起，只是諸法
的緣起，圓成實
只有不變義。  

緣起方面，真如
理體與諸法互
融，所以圓成實
有不變、隨緣二
義。  

三、發揭法藏之三性皆具真、妄二義的宗史理路，即初祖杜順、

二祖智儼的論著中處處皆見其雛形。  

四、法藏在「三性同異義」中佔了相當大的篇幅進行四句辯證，

本文探究出法藏是以四句破四教之執，以確立法性三性之中道特質。 

五、本文以窮追問題方式，揭掀出法藏「三性同異義」之隱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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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處理如來藏緣起說之侷限，並逐一尋得理論根據。  

六、從諸多中、日文的五教所依心識資料中，未見有別教所依

心識為法界性起心，終教的所依心識是真如心，本文也尋得理論依

據而呈現出來。  

淨除一切煩惱之根的人、法二執無明，真正有效的藥是空性。

法藏的法界緣起說即是空性的觀修，以一乘別教深義對治最深、最

廣、最細之俱生無明的根。觀修空性時，空性不是單獨的一個，因

為二執無明遍滿五教的五道十地，所以必須串連同教觀修空性，直

至十佛之自境界，此即圓教之殊勝處。  

法藏的三性說仍存有問題，如云：「問：依他似有等，豈同所執是

情有耶？答：由二義故，故無異也。一、以彼所執，執似為實，故無異

法。二、若離所執，似無起故。真中隨緣，當知亦爾，以無所執，無隨

緣故。」
111

 

真如之所以能隨緣，是因為「所執」所引起，若無所執即無

隨緣。這種說法，與華嚴一乘是佛在海印三昧中隨愚悟根機而隨緣現染

淨法之說相違。佛在海印三昧中隨愚悟根機而隨緣現染淨法，是佛悲智

雙運中的悲心使然，佛怎還有「所執」？在此提出此值得注意的問題，

留待因緣俱足時，或供有志之士，深入研究 ! 

                                                      
1 《搜玄記》乃《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之簡稱。 
2 見木村清孝著 李惠英譯《中國華嚴思想史》P.41~42 東大圖書公司出版  
3T09n0278_p0465c26~27  
4T09n0278_p0558c10~11 
5 見橫山紘一《唯識思想入門》P.35~36 
6 T45n1866_p0481a15~20 
7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問：『真如既言常法，云何得說隨熏起滅？既許

起滅，如何復說為凝然常？』答：『既言真如常故，非如言所謂常也。何者聖說

真如為凝然者？此是隨緣作諸法時，不失自體，故說為常。是即不異無常之常，

名不思議常。非謂不作諸法，如情所謂之凝然也。」T45n1866_p0485a09~15 即

指始教的真如是如情所謂之凝然。 
8  T45n1866_p0499a09~11 
9  T45n1866_p0499a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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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法相唯識宗的三性次序和法藏所說的不一樣，法相三性是從相染到性淨，即

依次是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和圓成實性，法藏則是由性淨至相染，即按照圓成

實、依他起和遍計所執的順序。 
11在唯識諸論中皆有三性一致之說，近代學者則有更多的發展，如見陳一標 《大

乘佛教思想∙譯序》「上田義文唯識思想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云：「上田：三性說

是建立在能分別的依他性(=識)和所分別的分別性(=境)之對立與同一的關係上，

而真實性則是前兩性所呈顥的同一無性，因此，三性即是一。長尾：能分別(=見

分)和所分別(=相分)二者同屬依他起性；於見、相二分不如實知而執著有實我、

實法，此被執著的實我、實法才是遍計所執性；於依他起性上離去遍計所執性即

是圓成實，三性彼此有其分際，不可混同。 
12 T31n1586_p0061a14~17 
13 T31n1585_p0046b10~14 
14 T43n1830_p0545a29~30 
15 T45n1866_p0484c13~15 
16 法藏在此把真如視同圓成實，這一點與唯識宗同義。 
17 T45n1866_p0499a29~b02 
18T45n1866_p0499b02~12 
19 T45n1866_p0501c06~16 
20法藏為何不採用玄奘譯的《攝大乘論釋》呢？可能是玄奘譯本多了「密意」二

字使然，抑或法藏對玄奘系之說不滿所致。 
21 T31n1586_p0061a16~17 
22 T31n1585_p0046b05~06 
23 T31n1594_p0139c03~06 
24 T31n1585_p0046b09 
25 T31n1585_p0046c02~04 
26 T45n1866_p0499b12~17 
27龍樹菩薩造  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釋初品中三三昧義》：「見一切諸法從因

緣生，無有自性。無有自性，故空；空故，諸見滅。」T25n1509_p0207c23~27 
28龍樹菩薩造  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釋歎淨品》：「能以眾生空、法空，以 

 一切法畢竟空，是名般若波羅蜜。」T25n1509_p0508c09 
29龍樹造 青目釋 鳩摩羅什譯《中論∙觀四諦品》T30n1564_p0033a22 
30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從緣生故，名之為有；無

自性故，名之為無。」T12n0374_p0516b25 
31 T31n1586_p0061a14 
32 T31n1585_p0045c14~19 
33 T43n1830_p0540a19~24 
34 T45n1866_p0499b27~c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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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T45n1866_p0501c26 
36 T45n1866_p0499a16~23 
37 T45n1866_p0499a18 此段經文是法藏的用語，原文為：「諸佛知一切眾生畢竟

寂滅，即涅槃相，不復更滅。」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菩薩品》

T14n0475_p0542b18~19  
38 T45n1866_p0499a21 此段經文是法藏的用語，原文為：「舍利弗：『即此法身過

於恒沙，無邊煩惱所纏，從無始世來隨順世間，波浪漂流往來生死，名為眾生。』」

元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譯《佛說不增不減經》T16n0668_p0467b06~8 
39 T35n1733_p0384c19~25 
40 見《佛典講座 28》鐮田茂雄 著《華嚴五教章》p.206〔要旨〕云：「 これは随    
縁.似有.情有の末を壊せずして常にそのまま不変.無性.理無の本である、という

ことである。」大藏出版株式會社 1995 年四版。 
41
 見《佛典講座 28》鐮田茂雄 著《華嚴五教章》p.206〔要旨〕云：「 これは随

縁.似有.情有の末を壊せずして常にそのまま不変.無性.理無の本である、という

ことである。」大藏出版株式會社 1995 年四版。 
42 徐紹強釋譯 《華嚴五教章》p.327 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一九九年九版 ,台北 
43 T45n1866_p0499a22~23 
44 T45n1866_p0499a23~27 
45上田義文撰，許洋主譯：〈瑜伽行派的根本真理〉，收于《諦觀》第五十三期，

民國 77 年，頁 69。  
46 見木村清孝 前揭書 P.131 
47 T45n1867_p0511b05~6 
48 T35n1732_p0064b28~c07 
49 T45n1870_p0542b05~11 
50 T45n1870_p0550b10~12 
51 T45n1870_p0544c28~p0545a26 
52 T45n1870_p0559a21~24 
53 T45n1867_p0511a11~16 
54 T45n1867_p0509a27 
55 T45n1866_p0499b20~25 
56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從緣生故，名之為有；

無自性故，名之為無。」T12n0374_p0516b25 
57 T45n1867_p0511b08~c12 
58 T14n0475_p0542b18~19 
59 T45n1866_p0499a15~18 
60 T45n1867_p0513a03~20 
61 T45n1867_p0512b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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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T35n1732_p0018c27 
63 X58n0991_p0159c17 
64 T35n1733_p0123c09 
65 T45n1866_p0499a22 
66 T45n1866_p0501c06~7 
67 T45n1869_p0527b12~13 
68 T45n1869_p0529c22~23 
69 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第四、開合者，或約體，唯一，以因無二體

故。或約義，分二：謂空、有；以無自性故，緣起現前故。或約用，分三：一、

有力不待緣，二、有力待緣，三、無力待緣；初、即全有力，後、即全無力，中、

即亦有力亦無力，以第四句無力不待緣非因，故不論也，是故唯有三句也。或分

為六，謂開三句入二門故也，如前辯。或分為九，謂於上三義，隨一皆具彼三故。

何以故？若非有力，即無無力，是故隨一具三，故有九也。或分十二，謂於上六

義，空、有二門不相離故，隨空即有，隨有即空，有空有六，空有亦六，故有十

二也。或分十八，謂於上六義中一一皆有三義故：一、體有無，二、力有無，三、

約待緣不待緣，三六成十八也。或分為三十六，謂於上六義隨一皆具六。」

T45n1866_p0502c06~21 
70 T14n0475_p0542b18~19 
71 依他之「無性」，即緣起之性空，依他雖似有，而此似有亦無實體（無自性），

所以是「無性」，知道是無性即歸真實，又所執之「理無」亦為凡夫迷情執相為

有，此「有」亦由依他似有而起，知似有無性，即知執相亦無實體，知無體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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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T45n1866_p0507a10  
110 T45n1873_p0610b17~25 
111 T45n1866_p0499a23~26 
 



37 
 

                                                                                                                                                        
 
主 要 參 考 書 目 
 
（一）經  

 
1.《大方廣佛華嚴經》東晉 佛馱跋陀羅譯，《大正藏》第九冊，No.278。 
2.《大方廣佛華嚴經》唐  實叉難陀譯，《大正藏》第十冊，No.279。 
3.《大般涅槃經》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大正藏》第一二冊，No.374。 
4.《維摩詰所說經》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大正藏》第一四冊，No.475。 
5.《佛說不增不減經》元魏北印度三藏菩提流支譯《大正藏》第一六冊，No.668。 
 
（二） 疏、論 
 
6.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唐大薦福寺沙門法藏述，《大正藏》第四五冊，

No.1866。 
7. 《華嚴經探玄記》魏國西寺沙門法藏述，《大正藏》第三五冊，No.1733。 
8. 《華嚴五教止觀》京終南山文殊化身 杜順 說，《大正藏》第四五冊，

No.1867。 
9. 《究竟一乘寶性論》後魏中印度三藏勒那摩提譯，《大正藏》第三一冊，

No.1611。 
10. 《佛性論》天親菩薩造  陳天竺三藏真諦譯，《大正藏》第三一冊，No.1610。 
11. 《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終南山至相寺沙門智儼述，《大正藏》

第三五冊，No.1732。 
12. 《華嚴一乘十玄門》大唐終南太一山至相寺釋智儼撰  承杜順和尚說，《大

正藏》第四十五冊，No.1868  
13. 《華嚴五十要問答》大唐終南太一山至相寺沙門智儼集，《大正藏》第四十

五冊，No.1869。  
14. 《華嚴經內章門等離孔目章》終南太一山至相寺沙門釋智儼集，《大正藏》

第四十五冊，No.1870。  
15.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略疏》唐翻經沙門法藏述，《大正藏》第三十三冊，

No.1712。  
16. 《花嚴經文義綱目》唐 法藏撰 ，《大正藏》第三十五冊，No.1734。  
17. 《入楞伽心玄義》西明寺沙門法藏撰，《大正藏》第三十九冊，No.1790。  
18. 《十二門論宗致義記》京西大原寺沙門釋法藏述，《大正藏》第四十二冊，

No.1826。  
19.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并序》魏國西寺沙門法藏撰，《大正藏》第四十四冊，

No.1838。 



38 
 

                                                                                                                                                        
20. 《大乘起信論義記》京兆府魏國西寺沙門釋法藏撰，《大正藏》第四十四冊，

No.1846。  
21.《大乘起信論義記別記》崇福寺沙門法藏撰，《大正藏》第四十四冊，No.1847。
22.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唐大薦福寺沙門法藏述，《大正藏》第四十五冊，

No.1866。  
23. 《華嚴經旨歸》唐京兆西崇福寺沙門法藏述，《大正藏》第四十五冊，No.1871。
24.《華嚴策林》右唐賢首國師述，《大正藏》第四十五冊，No.1872。  
25.《華嚴經問答》沙[10]門法藏撰，《大正藏》第四十五冊，No.1873。  
26.《華嚴經明法品內立三寶章》魏國西寺沙門法藏述，《大正藏》第四十五冊，

No.1874。  
27. 《華嚴經義海百門》京大薦福寺沙門法藏述，《大正藏》第四十五冊，No.1875。  
28.《十二門論宗致義記》京西大原寺沙門釋法藏述，《大正藏》第四十二冊，

No.1826。 
29.《華嚴經普賢觀行法門》沙門法藏撰，《卍續藏》第五十八冊，No.991。 
30.《成唯識論》護法等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譯《大正藏》第三十一冊，No.1585。  
31. 《攝大乘論》阿僧伽作 後魏世佛陀扇多譯，《大正藏》第三十一冊，No.1592。  
32.《攝大乘論》無著菩薩造 真諦三藏譯，《大正藏》第三十一冊，No.1593。  
33. 《攝大乘論本》無著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譯，《大正藏》第三十一冊，

No.1594。  
34.《攝大乘論釋》世親菩薩釋 陳天竺三藏真諦譯，《大正藏》第三十一冊，

No.1595。  
35.《攝大乘論釋本》世親菩薩造 隋天竺三藏笈多共行矩等譯，《大正藏》第三

十一冊 No.1596。  
36.《攝大乘論釋》世親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譯，《大正藏》第三十一冊，

No.1597。  
37.《攝大乘論釋》無性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譯，《大正藏》第三十一冊，

No.1598。 
38. 《大智度論》龍樹菩薩造 後秦龜茲國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大正藏》第二

十五冊，No.1509。 
39.《中論》龍樹菩薩造 梵志青目釋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大正藏》第三十冊，

No.1564。 
40.《三論玄義》慧日道場沙門吉藏撰，《大正藏》第四十五冊，No.1852。 
41.《宗鏡錄》大宋吳越國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大正藏》第四十八冊，

No.2016。 
42.《大正新修大藏經》電子版：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08 年六月。 
43.《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焚薪》可堂 師會 錄 《卍續藏》第五十八冊，No.996。  
44.《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科》玉峯沙門 師會 述《卍續藏》第五十八冊，



39 
 

                                                                                                                                                        
No.997。 
45.《華嚴一乘分齊章義苑疏》霅溪普靜沙門 道亭 述《卍續藏》第五十八冊，

No.995。 
 
（三） 近代著作  
 
46.《華嚴教學成立史》[日]石井教道著，平樂寺書店，京都，昭和 54 複製發行。 
47.《華嚴の思想》鐮田茂雄著，講談社，東京，1994 年第 5 刷。 
48.《華嚴一乘思想の研究》吉津宜英著，大東出版社，東京，1991 年初版。 
49.《中國華嚴思想史の研究》鐮田茂雄著，東京大學出版社，東京，1978 年復

刊第 1 刷。 
50.《華嚴法藏の三性說に》山田亮賢著，收于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印度學佛

教學》四卷二號，昭和 31 年 3 月。 
51.《賢首大師法藏の三性說》田中順照著，收于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印度學

佛教學》六卷二號，昭和 32 年 1 月。 
52.《法藏の華嚴三性說に》赤尾榮慶著，收于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印度學佛

教學》二八卷二號，昭和 55 年 3 月。 
53.《華嚴教學 無礙 空》增田英勇著，收于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印度學佛教

學》二七卷一號，昭和 53 年 12 月；二八卷二號，昭和 55 年 3 月。

54.《華嚴思想》[日]川田熊太郎、中村元 等著、李世傑 譯，法爾出版社，臺北，

民國七十八年六月一日，初版初刷。  
55.《中國華嚴思想史》[日]木村清孝 著、李惠英 譯，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民國八十五年二月，初版初刷。  
56.《華嚴思想史》[日]高峰了州 著、釋慧嶽 譯，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臺北，

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八日，初版初刷。  
57.《華嚴學》[日]龜川教信 著、印海 譯，佛光事業有限公司，高雄，民國八十

六年九月，初版初刷。  
58.《華嚴五教章》[日]鐮田茂雄著，大藏出版株式會社，東京，西元 1989 年 2
月 25 日，三版初刷。 
59.《大乘起信論新釋》[日]湯次了榮著，豐子愷譯，天華出版，天華瓔珞叢刊八

十四，臺北，民國八十年。 
60.〈關於「性相融會」〉[日]吉津宜英 著、余崇生 譯，《國際佛學譯粹(第二輯)》，
臺北，國際佛學研究中心，民國八十一年五月，初版初刷。 
61.《大乘佛教思想》[日]上田義文 著、陳一標 譯，東大圖書，臺北，民國九十

一年初版。 
62.《唯識思想》[日]高崎直道 等著、李世傑 譯，《世界佛學名著》67，華宇出

版，臺北，民國七十四年初版。 



40 
 

                                                                                                                                                        
63.《般若思想》[日]梶山雄一 等著、許洋主 譯，法爾出版，臺北，民國七十八

年初版。 
64. 〈瑜伽行派的根本真理〉[日]上田義文撰、許洋主譯，收于《諦觀 》第五十

三期，民國七十七年，頁 63。 
65.《法藏》方立天著，東大出版，臺北，民國八十年初版。 

66.《華嚴思想論集》張曼濤編，大乘文化，臺北，民國六十七年初版。 

67.《佛性與般若》牟宗三著，臺灣學生書局，臺北，民國七十三年初版。 
68.《華嚴宗學院佛學研究所論文集》（八），陳一標等著，華嚴專宗學院編印，

臺北，民國八十七年初版。 
69.《佛家名相通釋》熊十力撰，明文書局，十力叢書，臺北，民國八十三年初

版。 
70.《唯識學探源》，印順著，正聞出版社，臺北，民國七十四年初版。 
71.《華嚴『法界緣起觀』的思想探源—以杜順、法藏的法界觀為中心》黃俊威

撰，國立臺灣大學哲研所博士論文，臺北，民國八十二年初版。 
72.〈從「真如緣起」到「法界緣起」的進路──「一心」觀念的確立〉黃俊威

著，中華佛學學報第七期 ，1994.07，出版，頁 288-313。 
73.《華嚴五教章》，徐紹強釋譯，佛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民國八十

六初版初刷。  
74.《佛教的概念與方法》吳汝鈞著，臺灣商務印書館，臺北，2000 年 8 月修訂

版。  
75.《佛教的當代判釋》吳汝鈞著，國立編譯館主編，臺灣學生書局印行，臺北，

2011 年 3 月初版。  
76.《唯識學概論》韓廷傑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臺北，民國八十二年八月

初版初刷。  
70.《妙雲集上編之六．攝大乘論講記》釋印順著，正聞出版社，臺北，民國七

十九年三月，十一版。  
77.《妙雲集上編之七．大乘起信論講記》釋印順著，正聞出版社，臺北，民國

七十九年三月，十一版。  
78.《如來藏之研究》釋印順著，正聞出版社，臺北，民國八十一年五月，修訂

一版。  
79.《華嚴學講義》釋賢度著，財團法人華嚴蓮社，臺北，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十

五日，七版二刷。 
80.《華嚴一乘教義章集解》釋靄亭著，財團法人華嚴蓮社，臺北，民國八十五

年十一月五日，初版初刷。  
81.《華嚴「法界緣起觀」的思想探源──以杜順、法藏的法界觀為中心》黃俊

威著，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臺北，民國八十二年五月。  
82.《賴耶緣起與三性思想之研究》陳一標著，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博



41 
 

                                                                                                                                                        
士論文，民國八十九年六月。 
83.〈有關法藏對瑜伽行派三性思想批判之探討〉曹志成著，收于《大專學生佛

學論文集(五)》，財團法人華嚴蓮社，臺北，民國八十四年十月，初版初刷。  
84.〈「即」之分析──簡別佛教「同一性」哲學諸型態〉陳榮灼著，收于《國際

佛學研究》創刊號，國際佛學研究中心，臺北，民國八十年十二月。  
85.〈「性起」與「緣起」關係之略探──以華嚴宗思想為主〉釋洞儀著，收于《大

專學生佛學論文集(七)》，財團法人華嚴蓮社，臺北，民國八十六年初版。  
86.《佛教各宗大意》黃燦華撰 ，文津佛學叢書之一，臺北，民國八十年初版。 

87.《佛學概論》釋睿理述，大雄淨舍叢書之二，臺北，民國七十九年初版。 
 
（四） 電子期刊與網路資料類  
 
88. 杜保瑞：〈華嚴宗法界緣起之成立條件〉(臺北：中國哲學教室，網路版：

http//huafan.hfu.edu.tw/~bauruei/，民國 100 年 11 月下載。) 
89.劉嘉誠〈《中論》解脫思想之論證邏輯〉 第八屆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1997) 
頁 1-16 
90.吳汝釣〈印度中觀學的四句邏輯〉  香港浸會學院教授《中華佛學學報》第

五期 1992.07 出版(pp.149-172) 
91.鄧克銘〈法藏之心識觀的特色〉《中華佛學學報》 第九期(1996.07.出版) 
頁次：243～260 
92.曹志成〈清辨對瑜伽行派的三性思想之批判的探討─試以《般若燈論》第二

十五章有關唯識學的附錄部分為解釋線索─〉《東方宗教研究》新３期  頁次：

59-76 (1993.10 出版) 

 


	法藏對唯識三性思想的融攝與超越
	自 序
	提 要
	壹、前言
	貳、攝相歸性之三性說
	一、法性以三性說為基礎
	二、法性之三性說
	三、關於本、末三性
	四、似有=情有的問題
	五、法性三性說的前導

	叁、相即相入的起點
	一、層層相攝之真妄交徹
	二、以末歸本之相即
	三、以本隨末之相入
	四、「即」之同一性

	肆、超越的法界性起心
	一、四句破真正的所破境
	二、應真如緣起三大難而來
	三、法界性起心

	伍、結論
	主 要 參 考 書 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