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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專宗學院佛學研究所論文集 

圭峰原人論之我見 

釋恒毓 

佛教傳入中國以來，不論是教內還是教外，都不乏力圖融合或會通佛教同中國

傳統的儒家與道家思想的人物和作品。在這個隊伍中，唐代圭峰大師宗密的原人論

思想可謂是突出的代表。 

這裡所謂的原人論，其實就是對人的本原問題所作的探討。在圭峰宗密那裡，

對人的本原的探討就成了在佛教旗幟之下的三教相統一的學說。為了闡述自己的主

張，圭峰宗密特意寫了一篇論文，叫做《華嚴原人論》。 

儘管此論以《華嚴》而名之，卻同華嚴宗的思想不盡相同，而是更多地帶有禪

宗的色彩。 

一、人的本原 

『萬靈蠢蠢，皆有其本；萬物芸芸，各歸其根。』
1
圭峰宗密論為，天地萬物都

有自己的本原，作為三才中最有靈性的人更不例外。 

那麼，人的本原是什麼呢？ 

儒家一般認為，人身近則得之于父母，遠則得之于元氣，所謂天地唯是一氣，

一氣判生陰陽，陰陽生天、地、人，再由天、地、人產生萬物。《孟子．公孫丑上》

說：『孟施舍之守氣又不如曾子之守約也。』又說：『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施

舍為什麼要守氣，孟子為什麼要養自己的浩然之氣呢？因為君子有三戒：『少之時，

                                                 
1
《華嚴原人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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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老也，血氣既衰，戒

之在得。』
2
在儒家看來，君子要做到守氣、養氣是非常困難的，正如《孟子．公孫

丑上》所說：『不得于心，勿求于氣。』所以朱熹在《大學序》中說：『蓋自天降

生民，則既莫不為之以仁、義、禮、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不能齊，是以不能

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 

道家的老子認為，道是產生天地萬物的根源，他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3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

成之，是以萬物莫不尊道而貴德』。
4
那麼，老子的這個能生萬物的道指的是什麼呢？

《老子．第十四章》說：『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顯然，在老子那裡，『無』

與『道』的所指是相同的，也就是說，老子的道就是無。不過，『無』不是沒有，

而是無為、無智、無事、無懮，只有無為才能無不為。因為無為是道的核心，其他

的一切都是圍繞這個無為的道而展開的，而『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不善人

之所保』
5
，所以老子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6 

佛教的一般看法是，從無始以來，人們都是依惑造業，由業而受報，惑業苦如

惡叉聚輾轉相生，乃至于無終；在這個過程中，能夠起惑造業的是阿賴耶識，也就

是說，阿賴耶識是人身的根本所在。《宗鏡錄序》的說法就很有代表性，它說：『積

滯著之情塵，結相續之識浪，鎖真覺于夢夜。沈迷三界之中，瞽智眼于昏衢；匍匐

九居之內，遂乃縻業之苦。喪解脫之門，于無身中受身，向無趣中立趣，約依處，

則分二十五有；論正報，則具十二類生。皆從情想根由，遂致依正差別。』 

                                                 
2
《論語．季氏》  

3
《老子．第四十二章》  

4
《老子．第五十一章》  

5
《老子．第六十二章》  

6
《老子．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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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學、道家和佛教的一般看法到底對不對呢？ 

圭峰宗密認為，這三種認識都不夠徹底，都沒有說明人的本原問題，所謂『當

今學士，各執一宗；就師佛者，仍迷實義，故于天、地、人、物不能原之至源』。
7 

如果萬物皆從道生，那麼道便是生死賢愚之本、吉凶禍福之根。既然道是永存

的，那麼由道所產生的生、愚、死、凶、禍也就不可能根除，賢、吉、福也就沒有

可欣之處了。而且，古來暴君不都是人嗎？他們不都是道所生的嗎？既然道『育虎、

狼，胎桀，夭顏、冉，禍夷，齊』
8
道還有什麼可尊對之處呢？ 

如果人的本原是元氣，那麼『死而蘇者說幽途事』
9
又怎麼理解呢？如果說，人

的貧富貴賤、賢愚禍福都是來自于天命，那麼天所賦予人的為什麼不平等呢？自古

以來，有那麼多的『無行而貴，守行而賤；無德而富，有德而貧；逆吉義凶，仁夭

暴壽；乃至有道者喪，無道者興』
10
，天那麼喜歡興無道而喪有道，『福善益謙之賞，

禍淫害盈之罰』
11
當從何談起呢？既然這些都是天命的結果，那麼儒家聖賢的教化為

什麼只是『責人不責天、罪物不罪命』
12
呢？如此教人。難道也是『奉上天之意，順

造化之心』
13
嗎？ 

如果業是人的本原，那麼究竟是誰在造業、誰在受報呢？是身體嗎？是七情六

慾嗎？不可能！因為不論是身體還是心情，都將隨著人的死亡而消亡，如此一來，

造的業給誰去受呢？如果說，色心之法是人的本原，那麼當心識滅時、色法空時，

                                                 
7
《華嚴原人論．序》  

8
《華嚴原人論》  

9
《華嚴原人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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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原人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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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原人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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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原人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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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原人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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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輪迴之身又怎麼存在呢？如果空是人的本原，心境皆空，沒有著落處，那麼能

夠知空的是什麼？如果一切皆空，又那裡來的虛妄呢？無水則無波，無鏡則無影。

所以說，一切皆空只破妄，是有餘說，沒有回答人的本原問題。如果阿賴耶識是人

的根本，能夠變起天地萬物，那麼阿賴耶識從何而來呢？ 

圭峰宗密認為，人的本原既不是道和元氣，又不是業、空和阿賴耶識，而是人

的真性。 

圭峰宗密所說的真性是什麼呢？ 

圭峰宗密解釋說：『我等多劫，未遇真宗，不解返自原身，但執虛妄之相，甘

認凡下，或畜或人；今約至教原之，方覺本來是佛。故須行依佛行，心契佛心。返

本還源，斷除凡習，損之又損，以至無為，自然應用恒沙，名之曰「佛」。當知迷

悟同一真心。大哉妙門，原人至此！』
14 

二、原人的背景與本懷 

眾所周知，自漢朝以來，儒、釋、道三家的門人就常常以自己之長攻擊他人之

短，即宋代靜齋學士劉謐《儒釋道平心論．卷上》所說的『慕道者，謂佛不如道之

尊；向佛者，謂道不如佛之大；儒家以正自處，又兼斥道、佛，以為異端。是是非

非，紛然淆亂，蓋千百年于此矣。』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三家門人

缺乏必要的溝通和了解，另一方面也是三家自身利益發生衝突的結果。 

在三家的教義中，『學儒者，存心養性，蹈仁履義，粹然為備道全美之士，而見

諸設施、措諸事業，可以致君，可以澤民，可以安國家而立社稷，可以扶世教而致太

平，功成身老，名在青史。儒之極功，如此而已』，『學道者，精神專一，動合無形，

                                                 
14
《華嚴原人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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翹然于清淨寡欲之境，而吐故納新、積功累行，可以屈解，可以飛升，可以役鬼神而

召風雨，可以贊造化而立玄功，壽量無窮，快樂自在。道之極功，如此而已』，『學

佛者，識五蘊之皆空，澄六根之清淨，遠離十惡，修行十善，觀四念處，行四正勤，

除六十二見而邪偽無所容，斷九十八使而煩惱莫能亂；三千威儀，八萬細行，無不謹

守；四無量心，六波羅密，常用熏修。其間為法忘軀，則如割皮刺血，鍏經斷臂，投

身參請，而不怯不疑；為物忘己，則如忍苦割肉，餵鷹捨命，將身飼虎，而不怖不畏。

錢財珍寶，國城妻子，棄之如敝屣；支節手腳，頭目髓腦，舍之如遺蛻。從生至生，

經百千萬億生，而此心不退轉也；從劫至劫，經百千萬億劫，而此心愈精進也。由是

三祇果滿，萬德功圓，離四句（四句者，謂諸法不自生，亦不從他生，不共不無因，

是故說無生）絕百非，通達無量無邊法門，善入無量無邊三昧，成就五根五力，具足

三達三明，圓顯四智三身，超証六通五眼，得四無礙辯而演說無窮，入四如意分而神

通自在。八勝處，八解脫，常得現前；四無畏，四攝法，受用無盡。）八聖道支，十

八不共法，不與三乘同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微妙法身。過去塵沙劫，未來

塵沙劫，無不洞見；現在塵沙界，眾生塵沙心，無不了知。圓明十號之尊，超出三界

之上，是為一切種智，是為天中之天，是為無上法王，是為正等正覺。超出方便成十

力，還度法界諸有情。佛之極功，如此而已。』
15 

然而，人們往往對此並不知曉，不但不知，而且還喜歡用自己的一隅之見來繩

墨是非，絲毫不知『儒以正設教，道以尊設教，佛以大設教，觀其好生惡殺，則同

一仁也；視人猶己，則同一公也；懲忿窒欲，禁過防非，則同一操修也；雷霆眾聵，

日月群盲，則同一風化也』，不知『儒有儒之極功，道有道之極功，佛有佛之極功。

由其極功，觀其優劣，則有不待辨而明者』，不知『秦皇欲去儒，而儒終不可去』

的原因就在于『儒教在中國，使綱常以正，人倫以明－禮樂刑政，四達不悖；天地

萬物，以位以育－其以功于天下也大矣』，不知『梁武帝欲除道，而道終不可除』

                                                 
15
宋代靜齋學士劉謐《儒釋道平心論．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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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就在於『道教在中國，使人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一洗紛紜轇轕之習，

而歸於靜默無為之境∣其有裨于世教也至矣』，不知『三武之君欲滅佛，而佛終不

可滅』的原因就在于『佛教在中國，使人棄華而就實，背偽而歸真，由力行而造于

安行，由自利而至于利彼︱其為生民之所依歸者無以加矣』。
16 

如果只是三家相爭，事情也就不會那複雜了。在佛教內部，宗派的鬥爭也是極

為激烈的。之所以佛教會產生宗派門爭，基本上也是因為宗派利益和門戶之見所致。

雖然我們很難說那些抱宗派之見的是不懂佛法的真義，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他們

實際上並沒有領會『大乘小乘，逗根機而演教；半字滿字，逐權實而相曉』
17
的道理，

不能對佛陀的教誨原原本本地繼承和發揚。 

這樣的現實對于佛教來說是個悲劇，對于以弘法為事業的宗師來說更是無法接

受。圭峰宗密作為唐代佛教鼎盛時期的一代宗師，作為華嚴宗第五祖和禪宗的推崇

者，他不能對此熟視無睹。因此，圭峰宗密本著澄清是非的態度寫下了他的《華嚴

原人論》。按他自己的說法，如果自己不能弄清人的來龍去脈，『不自知所從來』，

就不能『知他世所趣』，不能『知天下古今人事』。
18
為了實現自知、知人，達到明

智，他『數十年中，學無常師，博考內外，以原自身。原之不已，果得其本』。
19 

由於中國哲學的各宗各派都有自己的一套理論體系，並且都以一定的方式對人

的本原問題作出了自己的回答，因而圭峰宗密在他的《華嚴原人論》中對中國哲學

的各宗各派進行評說也就不足為奇了。 

在《華嚴原人論》中，圭峰宗密首先將儒、釋、道三家的思想進行了融通。他

認為，一方面，『孔、老、釋迦，皆是至聖。隨時應物，設教殊途，內外相資，共

                                                 
16
宋代靜齋學士劉謐《儒釋道平心論．卷上》  

17
《全唐文．卷第九十七．方廣大莊嚴經序》  

18
《華嚴原人論》  

19
《華嚴原人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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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群庶』；另一方面，雖然三家都『策勤萬行，明因果始終；推究萬法，彰生起本

末』，但它們『有實有權』。何謂實、何謂權呢？圭峰宗密說：『二教惟權，佛兼

權實。』基於這樣的認識，圭峰宗密認為：『策萬行，懲惡勸善，同歸於治，則三

教皆可遵行；推萬法，窮理盡性，至於本源，則佛教方為決了。』
20
在圭峰宗密那裡，

儒、釋、道三家的位置得到了很好的擺放，儒、釋、道三家在人的問題上得到了統

一。 

當然，圭峰宗密在對儒、釋、道三家於原人問題上進行對比的同時還對佛教內

部各宗各派的特點進行了總結，指出了各自的用途所在。他根據思想特點而將佛教

內部的宗派從淺到深分為五等，所謂人天教、小乘教、大乘法相教、大乘破相教和

一乘顯性教。在圭峰宗密心目中，人天教、小乘教、大乘法相教、大乘破相教都是

權教，只有一乘顯性教才是實教，才是究極之真理。他說：『先說初教，令離惡住

善；次說二三，令離染住凈；后說四五，破相顯性，會權歸實。』
21
佛陀出世說五教

是有頓有漸，之所以如此，是因為『若有中下之機，則從淺至深，漸漸誘接』，而

『若上根智，則從本至末，謂：初便依第五，頓指一真心體；心體既顯，自覺一切

皆是虛妄，本來空寂，但以迷故，托真而起，須以悟真之智斷惡修善，息妄歸真；

妄盡真圓，是名「法身佛」』。
22 

所以，圭峰宗密在《原人論》中對人們的種種迷執、偏淺進行批判並不是目的，

而是手段，是圭峰宗密用來直顯真源和會通本末的手段，揭示他所發現的人的本原

並會通儒、釋、道三家和佛教內部的五教才是他的目的所在，所謂『依內外教理，

推窮萬法。初從淺至深，於習權教者，斥滯令通而極其本；后依了教，顯示展轉生

起之義，會偏令圓而至於末』
23
所謂『寄語道流欲成佛者，必須洞明粗細本末，方能

                                                 
20
《華嚴原人論．序》  

21
《華嚴原人論》  

22
《華嚴原人論》  

23
《華嚴原人論．序》  



佛學論文集八 圭峰原人論之我見 釋恒毓 

- 8 - 

棄末歸本，返照心源。粗盡細除，靈性顯現，無法不達，名「法報身」；應現無窮，

名「化身佛」』
24
。 

三、原人的思想基礎 

人們也許會覺得奇怪，圭峰宗密是華嚴宗的祖師，他為什麼不是一心一意弘揚

華嚴，而是要會通三教、諸宗呢？ 

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還得從圭峰宗密的經歷說起。 

圭峰宗密是中唐時期的佛學大師，出生於唐德宗建中元年（公元七八○年），

圓寂於唐武突會昌元年（公元八四一年），正值唐朝的政治黑暗時期，宦官專權、

朋黨之爭、藩鎮割據十分嚴重，唐朝中央集權被破壞。伴隨這樣的政治局面的，是

經濟的蕭條、文化的頹廢與思想的混亂。盛唐氣象已經一去不復返了。在這種情況

下，在二十八歲的時候，圭峰宗密從道圓出家，學習禪宗荷澤神會的法門。 

按說，當時的禪宗在舉國上下已經遍地開花，佛教其他宗派已走向沒落，完全

可以不學其他宗派。然而圭峰宗密則不然，他不認為自己可以就此滿足。因而在不

久之后，他開始依止華嚴宗第四祖清涼澄觀國師學習華嚴。 

華嚴宗自從第三代祖師法藏開始就同政治結下了不解之緣，這一點已不是什麼

秘密。三祖法藏是個學識淵博的人，他能言善辯，被女皇武則天封為『賢首國師』；

華嚴宗第四祖澄觀后來被封為『清涼國師』。對於宗教界人士來說，『國師』是世

間所能得到的最高榮譽，它表明了獲得者的政治地位和宗教威望。因為國師在很多

時候都被邀請參預政府的決策，從而在某種程度上對國家的前途發揮影響和作用，

因而不難想像，這樣的傳統會對圭峰宗密產生什麼樣的影響，而圭峰宗密的作品所

                                                 
24
《華嚴原人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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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的三教會通的觀點又恰恰証明了這一點。他認為，三教各有各的用處，不分青

紅皂白就互相非議是不妥的。他將孔、老、釋迦都視為『至聖』
25
三者只有權實之不

同，沒有水火之迴異。他說：『外教宗旨，但在乎依身立行，不在究竟身之原由：

所說萬物，不論象外，雖指大道為本，而不備明順逆起滅、染淨因緣。故習者不知

是權，執之為了。』
26
當認清了權實之后，對於世間法來說，『三教皆可遵行』

27
，

哪來那麼多的是是非非！於是，他明確指出佛教的五戒即是儒家的五常；『不殺是

仁；不盜是義；不邪是禮；不妄語是信；不飲酒啖肉，神氣清潔，益於智也。』
28
人

天之教從五常來，所謂：『佛且類世五常之教，令持五戒，得免三途，生人道中；

修上品十善及施、戒等，生六欲天；修四禪八定，生色界、無色界天，故名「人天

教」也。』
29 

華嚴宗的根本教典是《大方廣佛華嚴經》，主張法界緣起和一切唯心。武則天

說：『《大方廣佛華嚴經》者，斯乃諸佛之密藏，如來之性海，視之者莫識其指歸，

挹之者罕測其涯際。有學無學，志絕窺覦；二乘三乘，寧希聽受？最勝種智，莊嚴

之跡既隆；普賢身殊，願行之因斯滿。一句之內，包法界之無邊；一毫之中，置剎

士而非隘。』
30
《華嚴經》的這一特色使華嚴宗同禪宗與唯識宗有很多的相通之處。 

首先，華嚴宗的法界即是禪宗的一心，都是真理的異名。 

唐紫閣山草堂寺沙門飛錫《念佛三昧寶王論．卷下》說：『《纓絡經》云：「道」

名「一心」。多想非道。』唐代實叉難陀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三》說：『文

殊法常爾，法王唯一法；一切無礙人，一道出生死。一切諸佛身，唯是一法身，一

                                                 
25
《華嚴原人論．序》  

26
《華嚴原人論》  

27
《華嚴原人論．序》  

28
《華嚴原人論》  

29
《華嚴原人論》  

30
《全唐文．卷第九十七．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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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一智慧，力無畏亦然。』這裡說的是一心。在禪宗，做到一心是極為重要的，所

以自稱是『編聯古制之深義，撮略寶藏之圓詮』的禪宗要典『宗鏡錄序』 才會『舉

一心為宗，照萬法如鏡』。 

《復庵和尚華嚴綸貫》說：『「法」以軌則為義，「界」以性分為義。此真空

軌則之法，在理為理法界，在事為事法界，在理事為理事無礙法界，在事事為事事

無礙法界。』又說『未明理事，不說有空。直指本覺靈源，故曰一真法界；從一真

法界分出理法界、事法界、理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此法界能夠出生一切

賢聖，即實叉難陀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一》所說：『譬如法界，常出一

切聲聞、獨覺、菩薩解脫，而法界無增減。如來智慧，亦復如是：恒出一切世間、

出世間種種智慧，而如來智無增減。』顯然，這樣的法界便是道，是諸佛解脫法門，

是解脫之真理。 

《宗鏡錄序》的作者認為，人們修行佛道就必須做到一心。他說：『若依此旨，

信受弘持，如快舸隨流，無諸阻滯，又遇便風之勢，更加櫓棹之功，則疾屆寶城，

忽登彼岸。可謂資糧易辦，道果先成，被迦葉上行之哀，坐釋迦法空之座，登彌勒

毗盧之閣，入普賢法界之身。能令客作賤人，全領長者之家業；忽使沈空小果，頓

受如來之記名。未有一門，匪通斯道；必無一法，不契此字。過去覺王，因茲成佛；

未來大士，仗此証真。則何一法門而不開，何一義理而不現？無一色非三摩缽地，

無一聲非陀羅尼門；嘗一味而盡變醍醐，聞一香而皆入法界。』這一點，宗密也是

極為贊同的。宗密說：『帶異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欣厭而修

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理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理而修者，

是大乘禪。若頓悟自心，本來清淨，原無煩惱，無漏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

畢竟無異︱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來清淨禪」，亦名「一行三昧」，

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切三昧根本，若能念念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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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來諸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
31 

其次，華嚴宗的一切唯心與唯識宗的萬法唯識具有異曲同工之妙。 

唯識宗主張識外無境，一切都是第八阿賴耶識所變，所謂『由假說我法，有種

種相轉，彼依識所變』
32
。在禪宗，一切都是由妄想所致，所謂『向不遷境上，虛受

輪回；于無脫法中，自生系縛。如春蠶作繭，似秋蛾赴燈。以二見妄想之絲，纏苦

聚之業質；用無明貪愛之翼，撲生死之火輪。用谷響言音，論四生妍醜；以妄想心

鏡，現三有形儀』
33
。 

在華嚴宗，眾生的生起都是妄起諸想的結果，所謂『眾生皆妄起，善惡諸趣想；

由是或生天，或復墮地嶽。菩薩觀世間，妄想業所起；妄想無邊故，世間亦無量。

一切諸國土。想網之所現；幻網方便故，一念悉能入』
34
。很明顯，這三宗都主張眾

生的存在是由於眾生的妄想執著，即圭峰宗密在《華嚴原人論》中引用《華嚴經》

的說法：『無一眾生而不具有如來智慧，但以妄想執著而不証得，若離妄想，一切

智、自然智、無礙智即得現前。』 

由鑒於此，《宗鏡錄序》指出：『一心之海印，楷定圓宗；八識之智燈，照開

邪暗。實謂含生靈府，萬法義宗，轉變無方，卷舒自在，應緣現跡，任物成名－諸

佛體之號「三菩提」，菩薩修之稱「六度行」，海慧變之為水，龍女獻之為珠，天

女散之為無著花，善友求之為如意寶，緣覺悟之為十二緣起，聲聞証之為四諦人空，

外道取之為邪見河，異生執之作生死海。』 

                                                 
31
圭峰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卷第一》  

32
世親《品識三十頌》  

33
《宗鏡錄序》  

34
唐代實叉難陀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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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真性雖為身本，生起蓋有因由』。
35
眾生的妄想執著是怎樣導致人的生

成的，『全同諸佛』之如來藏心是怎樣產生出人呢？ 

圭峰宗密管那個人的本原的真性（或者說真心）又叫『佛性』或『如來藏』，

是眾生人人本具且『全同諸佛』的，只因『從無始際妄想翳之，不自覺知，但認凡

質』，才『耽著結業，受生死苦』。
36
他說，人之初只是一團靈性，它『不生不滅，

不增不減，不變不易』
37
這『一真靈性』，由於眾生無始以來就不認識它的本來面目

而遭埋沒，所以叫『如來藏』。眾生依此如來藏而有種種生滅心，生滅心與不生不

滅的真心和合體便是阿賴耶識。因為阿賴耶識有兩方面的含義，所謂覺與不覺：依

覺而有人的還滅解脫，依不覺而有人的生死流轉。對於眾生來說，依不覺而起心動

念，就有了業相、識及其所觀的境界。此時，由於無明的緣故，眾生對此境界等相

缺乏正確的認識，遂執為實有，產生法執。有了法執和分別，我執也就隨之而起。

根據我法二執，種種情緒和行為便生生不息，依此而受報。《寶性論釋》所說的『貧

賤醜陋女，懷轉輪聖王；焦黑泥模中，有上妙寶像。眾生貪嗔痴，妄想煩惱等，塵

勞諸境中，皆有如來藏』
38
，其實正是這個道理。 

既然身心和合而成人。身心又各有自己的前提，所謂『氣，則頓具四大，漸成

諸根；心，則頓具四蘊，漸成諸識』，如此『十月滿足，生來名「人」，即我等今

者身心是也』
39
那麼身心是怎樣的關係呢？ 

圭峰宗密：『所稟之氣，展轉推本，即混一之元氣也；所起之心，展轉窮源，

即真一之靈心也。究實言之，心外無別法，元氣亦從心之所變，屬前轉識所現之境，

                                                 
35
《華嚴原人論》  

36
《華嚴原人論》  

37
《華嚴原人論》  

38
引自唐紫閣山草堂寺沙門飛錫《念佛三昧寶王論．卷上》  

39
《華嚴原人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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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阿賴耶識相分所攝。從初一念業相分為心境之二，心既從細至粗，展轉妄計，乃

至造業，境亦從微至著，展轉變起，乃至天地。業既成熟，即從父母稟受二氣與業

識和合成就人身，據此，則心識所變之境乃成二分：一分即與心識和合成人，一分

不與心識和合，即是天地山河國邑。』
40 

任何了解佛教的人都會知道，圭峰宗密的這一說法與其說是華嚴或唯識的思

想，不知如說是對《大乘起信論》的一心二門說的發揮。在《大乘起信論》中，一

心指的是眾生心：『是心則攝一切世間法、出世間法，依於此心，顯示摩訶衍義。

何以故？是心真如相即示摩訶衍體故，是心生滅因緣相能示摩訶衍自體相用故。』

所以，『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生滅門。是二種門，

皆各總攝一切法，……以是二門不相離故』，『不生不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異，

名為「阿黎耶識」。此識有二種義，能攝一切法，生一切法』。此二義是覺和不覺；

覺即本覺，是依法界一相的如來平等法身而立的名稱；不覺即『不如實知真如法一

故，不覺心起，而有其念』，但『念無自相，不離本覺』。對於眾生來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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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無始

無明這個不覺便會產生三細六粗之相：無明業相、能見轉相和境界相是三種細相；

智相、相續相，執取相、計名字相、起業相、業繫苦相是六種粗相。在三細六粗中，

由於三細是以本覺為因、無明為緣，六粗的智相、相續相是以三細中的業識為因、

境界為緣，因而含有本覺如來藏與不覺生死流的阿黎耶識是導致眾生依業受報的直

接原因。《大乘起信論》明確提出「『三界虛偽，唯心所作，離心則無六塵境界。』

《大乘起信論》的這一觀點同唯識宗的看法可謂不謀而合，所以將阿黎耶識等同於

阿賴耶識也就不足為奇了，盡管有些唯識宗學者持有異議。 

根據這些事實可以肯定，圭峰宗密之所以能夠成為一代宗師，除了是因為他有

很多作品（諸如《華嚴原人論》、《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禪源諸詮集

                                                 
40
《華嚴原人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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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序》、《注華嚴法界觀門》、《大方廣圓覺修多了義經略疏注》等等）流傳於世

之外。恐怕還得歸功於他的會通努力和會通思想。宗密雖然是華嚴宗的祖師，對禪

宗（尤其是南宗禪）推崇備至，認為只有南宗禪是『釋迦降世、達摩遠來之本意』
41
，

雖然對當時社會上的各種思想流派都有所批評，但他對各家思想的會通和兼收並蓄

則是不容置疑的；這樣的會通和兼收並蓄既是社會進步和時代發展的要求，同時也

是宗密本人生活和修行體驗的必然結果。 

圭峰宗密的這種努力和思想如果用禪宗的話來說，就是：『物我遇智火之焰，

融唯心之爐；名相臨慧日之光，釋一真之海。斯乃內証之法，豈在文詮！』
42 

                                                 
41
《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  

42
《宗鏡錄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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