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I: 10.6503/THJCS.202012_50(4).0002 

清華學報 新 50 卷第 4 期（民國 109 年 12 月）第 587~622 頁 

靈味寶亮佛性義再探
∗

 

謝獻誼∗∗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摘  要 

歷代記載寶亮 (444-509) 佛性義多見歧義，由此引致當代解釋其佛性義亦具誤差，

以故本文回歸《大般涅槃經集解》重新梳理其佛性理論。 

寶亮佛性義提出「神明妙體」的概念，此神明根源於法性，並具有「避苦求樂之

解」的作用。而此解用分出真諦面的癡業／常解，以及在俗諦面上的生滅緣慮之心。前

者被寶亮提取為正因佛性，後者劃歸為緣因佛性，此即所謂「真、俗共為神明」之義。

而眾生在俗諦面上之生滅心，透過念念相續而積功累德，開顯正因佛性本具的避苦求樂

之力能，因而能促成正因佛性從原來的煩惱癡業轉為清淨智解。至於二因完滿之際則成

就佛果──果佛性，以及涅槃──果果佛性；二者乃同時獲致，但在意涵上，涅槃更加

體現完備眾德及妙有不空的一面。 

關鍵詞：寶亮，正因佛性，緣因佛性，神明妙體，《大般涅槃經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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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從中國佛學發展的脈絡觀之，自竺道生 (?-434) 之後佛性思想成為主流走向，

不僅在南北朝時出現一批以《大般涅槃經》(Mahā-parinirvān.a-sūtra) 為中心的研習

學者，甚至降及隋、唐時期興起的中國三大宗派──天臺、華嚴及禪宗等，莫不受

到此一佛性思想的影響，1 由此可見佛性思想在中國佛學歷史中的重要性。 

而自竺道生以後、隋唐三大宗派以前，中國佛性論的發展究竟如何？若謂竺道

生是中土佛性論的濫觴，那麼是誰延續這股力量和風尚，使其到了隋唐之際可以蔚

然成林？答案絕對是南北朝時期的涅槃諸師。在為數眾多的涅槃師當中，梁代靈味

寺的寶亮 (444-509) 必然是其間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他不僅才德兼備且博學多

聞，兼通《大般涅槃經》、《妙法蓮華經》(Sad-dharma-pun.d.arīka-sūtra)、《勝鬘

經》(Śrīmālā-devī-sim. hanāda-sūtra)、《維摩詰經》(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 及《成

實論》(Satyasiddhi-śāstra) 等眾多經典，2 因而在當時受到帝王數度禮請，3 甚至

形成「黑、白弟子三千餘人，諮稟門徒常盈數百」的盛況，4 乃至梁武帝 (464-549) 

更曾敕令寶亮撰寫《涅槃義疏》，書成之際也親為作序。5 凡此，皆可看出寶亮在

當時的重要性和其影響力，當代有學者甚至視寶亮為齊、梁間最重要之涅槃師。6 

                                                 

1 吳汝鈞曾謂：「總的來說，竺道生對佛教最大的貢獻，在他對佛性思想的發揚與推廣。自竺氏以

後，佛性思想在中國佛教的各個宗派中均佔有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說，佛性思想在中國佛教中

居主導地位，較空、有思想更為重要。這佛性思想發揚開來後，廣為中國人所接受，最後更開出

極富中國特色的天臺、華嚴及禪三大宗。」吳汝鈞，《中國佛學的現代詮釋》（臺北：文津出版

社，1995），頁 3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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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皎，《高僧

傳》，《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50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1983，後文簡稱《大正藏》），卷 8，

〈寶亮傳〉，頁 381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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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菩提四部因緣。……

今上龍興，尊崇正道。以亮德居時望，亟延談說。亮任率性直，每言輒稱貧道，上雖意有間然，

而挹其神出。」同前引。由此可見，寶亮在齊、梁兩代均受到帝王高度禮遇。 
4 同前引。 
5 「天監八年［509］初，勅亮撰《涅槃義疏》十餘萬言，上為之序。」同前引。 
6 例如黃懺華便謂：「然齊梁間最重要之《涅槃》學者，寶亮也。」黃懺華，《中國佛教史》（臺

北：國家出版社，2001），頁 146。勞思光亦謂：「南中國致力涅槃之學者，日後以寶亮最為重

要。」勞思光，《中國哲學史（二）》（臺北：三民書局，2012），頁 278。 



靈味寶亮佛性義再探 

 
589

在寶亮思想中最引人注目者，自非其佛性論莫屬，誠如楊惠南所謂： 

基本上，《涅槃經》中肯定「（每一個）眾生皆有（成）佛（之可能）

性」這一命題，但是，什麼是「佛性」，或說得清楚一點，什麼是「正

因佛性」，卻有不同的說法。這些不同的說法共有十一家，並因而形成

了涅槃宗。……總之，涅槃宗所關心的問題是：眾生成佛的因子──

「正因佛性」，到底具有什麼本質？到底存在於哪裏？7 

在現存資料中，寶亮的佛性理論的確特別可觀，箇中尤以他對正因佛性的界義最為

重要，因為這是寶亮的學說核心所在，同時也是他有別於其他涅槃師的獨特處。然

而，當代學者對於寶亮的正因佛性義卻仍存在著不同看法，代表意見如下： 

（一） 湯用彤徵引吉藏 (549-623)、均正（生卒年不詳）之說，認為寶亮以

「真如」為正因佛性。8 

（二） 呂澂根據吉藏之記載而說寶亮為「以真如為正因佛性」的代表者。9 

（三） 廖明活引據吉藏《大乘玄論》、《涅槃經遊意》的記載，認為寶亮持

「真神」為正因佛性，其本質即指如來藏。10 

（四） 潘桂明廣徵吉藏、均正以及元曉  (617-686) 等說，認為寶亮以「真

神」為佛性，且此「真神」即是「神明妙體」。11 

（五） 賴永海亦引述《大乘玄論》、《大乘四論玄義》以及《涅槃宗要》等

後世文獻為依據，認為寶亮持許「真如」為正因佛性。12 

（六） 楊惠南同樣引用吉藏《大乘玄論》並贊同湯用彤之意見，認為寶亮即

持「真如」為正因佛性之代表。13 

                                                 

7 楊惠南，《佛教思想發展史論》（臺北：東大圖書，2012），頁 248-250。 
8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 382-388。 
9 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 120-121。 
10 廖明活，《中國佛教思想述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6），頁 170-172。另廖明活亦曾根

據吉藏、均正等記載，指出寶亮在定義正因佛性時，是兼容「真神」、「避苦求樂之解」以及

「真如」等數個概念而成。廖明活，〈南北朝時代的佛性學說──中國佛性思想的濫觴〉，《中

華佛學學報》，20（臺北：2007），頁 105-137。 
11 潘桂明，《中國佛教思想史稿》第 1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頁 641-647。 
12 賴永海，《中國佛性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頁 16-17。 
13 楊惠南，《佛教思想發展史論》，頁 247-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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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日本學者鎌田茂雄也根據吉藏、均正和元曉等記載，由此說寶亮以

「真如」為正因體。14 

綜上，對寶亮的正因佛性義大抵形成兩類意見：一是以「真如」為正因佛性，另一

類則說寶亮持「真神」為正因佛性。按，「真如」梵文為 tathatā，意指「以如此方

式……」，後用於佛教哲學則指事物以如是樣貌存在，亦即指謂事物的真實本質，

通常義同於法性、實際、實相等；15「真神」則與眾生心識相關，兩者在概念取向

上確有差別。而究竟在上兩類看法中，何者才是寶亮正因佛性義的落定處？ 

進而論之，上舉前輩學者的立論根據，莫不源於吉藏、均正、元曉之說。然而

隋代吉藏的《大乘玄論》、《涅槃經遊意》，乃至均正的《大乘四論玄義》以及唐

代元曉的《涅槃宗要》等記載，既為再行傳述之作，年代相去已遠，若直接將其說

視同寶亮意見無疑，恐怕容有誤差。 

針對文獻轉述及其隱含的失誤問題，亦有學者注意到並且試圖回歸《大般涅槃

經集解》針對現存的寶亮注文進行考察，藉以發掘寶亮的正因佛性意涵。然而，當

代的後起學者們在探究寶亮佛性義時，依舊形成不同看法，其持說意見仍可概分為

以下二類。 

一是以「神明妙體」為正因佛性：此如釋彥暉認為真如、法性做為眾生神明的

妙體，此即《勝鬘經》所謂如來藏或自性清淨心，亦為正因佛性所在。而此神明妙

體一方面立基於無為法性之真諦面，另一方面則於俗諦面上產生避苦求樂之解的作

用。16 再如林明莉論寶亮佛性義時，亦認同釋彥暉之見而說真如法性即是神明妙

體，其具有持業功能，同時是眾生緣修佛性的正因。17 另如單正齊亦謂寶亮實以

神明妙體為正因佛性。18 

二是以神明妙體表現於俗諦中的「避苦求樂之解用」為正因佛性：不同於前一

看法，像是謝如柏認為神明本身在真諦面上雖以真如法性為體，但此並非正因佛

                                                 

14 鎌田茂雄著，周淨儀譯，《中國佛教通史》第 4卷（高雄：佛光文化，2011），頁 398-403。 
15 關於「真如」義同「法性」、「實際」、「實相」這點，例如《大智度論》所云：「問曰：如、

法性、實際，是三事為一、為異？若一，云何說三？若三，今應當分別說。答曰：是三皆是諸法

實相異名。」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大正藏》第 25冊，卷 32，〈釋初品中四緣義第四十

九〉，頁 297下。 
16 釋彥暉，《梁靈味寺寶亮法師佛性思想之研究》（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頁

60-65。 
17 林明莉，《南北朝佛性思想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頁

201-215。 
18 單正齊，〈南北朝釋寶亮的涅槃學說〉，《江淮論壇》，3（合肥：2012），頁 114-1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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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是神明之體作用於俗諦面──眾生緣慮生滅心中的「避苦求樂之解」，此為

正因佛性所在。19 

細察以上兩類意見的差別，在於究以真如法性為體的「神明」本身做為正因佛

性？還是神明妙體作用於眾生緣慮心識（俗諦面）所生發的「避苦求樂之解」為正

因佛性？易言之，在「神明」的「體」與「用」兩個層面上，將判取何者做為佛性

之正因？ 

針對第一類看法，由於寶亮曾謂：「內者正因，外者緣因。明有神識者，皆有

避苦求樂之解，始終用不改，故名為內」，20 顯然神識與避苦求樂之解分明為二

事，而正因係屬後者而言；則指認真如法性為正因的第一類說法，是否有所誤解？

或者應予追問：真如法性、神明妙體和避苦求樂之解用三者間的關係為何？於中寶

亮又如何定義「避苦求樂之解用」做為正因？ 

至於第二類說法，雖認同「避苦求樂之解用」為正因佛性，但同時也說此種神

明妙體之作用是表現在眾生緣慮生滅心的俗諦面上。對此，寶亮雖然應許神明由

真、俗所共構，但俗諦一面的狀態往往是起滅無常的，即如寶亮所謂：「得知神明

以真、俗為質也。無漏解脫既以寄此果報中發，一得之後，其解常存。但於俗諦用

邊自可謝；就真為論，則常用而不朽」；21 試問：眾生生滅謝落的緣慮心念，如

何做為常用不廢的正因佛性？倘若以俗諦可謝之心念為正因，豈不與上舉正因「始

終用不改」的特點相違？又或許應予追問：神明既容開出真、俗兩面，則究竟是以

哪一方面做為正因佛性？而所謂「神明以真、俗為質」的意涵為何？又該如何解釋

「俗諦用邊自可謝」的問題？ 

職是，本文擬以《大般涅槃經集解》（以下簡稱《集解》）所載寶亮注文為對

象，再行探討其佛性理論的內容，藉以釐清上述諸項疑點，期望能對梁代寶亮的佛

性義能有更深入、確當的發微。 

二、兩種「因佛性」：正因、緣因 

關於寶亮對佛性意涵的分判，首先是其區辨佛性為因、果兩類，兩類之中復各

                                                 

19 謝如柏，《從神不滅論到佛性論──六朝佛教主體思想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

究所博士論文，2006），頁 396-437。 
20 

寶亮等，《大般涅槃經集解》，《大正藏》第 37冊，卷 56，〈師子吼品之第三〉，頁 555 上。 
21 

同前引，卷 32，〈聖行品之第六〉，頁 48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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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項，由此構成四種佛性分位。如寶亮對《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的解題： 

佛性有四種，謂正因、緣因、果及果果也。四名所收，旨無不盡。22 

在因佛性中開出正因、緣因，於果佛性中則分作果、果果二者。至於四種佛性之說

原何而來？其實導源於《大般涅槃經》本身已說有四種佛性： 

［經］「善男子！佛性者，有因、有因因，有果、有果果。」23 

寶亮曰：第二意，正定因、果性也。明此因、果性，即用十二因緣為體

也。有因者，正因也，論理應以正因為因因，以正是因緣［按，「因

緣」應作「緣因」］之因故也。今但正因性，至佛不改，當因位而言因

也。因因者，緣因性有移動不定，故有重因之號也。果者，謂菩提也，

種智是萬行果，故受果名也。涅槃對生死得稱，是為果上立果，故云果

果也。24 

《大般涅槃經》記有四種佛性──因、因因、果及果果，寶亮據此開出因、果兩種

佛性分位，並依序將之對應為正因、緣因、菩提和涅槃。其中，寶亮認為「因因」

佛性位按道理應指「正因」，因為是做為緣因生發的根本，但此處仍劃判「正因」

為「因」佛性，乃是相對於佛「果」位而安立「正因」於「因」佛性之位。至於

「緣因」名為「因因」，則是做為開顯正因佛性之條件，但緣因另須倚賴其他因緣

而起，故有移動不定的情形。準此，寶亮根據《大般涅槃經》而訂立出二因、二果

的四種佛性分位說，往後便依循此架構逐項探討其佛性義。 

(一)正因佛性：神明妙體作用於真諦面的避苦求樂之常解 

有關寶亮對正因佛性的說解，首先可參其在〈如來性品〉的解題所云： 

                                                 

22 同前引，卷 18，〈如來性品第十二〉，頁 447下。 
23 慧嚴等依泥洹經加之，《大般涅槃經》，《大正藏》第 12冊，卷 25，〈師子吼菩薩品第二十三之

一〉，頁 768 中。 
24 寶亮等，《大般涅槃經集解》，卷 54，〈師子吼品第二十三〉，頁 547 中-547 下。另文中「因

緣」二字，謝如柏疑為倒錯，實應作「緣因」。謝如柏，《從神不滅論到佛性論──六朝佛教主

體思想研究》，頁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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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正兩因，並是神慮之道。夫避苦求安，愚、智同爾，但逐要用，義

分為二。取始終常解，無興癈之用，錄為正因。未有一剎那中，無此解

用，唯至佛則不動也。故知避苦求樂，此之解用，非是善、惡因之所感

也。以《勝鬘經》云：自性清淨心也，〈師子吼品〉云：一種之中道

也。而此用者，不乖大理，豈非正耶？25 

寶亮認為，無論正因、緣因，都是神慮所開出的作用，其具體內容則是避苦求安之

動力，但也因為功用性的差別，故區別正、緣為不同二因。其中，神慮所開出避苦

求安之用，屬於「始終常解」且「無興癈」者，即是正因。此一「始終常解，無興

癈之用」是恆時動作的，但唯有成佛才能真正立於不動之境界。另外，此種常解也

非因緣生法，且不乖違大理，寶亮認為亦即是《勝鬘經》所謂的「自性清淨心」以

及〈師子吼品〉所謂的「一種之中道」。 

於此引出數個問題：第一，「正因」、「神慮」和「避苦求樂之用」三者的關

係為何？第二，為何正因是「始終常解，無興癈之用」且「非善、惡因之所感

生」？第三，所謂「而此用者，不乖大理」的意義為何？第四，此種避苦求樂解用

與《勝鬘經》所謂「自性清淨心」的關連性又是如何？ 

針對第一個問題，寶亮在注文提到： 

佛性雖在陰、界、入中，而非陰所攝者，真、俗兩諦，乃是共成一神明

法。而俗邊恒陰、入、界，真體恒無為也。以真體無為，故雖在陰，而

非陰所攝也。體性不動，而用無暫虧；以用無虧故，取為正因。若無此

妙體為神用之本者，則不應言雖在陰、入、界中，而非陰、入所攝也。26 

神明乃是由真、俗兩諦所共成，其中俗諦一面雖恆屬五陰、十二入、十八界等無常

法之所涵攝，但由於真諦一面恆常無為，故雖然身處五陰身中，卻非無常的五陰所

統攝。而神明之真體除在體性上常恆不動，且具有無時暫虧的作用，此即上述的避

苦求樂之解，亦即正因所在。此外，寶亮也指出：正因佛性之所以處於眾生身中卻

非陰、界、入等諸法的理由，正是因為此種解用係以神明妙體做為根本的緣故。 

針對「真、俗兩諦，乃是共成一神明法」的內涵，寶亮亦曾謂： 

                                                 

25 寶亮等，《大般涅槃經集解》，卷 18，〈如來性品第十二〉，頁 447下。 
26 同前引，卷 21，〈文字品第十三〉，頁 46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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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四時經教，無有此言。今大乘了義，其旨始判，得知神明以真、俗為

質也。無漏解脫既以寄此果報中發，一得之後，其解常存，但於俗諦用

邊自可謝；就真為論，則常用而不朽，此亦不關相續之常也。27 

神明的質性由真、俗二諦所共構，所謂無漏解脫亦即指神明所開顯的果報。而神明

所開出的作用──避苦求樂之解，也同樣分作真、俗兩面：在俗諦面之作用是生滅

謝落的；但在真諦面的作用則是常存不朽，此即呼應前舉「取始終常解，無興癈之

用，錄為正因」之意，但正因之常卻又不同於「相續之常」。 

由此可以確認，避苦求樂之解係以神明為體。換言之，神明之用即是避苦求樂

之解，兩者具有本體與作用之關係。進一步來看，所謂「神明以真、俗為質」或

「真、俗兩諦，乃是共成一神明法」之義，即是指神明作用、表現於真、俗兩面的

差別──在真諦面乃「常用而不朽」；而在俗諦面則容有起滅謝落之狀況。 

然而，於此復衍生新的問題：其一，引文中提到「一得之後，其解常存」，假

若避苦求樂之解在真諦面本身已是「始終常解，無興癈之用」，為何仍具有「一

得」之別？其二，所謂「俗諦用邊自可謝」與「相續之常」究竟意謂何者？此即與

上舉的第二個問題有關。 

回到先前提出的第二個問題──為何正因是「始終常解，無興癈之用」且「非

善、惡因所之感生」？對此，必須回歸神明妙體的根源性來觀察： 

佛性非是作法者，謂正因佛性，非善、惡所感，云何可造？故知神明之

體，根本有此法性為源。若無如斯天然之質、神慮之本，其用應改；而

其用常爾，當知非始造也。28 

非是世法者，神解以法性為本，非因之所生，豈是世法？若據體以辨

用，義亦因之也。29 

在第一則引文裡，寶亮指出神明妙體的根源是立基於法性，同時因為神明源於自

然、常恆之法性，故連帶神明妙體所開出的避苦求樂之用，亦屬恆常不變，因此在

第二則引文中，寶亮點出「據體以辨用，義亦因之」的思考理路，並且直接說「神

解以法性為本」，更突顯了避苦求樂之解以神明為體，而神明妙體復導源於法性的

                                                 

27 同前引，卷 32，〈聖行品第六〉，頁 489下。 
28 同前引，卷 20，〈如來性品之第三〉，頁 462 上。 
29 同前引，卷 45，〈德王品第二十二〉，頁 515 中-51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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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連結關係。 

此種「神解以法性為本」的根源關係，尚見說如下： 

本歎此［按，指十二因緣］理深者，乃意在神明體真，不論生死；生死

虛搆，有何甚深？……以何義故，名甚深者，此下去正釋因緣之體。所

以甚深之意，明眾生行業不常、不斷，而果報不忘。眾生若造業，直以

虛偽神明為體，應逐三相無常；若逐三相，所作善、惡業，云何得在？

而起業後，經百千萬劫，由自得報，故知有法性為神解主，常繼真不

滅。其體既無興廢，用那得滅？若得解以後，癡用乃可無。後未有解

來，常癡故是業，業即是癡；障智之義，呼為煩惱；招生感果，因之為

業。即一體而義分也。雖念念滅，無所失者，既真、俗共為神明，俗邊

乃可三相滅；就真邊往取，癡義常存，故無所失也。……如其無此法性

為體，起業之後，寄致何處？30 

此段重點概約如下：第一，神明妙體真實無妄，並且做為眾生造業受報的承載者。

第二，神明妙體之所以能負擔行業報應，原因在於其以法性為本，同時也由於根源

法性，而使神明本身和其解用都常存不滅。第三，神明妙體表現在真、俗兩面上，

就俗諦一面乃生、住、滅三相無常，就真諦面則「癡義常存」。第四，所謂「癡義

常存」，就「未有解來」的狀況而言，此時障礙智慧生起故名為煩惱，而由煩惱牽

引生死果報則稱為業；但究實而論，煩惱與業同是就神明妙體在真諦面尚未開解的

狀態來說的。第五，神明之用在真諦面雖然有「癡義常存」之情形，但在「得解」

以後，則不復有癡用。於此可以確定，正因佛性所以非善、惡諸因所感生，在於它

是神明妙體之作用。神明本身則歸源於法性，而順從法性的常恆不滅，使得神明妙

體和其解用亦「常繼真不滅」。 

然而，此段引文提出「若得解以後，癡用乃可無」以及「就真邊往取，癡義常

存」，這究是何意？是否與先前提出的「一得之後，其解常存」有關？而如果正因

佛性導源於神明妙體和法性，又為何仍有從癡業轉向得解的差別？對此，寶亮的解

釋為： 

                                                 

30 同前引，卷 54，〈師子吼品第二十三〉，頁 548 中-548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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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善男子！有因緣故，心共貪生、共貪俱滅，有共貪生、不共貪

滅，有不共貪生、共貪俱滅，有不共貪生、不共貪滅。」31 

寶亮曰：開為四句。明於大理，則通一切心。第一句云「心共貪生、共

貪俱滅」者，此言不得局取。若就文為語，似如行者起貪，經三相謝。

其生相時有，住、滅已無，恐義必不然。故一家解云：「小復長取。若

行人起一念貪經［按，「一念貪經」應作「一念貪後」］，莫問其性

滅，得言常癡。」何故爾？既用法性為神解主，於生死俗諦用邊自可三

相；就真諦邊往取，癡義恒在。此既是翻真之用。若無解來遣，那得已

無？故下文言：「煩惱亦常；斷常煩惱，故名無常。」所以四時經教，

未出神明之妙體，唯就生死邊為論，但言起一念惑，三相即謝滅。故繼

之為成就，亦不道有所屬。而唱此成就者，乃意在於真邊，今教方得現

此意。故唱煩惱常，得知起貪後，從來得治道。來生相時亦癡，住、滅

時亦癡，故言「共貪生、共貪但滅」也。第二句「有共貪生、不共貪

滅」者，若起惑已後，未得治道，常共貪俱生。今明從四念處觀去，至

得無漏，永不復與貪俱。故後解現前，無復本癡，故不共貪滅，亦不道

三相生滅法也。第三句「有不共貪生、共貪俱滅」者，若菩薩已得真

解，無復有貪，而示現有貪，為接物生。若令道心得成者，此名「不共

貪生、共貪俱滅」也。第四句言「不共貪生、不共貪滅」者，謂諸佛菩

薩不動地。自羅漢辟支之流，皆正觀現前，皆不復與貪俱也。32 

此段注文是在解釋心與煩惱共俱與否的四種句型。在第一句「心共貪生、共貪俱

滅」的狀況裡，似乎容易使人誤解為貪等煩惱具有三相謝滅的情形──貪生之時有

煩惱，隨著住、滅過程則煩惱歸無。但寶亮引述「一家解」並指出，33 煩惱同為

                                                 

31 慧嚴等依泥洹經加之，《大般涅槃經》，卷 23，〈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品之五〉，頁 760下。 
32 寶亮等，《大般涅槃經集解》，卷 52，〈德王品之第八〉，頁 537 上-537 中。另按，此段注文在

《大正藏》內原標為僧亮注，但經謝如柏考證後應為寶亮所注。謝如柏，《從神不滅論到佛性論

──六朝佛教主體思想研究》，頁 413。復按，寶亮注文中「若行人起一念貪經」句，考《大正

藏》正倉院聖語藏本（即天平寫經，簡稱「聖本」）作「若行人起一念貪後」。寶亮等，《大般

涅槃經集解》，卷 52，〈德王品之第八〉，頁 537，頁面下校勘文。 
33 關於寶亮注文中引述的「故一家解云」，審查人細心指出：「寶亮行文中常出現的『故一家解

云』、『故一家義云』、『是以一家所解』，其所說『一家』是否即是『自家』之意？因從其內

容看來，『一家』解云云似乎是寶亮自己的見解，並且諸多『一家』之說也不見於《集解》所收

其他各家之義。未知是否可以這樣解釋？」對此，筆者從三方面思考：首先，從注文脈絡和引用

關係上而論，寶亮既然明確注解為「一家解云」、「一家義云」、「一家所解」，表示這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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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妙體在真諦面上的作用，而神明妙體又歸本於法性，故而煩惱亦屬常存不滅

者，即是寶亮一再強調的「就真諦邊往取，癡義恒在」之意，同時這也契印了《大

般涅槃經》所謂「煩惱亦常；斷常煩惱，故名無常」之說。34 

至於何以過去經教都說煩惱有生滅？寶亮認為是因為昔教還未提倡神明妙體及

其由真、俗所共成的緣故。而神明妙體在真諦面的作用狀態，雖然表現為貪等煩

惱，但如果獲得「治道」──修行法門的對治，像是四念處乃至證得無漏解脫等的

修行方法，則形成「後解現前，無復本癡」，即是第二句所謂「有共貪生、不共貪

滅」的狀況，同時也呼應了先前所謂「若得解以後，癡用乃可無」以及「一得之

後，其解常存」的道理。 

在第三句「有不共貪生、共貪俱滅」，寶亮認為這是諸佛菩薩本身已了無煩

惱，但為了接物度眾而示現有煩惱的情形。最後第四句的「不共貪生、不共貪

滅」，則純指聖者境界──無論是佛、菩薩、二乘行者，皆以正觀之智照察境界，

故不存具煩惱起現。 

據此可知，神明妙體根源於法性，由於法性常恆不滅，故使神明妙體本身和其

作用亦無起滅。神明妙體所開出之作用有真、俗兩面，就真諦面而言，則容有從煩

惱癡業之用轉為清淨真解的差別，關鍵在於是否獲得修行方法的對治。換言之，亦

可推想：避苦求樂之作用雖由神明妙體所開出，但在未獲治道以前，眾生神慮中避

苦求樂之用是緣著煩惱共轉；唯有獲得對治，始能轉換此避苦求樂之用為符順智慧

的真解。故而先前所謂「一得之後，其解常存」與「始終常解，無興癈之用」並不

相違，或者應說煩惱與真解本為一事──同為神明妙體在真諦面的作用，只是此一

避苦求樂之用容許由煩惱轉為清淨，但這並非兩件不同事物的代換，而是指同一事

                                                 

家」之言應非寶亮首創或獨創之說，而是此前或者當時其他涅槃師的看法，但其言之成理，故為

寶亮所採納及引用。其次，從引述意義及詮釋結構上來看，寶亮引舉這些「一家」之言後並未反

駁或糾正，可知寶亮認同這些意見。進一步來看，寶亮在引述「一家」之言後，更據此開展出義

理上的推論，顯示這些「一家」之言已然融入寶亮對佛性義的詮釋中，故從詮釋關係上將這些

「一家」之言視同寶亮立場是合理的。綜此，筆者欲申明的是，這些「一家」之言在注解引用上

雖非寶亮原創或創始之見，但在詮釋脈絡上寶亮實已認許並將如此「一家」之言融貫於其佛性論

當中，故而誠可將此等「一家」之言判為寶亮立場。 
34 關於寶亮引述《涅槃經》「煩惱亦常；斷常煩惱，故名無常」之原文，詳見如下：「善男子！一

切眾生不可思議，諸佛境界、業果、佛性亦不可思議。何以故？如是四法，皆悉是常。以是常

故，不可思議。一切眾生煩惱覆障，故名為常；斷常煩惱，故名無常。若言一切眾生常者，何故

修習八聖道分為斷眾苦？眾苦若斷，則名無常；所受之樂，則名為常。是故我言一切眾生煩惱覆

障不見佛性；以不見故，不得涅槃。」慧嚴等依泥洹經加之，《大般涅槃經》，卷 26，〈師子吼

菩薩品之二〉，頁 78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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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方向或性質上由染轉淨的差別。 

再回到先前列舉的第三個問題──所謂「而此用者，不乖大理」的意義。寶亮

提出「理中中道」的概念： 

［經］「善男子！不見中道者凡有三種［按，句中「不」字，應刪而作

「見中道者」］：一、定樂行，二、定苦行，三者、苦樂行。」35 

寶亮曰：第二重，辨出緣因、正因二因性之體也。佛今出三種中道：一

定樂行，二定苦行，三苦樂行。云此三人盡稱見中道。……而凡夫居在

苦中，心無厭背。云何見中道耶？故一家解云：「夫中道有二途──自

有二諦中中道，自有理中中道。」二諦中中道解，即是緣因性也；理中

中道，即是一切眾生避苦求樂解正因佛性。夫中道之義，本是稱理之

心。然有神識者，無一剎那心中無有此解。天下苦實可避、樂實可求，

既用心得所，豈非中道？若苦不可避，而欲強厭；樂不可得，而欲強

求，此便乖理。然今此心，既不乖大理，云何非解？但此解是境中之

用，非造緣之知，亦非善、惡因之所生。若善因所生耶？唯應人天中

有，三塗應無。若惡因所生耶？則應三塗獨有，人天應無。而今莫問人

天六道，無一剎那無此解故，故知此解，乃是妙本之異用，無變改之心

也。是以《勝鬘經》說出如來藏與自性清淨心，冥會此旨。然則經經微

據，理自彰矣。36 

解釋《大般涅槃經》提出三種見中道之人時，寶亮說明居於「定苦行」的凡夫亦得

稱為中道的理由。首先，寶亮採納某一家之解釋，將中道分為「二諦中中道」和

「理中中道」；前者對應著緣因，後者則指正因佛性。所謂「理中中道」指符稱於

「理」之心。至於何謂心能「稱理」？寶亮認為，具有神識之有情，心中始終體現

著避苦求樂的作用力。另就現實情況而言，痛苦既可以避除、快樂亦可獲得，因此

就眾生內在性和追求苦樂的事實性來說，厭苦求樂是必然且合理的，而當有情用心

於獲致真正的避苦求樂，這種「用心得所」的狀態即是「稱理之心」，也是「中

                                                 

35 同前引，卷 25，〈師子吼菩薩品第二十三之一〉，頁 768 上。另按，經文中「不見中道者」句，

考《大正藏》聖本、南宋思溪藏本、元大普寧寺藏本、明方冊藏本皆無「不」字，故應刪改為

「見中道者」，亦較符順文脈。同前引，頁 768，頁面下校勘文。 
36 寶亮等，《大般涅槃經集解》，卷 54，〈師子吼品第二十三〉，頁 545 上-54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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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之所在。往後，寶亮除再次運用辯證法說明此種避苦求樂之解用並非善、惡因

緣所感生外，更引述《勝鬘經》的「如來藏」與「自性清淨心」，認為經說二者即

是所謂「一切眾生避苦求樂解正因佛性」。 

職是，寶亮前謂的「而此用者，不乖大理」之意，是雙就眾生內在避苦求樂的

動力以及外在追求苦樂事實得失來做觀察的，或者可說厭苦求樂本身即是人情自然

之理，符順於此即是「中道」，又可稱之為「理中中道」。 

進一步來看，寶亮將正因佛性視同為《勝鬘經》所謂「自性清淨心」或「如來

藏」，這便觸及了前舉的第四個疑問──避苦求樂解用與「自性清淨心」或「如來

藏」的關連為何？寶亮認為： 

以此義推，當知眾生五陰，依正因性有；非是正因性，依五陰有。然此

中推檢，與《勝鬘經》明義一種生死依如來藏有也；非如來藏依生死

故。得知文義微證，理 然矣。37 

眾生五陰身係依因於正因性而產生，並非是正因性倒依於五陰之身而有。此種由正

因衍發五陰生身的依從關係，寶亮認為是《勝鬘經》所謂「生死依如來藏有」，38 

且不可逆反而倒錯為「如來藏依生死」。至於何以依因於正因而產生五陰生死？這

是原於神明迷於因緣事理的緣故： 

［涅槃］非本無今有者，所謂生死依如來藏也。故一家義云：神明是慮

知之性，但於緣中迷，故起生死。若理緣解發，則偽滅真存，有萬德之

用者也。39 

寶亮在此仍取用其他涅槃師之說，認為神明的性質即是思慮、知解，但由於眾生在

對境時迷於事理、無法洞識因緣現象背後所涵存的真實內涵，因此造成生死流轉。

相反地，倘若在對境時能以前述的「稱理之心」和智慧加以觀照，則能除滅煩惱，

                                                 

37 同前引，卷 53，〈德王菩薩品之第九〉，頁 539 中。 
38 關於寶亮引述《勝鬘經》「生死依如來藏有」之原文，詳見如下：「世尊！生死者，依如來藏，

以如來藏故，說本際不可知。世尊！有如來藏故說生死，是名善說。世尊！生死，生死者，諸受

根沒，次第不受根起，是名生死。世尊！死生者，此二法是如來藏。世間言說故，有死有生，死

者謂根壞，生者新諸根起，非如來藏有生有死。如來藏者，離有為相，如來藏常住不變，是故如

來藏是依、是持、是建立。」求那跋陀羅譯，《勝鬘師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大正藏》第

12冊，卷 1，〈自性清淨章第十三〉，頁 222下。 
39 寶亮等，《大般涅槃經集解》，卷 46，〈德王品之第二〉，頁 521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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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彰顯神明妙體的真義，最終獲致解脫。 

準此可知，「眾生五陰，依正因性有」或「生死依如來藏」之意，並非將正因

佛性和神明妙體視為生死現象的根源，而是在每個對境當下，若不以智慧觀照而正

確避苦求樂，則形成煩惱流轉；相反地，若「理緣解發」，則「偽滅真存」而能成

辦佛果的「萬德之用」。另一方面，寶亮說「神明是慮知之性，但於緣中迷，故起

生死」，也呼應了前舉的「就真諦邊往取，癡義恒在」，故唯有真正透過「治道」

修練變改，才能由染濁過渡為清淨，如此方是「生死依如來藏」的真義所在。 

綜上，寶亮對正因佛性的說解，可歸結如下：1. 眾生內在有心識神慮，又名

為神明。2. 神明具有作用，是眾生心中避苦求樂之解；相對於避苦求樂之解用，

神明是其本體。3. 正因佛性為限定在神明妙體之作用──避苦求樂之解而言。4. 

神明妙體以法性為根源，依因於法性的恆常不動，使得神明妙體及其所開出的避苦

求樂之解用亦屬常恆、無有起滅。5. 神明妙體體現著「理中中道」的內涵，所謂

「中道」是指符稱於理之心；其「理」指向順應人情內在有著厭苦求樂之本能和動

力。6. 神明妙體由真、俗二諦共同構成。專就真諦面而言，神明之解用雖常恆不

朽，但容有由癡業轉為真解的差別，關鍵在於是否透過「治道」修行的歷練。7. 

神明妙體等同於《勝鬘經》之「如來藏」或「自性清淨心」，甚至以此為轉捩點，

分別使眾生導向生死煩惱（迷於因緣）和清淨解脫（理緣解發）之不同走向。 

(二)緣因佛性：神明妙體作用於俗諦面的緣慮生滅之心 

而在寶亮詮解「正因佛性」中仍待解答的問題是：寶亮一再分辨神明表現在真

諦面常用不朽，但在俗諦面則是「恒陰、入、界」、「可謝」和「三相滅」，究竟

神明作用於俗諦面的意義、表現為何？又，前舉寶亮說正因佛性「就真為論，則常

用而不朽，此亦不關相續之常」，此處「相續之常」何謂？俗諦之用和「相續之

常」復與正因佛性有何關連？此般問題，則涉及緣因佛性的內涵。 

關於緣因佛性的內涵，首先寶亮在〈如來性品〉的釋題所云： 

緣、正兩因，並是神慮之道。夫避苦求安，愚智同爾，但逐要用，義分

為二。取始終常解。無興癈之用。錄為正因。……緣因者，以萬善為

體。自一念善以上，皆資生勝果。以藉緣而發，名為緣因也。然此解

者，在慮而不恒，始生而不滅，則異於正因也。若無此緣助，則守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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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遷，是故二因必相須、相帶也。40 

從引文中可概見以下重點：其一，緣因和正因相同之處，在於二者皆屬神慮，也就

是神明所開出的思慮、知解之作用。其二，緣因之得名，係因「藉緣而發」，顯示

緣因並非如同正因般常恆存在於神慮之中，而是倚賴因緣條件而生，所以後文亦言

「然此解者，在慮而不恒，始生而不滅，則異於正因」。其三，緣因是以萬善為其

體性，且此善體包含著一念善心乃至成佛勝果。其四，緣、正兩因必須相互觀待始

成，因為雖有常住之正因，但若缺少緣因之善的輔助，則正因亦僅是持守法性而無

所動作，故說「二因必相須、相帶」。 

有關緣因的說明，還可舉見如下： 

內者正因，外者緣因。明有神識者，皆有避苦求樂之解。始終用不改，

故名為內。緣因之善，託外緣而生，有時而有，有時而無，故名為外。41 

寶亮認為，雖具有神識的有情皆具有避苦求樂之解，但其中只取作用常恆不變改者

做為正因，至於緣因則屬善法，依託外緣而產生，故時有時無。 

由是合觀上兩段引文可以確定：緣因乃依託因緣而生成的善法，但也受制於因

緣條件故有生成與否的情形。此外，緣因與正因都是神明妙體所開出之作用──避

苦求樂之解，但正因是「始終常解，無興癈之用」，緣因則是「在慮而不恒」，二

者確實有別。 

然而，於此仍衍生以下問題：其一，緣因與正因同為神慮之一，但為何緣因

「有時而有，有時而無」？與正因差別何在？又「然此解者，在慮而不恒，始生而

不滅」一句，既然緣因在眾生神慮中為「不恒」，又為何出生後竟成「不滅」，兩

句敘述豈非自相矛盾？其二，「緣因者，以萬善為體」為何？或者說，「萬善」含

括了哪些法類品項？ 

對於第一個問題，寶亮在注解經文的「心非佛性」一段時，42 曾有如是說

解： 

                                                 

40 同前引，卷 18，〈如來性品第十二〉，頁 447下。 
41 同前引，卷 56，〈師子吼品之第三〉，頁 555 上。 
42 寶亮所注「心非佛性」之原經文為：「善男子！心非佛性。何以故？心是無常，佛性常故。」慧

嚴等依泥洹經加之，《大般涅槃經》，卷 26，〈師子吼菩薩品之二〉，頁 77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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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心非正因佛性也。佛性是常，心是無常。是故善心有時而有、有時而

無。唯正因性用，常而不改。43 

寶亮認為發菩提心僅屬善心，善心是無常法，乃時有時無，並不等同於正因佛性之

始終常存。在此，從發心的起滅無常不屬正因佛性，且從發菩提心被歸入善心和其

時有時無的特點而論，應指緣因佛性而言。易言之，緣因之所以不同於正因，因它

屬於有情的緣慮生滅之心，縱使為善，仍然不可劃同正因。 

然而，倘若如發菩提心亦屬起滅無常，則有情之心如何修集善法？此必須回到

寶亮對「心」的看法上來解答： 

前亦是心，後亦是心，故無別心數也。因境取緣，故眾心來共緣一境，

心家之數，亦得有心數也。有人不解，聞有，使心別自有數；聞無，便

謂即是一心，中間不得生滅故。是以成諍也。44 

寶亮認為，心數既可說是一、亦可說為異。說為一心的理由在於有情前念、後念均

屬心法，故「無別心數」；至於心數有別，係因不同的心心所法共緣相同對象而

起，亦可說其為異。但一般人不解此道理，容易誤執兩邊──認為說有心數，彷彿

心可割裂分截；聞說無別心數，則又認為始終只有同一心法在運作，不容許該心有

前後生滅之情形。 

準此可知，在寶亮看來，「心」的運作是相當微妙的，雖然前、後諸念同屬心

法，但隨著緣境、功用等的區別，亦可說心數具差別、有生滅。如此之心，即便

前、後念起落無常，但在相續不斷和共緣境作的狀態底下，仍能成辦修道之功德，

如云： 

就辯修道之中，開為十段。第一明眾生神識，雖念念滅，得有修道之

義。45 

先遣初意也。明一神解，雖念念生滅，要冥相資，故得有用也。46 

                                                 

43 寶亮等，《大般涅槃經集解》，卷 56，〈師子吼品之第三〉，頁 557下。 
44 同前引，卷 65，〈迦葉品之第三〉，頁 581下。 
45 同前引，卷 57，〈師子吼品之第四〉，頁 560 中。 
46 同前引，頁 560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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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遣第二意。明心是知解之性，雖改代不常，要相續不斷理，數目增進

也。47 

三段引文均指出眾生神識雖則「念念生滅」、「改代不常」，但仍能成辦修行諸

德，理由在於個別心念雖有生滅，但前念與後念接續而起，並且同緣一境，因此亦

可視為「無別心數」，具有積功累德之效益。此外，三則引文一再提及「眾生神

識」、「明一神解」和「明心是知解之性」，可以推知此處所謂「神識」、「神

解」和「心」同指緣因。換言之，緣因佛性雖與正因同源於神明妙體所開出的避苦

求樂之解，屬於眾生生滅之心，雖具有知解之功能，但終究屬於無常法。此一無常

之心卻又不是在散滅後歸於虛無，而是在前、後心數相續不斷的狀態下，共緣一

境、點滴積累，得以有修道增進之功用。 

另一方面，倘若結合前舉的「然此解者，在慮而不恒，始生而不滅」，以及在

上節末提到何謂「相續之常」的問題來看，可以發現緣因之善本屬念念生滅之心，

因此說其為「不恒」，此善心雖在個別起念上容有現落，就整體心數續生不已的狀

況而言，卻又彷彿是連貫不斷的，因此又可說其為「不滅」。簡言之，「不滅」與

「不恒」是就心念的不同面相而言──前者從心識整體連貫的角度著眼，後者則專

就單一心念的生滅現象而談，因此二者並不衝突。對此，寶亮也曾說為「善心不

退」： 

明善心不退也。善心不生則已，生則無退。善若可退，云何成佛耶？但

以遲得，故名退耳。48 

就心法的運行狀態而言，善心善念仍屬生滅無常，怎能常存不退？從善心續生不已

的角度來看，確實能促使有情始終不斷地朝向佛道之善前進，故而亦可說為「不

退」。此種「善心不退」，既呼應上三則引文所謂的「雖念念滅，得有修道之

義」、「要冥相資，故得有用」、「相續不斷理，數目增進」之意，同時也是「然

此解者，在慮而不恒，始生而不滅」以及「相續之常」的真義所在。 

進一步來看，上節中曾論及神明表現在俗諦面的特點為「俗邊恒陰、入、

界」、「俗諦用邊自可謝」和「俗邊乃可三相滅」，倘若與此處討論緣因善的特點

                                                 

47 同前引。 
48 同前引，卷 56，〈師子吼品之第三〉，頁 557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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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置而觀，神明妙體表現在俗諦面上的作用，應指緣因佛性而言。何以言之？從本

節所舉「避苦求安，愚智同爾，但逐要用，義分為二」以及「明有神識者，皆有避

苦求樂之解。始終用不改，故名為內。緣因之善，託外緣而生，有時而有，有時而

無，故名為外」而論，正因、緣因都是神明妙體所開出的作用，只是正因唯取神明

作用常恆不廢的部分，亦即真諦一面。就緣因同屬神明之作用和其具有生滅無常的

特點而言，可確定寶亮是將緣因之善放置於俗諦一面，即眾生心念中起滅不已且相

續不斷的緣慮之心；此心雖不同於真諦面之正因始終不改，卻也能在前後接續、相

資有用的的狀態下，得以成辦修行的各種功德。 

回到先前提及緣因的第二個問題──所謂「緣因者，以萬善為體」的「萬善」

實指何者？或者說除了上舉的發心以外，尚有何者屬於緣因所攝？寶亮曾云： 

作善行是緣因。前所以答中明正因者，欲明行人立心之方。若明識因果

性者，則行成中道；若中道行成，則萬善便樹。故答以正因中道，行即

緣因也。49 

第四歷緣因。四無量行，即是緣因善，菩薩常行，如影隨形也。佛性名

如來者，行四無量，近得初住一字之地［按，「一字之地」應作「一子

之地」］，遠則圓滿得佛，故名如來也。50 

從善欲即是初發心者，下第二重解：從初一念無漏，訖至成佛，名之善

欲。由是善欲，能得成佛，故名為根本。如來先說不放逸為本，今乃說

欲者，明欲是根本，以不放逸助成故，名為緣因。51 

在首段引文，緣因就是「作善行」，但非普通之善行，而是在明達因、果佛性的中

道思維底下所作動的善行。次則引文指出四無量行亦屬緣因，菩薩常行四無量行，

因而有遠、近功德之收益。最後的引文說，發起欲求佛果的一念無漏善心以及助成

此一善欲的不放逸行，皆為緣因之一種。 

                                                 

49 同前引，卷 8，〈長壽品第四〉，頁 413 中-413下。 
50 同前引，卷 62，〈師子吼品之第九〉，頁 570 下。另按，寶亮注文中「近得初住一字之地」句，

考《大正藏》聖本作「近得初住一子之地」。又按，《大般涅槃經》有云：「復次，善男子！菩

薩摩訶薩修慈、悲、喜已，得住極愛一子之地」。核上兩條，寶亮注文應改作「近得初住一子之

地」。同前引，頁 570，頁面下校勘文；慧嚴等依泥洹經加之，《大般涅槃經》，卷 15，〈梵行

品之二〉，頁 701 上。 
51 寶亮等，《大般涅槃經集解》，卷 69，〈迦葉品之第七〉，頁 60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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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作善行、善欲、不放逸行等外，寶亮也曾於注解經文的「中道之法名為佛

性」，52 以及「十二因緣觀智亦為佛性」等段落，53 說觀智為緣因佛性： 

既如因緣理而照，生中道之解，得名緣因佛性也。54 

此智慧於有為、無為兩理上生，是緣因性也。取觀因緣之智，名緣因

性；而體是避苦求樂之解，名正因性。二種雙顯也。55 

首則注文提到緣因佛性是如實照察十二因緣道理的中道之解，次段注文則說緣因的

體性為觀照十二因緣之智慧，可知寶亮將觀十二因緣所生之中道智慧劃歸到緣因之

中。至於所謂「中道之解」和「此智慧於有為、無為兩理上生」，另說如下： 

復就此文中，略分有九意：第一先明觀十二因緣得所、不得所。若先安

法性無為理，離斷、離常，稱境而知，成緣因佛性。若當緣境不稱境，

不安無為，執斷、執常，乖中道行。……第九總收結句。今從眾生起見

下，為第一意之始。凡夫正起斷、起常，乖生滅道，不識法相，理外行

心，故不名中道也。無常、無斷乃名中道者，若就生死邊為論，據識生

滅道為語，恐此意不然。何以故？世諦虛妄有，即體如幻，終歸滅無，

豈不斷、不常？唯神明妙體，法性無為，始可得稱不斷、不常。能心緣

此理，不取有、無相，方得名中道。既稱此理解，便識因緣虛，觀照智

生，即名緣因佛性。若能如此解，名為得法。56 

成為緣因的十二因緣觀智，是指安住於法性無為之道理，並且遠離常、斷二邊之

執，對境如實觀照所生之智慧。何謂「安法性無為理，離斷、離常，稱境而知」？

                                                 

52 寶亮所注「中道之法名為佛性」之原經文為：「復次，善男子！生死本際凡有二種：一者無明，

二者有愛。是二中間則有生、老、病、死之苦，是名中道。如是中道，能破生死，故名為中。以

是義故，中道之法名為佛性。是故佛性常樂我淨，以諸眾生不能見故，無常、無樂、無我、無

淨，佛性實非無常、無樂、無我、無淨。」慧嚴等依泥洹經加之，《大般涅槃經》，卷 25，〈師

子吼菩薩品第二十三之一〉，頁 768 上。 
53 寶亮所注「十二因緣觀智亦為佛性」之原經文為：「復次，善男子！眾生起見凡有二種：一者常

見，二者斷見。如是二見，不名中道。無常、無斷，乃名中道。無常、無斷，即是觀照十二緣

智，如是觀智，是名佛性。二乘之人雖觀因緣，猶亦不得名為佛性。佛性雖常，以諸眾生無明覆

故，不能得見。又未能渡十二緣河，猶如兔、馬。何以故？不見佛性故。善男子！是觀十二因緣

智慧，即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種子。以是義故，十二因緣名為佛性。」同前引，頁 768 中。 
54 寶亮等，《大般涅槃經集解》，卷 54，〈師子吼品第二十三〉，頁 546 中。 
55 同前引，頁 547 中。 
56 同前引，頁 546下-54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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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亮指出，這並非一般證入空性的智慧而已，而是認識到神明妙體根源於法性，此

非常、非斷──神明作用於真諦面乃始終常解，故不為斷；神明作用於俗諦面之心

念則起滅無常，故亦不為常。能如此了知神明妙體者方屬中道，因此後文說「能心

緣此理，不取有、無相，方得名中道」。能體知此一道理，便能如實觀照十二因

緣、生發智慧，即所謂「觀照智生，即名緣因佛性」。 

這種解了神明妙體內涵所產生之中道觀智，也呼應了前舉的「若明識因果性

者，則行成中道；若中道行成，則萬善便樹」──必須在真實了解神明妙體不斷、

不常的意義下所建樹者，才是真正通往佛果之善行。可知寶亮亦將中道觀智納入緣

因佛性之中，但此「中道」之智，根本上仍回歸體識神明妙體的雙面意涵，在此智

慧攝持底下所行之善，才是寶亮認可的緣因諸善。 

綜合上述寶亮對緣因佛性的說明，要點如下：1. 緣、正二因同是避苦求樂之

解，即為神明妙體所開出的作用面。2. 就二因的相異處而言，正因佛性始終常用

不改；緣因乃為有情緣慮起滅之心念，依託因緣而生，時有時無。3. 緣因雖是有

情緣慮起滅之心念，但此心念續生不斷，仍能成辦修道之功。4. 緣因佛性以萬善

為體，包含發心、作善行、善欲、不放逸行等，皆屬緣因所攝。5. 緣因佛性含括

中道觀智，此中道之智慧特指體知神明妙體在真、俗兩面的非斷、非常。 

仍須說明，經過本文比對、考論後認為：寶亮雖未明言緣因即神明妙體表現於

俗諦之用，但從「緣、正兩因，並是神慮之道」、「避苦求安，愚智同爾，但逐要

用，義分為二」來看，緣因的確同為神明妙體之作用，兩者在根源上具有同質性。

從神明作用於俗諦面之特點──「俗邊恒陰、入、界」、「俗諦用邊自可謝」和

「俗邊乃可三相滅」，配合緣因佛性自身特點──「在慮而不恒，始生而不滅」、

「善心有時而有、有時而無」、「眾生神識，雖念念滅，得有修道之義」、「明一

神解，雖念念生滅，要冥相資，故得有用」等，可以發現神明作用於俗諦面之表現

與緣因起滅無常的特性確然相符，兩者在質性上具有類近之處，可推斷寶亮所謂緣

因之善，當即為神明妙體作用於俗諦面之緣慮心。此心雖則念念生滅，卻也透過相

續不斷而能積功累德、趨向佛果。 

進而言之，寶亮一再強調正因佛性是「就真諦邊往取，癡義恒在」，必須經歷

「得解以後，癡用乃可無」以及「一得之後，其解常存」的汰淨過程，其轉變癡染

成為清淨正因的關鍵，在於「能心緣此理，不取有、無相，方得名中道。既稱此理

解，便識因緣虛，觀照智生」，此智慧便是緣因佛性。換言之，寶亮之所以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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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無此緣助，則守性而不遷，是故二因必相須、相帶」，57 以及「明雖有正

因，要須緣助，如金石之有金，藉眾緣乃得」的重要性，58 在於眾生本具正因佛

性，但仍須倚賴緣因佛性之智慧、善行等，始得開顯、助成正因佛性在避苦求樂解

用上本有常存的性能，其中觸發及變換正因由癡業轉為常解的關鍵角色，當非緣因

佛性莫屬。原此，二因佛性不僅相互觀待，甚至不可缺一或偏廢，必須在二因佛性

彼此輔成的狀態下，眾生才有成佛的可能，此即寶亮提出「真、俗共為神明」和

「真、俗兩諦，乃是共成一神明法」的獨特意義所在。 

三、兩種「果佛性」：果及果果 

當二因佛性彼此結合且完滿之際，即得成佛，由此開出「果」及「果果」兩種

果位佛性，如寶亮對〈如來性品〉的解題： 

若緣因之用既足，正因之義亦滿，二用俱圓，生死盡矣。金剛後心，稱

一切智，轉因字果，名為果性也。果果者，對生死之稱也。於眾德之

上，更立總名，名大涅槃。以果上立果，名果果也。更無異時，但義有

前後耳。59 

「果」佛性即指金剛喻定最後剎那之心念斷盡煩惱，正式邁入一切智的佛果果位。

「果果」佛性則是相對於生死輪迴，並且成就眾多功德的總稱──涅槃。寶亮更指

出，佛果位與涅槃兩者其實並無時間順序上的次第，但容許有意涵先後性的差別；

換言之，證得菩提即同時具足涅槃，但在內涵指向上二者仍然有些微差異。以下分

論之。 

(一)果佛性：佛果 

有關果佛性即是圓滿二種因佛性所得之佛果，如云： 

                                                 

57 同前引，卷 18，〈如來性品第十二〉，頁 447下。 
58 同前引，卷 56，〈師子吼品之第三〉，頁 557下。 
59 同前引，卷 18，〈如來性品第十二〉，頁 447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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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善男子！佛性者，名第一義空。」60 

寶亮曰：第一問有兩意，今答亦二別，且先出果性。佛果如如，以法性

為體，無一切相，出百非之表，故名第一義空也。61 

［經］「第一義空名為智慧。」62 

寶亮曰：既解果性，今先舉體以取智。若不據用以辨體，無以表因、果

性異。故明佛果眾德，唯以第一義空為體也。63 

［經］「中道者，名為佛性。」64 

寶亮曰：佛果佛性，方是解中道之理耳。65 

寶亮將經文中所謂第一義空、智慧、中道等全都劃歸於佛果佛性所攝。他認為佛果

佛性的根本體性有兩個面向：其一，從客體面而言，佛果佛性以「法性」、「第一

義空」為質性。其二，就修行者主體面而言，佛果佛性是圓滿體見中道之理的結

果。 

至於何謂「佛果眾德，唯以第一義空為體」以及「佛果佛性，方是解中道之

理」的內涵？寶亮接續注云： 

［經］「所言空者，不見空與不空。」66 

寶亮曰：佛果體圓，中道之解究竟，于時不復見空與不空為異。但一

相、無相，空與不空，無可為異。故云：唯有智者能見空、不空。六行

之解悉爾也。67 

寶亮再次強調佛果即是中道之解圓具究竟的結果。所謂「中道之解究竟」的意義，

彼時不再視「空」與「不空」為二、為異，連帶對於所有相對概念，像是一相、無

相乃至六行等概念，68 都不復見其差別。 

                                                 

60 慧嚴等依泥洹經加之，《大般涅槃經》，卷 25，〈師子吼菩薩品第二十三之一〉，頁 767下。 
61 寶亮等，《大般涅槃經集解》，卷 54，〈師子吼品第二十三〉，頁 544 中。 
62 慧嚴等依泥洹經加之，《大般涅槃經》，卷 25，〈師子吼菩薩品第二十三之一〉，頁 767下。 
63 寶亮等，《大般涅槃經集解》，卷 54，〈師子吼品第二十三〉，頁 544 中。 
64 慧嚴等依泥洹經加之，《大般涅槃經》，卷 25，〈師子吼菩薩品第二十三之一〉，頁 767下。 
65 寶亮等，《大般涅槃經集解》，卷 54，〈師子吼品第二十三〉，頁 544下。 
66 慧嚴等依泥洹經加之，《大般涅槃經》，卷 25，〈師子吼菩薩品第二十三之一〉，頁 767下。 
67 寶亮等，《大般涅槃經集解》，卷 54，〈師子吼品第二十三〉，頁 544 中。 
68 關於「六行」，寶亮在《大般涅槃經．鳥喻品》的「解題」一段曾說：「此下兩品，同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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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何謂「空」與「不空」之內涵，寶亮說明： 

［經］「不空者謂大涅槃；乃至無我者即是生死，我者謂大涅槃。」69 

寶亮曰：昔明世諦為有，以第一義諦為無。今明生死虛假，空無自體，

故名為空；涅槃真實妙有，故名不空。是以一家所解：「生死二時是不

有，涅槃亦有二時不無也。」何者？搆因之日，即體虛偽；及至觀解，

照無一實，故兩時推求，並無自性，悉是顛倒妄有。今眾生神解，因時

已有；修道所除，俗盡真現，兩時不空也。所以稱涅槃不空、生死為空

矣。70 

過去教說認為世諦是實有，而第一義諦為空無。但今《大般涅槃經》則謂世諦之生

死為空，且以第一義諦的涅槃為真實妙有，以故不空。對於今教的特殊性，寶亮引

舉一家之解說「生死二時是不有，涅槃亦有二時不無」。所謂「生死二時是不

有」，其一時是指生死煩惱的本質是「即體虛偽」的，其二時則指後來以智慧加以

觀照，果真澈見生死的虛妄不實；由此說生死在本質面和修行者主體證見面上都不

為真實有。至於「涅槃亦有二時不無」，其一時指神明妙體及其解用，在眾生尚未

成佛之前便已具有，其二時則謂有情透過修道除惑證真後，始體見神明妙體和其解

用的真實存在；循此判定神明妙體和涅槃在本質面和修行者主體證見面上均為不空

妙有。合觀上舉的「佛果體圓，中道之解究竟，于時不復見空與不空為異」，最終

佛果的體證，更要在生死為「空」和涅槃「不空」之上再行超越，並在中道之解觀

照下不復視此二者為對立，由此立於彼此無二無別的第一義空之境地。 

(二)果果佛性：（大）涅槃 

關於「果果」佛性──涅槃的內涵，根據上舉寶亮對〈如來性品〉的解題，涅

槃有兩項特徵：其一，「於眾德之上，更立總名，名大涅槃」。其二，涅槃與佛果

                                                 

字〉下旨，謂常、無常六行也。〈鳥喻品〉雙明六行，〈月喻品〉偏明三行。然俱廣明理故，共

答一問也。」而核對〈鳥喻品〉內容，有云：「善男子！異法是苦，異法是樂；異法是常，異法

無常；異法是我，異法無我。」同前引，卷 21，〈鳥喻品第十四〉，頁 465 中；慧嚴等依泥洹經

加之，《大般涅槃經》，卷 8，〈鳥喻品第十四〉，頁 655 中。準此可知，寶亮所謂「六行」指

「常、無常」、「苦、樂」、「我、無我」等三組相對概念而言。 
69 慧嚴等依泥洹經加之，《大般涅槃經》，卷 25，〈師子吼菩薩品第二十三之一〉，頁 767下。 
70 寶亮等，《大般涅槃經集解》，卷 54，〈師子吼品第二十三〉，頁 54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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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更無異時，但義有前後」。 

針對這兩項特點來看，何以涅槃被視為總具眾德？它總合了哪些功德？又所謂

佛果與涅槃「更無異時，但義有前後」是什麼？一般而言，「前後」的概念通常用

於時間序列或方位先後，但寶亮卻說二者「更無異時」，僅是在意義上有前後之

別，箇中意涵究是如何？寶亮釋云： 

明涅槃，以常樂為源，妙質恒而不動，用常改而不毀，無名、無相，百

非不辨。今涅槃之音，就用而得稱，是出世法之總名，貫眾德之通號，

代生死之要目，美無餘之極說。障累既盡，萬行歸真，無德不滿，眾用

皆足，轉因字果，名大涅槃。故下文言：若一德不脩，則不得稱大涅槃

也。……若尋其名用，理數忘言，故聖化 被，談德萬端，是以就開宗

之始，借喻於伊字云：三點不縱、不橫。異昔有餘無德之說，明具法

身、般若、解脫也。然此三乃化道邊要，復貫通於諸德，亦表異因中之

色心，顯佛果之勝用。無感不應，稱曰法身；囑境皆明，謂之般若；即

體無累，便名解脫。明一一之德，皆非涅槃，要總為其體，故下〈名字

功德品〉中借八味甜蘇為嘆也。71 

此段是寶亮在《集解》首卷的「經題序」。寶亮仍舊強調涅槃「是出世法之總名，

貫眾德之通號，代生死之要目，美無餘之極說」，呼應「果果者，對生死之稱也。

於眾德之上，更立總名，名大涅槃」的意思。然而，寶亮更指出涅槃在「障累既

盡，萬行歸真」以後所呈現的完滿狀態是「無德不滿，眾用皆足」，至於涅槃具備

了何種功德以及哪些功用？寶亮認為即是《大般涅槃經》中借譬「伊字三點」所況

喻的內涵，72 也就是法身、般若和解脫三者。「法身」是指成就佛果後對於眾生

感求而行相應救度之事；「般若」是面對境界皆以智慧觀照、明了洞察；「解脫」

則指自身斷盡煩惱。所謂「（大）涅槃」是必須完備此三者，因此「明一一之德，

                                                 

71 同前引，卷 1，〈經題序〉，頁 378下-379 上。 
72 關於「伊字三點」的內容，於《涅槃經》中載云：「諸比丘！譬如大地、諸山、藥草為眾生用。

我法亦爾，出生妙善甘露法味，而為眾生種種煩惱病之良藥。我今當令一切眾生及我諸子四部之

眾，悉皆安住祕密藏中；我亦復當安住是中，入於涅槃。何等名為祕密之藏？猶如伊字，三點若

並，則不成伊，縱亦不成；如摩醯首羅面上三目，乃得成伊；三點若別，亦不得成。我亦如是，

解脫之法亦非涅槃，如來之身亦非涅槃，摩訶般若亦非涅槃，三法各異亦非涅槃。我今安住如是

三法，為眾生故名入涅槃，如世伊字。」慧嚴等依泥洹經加之，《大般涅槃經》，卷 2，〈哀歎品

第三〉，頁 61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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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非涅槃，要總為其體」。由此可見，涅槃之所以為眾德之總名，係因含括法身、

般若及解脫三者。 

相關論述，還可舉見如下： 

此是因中小分無苦，非一切苦盡，故不名大涅槃也。佛果妙體，生死既

盡，無患累體，不復生煩惱，具一切德，始名大涅槃，非直是煩惱無處

也。是故以五法同體來證今涅槃與昔日異也。何者為五？一明佛不更起

煩惱，二明體窮如理，三明鑒境已周，四明普應無滯，五明體是實相。

既備此五德，妙有常存，豈非今、昔涅槃之異耶？73 

寶亮認為，有情在未成佛前偶有「小分無苦」──痛苦略有減緩的狀況，但這絕非

大涅槃，乃至說涅槃也不等同於「煩惱無處」，而是必須在佛果之上更達致「不復

生煩惱，具一切德，始名大涅槃」。後文更提出五項特徵，藉以辨識今日所說

「（大）涅槃」與過往「無餘涅槃」的差異所在：其一，成佛後不復生起煩惱。其

二，佛果體證真如道理。其三，對境周全明達，不再受無明煩惱影響。其四，對於

眾生的應化救度毫無障礙。其五，以實相境界為其體性。 

衡諸這五項特徵與上述借譬「伊字三點」──法身、般若、解脫的特點而論，

第一項的「佛不更起煩惱」對應解脫的「即體無累」，第三項「鑒境已周」正對應

「囑境皆明」的般若智，第四項「普應無滯」則呼應了法身「無感不應」的內涵。

至於未成對應的第二「體窮如理」以及第五「體是實相」，其實也暗中契合上謂

「涅槃以常樂為源，妙質恒而不動」的特點。換言之，涅槃之特殊性，若就作用面

而言，係能生發對境完照的般若智、應化救治眾生的能力以及自身遏制煩惱不復起

的力量；就涅槃自身的特性而論，則是以真如、實相為其體性，從此立於「妙有常

存」的境地。寶亮認為這就是今、昔論說涅槃意義的差別，同時也顯現出涅槃真實

常存和其絕對、超越性的一面。 

明此，再回到佛果與涅槃「更無異時，但義有前後」的問題，佛果強調的是修

行者主體以中道智慧雙見生死為「空」和涅槃「不空」，最後超越二者而不復見其

異；至於涅槃則更須完具一切功德力能，並且立基於真如、實相之上展現其「妙有

常存」的特性。因此，縱然兩者在時序上並無先後之分──佛果與涅槃乃同時獲

致；但就意義上來說，涅槃的內涵的確更為深廣、完滿，尤其側重於突顯涅槃純粹

                                                 

73 寶亮等，《大般涅槃經集解》，卷 51，〈德王品之第七〉，頁 534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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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超越性的一面。然而，如此圓滿之涅槃，其前提係建立在成就佛果而來，所以

說二者「義有前後」。 

四、歷代傳述寶亮正因佛性義的文獻記載問題 

透過上兩節的辨析，已大致考論了寶亮的四種佛性義。然而仍餘留部分懸而未

解的問題，即歷代傳述寶亮正因佛性義的記載問題，例如：吉藏的《大乘玄論》、

《涅槃經遊意》，以及均正的《大乘四論玄義》等，他們有說寶亮以「真如」為正

因佛性，亦有說寶亮持「真神」為正因佛性，這些說法的具體內容為何？與上兩節

考論結果相較之後有何差異？釐清這些問題，才能確認前輩學者因文獻徵引而形成

的詮釋偏差現象。 

首先，記載寶亮以「真如」為正因佛性者，可舉隋代均正為例： 

第三，靈味小亮法師云：真、俗共成眾生真如性理為正因體。何者？不

有心而已，有心則有真如，性上生故，平正真如正因為體。苦、無常為

俗諦，即空為真諦；此之真、俗，於平正真如上用故，真如出二諦外。

若外物者，雖即真如，而非心識故，生已斷滅也。74 

就《大乘四論玄義》的記載而言，安立真如為正因佛性的理由，在於眾生之心是在

真如性上所生。而真如復有真、俗兩面的作用──俗諦面是苦、無常，亦即生死煩

惱；真諦面是體見空義。然而，真如本身雖然超越於二諦之外，卻仍須透過眾生之

心加以體證。換言之，就根源義上雖則定立以真如為正因，但能予體證真如內涵

者，仍須回歸到有情之心才有可能。就均正所記與《集解》所載注文來看，均正不

僅捕捉到「真、俗兩諦，乃是共成一神明法」的特點，也呼應寶亮所謂「故知神明

之體，根本有此法性為源」，但文中並未明言神明妙體，對於心、神明妙體和真如

間的關係說明亦模糊不清。 

另隋代吉藏亦曾記錄寶亮持「真如」為正因佛性： 

                                                 

74 均正，《大乘四論玄義》，《卍續藏經》第 7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1983），卷 7，頁 9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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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師以真諦［按，「諦」字改作「如」，下同］為正因佛性也。……

次有兩家，以真諦與第一義空為正因佛性者，此是真諦之理也。以第一

義空為正因佛性者，此是北地摩訶衍師所用。……真諦為佛性者，此是

和法師、小亮法師所用。75 

吉藏僅記述當時傳說正因佛性義的第十師有兩家──北方的大乘經師以第一義空為

正因佛性，至於以真如為正因佛性者，則有寶亮以及和法師。但對於以真如為正因

的細部理由，吉藏並未載錄。 

然而，吉藏在述錄上頗有出入，他在《涅槃經遊意》中復記錄寶亮採行「真

神」為正因佛性： 

今第一明本有用。但前已略明本有義，此義未顯，今更廣明之也。然古

來有三解：第一，靈味高高［按，「靈味高高」應改作「靈味寶

亮」］：生死之中，已有真神之法，但未顯現，如蔽黃金。《如來藏

經》云：「如人弊帛裹黃金像墮泥中，無人知者。有得天眼者，提淨洗

則金像宛然。」真神亦爾，本來已有常住佛體，萬德宛然，但為煩惱所

覆；若斷煩惱，佛體則現也。76 

吉藏在《涅槃經遊意》裡將寶亮定位在本有佛性的脈絡中，至於佛性本有，指眾生

在生死中本已具有真神。此一真神又即是常住佛體、具足萬德的，但眾生現今之所

以尚未成佛，因為真神被煩惱覆蔽的緣故。文中更引舉了《大方等如來藏經》

(Tathāgatagarbha-sūtra) 的黃金像喻，77 用以譬說真神在遮蔽和顯現兩種狀態的差

                                                 

75 吉藏，《大乘玄論》，《大正藏》第 45 冊，卷 3，頁 35 下-36 下。另按，文中「真諦」一詞，湯

用彤依據《三論略章》改正為「真如」。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增訂本）》，頁

375-376。復參《三論略章．佛性義》：「解正因佛性，凡有十家。……第九解以真如為佛性。」

吉藏，《三論略章》，《卍續藏經》第 97冊，頁 583 上-583下。 
76 吉藏，《涅槃經遊意》，《大正藏》第 38 冊，頁 237 下。另按，文中記載人名「靈味高高」，湯

用彤改正為「靈味寶亮」。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增訂本）》，頁 384-385。 
77 關於《大方等如來藏經》的黃金像喻，原文如下：「復次善男子！譬如真金，墮不淨處，隱沒不

現，經歷年載，真金不壞，而莫能知。有天眼者，語眾人言：『此不淨中，有真金寶。汝等出

之，隨意受用。』如是善男子，不淨處者，無量煩惱是；真金寶者，如來藏是；有天眼者，謂如

來是。是故如來廣為說法，令諸眾生除滅煩惱，悉成正覺施作佛事。」佛陀跋陀羅譯，《大方等

如來藏經》，《大正藏》第 16冊，頁 458 上-45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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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推想此處「真神之法」應為前文所謂「神明妙體」，但箇中問題在於寶亮並不

直接認為神明妙體本身即等同圓滿佛果，如云： 

若神明一向從業因緣之所稱起、不以此［按，指法性］為體者，今云何

言「毒身之中，有妙藥王，所謂佛性，非是作法」耶？故知據正因而為

語也。若是果性，則毒身之中理自無也。78
 

神明妙體的特殊性，在於它一方面依據法性而起，故非因緣生法；另一方面，亦不

可直接將神明妙體劃同於佛果佛性，因為眾生在現實狀態並未開顯佛性和尚未成

佛。準此，吉藏所謂「真神亦爾，本來已有常住佛體，萬德宛然」，在意趣上略顯

偏離。 

傳錄「真神」為正因佛性者，還有唐代灌頂 (561-632)： 

第四，釋涅槃用者為三：一本用，二當用，三自在起用。本用者，先出

舊解。靈味小亮云：生死之中，本有真神之性。如弊帛裹黃金像，墮在

深泥。天眼者捉取淨洗開裹，黃金像宛然。真神佛體，萬德咸具，而為

煩惱所覆。若能斷惑，佛體自現。力士額珠、貧女寶藏、井中七寶、闇室

瓶盆等喻亦復如是。此皆本有，有此功用也。79 

灌頂在《大般涅槃經玄義》中同樣將寶亮放置在佛性為本有之用一類，在內容上亦

頗類近於吉藏《涅槃經遊意》之說。其中顯見的差別，在於灌頂記述寶亮之正因佛

性為「本有真神之性」，但後文又說是「真神佛體」，在敘述概念和字詞意義上頗

有差異。換句話說，「真神之性」指神明的體性，這將回歸到真如法性上來談；至

於「真神佛體」則又落在神明妙體本身，兩者指向有別。另「真神佛體」同樣有著

前述眾生現下尚未成佛，何以因中真神便得含具萬德佛體的問題。 

此外，吉藏在《勝鬘寶窟》中又出現不同記載： 

                                                 

78 寶亮等，《大般涅槃經集解》，卷 20，〈如來性品之第三〉，頁 462 上-462 中。 
79 灌頂，《大般涅槃經玄義》，《大正藏》第 38冊，卷下，頁 1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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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味淳師云：是理知厭苦求樂，故終能反。異於木石，由有佛性故爾。

用此厭苦求樂之心為正因佛性，由之得佛。80 

吉藏於此復說寶亮以「厭苦求樂之心為正因佛性」，並且認為眾生之所以不同於木

石，因此心具有厭苦求樂之特性。此處記載雖然明確提出「厭苦求樂之心」，但此

心與神明妙體之關係為何？又，前述寶亮的避苦求樂之解用，是從神明妙體所開

出，且分有真、俗兩面之不同特徵，但這些細節在《勝鬘寶窟》中均未論及。 

綜上歷代各家對於寶亮正因佛性的述錄而論，可概見以下特點：其一，就記載

的歧義性而言，可見有三類說法：1. 以真如、真神之性為正因。2. 以真神為正

因。3. 以厭苦求樂之心為正因佛性。其中最特殊者，以吉藏在不同著作裡提及三

種說法，在記載出入性上最甚。其二，就諸家記述內容與《集解》注文相較之準確

性而論，由於寶亮明確定以神明妙體在真諦面所開出的避苦求樂常解為正因佛性，

以此檢校各家說法，像是均正雖然捕捉到真如的二諦之用和心的重要性，或者如吉

藏曾謂「用此厭苦求樂之心為正因佛性」，都僅是在部分特徵上具有相似性，至於

對寶亮佛性義的整體架構和其細部內涵，例如：從法性到神明妙體，乃至神明在

真、俗面上之作用與關係等，則未詳載及。準此，倘若僅舉用後代吉藏、均正等說

來討論寶亮之佛性義，便容易產生偏差及誤判的解讀情形。至於何以後代記載形成

如此多義和失準的問題，這一方面固然源於傳播、述錄過程中容有逐漸產生訛誤的

現象，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隋代以降諸師有意識地對先前佛性論進行類型分判的主觀

詮釋結果。 

五、結論 

本文在參照諸多前行研究成果之基礎上，以《大般涅槃經集解》之注文為對

象，重新考論梁代靈味寺寶亮的佛性義，可得圖一： 

                                                 

80 吉藏，《勝鬘寶窟》，《大正藏》第 37 冊，卷下末，頁 83 中。另按，文中「靈味淳師」之

「淳」字，《大正藏》依據久原文庫本又作「涼」，應為文字訛寫故有不同。同前引，頁 83，頁

面下校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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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寶亮「神明妙體」及其四種佛性分位架構圖 

從圖一可見，寶亮佛性義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提出了「神明妙體」的概念，此神明不

僅根源於法性而來，同時具有作用──此即避苦求樂之解；相對而言，避苦求樂之

解以神明為其本體，二者具有體用關係。 

此解用又分作兩個面向：一是在真諦面的癡業／常解，另是在俗諦面上的生滅

緣慮之心；前者被提取為正因佛性，後者則劃歸為緣因佛性。正因佛性復具有質性

的轉換，即從本來呈現煩惱癡業之用轉為清淨智慧真解的狀態，轉變的關鍵是眾生

在俗諦面上的生滅之心；此心雖本屬生滅無常，卻能透過念念相續而積功累德，並

且在修集中道因緣觀智和眾多善行的過程中，開顯正因佛性本具的避苦求樂之能

力，也促使正因佛性真正轉成清淨常恆的真解。此種由神明所開出的體用架構以及

表現為真、俗二諦之用的特徵，不僅顧及有情生滅緣慮心識的現象，同時也為修行

者主體和無為法性間搭建起一道連結的橋樑，這便是「真、俗共為神明」的特殊意

義。 

至於二因完滿之際，便成就菩提，因而導出果佛性的佛果以及果果佛性的涅

槃，二者同時獲致，但在意涵上，涅槃更加體現出完備眾德及妙有不空的一面。 

此外，本文亦考論了歷代述錄寶亮佛性義的相關記載，發現後代記載具有諸多

歧義，並且在比對注文內容後，確認這些後代述錄在概念詮解之精確性上也略具誤

差。一方面反映出文獻徵引上的信實問題，另一方面對於隋代諸師何以產生如此紛

雜的佛性論記載現象，值得向後尋索探究。 

神明妙體 

法性、真如 

避苦求樂之解 
俗諦面：念念生滅 

但相續不斷之緣慮心 

真諦面：癡業／常解 

正因佛性 

緣因佛性 

佛果＝一切智

果佛性 

（大）涅槃 

果果佛性 
本體 作用

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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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中國佛學史的脈絡而論，從竺道生開起中國佛性論述的新頁後，繼起者不

乏其人。除本文討論的寶亮外，前於寶亮的僧宗已曾提出「因地神明」的概念，81 

究竟當時涅槃諸師對於「神明」的看法為何？又是如何衍生為寶亮「神明妙體」之

概念？至於寶亮以後的梁武帝也強調神明妙體的重要性和獨特性，82 究竟兩人之

說有無差別、差別何在？這些問題，皆可以持續考究之。 

 

（責任校對：李奇鴻） 

                                                 

81 關於僧宗提出「因地神明」之概念，其說如下：「僧宗曰：釋所以雖有殺生而佛性無損也。何

者？夫因果之道，義實相關。有因則有果，無因則無果。正以佛性不離因地神明，故言住陰中

耳，豈得責使已有一法，與陰為一，不可傷耶。」復見如云：「僧宗曰：第二明乖理取相，起

斷、常之執也。夫生死之中，雖云無我，而性理不亡，神明由之而不斷也。」最後又見云：「僧

宗曰：此辨正因性也。言此神明是佛正因，因此能生善五陰，乃至菩提。」寶亮等，《大般涅槃

經集解》，卷 19、20、66，〈如來性品之第二〉、〈如來性品之第三〉、〈迦葉品之第四〉，頁

454 中、459 中、586下。 
82 有關梁武帝對「神明」和「心」的說解，可參僧祐，《弘明集》，《大正藏》第 52 冊，卷 9，

〈大梁皇帝立神明成佛義記〉，頁 54 中-5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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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exploration of the Buddha Nature Theory of  

Ling-Wei Bao-Liang 

Hsieh Hsien-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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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finition of Buddha Nature by Ling-Wei Bao-Liang 靈味寶亮 (444-509) 

has long been controversial in history, and this leads to different explanations of 

Buddha Nature theories nowadays. This research will approach Mahā-parinirvān.a-

sūtra with Collected Annotations 大般涅槃經集解 to reclarify its Buddha Nature 

theory. 

Bright Spirit and Inconceivable Substance 神明妙體, the concept which was 

proposed by Bao-Liang’s Buddha Nature theory, originated from Dharmatā and 

contains the mechanism to avoid suffering and to attain happiness. In addition, it can 

be separated into two aspects: Ultimate Truth 真諦 and Conventional Truth 俗諦. In 

the ultimate aspect, it appears as delusion or common explanation; in conventional 

aspect, as arising mind and ceasing affinity. The former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Direct 

Cause of Buddha Nature 正因佛性. Meanwhile, the latter is classified as the Indirect 

Cause of Buddha Nature 緣因佛性. This classification implies that “the bright spirit 

comprises both the real and the secular 真、俗共為神明.” The sentient beings’ 

arising and ceasing mind will accumulate merits in the processing mind stream in the 

aspect of Conventional Truth. As a result, the mechanism of Direct Cause of Buddha 

Nature (which is avoiding suffering and attaining happiness) will contribute to turning 

afflicting emotions into Pure Wisdom 清淨智解 . Once the two causes reach 

completion, Buddhahood 佛果 and Nirvān.a (大)涅槃 will both be achieved. The 

former is called Effect of Buddha Nature 果佛性, and the latter is named Final Result 

of Buddha Nature 果果佛性. These two are obtained simultaneously; however, in 

terms of the meaning, Nirvān.a better reveals the completion of all virtues and the 

concept of “all things existing beyond emptiness 妙有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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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Bao-Liang 寶亮, Direct Cause of Buddha Nature, Indirect Cause of 

Buddha Nature, Bright Spirit and Inconceivable Substance, Mahā-

parinirvā n.a-sūtra with Collected Annotations 大般涅槃經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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