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試論牟宗三對天台智顗「不斷斷」思想之詮釋 

 
 

 29 

試論牟宗三對天台智顗「不斷斷」思想之詮釋 

 
 

林 建 德 ∗ 
 

摘要： 

本文探討牟宗三《佛性與般若》一書，對於天台智者「不斷斷」之

詮釋。首先論述牟宗三所認為的智顗之原初洞見，接著分析牟宗三對「不

斷斷」概念之解讀，最後再對牟宗三之詮解作一檢討與反省。 

對於牟宗三所闡釋的「不斷斷」，本文認為此一概念，應是為符合

天台圓教義理系統之論述而來，已帶有一定的預設；即智顗應是先有圓

教之觀點，再以「不斷斷」之提出，使其成為圓教的要件之一。此外，

牟宗三認為「煩惱即菩提」等語句，乃是「不斷斷」之理境，但此理境

是否可理解為圓實說，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如在其它的大乘經典即指出

此為對治之用的隨宜說；而且其中隨宜的對治作用，若理解與運用不

當，也易於產生負面之效應。 

關鍵詞：牟宗三、不斷斷、詭譎、圓實說、隨宜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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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間同異的比較；關於此等問題頗具意義，也暫待日後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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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Investigation into Mou Zongsan’s 
Interpretation of Tiantai Zhi-yi’s Concept of 

“the Extinction of Un-Extinction” 
 
 

Kent Lin ∗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Mou Zongsan’s interpretation of Tiantai Zhi-yi’s 
concept of “the Extinction of Un-Extinction” as treated in his book Buddha 
Nature and Perfection of Wisdom. At the outset, Mou Zongsan’s presentation 
of Tiantai Zhi-yi’s original insights is introduced and subsequently, his 
understanding of Zhi-yi’s idea of “the Extinction of Un-Extinction” is 
analyzed. The paper then concludes with a critical reflection upon Mou 
Zongsan’s interpretation of “the Extinction of Un-Extinction”.  

In this paper, I attempt to point out that the concept of “the Extinction 
of Un-Extinction” is meant to cohere with Tiantai’s theoretical structure of 
the “Consummate Teaching” and furthermore has its own inherent pre- 
supposetion -- it appears as though Zhi-yi gives rise to the viewpoint of 
consummate teaching first, and thereupon develops his interpretation of “the 
Extinction of Un-Extinction” as one of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of the 
“Consummate Teaching.” Discord with Mou Zongsan’s interpretation, this 
paper also examines the validity of the claim that “Vexation is Bodhi” 
belongs to the very same theoretical domain as “the Extinction of 
Un-Extinction.” Doubt is raised over whether sayings such as “Vexation is 
Bodhi” or “the Extinction of Un-Extinction” could rightfully be considered a 
“Consummate and Truthful Teaching.” For instance, other Mahayana sutras 

                                                
∗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Religion and Culture, Buddhist Tzu Chi University 



 

試論牟宗三對天台智顗「不斷斷」思想之詮釋 

 
 

 31 

treat this claim as being merely a kind of “Flexible Measures” intended to 
cure mental afflictions. Moreover, such a temporary treatment tends to have 
negative effects if misunderstood or applied inappropriately. 

 
 
 

Keywords : Mou Zongsan, the Extinction of Un-Extinction, Changeful, 
Consummate and Truthful Teaching, Flexible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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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隋代天台智顗大師是中國佛教中深富原創性的思想家，提出諸多佛

學新見解，「不斷斷」即是其一。而近人牟宗三雖是玄思高妙的儒學宗

師，但對佛學的詮釋，也有他個人之看法，《佛性與般若》一書即是具

體的成果。在此書中，牟宗三特重天台宗的思想，對於智者的觀點多所

推崇，其中「不斷斷」之概念，牟宗三在書上著墨甚多，認為智者「最

原初最根源之洞見」，可從「不斷斷」中顯示，依此洞見決定了天台圓

教之所以為圓教的原因。1 

本文即是對「不斷斷」此概念進行考察，首先論述牟宗三所認為的

智顗之原初洞見，以理解智者提出「不斷斷」一詞之脈絡，接著分析牟

宗三對「不斷斷」概念之解讀，最後再對牟宗三之詮解作一檢討與反省。 

二、牟宗三論智顗之原初洞見 

（一）智者以《法華經》為宗 

牟宗三對於佛教思想的抉擇，接受智者的看法，認為《法華經》所

揭示的教相大意，才是最為究竟的，認為《法華經》所說不是第一序上

的問題，而是第二序的問題，其沒有特殊的教義與法數，所關心的是佛

意或佛之本懷，而此是權實、迹本的問題，而以「開權顯實」、「開迹顯

本」此兩個面向，來成立圓實教以明佛之本懷。2 

進一步說，智者認為《法華經》廣明一佛乘道理，著眼於如來設教

                                                
1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下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3年），頁 598-601。 
2 同上註，頁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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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之元始，以釐清隨宜說法所帶來的各種問題，而此正是《法華經》

不同於他經之所在。智者舉出了《華嚴》、《阿含》、《方等》、《般若》、《涅

槃》等諸經，說明其乃是隨宜說法，偏重在「逗會他意，令他得益」上，

而不處理施設權法意趣之所在，如《華嚴》以接引別、圓二機為主，但

不辨如來說頓之意；《阿含》不明如來曲巧施小之意；《方等》不明並對

訶讚之意；《般若》不明共、別之意；《涅槃》不委說如來置教原始結要

之終。意即，以上諸經偏於隨宜說法以度化眾生，但並未說明何以如此

施教及其意趣之所在；而《法華經》乃是以「但論如來布教之元始」、「說

教之綱格，大化之筌蹄」為宗旨。3除《法華經》外，餘經是不開權顯實、

也不發迹顯本；而就是因為《法華經》能「拂之以權迹，顯之以實本」，

                                                
3 《法華玄義》「釋教相」之「大意」：「（教相）大意者，佛於無名相中，假名
相說，說餘經典，各赴緣取益，至如《華嚴》初逗圓別之機，高山先照，直

明次第不次第，修行住上地之功德，不辨如來說頓之意。若說四《阿含》，……

而通說無常，知苦斷集證滅修道，不明如來曲巧施小之意。若諸《方等》折

小彈偏歎大褒圓，慈悲行願事理殊絕，不明並對訶讚之意。若《般若》論通

則三人同入，論別則菩薩獨進，廣歷陰入盡淨虛融，亦不明共別之意。若《涅

槃》在後，略斥三修，粗點五味，亦不委說如來置教原始結要之終。凡此諸

經皆是逗會他意，令他得益，不譚佛意，意趣何之？今經（指《法華經》）不

爾。絓是法門綱目、大小觀法、十力無畏、種種規矩，皆所不論，為前經已

說故。但論如來布教之元始，中間取與漸頓適時，大事因緣究竟終訖。說教

之綱格，大化之筌蹄，其宿殖淳厚者，初即頓與，直明菩薩位行功德，言不

涉小。……其不堪者，隱其無量神德，以貧所樂法，方便附近，語令勤作，

文云：我若讚佛乘，眾生沒在苦。如此之人，應以此法漸入佛慧。既得道已，

宜須彈斥，即如《方等》以大破小。……若宜兼通半滿洮汰，如《大品》遣

蕩相著，會其宗途。文云：將導眾人欲過嶮道。過此難已，定之以子父，付

之以家業，拂之以權迹，顯之以實本。當知此經唯論如來設教大綱，不委微細

綱目。」（智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10上，《大正藏》册 33，頁 800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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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開權顯實、發迹顯本為其之綱骨，所以《法華經》是「唯論如來設教

大綱」，至於其它經典──如《華嚴經》，則因不攝小機，不開權亦不發

迹，故不能說是真圓教。 

就智者大師之說法，由於《法華經》開權顯實、發迹顯本，在此開

顯作用上顯出佛教權實二智之大用，此權實二智斷疑生信，帶領人走入

最高最圓的解脫；而也因為《法華經》明辨權實，能「開粗顯妙」，使

得在低頭舉手之間，皆使眾生得成佛道。4 

對於智者所言「低頭舉手皆成佛道」，牟宗三有其獨到之發揮，視

此之中含有智者「最原初最根源之洞見」，此洞見乃決定了天台圓教之

所以為圓教的原因。5尤其牟宗三認為智者發揮《維摩詰經》的理境，6並

把此理境融攝於《法華經》開權顯實之大綱，使其相應法華圓實教，確

定了天台圓實教的地位。至於牟宗三所認為的智者之「原初洞見」為何，

智者如何依此標示出天台圓教之獨特性格，以下即進行初步論述。 

（二）智者之原初洞見 

牟宗三認為智者之原初洞見，乃在於「低頭舉手皆成佛道」中隱含

                                                
4 《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9：「決了粗因同成妙因，決諸粗果同成妙果，故低頭
舉手，著法之眾皆成佛道，更無非佛道因。佛道既成，那得猶有非佛之果？

散善微因今皆開決，悉是圓因。何況二乘行？何況菩薩行？無不皆是妙因果

也。」（同上註，頁 795下-796上） 
5 如牟宗三說：「若真想內在地即義理地極成此圓教，即如圓教之實而不走作而
極成之，則必有一義理之實（不是分解的曲說的義理）而後可。此義理之實

須靠一『元初的洞見』。此元初的洞見是天台智者大師的智慧識見，當然是由

那圓教規模而啟發出者。此洞見中之義理之實不見于《法華經》，乃是智者大

師之所抒發。」（同註 1，頁 598） 
6 此將在後面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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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即」字意；7從「低頭舉手皆成佛道」，顯示一切皆可視為成佛之因。

換言之，既然《法華經》的綱骨在開權顯實、發迹顯本，而在此指導原

則下，所謂的凡夫行或小機行，在未來都得以成佛。今日雖屬凡夫小機

之境，但透過佛施與權教之方便說、差別說，在此權教經過開決後，開

權顯實，則凡夫或小機皆是佛因皆可成佛；故法華在眾生成佛前，不離

凡夫任一根機、任一乘行，能即於凡夫、二乘、菩薩之任一行，或者即

於九法界、即於六道眾生及聲聞、緣覺與菩薩之任一法而成佛，如此即

於一切，為法華圓教高明之處。 

對於法華能即於一切乘行而成佛，即於任一法界而成佛，牟宗三引

《維摩詰經》作進一步之發揮，認為法華收攝了《維摩詰經》之理境。

如《維摩詰經》說： 

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如是見無為法入正

位者，終不復能生於佛法，煩惱泥中乃有眾生起佛法耳。又如殖

種於空，終不得生，糞壤之地，乃能滋茂，如是入無為正位者，

不生佛法。起於我見如須彌山，猶能發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心，生佛法矣，是故當知一切煩惱為如來種。譬如不下巨海，不

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8 

牟宗三認為上述的重點，在於表明「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

之意涵──菩提必即於煩惱而生，涅槃亦必即於生死而成。相關的意

涵，牟宗三亦引了《維摩詰經》所說「若菩薩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

                                                
7 同註 1，頁 598。而牟宗三認為此「即」字意，就是智者所說的「不斷斷」（詳
後）。 

8 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中，《大正藏》册 14，頁 549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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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真正圓融高妙的教法，乃是「即佛道即于非道而見」，是方便權說

與究竟實說交互運用，權實間相即不離，如此才透露出法華開權顯實之

精義。9 

對於法華開權顯實，能「即於淫怒痴而得解脫」，牟宗三亦以智者

所言之「不斷斷」作進一步之發揮，認為天台智者之原初洞見即在於此。

本文接下來即針對此「不斷斷」作為討論的重點。 

三、牟宗三「不斷斷」概念之詮釋 

牟宗三視「不斷斷」為智顗之洞見，而此「不斷斷」，牟宗三在其

書中亦致意再三。事實上，智者在其著述中，已數次提到「不斷斷」一

詞，如《法華玄義》卷第九上談到圓門入實觀時以十義判別圓，之中「斷

斷」與「不斷斷」是判攝的關鍵之一。10即就智者思想而言，認為圓教

是「不斷斷」的，此不斷智者又稱作「不思議斷」、「圓斷」，和別教所

言之「斷斷」恰有不同。但到底「不斷斷」和「斷斷」有什麼不同，「不

斷斷」的意涵，確如《維摩詰經》所說「即於淫怒痴而得解脫」，或者

說，「不斷五欲而淨諸根」11如何可能，與「斷五欲而淨諸根」之分別等，

                                                
9  同註 1，頁 500-560。 
10 如智者在《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9說：「五約斷斷不斷斷者。夫至理虛無，無
明體性本自不有，何須智慧？解惑既無，安用圓別？涅槃云：『誰有智慧？誰

有煩惱？』淨名曰：『婬怒癡性即是解脫』，『又不斷癡愛起於明脫。』此則不

論斷不斷。大經云：『闇時無明，明時無闇；有智慧時，則無煩惱。』此用智

慧斷煩惱也。若別有門，多就定分割截，漸次斷除五住，即是思議智斷也。

乃至三門亦如是，是為別四門相。若圓有門，解惑不二，多明不斷斷；五住

皆不思議，即是不思議斷。乃至三門亦如是，是為圓四門相。」（同註 3，頁
788下-789上） 

11 智者《妙法蓮華經玄義》認為：「不斷五欲而淨諸根，又過五百由旬，即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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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可探討的問題。以下即依牟宗三之詮釋對此命題作進一步之論述，

歸納牟宗三對「不斷斷」之說法如下： 

（一）引自《維摩詰經》之說明 

牟宗三在解說此概念時，多次援引《維摩詰經》，如先前所提到的：

「當知一切煩惱為如來種」、「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以及

「若菩薩行於非道，是為通達佛道」等，還包括如下之命題： 

「言說文字皆解脫相。……無離文字說解脫也」 

「舍利弗言不復以離淫怒癡為解脫乎」 

「但除其病而不除法」 

「一切眾生皆如也，一切法亦如也，眾聖賢亦如也，至于彌勒亦

如也。」 

「一切眾生即菩提相」 

「一切眾生畢竟寂滅，即涅槃相，不復更滅。」12 

從這些命題中，牟宗三試圖指出主觀的心（「解心無染」）與客觀存

在之法是兩不相礙的，煩惱無所謂斷不斷可言，但相應此法理而解心無

染，即有「不斷斷」。牟宗三認為此「解心無染」，不是獨立於外的清淨

自體，而是「即於一切法之法理之如而當體即如其如而如之」，此才是

「不斷斷」，亦曰「解惑不二」；換言之，淫怒痴等惑事與解心無染之心

是相即不二的，而只有此相即不二的「不斷斷」才是圓佛之斷。13 

                                                                                                              
斷義也。」（同註 3，頁 789中） 

12 同註 1，頁 599-600。 
13 同註 1，頁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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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對於華嚴之「緣理斷九」而說 

天台之「不斷斷」，乃是即於九法界之「不斷斷」，此是相對於華嚴

之「緣理斷九」而說，由兩者之對照才顯現出天台教理之高圓。換言之，

華嚴之「緣理斷九」，是以真如理為依而斷離九法界，此九法界與佛界

不能相即，故無明與法性不能同體，真心隨緣還滅時，真如之理斷掉九

界、斷掉無明，才顯出佛界及法性。而牟宗三以天台之立場，評點華嚴

之「緣理斷九」，認為是「以真心不即妄歸真，乃離妄歸真故。此即天

台宗所謂緣理斷九，屬斷斷也。」14顯示出天台「不斷斷」與華嚴「斷

斷」（緣理斷九）之別。而智者表示：「善滅者不斷斷，不善滅者是定斷

也」，15「不斷斷」明顯高於「斷斷」，但「斷斷」並非惡法，亦不是誤

入歧途，只是其不似圓教「不斷斷」之高妙圓滿。 

可知，「不斷斷」從「病除而法存」來談，此如來藏心不必唯真心，

其體具一切生死等法是可能的，主觀之無明與客觀法性兩者間，並不是

非此即彼的排中關係。相對的，在華嚴之中的「緣理斷九」，真心為無

明所覆，故必須破無明真心始顯，而破無明即破九界也，所以無明與法

性不相即，真心與九界是岔開而無所交涉。   

（三）「不斷斷」彰顯天台圓教性格 

「不斷斷」乃是即於一切法之「不斷斷」，如牟宗三所言是即於一

切法之法理之如而當體即如其如而如之，並稱之為「解惑不二」、「解惑

無染」。此是相應於《法華經》之開權顯實，決了一切的圓教義理系

統。16因此，牟宗三表示此一切法之開決，即顯示出「不斷斷」，以此不

                                                
14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上冊（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3年），頁 478。 
15 智顗，《維摩經玄疏》卷 2，《大正藏》册 38，頁 526中。 
16 如智者《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9說：「開一切愛見，煩惱即是菩提……開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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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一切無明之法的洞見，彰顯天台圓教性格，而這正是從《法華經》開

權顯實、發迹顯本以及《維摩詰經》不斷淫怒痴而得解脫而啟發出的。17  

（四）從教化眾生談「不斷斷」 

就接引眾生而言，「不斷斷」之「但除其病而不除其法」，其作用亦

是為了教化眾生。依據「不斷斷」之理，不破無明與九法界，所以能出

入九界而接引九界之界生，可即於無明以度眾生。至於華嚴系統之真

心，不能即九界而度眾生，是「斷九」始達佛界之境，所以在教化眾生

上有其限制。不過，華嚴之真心是先肯定眾生皆具佛性，以此作安頓，

然後才有教化之可能，是以起眾生之信為主，其重點在成佛之根據，而

未必是著重於教化。但就天台觀點，性具圓教之「不斷斷」，非但肯認

成佛之根據，也具備了教化九界眾生之作用。 

（五）「不斷斷」為一念無明法性心 

牟宗三認為智者圓教系統所依而成之義理是「一念心」，此一念心

即如來藏理，亦是「無明法性心」（亦曰「無住本」），18是相應於「不斷

                                                                                                              
生死即是涅槃，故云：世間相常住。開一切凡人即是妙人，故云：一切眾生

皆是吾子。開一切愛見言教即是佛法……開一切眾生即是妙理。……開一切

小乘法即是妙法，故云：決了聲聞法是諸經之王。……開一切聲聞行即是妙

行，故云：汝等所行是菩薩道。開一切聲聞理即是妙理，故云：開方便門，

示真實相。開諸菩薩未被妙者，今皆得圓，故云：菩薩聞是法疑網悉已除。

別教有一種菩薩，三藏亦一種菩薩，通教一種菩薩，未決了者，今皆開顯。

若門若理，無不入妙，是名開權顯實，決粗令妙也。」（同註 3，頁 792中-下） 
17 同註 1，頁 602。 
18 牟宗三解釋「無住本」是指「法性無住」與「無明無住」兩面，法性無住處，
法性即無明；無明無住處，無明即法性，而這種來回之相即，是法性與無明

在「不斷斷」中而為同體之不思議境，所以說「一念無明法性心」，此一念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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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中的「即」之原初洞見而來的存有論之圓具。19此「一念無明法性

心」，是具一切法的一念心，相應於開權顯實之圓教，而在「不斷斷」

中圓具一切法（如三千世間法）。20 

在「不斷斷」中的一念心，法性與無明中相即為一亦是著重的要點。

一念心即具一切法，此具一切法之一念心，亦含攝無明和法性於其中，

所以稱「一念無明法性心」，因此又是不可思議一心，有不可思議境及不

可思議斷，使三千世間法及十法界眾生皆成佛法。就十法界言，十界互

融如水（妙），情執十界局限如冰（粗），故決粗令妙，開權顯實。依此

義，知成佛必即九法界而成佛，九界與第十佛界互融如水，皆成佛法，

此也是「不斷斷」。就有無明在內之九界言則曰「不斷」，就開權顯實皆成

妙法則曰「斷」，所以必須從「不斷斷」之層次了解一念三千不思議境。21 

此一念無明法性心中有法性、有無明，其中法性就空如說，無明就

十法界之差別相說，在十法界中不出迷悟染淨，也不外無明法性，所以

「無明即法性」、「法性即無明」，只是說的面向不同。約無明說，眾生

具如來藏不思議佛法；約法性說，如來藏具生死雜染。如此，斷煩惱是

「不斷斷」，而法性具惡，無可斷也；修行是「不修修」，即性是修，無

                                                                                                              
能生一切法，能具十法界，亦名「性具」、「理具」。（同註 1，頁 611-612；或
尤惠貞，《天臺宗性具圓教之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19 同註 1，頁 603。 
20 如智者《摩訶止觀》所說︰「夫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成）百
法界。一界具三十種世間。百界即具三千種世間，此三千在一念心。若無心

而已，介爾有心，即具三千。……若從一心生一切法者，此則是縱。若心一

時含一切法者，此則是橫。縱亦不可，橫亦不可，祗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

心，故非縱非橫，非一非異，玄妙深絕，非識所識，非言所言，所以稱為不

可思議境，意在於此。」（智顗，《摩訶止觀》，《大正藏》册 46，頁 54上） 
21 同註 1，頁 604-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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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修也。22換言之，此一念心是無明法性陰識心，此「真心」在「不斷

斷」中見，是依詭譎方式而見，與別教不同，因別教說真心乃是「緣理

斷九」。而此具十法界之一念心，即如來藏理，三道即三德，即「性德

三軌」，在性具系統下開展三因佛性論，由性具而成一存有論的圓具，

在「不斷斷」中而成，性具地具備一切法。23 

（六）須詭譎地理解「不斷斷」 

就牟宗三指出的，「不斷斷」是相對於「斷斷」而言，但「斷斷」

所指，與和「斷」一字的異同，應可作釐清。如果「斷斷」是「定斷」

（如說「不善滅者是定斷也」），則「斷斷」二字中前一字似為虛字，可

能是為加強語氣之用，其意義還是「斷」；而在「斷斷」一詞加否定字

「不」，成為「不斷斷」。但此「不斷斷」之概念和「不斷」間，應有所

不同，此「不斷斷」應視為一整體，其意義似無法分析，也難以從中作

句逗。此如同牟宗三所言，該視其為一特殊的表達方式，為一詭譎之說

法，是智者所謂的「不思議斷」、「圓斷」等概念。倘若如此，「不斷斷」

這樣的詭譎詞組，或可視為是專有名詞（proper noun），存在著正反的辯

證性的思想在其中，而成其為詭譎說。 

關於「不斷斷」，牟宗三所常用的描述語，即是「詭譎」二字。如

                                                
22 牟宗三引荊溪《法華玄義釋籤》之解釋說明無明、法性之相即如下：「從無住
本立一切法者，無明為一切法作本。無明即法性，無明復以法性為本，當知

諸法亦以法性為本。法性即無明，法性復以無明為本，法性即無明，法性無

住處。無明即法性，無明無住處。無明法性雖皆無住，而與一切諸法為本，

故云從無住本立一切法。」（湛然，《法華玄義釋籤》卷 15，《大正藏》册 33，
頁 920上-中；或同註 1，頁 611） 

23 同註 1，頁 613-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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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說： 

「在『不斷斷』之解脫中依詭譎方式見」24 

「『三道即三德』仍是『不斷斷』之詭譎方式下的語句」25 

「依詭譎之方式而為『不斷斷』之解脫」26 

如此的詭譎，如同「無明即法性」、「法性即無明」，或者如同牟宗

三所引之「即於淫怒痴而得解脫」、「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等，

皆是使兩個對反語詞能相即而得到統合。而所謂的「不斷斷」，乃是「不

斷」與「斷」兩對反概念可同時顯現於同一個字句中，此「不斷斷」是

為表達「即」字之意涵，27這是牟宗三在「原初之洞見」時一開頭就指

                                                
24 同註 1，頁 613。 
25 同註 1，頁 613。 
26 同註 1，頁 614。 
27 但究竟此「即」（包括「六即」中的「即」）是什麼意義呢？可視為是「等於」
或是「成為」之意？或是有辯證性的對反意義？「不斷斷」的「即」義和《般

若經》所談之「即」義（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否相同或相異？等，

此成了相當複雜的問題，也引起是古來諸多的討論。對於中國佛教之「即」

字，陳榮灼曾作了一些哲學性的分析；其指出「即」的梵文可以是“yad...tad”
或“eva”，或引申為「不異」（naprthak）的意思，即「沒有差別」（no difference）；
而與「即」字最接近的英文字為“identity”，而可譯作「同一」或「同一性」。
（陳榮灼，〈「即」之分析──簡別佛教「同一性」哲學諸型態〉，《國際佛學

研究》創刊號（1991年），頁 1-22） 
  此外，關於「即」的探討，在吉藏《大乘玄論》分有二義，其一表示二種事
象完全是一體而為不二之即，其二表示二種事象之體有別，但互不相離之即。

（吉藏，《大乘玄論》卷 1，《大正藏》册 45，頁 21下-22上） 
  而根據知禮《十不二門指要鈔》將「即」分三種：一是「二物相合」之即，
如說「斷煩惱、證菩提」；二是「背面相翻」之即，如說「迷時即煩惱，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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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天台宗藉此展現圓教最高境界。 

進一步說，對此詭譎說，牟宗三認為是「如性」的圓頓表達方式，

而顯現中國佛學當體即是、不假分析的論述風格；如牟宗三說： 

依天台，成立圓教所依據之基本原則即是由「即」字所示者。如

說菩提，必須說「煩惱即菩提」，才是圓說。如說涅槃，必須說

「生死即涅槃」，才是圓說。如依煩惱字之本義而分解地解說其

是如何如何，進而復分解地說「斷煩惱證菩提」，或「迷即煩惱，

悟即菩提」，或「本無煩惱，元是菩提」，這皆非圓說。28 

就牟宗三看來，圓教表達的方式乃是不假分析、當體即是的；一旦

透過分析去解說「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都不算是圓教之說。

換言之，一旦透過分別、分解的方式，詭辭就不再是詭辭、辯證也不會

是辯證。29 
                                                                                                              
即菩提」；三是「當體全是」之即，如說「本無煩惱，元是菩提」。其中唯有

當體全是之即才屬於圓教之極談，天台與禪宗皆以當體全是之「即」為極至

之法。（知禮，《十不二門指要鈔》，《大正藏》册 46，頁 707上-中） 
  再者，天台宗另立圓教菩薩六行位而為「六即」，顯示出重「即」之一面。 

28 牟宗三，〈圓善論〉，《牟宗三全集》（台北：聯經出版社，2003年），頁 266。
此外，牟宗三也說：「生死與涅槃，煩惱與菩提，總持言之，即是無明與法性。

無明與法性若是異體，則雖依而不即，猶各自住，這是別教；若是同體，依

而復即，純依他住，並無自住，方是圓教。」（頁 267） 
29 牟宗三認為：「《般若經》裡邊詭辭特別多，《老》、《莊》裡邊的詭辭也特別多。
佛教中一說詭辭，必定拿《般若經》做代表。在分解方面不能說詭辭，詭辭

只能在非分解的般若方面講，正如道家詭辭只能在玄智方面講。」因此，牟

宗三即區分「分別說」與「非分別說」兩種思維言說方式，認為非分別說，

才是表達「圓教」之模式。（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牟宗三全集》（台

北：聯經出版社，2003年），頁 147、頁 33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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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不斷斷」顯示佛境界 

雖然牟宗三對「不斷斷」的描述，彼此間雖未必全然一致，但皆是

透過「不斷斷」一語，來彰顯佛境界。以下是牟宗三對「不斷斷」之敍

述： 

「即於淫怒痴而得解脫，此名曰『不斷斷』」30 

「即於一切法之法理之如而當體即如其如而如之，此即是『不斷

斷』」31 

「在『不斷斷』，它必須存有論地圓具一切法」32 

「九界與第一界互融如水，皆成佛法，此是『不斷斷』也」33 

「吾人必須在『不斷斷』之層次上了解那一念三千之不思議境」34 

「法性與無明在『不斷斷』中相即為一，即成『一念無明法性心』」35 

                                                                                                              
  不過，如果「不斷斷」此一詭譎概念，不能用分解的方式去理解，則似難以
掌握此概念之確切意涵，或者這個概念對一般人而言是難以理解的。但是用

分析的方式，理解此詭譎概念，此概念已不是詭譎的概念。換言之，就牟宗

三所言，「不斷斷」之概念是非分解的、是詭譎的，但人的理解與討論，卻又

不能不透過分解的，否則精確意義無從掌握，而可能是屬於宗教體驗的部份，

歸於神秘和獨斷的範疇，所以這之中亦存在一種弔詭；也或許這種弔詭，正

是牟宗三所要表達的詭譎意涵之一。 
30 同註 1，頁 600。 
31 同註 1，頁 600。 
32 同註 1，頁 604。 
33 同註 1，頁 605。 
34 同註 1，頁 605。 
35 同註 1，頁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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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即在『不斷斷』中見。」36 

「在『不斷斷』中成佛……在不斷斷中，十界互融為佛」37 

以上列舉部份牟宗三對「不斷斷」之使用，而此語彙亦可說是佛果

境界的敍述，近似於真如、涅槃等之稱。因此「不斷斷」不只是一種說

法的方式（即詭譎說）。如果把其間使用的方式相互替代，其中的語義，

皆可說是標示出佛教的最高境界。可知，若「不斷斷」是個詭譎的概念，

或如牟宗三所認為的，乃是圓教系統中的非分別說，而不是語言之分別

概念所能理解的境界語，則此境界即是佛境界。 

綜合上述，牟宗三認為「不斷斷」之洞見，決定天台為圓教之實，

「不斷斷」使能即於九法界、即於一切法、即於一切眾生；也就是說，

「不斷斷」中所含有之「即」義，能保住一切法而使其圓滿無盡，使法

華得以開權顯實發迹顯本，而從此義理以成立天台圓教。此天台圓教，

對於一切法有根源性地說明（「無住本」），是一存有論的圓具（此「具」

亦是「即」義），而「不斷斷」即依此存有論圓教而說，或者說，唯有

圓教之言說型態，才有所謂之「不斷斷」。 
 

四、牟宗三「不斷斷」說之檢視 

以上分析牟宗三書中對於「不斷斷」之解說。牟宗三認為「不斷斷」

是智者思想之洞見，依此洞見可窺知其整體之思想體系，如開權顯實、

發跡顯本、一念無明法性心、法性即無明、無明即法性、佛性有惡（性

惡說）、十界互互具、性具圓教……等天台之重要義理；或者說，此些

                                                
36 同註 1，頁 613。 
37 同註 1，頁 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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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理都不離「不斷斷」洞見之發揮。 

「不斷斷」在牟宗三之解釋下，固然可以理解，然而再深入追問，

亦存在可探討之空間。其中包括「不斷斷」與圓實說間的關係，以及所

謂的圓實說是否僅是一種對治之隨宜說，以及如此的圓實說可能存在不

當發展的負作用等，皆是可探討的問題。以下分別論述之： 

（一）因「不斷斷」而為圓實說與因圓實說而為
「不斷斷」的區別 

「不斷斷」與圓實說在牟宗三解讀的天台學下，有著密切的關聯；

但兩者間是如何的關聯？是先有圓教系統才發展出「不斷斷」，還是先

有「不斷斷」才開展出圓教系統？  

從這樣的區分，可進一步釐清圓教義理與「不斷斷」之關聯。如果

是因為其為圓教，所以才發展出「不斷斷」之見識，則這可說是立場的

預設，依此預設而推導出「不斷斷」；相對的，如果是先有「不斷斷」

之洞見，再有圓教之系統，則這非是從圓教系統下演繹可得，必須經過

進一步論證才成其為圓教。 

事實上，如此的區別，涉及天台學整體思想的建構問題，如果是先

有圓教的觀念，認可自宗為圓教型態，再一一鋪陳使其成為圓教的條

件，則這樣的圓教系統沒有商討的餘地，可說是獨斷而絕對的，由立場

來決定是非，最後發展的方向是「無往而不圓融」；因為一旦追問其何

以是圓教，則無論如何的回答，都有乞求論點（begging the question）的

困難。相對地，如果是具足各種稱作圓教的條件，才發展出圓教系統，

這時稱之為圓教是較為客觀的，是可以透過客觀論述來說明其為圓教之

原因。 

就牟宗三之解釋，「不斷斷」之「即」是智者之洞見，依此洞見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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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圓教之所以為圓教的原因，才成立天台宗所謂之圓教系統。換言

之，「不斷斷」不是為使天台成為圓教而來的見解，而是因為有「不斷

斷」之洞識，才使天台成為一圓教系統；即天台宗不是因為其為圓教，

所以才發展出「不斷斷」之洞見，而是有「不斷斷」之原初洞見，決定

天台圓教之為圓教的義理系統。 

但可以再作思索的，這樣圓教的決定方式，不也是智者先認可自宗

為圓教，再一一建構使其能成為圓教的各種要件？換言之，牟宗三的論

證是依智者的見解而來，但智者的觀點，似是帶上了圓教的眼鏡，以此

圓教眼鏡看待其系統的建構，因此一切理論似都為此圓教而作，其中也

包括其提出來的「不斷斷」。可說「不斷斷」之思想，亦是為符合其圓

教義理系統之論述而來的，多少有先入為主的預設，而未必考慮到現實

經驗的現象及注重客觀之史實，38因此如何避免僅是純然的宗教信仰式

之論述，則圓教立場的前提應是可再作考慮的；所謂：「圓機對教，無

教不圓」，39其意亦在此。所以，儘管牟宗三認為智者「不斷斷」之原初

洞見，足以成立天台宗所謂之圓教系統，這樣的論據仍可再作商榷。 

（二）圓實說或隨宜說？ 

就圓教而言，表達圓教的方式，必是以非分別說的「即」義來顯示，

因為分解的方式是用語言或概念加以分析、支解的，和真實生命中的般

若智慧並不相應。正因為般若慧必須從主體方面，通過存在的感受而被

                                                
38 如天台宗的「五時八教」判，與歷史事實相合程度為何，應是可以再作思考的。 
39 印順說：「『圓機對教，無教不圓』，具有圓融手眼的作家，要說這部經是圓教，
那當然就是圓教了！」（釋印順，《如來藏之研究》（台北：正聞出版社，1993
年），頁 270）此近似《莊子》〈德充符〉所言：「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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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或被展示，所以一旦落入概念，則很容易的就會執著這個概念，而

落入妄想執著，如此般若智慧就永遠無法展現，所以牟宗三認為分別說

的法，都是可諍、可辯的。 

但「不斷斷」之「即」，以及「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乃至

「淫怒痴性即是解脫」等，是否就是牟宗三所認定的圓實說，可能仍有

不同理解空間。牟宗三認為以上諸語皆是圓說，而「離淫怒痴為解脫」

之「離」卻是方便權說；40但根據印順的考察，大乘經中所説之「煩惱

即菩提」以及《維摩詰經》所說：「卑濕淤泥乃生此華」等語句，皆屬

於對治隨宜之說，而未必是究竟說或了義說。如印順說： 

大乘經中說「煩惱即菩提」等；《維摩詰經》說：「煩惱泥中，乃

有眾生起佛法身」，正如「卑濕淤泥」，乃能生蓮華。這是什麼意

義？龍樹的《中論》這樣說：「涅槃之實際，及與世間際，如是

二際者，無毫釐差別」。這是經說「世間即涅槃」的解說。約實

際說：世間與涅槃無二無別；實際是真如、空性等異名。然約依

緣起滅說，世間（雜染生死法）如幻化、涅槃也如幻化，雖一切

無自性，卻是不能說無別的。否則人人是佛，根本不需要佛教，

更不用說禪與修證了！龍樹《大智度論》說：「癡實相即是智慧，

取著智慧者即是癡」；「諸法如入法性中，無有別異。……愚癡實

相即是智慧，若分別著此智慧即是愚癡，如是愚癡、智慧有何別

異」？這就是「煩惱即菩提」的解說。龍樹的解說，是依《思益

梵天所問經》的。經明「五力」說法，說愚癡與般若不二，是「隨

宜」說，不是了義說。41 

                                                
40 同註 1，頁 600。 
41 此外，釋印順〈「我有明珠一顆」讀後〉中，也引《涅槃經》的觀點來解說《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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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印順的說法，對於「煩惱即菩提」之語句，就勝義諦（實際）

與世俗諦（緣起）二諦而言意涵不盡相同；「煩惱即菩提」語句之所以

能夠成立，是僅就勝義諦而言，因為就「實際」而言，諸法畢竟空，一

切法無自性，故煩惱與菩提、世間與涅槃，皆是如幻如化、空無自性的；

但就世間緣起而言，這些差別必須區分出來，否則既然煩惱即是菩提，

世間、涅槃無所差別，淫怒痴亦可得解脫，則人人皆不須斷煩惱，而皆

已成佛，此和佛教基本精神是相違的。 

再者，據《大智度論》之解說，不是「愚痴即智慧」，而是「痴『實

相』即是智慧」；換言之，要能洞察愚痴之真相才稱得上是智慧；同樣

地，不是「智慧即愚痴」，而是「『分別著此』智慧即是愚癡」，是對於

智慧有所貪戀染執，而有所謂的愚痴。所以，對於「煩惱即菩提」、「生

死即涅槃」等語句，牟宗三的解讀分別是「菩提必即於煩惱而生」以及

「涅槃必即於生死而成」，42對比於印順的解說，在確切意義的理解上，

顯然見其不同之處。 

此外，印順指出《大智度論》的解說，是依《思益梵天所問經》明

「五力」之說法，而所謂「愚癡與般若不二」，乃是「隨宜」說而不是

                                                                                                              
摩詰經》之「卑濕淤泥乃生此華」。印順說：「『卑溼淤泥』中生蓮華，應如《大

般涅槃經》後分說：『一切無明煩惱等結，悉是佛性。何以故？佛法因故（此

是『因中說果』）。從無明、行及諸煩惱，得（有漏）善五陰，是名佛性；從

善五陰，乃至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禪者所推重的《金剛經》也說：『是

法平等，無有高下，以行一切善法故，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淤泥中生

蓮華，是泛淤泥中透出，高出水面，到蓮華開時，不但出淤泥而不染，還『微

妙香潔』呢！總不能『微妙香潔』的蓮花，與『卑溼淤泥』和合不二吧！」

（釋印順，《永光集》（台北：正聞出版社，2005年），頁 237-238） 
42 同註 1，頁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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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義」說。在《思益經》中明如來以「五力」說法，43其中第二項是

「隨宜」，經中對此之解說節錄如下： 

何謂隨宜？佛言：如來或垢法說淨，淨法說垢；菩薩於此應知如

來隨宜所說。梵天！何謂垢法說淨？不得垢法性故；何謂淨法說

垢，貪著淨法故……貪欲是實際，法性無欲故。瞋恚是實際，法

性無瞋故。愚癡是實際，法性無癡故。生死是涅槃，無退無生故。

涅槃是生死，以貪著故。實語是虛妄，生語見故。虛妄是實語，

為增上慢人故。又梵天！如來以隨宜故，或自說我是說常邊者，

或自說我是說斷邊者，或自說我是說無作者，或自說我是邪見

者，或自說我是不信者，或自說我是不知報恩者，或自說我是食

吐者，或自說我是不受者，如來無有如此諸事，當知是為隨宜所

說，欲令眾生捨增上慢故。若菩薩善通達如來隨宜說者，若聞佛

出則便信受，示眾生善業色身果報故。若聞佛不出亦信受，知是

諸佛法性身故。若聞佛說法亦信受，為喜樂文字眾生故。若聞佛

不說法亦信受，知諸法位性不可說故。若聞有涅槃亦信受，滅顛

倒所起煩惱故。若聞無涅槃亦信受，諸法無生滅相故。若聞有眾

生亦信受，入世諦門故。若聞無眾生亦信受，入第一義故。梵天！

菩薩如是善知如來隨宜所說，於諸音聲無疑無畏，亦能利益無量

眾生。44 

                                                
43 關於「五力」，《思益梵天所問經》中有如下之說：「梵天！若菩薩能知如來以
是五力說法，是菩薩能作佛事。梵天言：何謂如來所用五力？佛言：一者語

說。二者隨宜。三者方便。四者法門。五者大悲。是名如來所用五力。」（鳩

摩羅什譯，《思益梵天所問經》卷 2，《大正藏》册 15，頁 40下） 
44 同上註，頁 40下-4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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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依照上述引文來作思考，則不管是「垢法說淨」或「淨法說垢」，

乃至「煩惱即菩提」等，其是否是圓實之說，仍是有待商榷的。如在《思

益經》中，此類命題是歸於「如來隨宜所說」，而牟宗三認為此是依詭

譎方式所作的圓實說，在理解上有很大的不同。對於這一類有反常情的

語句，牟宗三再三致意此乃圓教之特殊表達方式（如「不斷斷」），是依

詭譎方式而見而不是依分解方式見，包括「一念心即具十法界」及「三

道即三德」此皆為「詭譎語」，皆不可視為是權教之分解語；45牟宗三認

為此表達之特殊是圓教開權顯實必然之結果，而一旦依分解而說者，皆

將成為權說。46但印順引《思益經》認為，煩惱即菩提，生死是涅槃、

涅槃是生死，這一類反於常情的語句，都必須從「隨宜說」來了解不同

根機的適應性，否則就誤解佛說的意趣而成為顛倒妄解了。47而這之間

                                                
45 同註 1，頁 615。 
46 同註 1，頁 671。 
47 關於「煩惱即菩提」等語句的解讀，印順在著作中多次作澄清，如：「《大智
度論》的『五方便』說，出於《思益梵天所問經》。佛的說法，依五種智力，

所以有不同的說法。……二、『為何事故說』，經作『隨宜』所說。『如來或垢

法說淨，或淨法說垢』，為什麼這樣說呢？垢法說淨，是約煩惱無實性說（與

聖道清淨不同）﹔淨法說垢，是約『貪著淨法』說的。煩惱即菩提，生死是

涅槃，涅槃是生死，這一類反於常情的語句，都應這樣的去了解。如不了解

隨機的適應性，以為垢法就是淨法，淨法就是垢法，那就誤解佛說的意趣而

成為倒解了。」（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台北：正聞出版社，

1994年），頁 1236） 
  以及印順說：「《思益經》明如來以『五力』說法，『二者、隨宜』：『如來或垢
法說淨，淨法說垢。……何謂垢法說淨？不得垢法性故。何謂淨法說垢？貪

著淨法故』。這就是《智度論》所說：『癡實相即是智慧，取著智慧者即是癡』

的意義。一般不知道這是『隨宜』說法，以為究竟理趣。只知煩惱即菩提，

而不知取著菩提就是煩惱！如通達性空，般若現前，那裏還有煩惱？如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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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的差異到底孰是孰非，也有值得探討的空間。 

（三）「不斷斷」圓實說可能的偏差理解 

印順認為大乘文殊法門有關的教典，如《維摩詰經》、《思益經》等，

關於「煩惱即菩提」、「垢法說淨，淨法說垢」等說法，之所以是「隨宜」

說，是為「對治」眾生根機而說的，主要須視為是一種對治法門；48而

如果「對治悉檀」偏頗發展，那是有負面效應的。換言之，若強調圓教

之詭譎說，而如果此詭譎之說，其經典用意是為求對治，一旦忽略其中

含攝的對治義，片面或過於強調「即于淫怒痴而得解脫」，似乎就有走

偏鋒之誤。例如後世佛教發展即以此些觀點，作為理論依據，而提倡神

秘、欲樂，以及梵佛同化的佛教修行方式，因而衍生出可能的弊端，漸

失原初佛教純正樸質的一面。49 

                                                                                                              
煩惱即是菩提，那真是顛倒了！」（釋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台北：正聞

出版社，1994年），頁 141-143） 
48 在《思益經》所說的「五力」中之前四力，其分別是世間、對治、人生善悉
檀、第一義悉檀，印順表示：「佛以五力說法，大概的說：『言說』是世間悉

檀，『隨宜』是對治悉檀，『方便』是為人生善悉檀，『理趣』是第一義悉檀。

這種種說法，都出於『大悲』──利益眾生的方便。知道這，佛法是利濟眾

生的覺音，沒有諍論﹔否則依文解義，作道理會，不免類同世學，失去佛法

的真正意義。從佛五力說法來理解大乘教法，是大乘經師的立場。」（釋印順，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台北：正聞出版社，1994年），頁 1236-1237） 
49 對此印順說：「『文殊法門』，依般若的空平等義，而有了獨到的發展。在家的，
神秘的，欲樂的，梵佛同化的後期佛教，『文殊法門』給以最有力的啟發！」

（同上註，頁 19） 
  印順也表示：「大乘經的『隨宜』說法，在生死眾生心中，適應印度神教的復
興時節，可能會有不同的解說。如後期的祕密佛教，與印度教性力派相同，

從男女交合中去修行成就。」（同註 41，頁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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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本文是對天台智者之「不斷斷」概念進行考察，尤其以牟宗三之詮

釋作依據，來探討「不斷斷」之意義。就牟宗三的看法，「不斷斷」是

智者之原初洞見，此洞見決定了天台圓教之義理系統；法華之開權顯實

發迹顯本，乃至一念三千、無住本、十界互具、三道即三德、佛性有惡

等等，皆是與此洞見相關的脈絡底下發展出來的。 

本文歸納牟宗三「不斷斷」概念之詮釋，可分為以下七點：（一）

以《維摩詰經》來說明「不斷斷」；（二）「不斷斷」是相對於華嚴之「緣

理斷九」而說；（三）「不斷斷」彰顯天台圓教性格；（四）「不斷斷」是

為教化眾生而說；（五）「不斷斷」為一念無明法性心；（六）「不斷斷」

須採詭譎地理解方式；（七）「不斷斷」顯示佛境界。 

對於牟宗三所闡釋的「不斷斷」，在本文中，也提出三點初步反省

的意見。首先，關於「不斷斷」與圓實說間的關係，本文認為「不斷斷」

此一見解，應是為符合其圓教義理系統之論述而來，多少有先入為主的

預設；即智顗可說是先有圓教之觀點，再以「不斷斷」之提出，使其成

為圓教的要件之一，如此使得其圓教理論，傾向於宗教信仰的安排居

多。第二，牟宗三認為「煩惱即菩提」等語句，即是「不斷斷」之理境，

而此理境所表達的皆是圓實說。但所謂「不斷斷」的圓實說，其可能僅

是一種對治的隨宜說，如本文引用《思益經》之觀點，說明經典視此為

對治之用的隨宜說，因此其是否僅為圓實說，就有待探討。第三，如果

忽略「不斷斷」、「煩惱即菩提」等其中隨宜的對治作用，而僅標舉為圓

實說，則似有誤導之嫌，而易使佛教之發展步入了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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