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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對於華嚴教義與唯識學之間的關係問題，向來頗受佛教學界所關

注，但研究成果大都不甚其詳。本文透過賢首法藏對於心識與種性論的

辨析，較為全面地闡釋了唯識思想與華嚴教義體系建構之間的相互關

係。就法藏闡釋華嚴教義的方法立場而言，其基於真如性體所表達的「攝

相歸性」，最典型地代表了華嚴圓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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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嚴教學是中國佛教思想的理論頂峰之一。法藏作為唐代華嚴教義

學建構的代表學僧，基於《華嚴經》教說，對判教、緣起、心識、行位、

佛身、佛土等佛教義學的重要觀念，展開了詳盡而全面的闡論，建構了

佛教義學的龐大理論體系，對後世佛教義學的全面展開具有奠基意義。

他所推展的教理化闡釋與教義學的建構，無不以華嚴圓教為終極。法藏

為了證成能詮與所詮一體的華嚴五教之說，需要從不同面向加以展開。

特別是對當時作為佛教「顯學」的法相唯識義學，更加以密切關注。在

法藏看來，任何一門佛教義學，無不涵攝能詮之教與所詮之法，乃是教

義、法義或宗義（宗趣）的綜合構成。具體地說，所詮義理的差別諸相，

落歸於十門蘊義的諸多差別。法藏指出，五教十義差別的具體內容分別

為：所依心識差別、佛種性差別、行位分齊差別、修行時分差別、修行

依身差別、斷惑分齊差別、二乘回心差別、佛果義相差別、攝化境界差

別以及佛身開合差別。對於五教之間的「十義差異」，就成為法藏華嚴

教義學證成的重要內容。而法藏對中國佛學建構的主要貢獻，很大程度

上即取決於此。 

一、心識之判教 
就華嚴教理系統而言，最先討論心識論題者當推智儼。智儼在其《華

嚴搜玄記》中討論所依心識差別，已涉及阿賴耶識說的辨析。在此基礎

上，法藏指出，小乘心識觀，唯有六識，分別為心、意、識；不過在《增

一阿含經》中提及了阿賴耶識之名。法藏稱：「小乘但有六識義，分心

意識，如小乘論說。於阿賴耶識但得其名，如《增一經》說。」至於大

乘始教，指相始教，其心識義，則如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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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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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說凝然不作諸法，故就緣起生滅事中建立賴耶，從業等種辨體

而生，異熟報識為諸法依，方便漸漸引向真理。故說熏等悉皆即

空，……解云：既齊此不見等處，立為心意等善巧故。是故所立

賴耶生滅等相皆是密意，不令如言而取故，會歸真也。1 

於此可見，大乘相始教以法相唯識義學為代表，為凝然唯識，不具

活動義，得一分生滅，乃是未能融通事法的心識觀。至於大乘終教的阿

賴耶識之說，二分心識，乃是理事融通的心識論。法藏申論稱：「若依

終教，於此賴耶識，得理事融通二分義。故《論》但云：不生不滅與生

滅和合，非一非異，名阿梨耶識。以許真如隨熏和合，成此本識，不同

前教業等種生故。」2凝然真如，未具性相融通，這是始教之所見。這種

辨析，同樣體現於法藏對唯識三性說的辨析中。 

大乘終教的心識義，約其體相和會銷融義來說，對於心識真妄問題

存有廣泛的爭論。如對於華嚴教義所主張的「三界虛妄法，唯是一心作」

之義，《十地經論》基於終教立場上，視之為第一義真心。而《攝大乘

論》則釋之為阿賴耶識；對於法界性，同樣如此。如《寶性論》即釋之

為「如來藏性」。 

至於大乘頓教的心識義，法藏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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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一切染淨相盡無有二

法可以融會，故不可說，為不二也。」3頓教離言說相，主張「一切法唯

                                                 
1 法藏，《華嚴五教章》卷 2，《大正藏》冊 45，頁 484 下。法藏在《華嚴探玄

記》卷 1 稱：「始教中廣說法相，小說真性，所立百法，抉擇分明，故無違諍。

所說八識，唯是生滅法相，名數多同小乘，固非究竟玄妙之說，如《瑜伽》、

《雜集》等說。」（《大正藏》冊 35，頁 115 下） 
2 法藏，《華嚴五教章》卷 2，《大正藏》冊 45，頁 484 下-485 上。 
3 同上註，頁 48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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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如心」，進一步推展了大乘終教中染淨銷融真妄和合無二之義。 

至於華嚴圓教的心識義，法藏指出：「若依圓教，即約性海圓明、

法界緣起、無礙自在、一即一切、一切即一、主伴圓融，故說十心以顯

無盡，如《離世間品》及第九地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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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圓教的心識觀，可分別為同教類型的心識觀與別教類型的心識觀。

就別教心識觀而言，據華嚴性海圓明、法界緣起、無礙自在、一即一切、

一切即一、主伴圓融諸義而說十心無盡，又基於唯一法界性起而稱心具

十德。至於同教心識觀，則綜攝前述諸教所說之心識義，以為方便教說。 

據上所述，法藏提出了二個基本識見。其一是基於五教判，認為諸

教的心識觀具有差別義。其理由就在於性機有別，故立說不同。但根本

而言，一心緣起，佛陀據五門以攝化這些機性差異的眾生，即小乘教法

據攝義從名門，始教據攝理從事門，終教據理事無礙門，頓教據事盡理

顯門，圓教則據性海具德門。最終歸結於華嚴圓教，「不動本而常末，

不壞末而恒本」，五義相融，唯一心轉。 

二、種性與佛性 
法藏從心識觀進而闡述性相論，直至理事觀。沙門法藏的經論知識

極其廣博，使他能夠博綜經論，融攝諸乘，解答當時所面對的佛教義學

問題，特別是當時最為重要的佛種性論議題。 

法藏明確指出，任何佛法的攝受，無不關涉於眾生的根性。至於佛

種性差別，法藏闡釋說：「若依小乘種性有六種，謂退、思、護、住、

昇進、不動。不動性中有三品：上者佛種性、中者獨覺性、下者聲聞性，

                                                 
4 法藏，《華嚴五教章》卷 2，《大正藏》冊 45，頁 485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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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舍利弗等。雖於此中說佛一人有佛種性，然非是彼大菩提性，以於佛

功德不說，盡未來際起大用等故。是故當知於此教中，除佛一人，餘一

切眾生皆不說有大菩提性。餘義如小乘論說。」5 

法藏就小乘種性義的上述申論，主要依據小乘論典《大毗婆沙論》

和《雜阿毗曇心論》。而最後的不動性中，則可分為佛種性、獨覺性、

聲聞性。法藏指出，小乘諸種性中，唯佛一人具有佛種性，具大菩提性，

其餘一切眾生皆不具大菩提性，即不可佛行成佛。這是法藏基於大乘立

場而評析小乘種性義。從佛學源流上看，小乘佛教種性義的成立，主要

是討論如何證成阿羅漢果位的解脫問題，而非如大乘佛法所關注的眾生

成佛問題。所以，法藏對小乘種性義的上述判釋，多少顯得有失公正。6 

智儼在其《搜玄記》提到了種性義，「即性、習二種性體也」。稱「菩

薩十住下列十解相，明佛同說也，即性、習二種性相也，此約勀性為語。

若就分位時，即有六種性：一習種性，當十解位；二性種性，當十行；

三道種性，當十迴向；四聖種性，當十地；五等覺性，當十地終心；六

妙覺性，當佛地。復名六堅，亦名堅信，亦名堅法，亦名堅修，亦名堅

德，亦名堅頂，亦名堅覺，亦名六忍，信忍法忍修忍正忍無垢忍一切智

忍，復名六慧，聞慧思慧修慧無相慧照慧寂照慧，亦名六觀，住觀行觀

向觀地觀無相觀一切種智觀，此約三乘寄位語耳。」7據智儼之所述，性

種性與習種性與菩薩十住位相關。習種性相應於十解位，性種性相應於

十行位，道種性相應於十迴向，聖種性相應於十地，等覺性相應於十地

終心，妙覺性相應於佛地，於此可見，智儼主要依據分位論而闡述六種

                                                 
5 法藏，《華嚴五教章》卷 2，《大正藏》冊 45，頁 485 下。 
6 參見釋大寂，〈華嚴法藏大師的佛種性論〉，收於《大專學生佛學論文集（12）》

（臺北：華嚴蓮社，2002 年），頁 124-125。 
7 智儼，《華嚴搜玄記》卷 2 上，《大正藏》冊 35，頁 33 下-3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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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義。 

在瑜伽行派的典籍中，以「種姓」指稱不同品類的眾生。唐玄奘（602

－664）即根據《瑜伽師地論》和《大乘莊嚴論》的種姓分別，配合其

「種子」觀念，提出了著名的「五種種性」說，即決定聲聞種姓、決定

緣覺種姓、決定菩提種姓、不定種姓、無種姓。 

唐代瑜伽行派的「五種性說」，以其二乘定性，特別是「一分無性」

的佛性觀念，對當時佛教界的佛性論思想引起了相當大的反響。因為瑜

伽行派的上述析解，不僅有違於《法華經》「會三歸一」的思想，更不

同於《涅槃經》所論稱的一切眾生皆具佛性、皆可成佛的佛性遍在論。

所以，此論一出，首先遭到了靈潤、法寶等人的異議，以維護大乘經中

全分有性的普遍立場，從而引發了瑜伽行派與其他佛教立場的論爭。8 

對於唐初的佛性論辯論，法藏自有其理解與辨析。大致來說，法藏

明確主張全分有性論，對於一分無性的觀念，不遺餘力地提出了全面的

辯難。法藏對佛種性論的辨析，還基於其判教理論，闡述了三乘與別教

一乘的種性觀差異。 

三、三乘與一乘的種性觀 
法藏在《華嚴探玄記》提及唐初佛種姓之辯的兩大陣營，即「三乘

大乘」說和「一乘大乘」說：「當今諸德於大乘中自有二說：一、立三

乘大乘，以此宗許入寂二乘，定不成佛，是故約彼五性差別，具說三乘。

二、立一乘大乘，以此宗許入寂二乘，亦並成佛，是故約此佛性遍有，

唯說一乘。」9所謂「三乘大乘」，顯然是為瑜伽行派所持；而「一乘大

                                                 
8 參見寥明活，〈法藏的種性觀〉，《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8 期（2001 年）。 
9 法藏，《華嚴探玄記》卷 1，《大正藏》冊 35，頁 11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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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說則不然，明確主張二乘人皆可回心大乘，而終得修證成佛。 

法藏還更進一步討論了雙方辯論中所涉及到的權實問題。如「三乘

大乘」論者認為，「全分有性」的一乘說法，雖見於《法華經》等，但

實為佛陀權說，唯有「二乘定性」的三乘說法，方為佛陀實義。法藏特

別徵引其所依據的《解深密經》中的「三時」觀念，並進行闡釋。 

「三乘大乘」論者「一乘是權，三乘是實。」《解深密經》把佛陀

一生說法劃分為三時之教，其中「第一時教唯為發趣聲聞乘者」、「第二

時教唯為發趣修大乘者」，一說「即總無成佛」，一說「即總無不成佛」。

如果過之，或不及之，皆為不了義之說。「三乘大乘」論者據此主張，

唯有「第三時教」，「有種性者成，無種性者不成，方為了義。」而「全

分有性」論者所依據的《法華經》等，既然屬於「第二時教」，實為「密

意權說」。 

在權實問題上，一乘大乘論者明確主張「一乘是實，三乘是權。」

儘管《解深密經》中的「三時之教」為佛說，但《法華經》定在《解深

密經》後說，「會前權說，歸後實教」，於此顯豁一乘為實法。法藏的最

後結論為：「即是一乘，無有二乘。二乘入於一乘，一乘者即第一義

乘。……若不信一乘，守權乖實，甚為可湣。」10這就表明法藏基本上

認同於「一乘大乘」之義，以「一乘大乘」為佛陀實法，而「三乘大乘」

則為佛陀權說。然而，由於法藏對「一乘教」的識斷，主要基於華嚴別

教一乘而闡論，所以他既對「三乘大乘」義進行批評，同時亦對非華嚴

圓教的「一乘大乘」說，表示其保留態度。 

除著名的五教判理論外，法藏還基於小乘、三乘、一乘的分判，提

出了同教與別教的教判類型。法藏稱：「一、別教小乘；二、同教三乘，

                                                 
10 法藏，《華嚴探玄記》卷 1，《大正藏》冊 35，頁 11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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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深密》等；三、同教一乘，如《法華》等；四、別教一乘，如《華

嚴》等。」11 

《華嚴》為別教一乘，《法華》則歸於同教一乘，作為唯識經典《解

深密經》等則屬同教三乘。就其判教地位而言，《法華》高於《深密》，

《華嚴》則高於《法華》。與此相應，其種性觀同樣據此分判。別教一

乘，法藏亦稱為「根本一乘教」。12 

在《探玄記》中，法藏借客設問而概述小乘教等種性觀稱：「何故

《瑜伽》等論定性二乘及無性有情定不成佛？答：此由教門有了不了，

故有諸說。若依小乘，一切眾生總皆無有大菩提性，如小論說。」13 

在《華嚴五教章》中，法藏更為詳細闡述了小乘教的「六種性義」。

他說：「若依小乘種性有六種，謂退、思、護、住、昇進、不動。不動

性中有三品：上者佛種性，中者獨覺性，下者聲聞性，如舍利弗等。雖

於此中說佛一人有佛種性，然非是彼大菩提性，以於佛功德不說盡未來

際起大用等故。是故當知於此教中，除佛一人，餘一切眾生，皆不說有

大菩提性。餘義如小乘論說。」14 

上述依五教判的種性觀，簡略地呈現了五種類型的種性論，而終以

圓教為歸。法藏更詳盡地申論了三乘方便教法體系中的「種性差別觀」，

他說：「若依三乘教，種性差別略有三說：一、約始教，即就有為無常

法中立種性故，即不能遍一切有情，故五種性中即有一分無性眾生。……

無始時來，一切有情有五種性。第五種性無有出世功德因故，永不滅度。

                                                 
11 法藏，《華嚴探玄記》卷 1，《大正藏》冊 35，頁 116。 
12 同上註，頁 115。 
13 同上註，頁 117 下。 
14 法藏，《華嚴五教章》卷 2，《大正藏》冊 45，頁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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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道理，諸佛利樂有情，功德無有斷盡。……此中本性，即內六處中

意處為殊勝，即攝賴耶識中本覺解性為性種性。」15 

作為三乘方便教法的始教，以中觀性空學和法相唯識學為其主體教

法。大乘始教的種性義，主要集中於《大乘顯揚論》、《瑜伽師地論》等

法相唯識義學的論典中。特別是《瑜伽師地論》明確提出了本性住種性

與習所成種性的二種性說，前者為先天法爾的本有種子，無始以來眾生

本具的清淨無漏種子，後者為後天熏習所成，經由聽聞正法所熏習，勢

用增長而成。據上所引，法藏申論大乘始教的種性義，主要針對於法相

唯識宗之所論。此宗五種性說主張，一分有情沒有本性住性種，不能修

得習所成種性。第五種性為「無性有情」，永無出離三界、得證佛果之

可能，只能修五戒十善，得人天果報。 

法藏所引《瑜伽師地論》，語出卷 35。16但法藏的析解卻相當獨特，

他認為「此中本性，即內六處中意處為殊勝，即攝賴耶識中本覺解性為

性種性」。據此主張，性種與習種同一種性，無二無別，否則就不成種

性。眾生要修習至堪任位，17即正式進入菩薩位時，方可約「本」具本

性住性種，約「修」具習所成種性。 

法藏還援引真諦譯《攝大乘論釋》的「以解為性」義來加以闡釋。18

                                                 
15 法藏，《華嚴五教章》卷 2，《大正藏》冊 45，頁 485 下。 
16 彌勒菩薩說，玄奘譯，〈菩薩地初持瑜伽處種性品〉，《瑜伽師地論》卷 35，《大

正藏》冊 30，頁 478 下。另見曇無讖譯，《菩薩地持經》，《大正藏》冊 30，

頁 888 中。 
17 在佛教行位論中，眾生修行成佛的過程，主要包括五十二位。其中最初十位

為「十信」，而堪任位即修習十信圓滿之位。達到此位的修行者，即能正向菩

薩道，且永不退轉。 
18 文稱：「此中佛世尊說偈，此即此阿黎耶識界，以解為性。此界有五義：一體

類義，……二因義，一……三生義……四真實義……五藏義……。」（世親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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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真諦「以解為性」義，顯然蘊有如來藏論思想。19

法藏則更為明確地點出了「本覺解性」作為性種性之義。這種析解，體

現了以如來藏本覺性（真心）攝阿賴耶識的意圖。而其理據則出於《攝

大乘論》。 

除《攝大乘論》外，《大乘莊嚴經論》亦依承此說，稱舉性種（本

性住）與習種（習所成）二性。並據其機能，更細分所依自性和能依自

性。其中，所依自性即性種，而能依自性為習種。二者皆屬於菩薩種性。 

除上述唯識系論典所述種性義外，如來藏系的其他論典同樣論及種

性義。如堅慧菩薩所造的《究竟一乘寶性論》（簡稱《寶性論》），即釋

種性為如來藏性，認為一切眾生皆具有如來藏性。20此外，《仁王經》、《本

業經》所述六種性中，亦提及習種與性種。21 

由於唐代瑜伽行派的五種性論，除主張「定性二乘」外，還因其力

倡「無性有情」，對於大乘終教與「如來藏緣起宗」的一切眾生悉具佛

性說，甚具挑戰性。法藏申論種性義，對此必須作出明確的回應。法藏

敏感於此，故對其詳加辨析。 

法藏認為，《仁王經》及《本業經》中六種性所說的習種性和性種

                                                                                                                   
薩釋，真諦譯，《攝大乘論釋》，《大正藏》冊 31，頁 156 下） 

19 參見釋如定，〈高崎直道對「解性」所持的看法之檢討〉，《大專學生佛學論文

集（12）》（臺北：華嚴蓮社，2002 年），頁 366。 
20 勒那摩提釋，《究竟一乘寶性論》卷 1 稱：「一切諸眾生，種種煩惱中，皆有

如來性。」（《大正藏》冊 31，頁 815 中） 
21 《本業經》和《仁王經》中所稱六種性分別為：習種性、性種性、道種性、

聖種性、等覺種性、妙種性。參見：竺佛念譯，《菩薩纓絡本業經》，《大正藏》

冊 24，頁 1012 中；及不空譯，《仁王護國般若波羅蜜多經》，《大正藏》冊 8，

頁 83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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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不同於《瑜伽師地論》中所說。其大端在於，經文說「習故成性」，

而論典則稱「依性起習」。法藏所得出的會通方案為二，一是性種與習

種「互成緣起」，一體無二；「經論互說，義方備足。」至於種性與發心

的前後關係問題，法藏則指出：「要由功能顯方可說有故，經不違論；

要由有性方起功能故，論不違經，亦是互舉，義意融通。」種性與功能

無二體，當為一如。經論互舉，以達文意融通。經文偏重於習，更強調

串習者通過修法過程中性種的生起，可稱之為「生成論」的立場；而《論》

則側重於性種本身，較關注性種作為菩提發心的決定性作用，可稱之為

「決定論」的立場。前者當比後者更具開放性。 

由於性種與習種同一緣起，都是同一種性整體的不同展開面向，因

此性種與習種必須相互融通，才能真正構成完整的種性義。法藏申論

稱：「以《論》說種性必具性習。既已有習，必已修行；若已修行，必

至堪任。若不從愚夫至堪任已來，中間修此串習行者，更何位修也？以

於愚位未修習故，得位已去，具第二住故。是故當知從愚位未修串習行，

至彼堪任，串習方成，故得性習通融，以為種性。」22說種性，必具性

種與習種。習種必與修行相關，真正的修行始於堪任位。法藏據位說性，

但眾生未修行至菩薩位，即無習種性時，便不能稱具有種性，或者說其

本性住性種未能真正顯發。這種情形，菩薩位正是經論所稱的「無性有

情」。但必須指出，「無性有情」，並非指眾生在修行「習成」前沒有「本

性住性種」，只是未得顯發而已。值得一提的是，法藏此處所論，與智

儼的闡論多有相同之處，如援引《仁王經》、《本業經》的六種性義等，

這可視為當時華嚴學者的典型觀念或主流見解。 

據上所論，瑜伽行派所說的習種性與性種性，本為一體統觀、同一

                                                 
22 法藏，《華嚴五教章》卷 2，《大正藏》冊 45，頁 48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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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的整體觀念，並無前後順序可言。但理論上的一體，並不取代實踐

修行論上的先後。而且對佛教經論的梳理，並不等同於法藏自身的建設

性觀點。法藏本人能深入梵文原典，又精通經教義理，對其形成博綜諸

家、開放圓攝的思維性格，有著極大的形塑作用。況且華嚴圓教思維的

長年薰陶，故此，法藏對佛種性論諸說的析解，無不體現其圓融性思維。

而此一運思，同樣貫徹著據位說性的原則立場。這種原則立場，其實涵

蓋著對「無性有情」說的否認。因為，所謂「無性有情」者，可以通過

後天的不斷修習，成就菩薩位，即有顯發其本性住性種。「無性有情」，

嚴格來說，只可就愚位無習種性者而言。 

法藏堅持以佛教緣起論為理則，認為習依性起，無習即無性；無性

有情，非性種義。有性在論理上先於習成，習成必有性，涉及到了本有

與修生的關係問題。但對此關係，法藏未能進一步加以闡述，而是轉向

對瑜伽行派「五種性」說的討論。 

法藏據位說性，主張任何眾生皆無一成不變的種性。種性隨緣（修

習）而成，若隨修大乘行，至菩薩位，便成「菩薩種性」；若隨修小乘

行，至聲聞位，即為「聲聞種性」；至獨覺位，則成「獨覺種性」。如果

行而未果，則成「不定種性」。最後，如果完全沒有修行無達三位之果，

便成「無種性」。於此再次表明，法藏對「五種性」說的析解，一以貫

之地堅持據位說性的原則立場，強調了眾生後天修習至位與種性顯發的

緣起關係，從而超越了瑜伽行派對種性論的先天規定。法藏指出，佛法

中安立三乘種性，不僅自有其經典理據，而且主要就習種性而論。由此

可見，種性論與行位論密切相關，同樣可以成立。 

在大乘始教中，愚位聲聞以無習種性，即是無性。法藏引《涅槃經》，

指出種性論與行位論密切相關。由於分位差別，既不可以無習而作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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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不可以無性而為性。法藏就以瑜伽行派為典型的大乘始教種性義，詳

加辨析，有其現實的考量。同時亦廣引經論，從中闡述了自己的明確立

場。 

對於大乘終教而言，其種性論基於真如論而安立。由真如遍在，而

言一切眾生皆有涅槃性，所有妄識心無不終當歸於真如性。由此之見，

大乘終教在種性論上堅持佛性遍有，其經論理據出於《大智度論》和《大

般涅槃經》等。如果承認佛性遍有的「普遍論」立場，那麼瑜伽行派主

張「一分無性」的「決定論」觀點，就受到嚴重的質疑。法藏徵引了《寶

性論》、《佛性論》等如來藏系論典，闡明一切眾生無不具有本來清淨的

佛種性。一闡提者因誹謗大乘，但並非取消其永遠不般涅槃的可能。即

便是一闡提者，其佛性決定本有。瑜伽行派所論的「一分無性」，與「決

定二乘」說一樣，皆為權設法門，非佛法了義。 

現在遇到的難題，是如何會通始教無性有情、「一分無性」的「決

定論」立場與終教中「佛性遍在」的「普遍論」立場。 

相對於只承認佛一人有佛性的小乘教說，大乘始教者承認多人有佛

性，這無疑是一種進步。但由於始教認定部分眾生不具佛性，故仍為權

設的方便法門，不是究竟了義之說。 

法藏對「無性有情」、「一分無性」的否認，需要相當的理論勇氣，

而且還受到了許多設難。面對這些設難，法藏一一作答。如終教教義主

張，一切眾生無不具有本來清淨的佛種性。基於此，無量眾生在理論上

終當成佛。既然所有眾生皆當成佛，在所有眾生成佛之時，佛本身就沒

有了教化的對象，佛利他性就因此而被擱置，佛的利他行為，要求有教

化的對象。否則，成佛就喪失其意義基礎。這種推斷表明，必須有部分

眾生永遠不能成佛。此外，佛度化眾生，就其數量而言，眾生界終有減

損，直至無眾生。否則，就與事實相違。基於上述理由，《佛地經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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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張「無性有情」說，從而解決了上述衝突。 

如何超越一分無性者的斷常之見、減增之見，法藏主張「全分有性」

為大乘終教的核心觀念。為此，法藏引入了真如論立場闡釋法性，首先

基於中觀法性論析解種性義，然後逐漸引向如來藏緣起論。法藏不厭其

煩地引述《究竟一乘寶性論》、《佛性論》、《攝大乘論》、《大乘起信論》

等如來藏系論典，通過真如論與如來藏緣起的融通相攝，由真如遍在而

成立佛性遍在的「普遍論」立場，充分而全面地回應了當時盛行的「一

分無性論」。 

法藏廣引經論，並不局限於種性的有為作用或活動狀態，而是著眼

於真如論詮解種性的本源義。他指出「以真如隨緣與染和合成本識時，

即彼真中有本覺無漏，內熏眾生為返流因，得為有種性。」法藏認為，

這種闡釋，不僅有《攝大乘論釋》的「解性」、《大乘起信論》的「本覺」、

《寶性論》的「真如性」等，無不以「真如本性」為種性義。因此，儘

管《瑜伽》亦稱「種性」，但畢竟屬於相始教，約有為事法而界定種性，

「以理從事，粗相而說故，約事中明種性故也。」若就終教而論，「以

事從理，深細而說故，就真如明性種性。」以真如論證成性種性，亦就

是以本覺如來性智證成性種性。至於習種性，同樣亦可從真如、本覺性

中得以證成。由同一真如論，法藏可以充分地證成了終教所主張的「全

分有性」說。 

至於頓教的種性義，更是明確了唯一真如的普遍論立場。頓教所詮

之教法，體現為絕言顯理，直指法性本體；同時因其解行相應，故不立

階位，不必漸次修行，心體離念，即為佛果正覺。法藏在此僅引《諸法

無行經》以明真如法性為體的種性義，點明「唯一真如，離言說相，名

為種性」，此即為頓教的種性義。因其「離言說相」，故頓教中不立性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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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習種之名，二者同一真如法性，體現了一種整體論或超越論的運思立

場。如果我們把頓教作為三乘方便教法的極致形態，同時可以得出同一

或唯一真如法性之義。因此，從種性義的視角，頓教亦必得安立。 

法藏最後討論中一乘真實究竟教法的種性義。在此，法藏首先分別

了二種情形，即同教一乘的種性義與別教一乘的種性義。以天臺教為代

表的同教一乘，其種性義涵攝小、始、終、頓四教之種性義，開權顯實，

開跡顯本，但非為華嚴圓教的究極義。若據華嚴別教一乘，因其因果無

二，融通依（國土世間）正（眾生世間），貫通三種世間（國土世間、

眾生世間和三身十佛的智正覺世間 ），圓收理、事、解、行等一切法門，

無不圓滿具足。 

法藏對種性義的析解，必須有機地結合其對華嚴圓教義學的闡釋，

方能得到全面而完整的呈現。由於種性義與大乘成佛義密切相關，可見

其在佛教義學建構中的突出地位。法藏的佛種性義，不僅具有超越性，

而且更具其平等性和普遍性。不止如此，以華嚴別教一乘為宗歸的佛種

性義，還以其因果同體，唯一真如法性，從性而起，具足果相，從而引

向了華嚴性起義的建構，不同於天臺性具思想。法藏稱：「若三乘教，

眾生心中但有因性，無果用相；此圓教中，盧舍那果法該眾生界，是故

眾生身中亦有果相。若不爾者，則但是性，而無起義，非此品說。文意

不爾，以明性起，唯果法故，但以果中具三世間，是故眾生亦此所攝。」23 

終教依如來藏緣起論思想，主張一切眾生無不具足如來藏這一終當

成佛之因性。此一因性，為眾生心中所「有」。此有為本有、當具，而

非為實有、事具。華嚴圓教以盧舍那佛果為圓融悟境的終極象徵，此一

性佛果德圓該眾生界，成為一切眾生由因行而具果相的根本而內在的理

                                                 
23 法藏，《華嚴探玄記》卷 16，《大正藏》冊 35，頁 40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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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正基於此見，法藏主張一切眾生心中不僅內具因性，且具果相，實

為理事圓具。法藏在《探玄記》中稱，三乘教法中真如實性遍通有情與

無情，而本覺佛性為有情所具。圓教與此不同，主張佛性與性起圓通依

正世間，不僅該通有情眾生，且「通遍非情」。在《華嚴五教章》中，

法藏最後總結了五教判下的種性差異義。他說：「……此亦有二義。一

約法辨隱顯相收。二約機明得法分齊。初義者，由此種性緣起無礙具五

義門。是故諸教各述一門，隨機攝化，義不相違。何者為五？一是隨執

非有門，如小乘說。二隨事虧盈門，如始教說。三隨理遍情門，如終教

說。四絕相離言門，如頓教說。五性備眾德門，如圓教說。義雖有五，

然種性圓通，隨攝遍收，隱顯齊致也。二明得法分齊者。或一切皆無。

唯除佛一人。如小乘說。或一切皆有，唯除草木等，如終教說。或亦有

亦無，如始教說。以許一分無性故，或非有非無，如頓教說，以離相故。

或具前四，如一乘方便處說。或即因具果，通三世間，如圓教說。」24 

如此，法藏全盤托出了五教判中的種性義。就圓教的種性義而言，

其特質在於，融通依（國土世間）與正（眾生世間），窮盡三種世間（國

土世間、眾生世間和三身十佛的智正覺世間），統攝諸方便教法，圓滿

自足，自在無礙。用《華嚴經》說，即「菩薩種性甚深廣大，與法界虛

空等。」法藏曲引旁通，博綜經論，透過詳盡辨析中觀實相學、法相唯

識學，特別是如來藏論思想，建構了廣大自在的佛菩薩種性義。 

四、三性一際與攝相歸性 
法藏依據五教判處理佛種性義時，已經較為充分而全面地討論了法

相唯識義學的種性論思想。與此同時，法藏還處理了法相唯識義學中另

                                                 
24 法藏，《華嚴五教章》卷 2，《大正藏》冊 45，頁 48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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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重要理論問題，即三性論（「唯識三性」）思想，提出了三性一際說。 

三性論是法相唯識系建構世間法的重要思想，是其宗義的理論主脈

所在。在法相唯識系的主要經論，如《解深密經》、《攝大乘論》、《成唯

識論》等，無不對三性問題有所闡述。 

所謂三性，其名相指遍計所執（自）性、依他起（自）性和圓成實

（自）性。在佛教唯識義學中，三性是最重要的生成論觀念。 

在唐玄奘所譯的《解深密經》中，三性為本相，其具體內容為：「諸

法相略有三種，何等為三？一者遍計所執相，二者依他起相，三者圓成

實相。」25《解深密經》認為，遍計所執性（相），為名言所計的假名安

立之無；依他起性（相）為緣起所生法，本無自性，非有非無；圓成實

性（相），指一切法平等真如。對三相的解釋，主要基於對生成論的觀

察，而缺省了識的觀照。在《攝大乘論》中，在三性理論結構中，增加

了主體識的內容。 

據唐玄奘所譯《攝大乘論釋》卷 4《所知相分》，依他起性即指以阿

賴耶識為種子，為虛妄分別所攝的十一識。此十一識，雖為唯識性，以

此作為迷妄對象的顯現之所依，即成依他起性。遍計所執性（相），其

對象為非有，卻執為物件而顯現此性，可分為能遍計之意識與所遍計之

依他起自性。圓成實性（相），於依他起性中，常無對象之相。在《攝

大乘論》中的三性論思想，最關鍵的是依他起自性。此一依他起性具有

二義，其一是依他起性自身，其二是作為遍計所執對象的依他起性。而

沒有遍計所執性的依他起性，即是圓成實性。 

法藏在《華嚴五教章》卷 4 中，對其義理分齊，共分四門加以闡釋。

此四門內容，即三性同異義、緣起因門六義法、三十玄緣起無礙法和六

                                                 
25 玄奘譯，〈一切法相品〉，《解深密經》卷 2，《大正藏》冊 16，頁 69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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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圓融義。 

法藏對三性的析解，既不同於《解深密經》，亦異於《攝大乘論》，

而是以《大乘起信論》真如論結構為理據，具有明顯的如來藏論的真常

意味。法藏詮解唯識三性中最具華嚴教義學色彩之處有二。其一是以本

末關係論之，即唯識三性可以析解為本之三性與末之三性。所謂本之三

性即真性之不變、依他之無性和所執之理無；而所謂末之三性，則指真

性之隨緣、依他之似有和所執之情有。本末三性，一體無二，同而非異，

可以同時說明森羅萬有的根源與現象，是「不壞末而常本」與「不動本

而常末」的圓融統一。本之三性為真性，末之三性為妄相，由真如不變

而隨緣，故以真妄或性相關係析之。基於此，法藏明確認為，「真該妄

末，妄徹真源，性相通融，無障無礙。」 

法藏以本末、真妄的對立關係析解三性，從而批判性地改造了唯識

三性，提出「三性一際」之說，成為其建構華嚴教義學的重要理論環節

之一。其核心理據則出於《大乘起信論》的真如論思想。 

真如不變而隨緣，這是《大乘起信論》真如論的根本結構。據法藏

之析，依他起性有二義，一是似有義，二是無性義；所執為唯識三性中

的「遍計所執性」之略稱，其具二義為情有與理無，這是以心識真妄而

加以辨析。情有與理無，語出於《成唯識論》卷 8：「如是二分情有理無，

此相說為遍計所執性。」26這是《成唯識論》對所執性所界定的二種義。

法藏的析解，在諸多用語上，如似有、真性，雖難盡述其源，但仍能從

佛教經論及其闡釋中梳理出來。如真性，在真諦有「真實性」之謂；在

如來藏系中有「真如」之稱；如無性，則有般若中觀緣起實相論的淵源。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法藏作真性之稱，與唯識論者所稱的「圓成實性」

                                                 
26 護法等菩薩造，玄奘譯，《成唯識論》，《大正藏》冊 31，頁 4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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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不同，亦有著引向如來藏緣起論的意圖。 

依法藏之見，依他似有，即所執性中的「情有」。法藏此解的理據，

主要有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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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因此，所執性恰

恰是真如隨緣而起的另一種表達，無所執即無緣起故。即此言之，法藏

以緣起論析解三性義，最終必將引向如來藏緣起論。 

三性雖各具二義，其實為一圓成實性。如依他起性中的「似有」與

「無性」互涵雙融，所執性中的「情有」與「理無」同樣互涵雙融。在

上引中，法藏特別著重闡釋了圓成實性。法藏的析解方式，運用了《起

信論》所提供的「不變」與「隨緣」的二義架構，指出因其隨緣，圓成

實性成染、淨二分；因其不變，故恒不失自性清淨。更重要的是，正由

其不變，不失自性清淨，方能隨緣成染、淨。這正如明鏡隨其染淨而映

現染淨，但終不失鏡體之明淨。正由其不失鏡體明淨，才能自在地映現

染淨之相。「以現染淨知鏡明淨，以鏡明淨知現染淨。」因此，「二義唯

是一性，雖現淨法不增鏡明，雖現染法不汙鏡淨。」真如性體，亦是如

此，「非直不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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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淨是經驗的實存，是綜合的現象，無不隨緣而現；明淨或性淨，

是分析的性體，屬於恒常不變的自性清淨。法藏通過設喻辨析稱：鏡體

之明淨為性淨，屬自性本具，而不隨外緣之染汙而改其體性。因其不動，

由染淨而顯性淨；因其不壞，作為真如性體的性淨本源成為染淨之所

依。染淨屬心、為用，性淨屬性、為體，染淨與性淨一體無二，亦即心

性一如，體用不二。 

                                                 
27 法藏，《華嚴五教章》卷 4，《大正藏》冊 45，頁 49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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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他性為「似有」，為現象的假名存在，本無自性，皆依外緣而顯

現，故成「似有」。這裏所稱的依他無性，其實是緣起無性義的另一種

表達。所以，法藏稱「無性即因緣，因緣即無性」。無性與因緣，為等

價關係，這是基於中觀實相性空論的判析觀念。「似有」與「情有」，以

中觀空慧觀照諸法性空非實，而為迷情所執，妄為實有真有。所以妄情

「似有」，在中觀空慧之下，即為「理無」，此即是空性，亦稱「無性」。 

所執性是對妄情的執成現有的狀態，是對理無的妄執而成。理無與

恆計相成，但其性為一。所執性可以說明眾生妄執成迷的根源，而其歸

於無性，則可以說明轉迷成悟的修證解脫。 

綜合上述，法藏對唯識三性說的辨析，必須結合其對真如論的闡釋

才能得到充分的理解。法藏基於中觀性空學，主張真如法性無不具有四

句義，即：因其隨緣故真如不有，因其不變故而不無，因其無二性而亦

有亦無，因其具德而非有非無。28 

法藏在《華嚴探玄記》中對唯識三性關係的辨析，從三個層次加以

展開。其一就三性本身的界定，認為「三性」各有二義，即二種實存狀

態，如所執性中的「情有」與「理無」，依他起性中的「似有」（或「幻

有」）與「無性」（或「性空」），圓成實性（法藏亦稱為真如）中的「空」

（或「離相」）與「不空」（或「體實」）。法藏指出：「此上三（性），一

一各融不二，為一性故。總者所執是無，圓成是有，依他是俱，以真妄

該，攝二相盡，故無二也。」29 

第二個層次是就「三無性」而論者，討論了所執無性、依他無性和

圓成無性。「初無相觀境中，所執有無皆虛故，又無有有無故俱離也；

                                                 
28 法藏，《華嚴五教章》卷 4，《大正藏》冊 45，頁 500 上。 
29 法藏，《華嚴探玄記》卷 2，《大正藏》冊 35，頁 17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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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他無生性中，無幻有有性空不二故俱離也；圓成無性中，無二性有真

理亦不二故俱絕也。」「三無性義」，即據無自性而言，三性無不非實而

幻。 

第三個層次是三性之間的「雙融」狀態，法藏稱：「三有三無，圓

融無礙，二相絕故俱離也。」30所執性中的「情有」、依他起之「似有」

及圓成實之「性有」，以及與此相對的「理無」、「性無」、「離相」，皆圓

融無礙、相絕俱離。 

法藏所述的三個層次關係，一是肯定性的有，二是否定性的無，三

是雙超有無的「雙融」。以遍計所執性為例，因其理無，故不有；因其

情有，故不無；因其無二性，故非亦有亦無；因其所執性，故亦非有非

無。法藏在此所運用的是中觀學的中道辨析方法。 

此外，法藏還辨析了法相唯識義學的二系，即有相唯識與無相唯

識，這同樣成為是其確立真如性體論的重要環節。如玄奘系的新唯識

論，屬於有相唯識，主張「二分染淨依他」的「三性」觀，法藏將其融

攝到圓成實性（真性）的不變與隨緣二義，以「心性本淨」的真如性體

作為世界萬有的根源所在。這就使得法藏更傾向於真諦所傳的無相唯

識，即以真如本覺化的「解性賴耶」（或稱如來藏藏識）為轉依主體，

由此開展出一切諸法。 

法藏還同樣分析了依他起性和所執性中妄執有無的過失。31法藏的

這些辨析，無不堅持真如不變而隨緣的圓攝之義，因真如隨緣，而成依

他之似有、所執之情有，構成了緣起法有之用；因真如不變，而成依他

之無性、所執之理無，構成了緣起性空之體。結合二者，才能真正不墮

                                                 
30 法藏，《華嚴探玄記》卷 2，《大正藏》冊 35，頁 175 上、中。 
31 法藏，《華嚴五教章》卷 4，《大正藏》冊 45，頁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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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常之過。法藏特別是依他起性的二義，辨析了清辯與護法的論諍，

指出二位論師之見，表面上是相破，實際上為相成。 

法藏在辨析了執過之後，顯示了三性的真實義。真如是有，因其為

迷悟所依；真如不空，因其體性不可壞；真如是空，以其離相隨緣而顯

現染淨；真如亦有亦無，以其具德而違順自在，鎔融交徹；真如是非有

非無，以其二而不二，定取不得。至於依他起性是有、是無、亦有亦無，

皆以其緣成無性，而依他非有非無，則以其二不而二，隨取不得。遍計

約情是有，約理是無，由其所執而亦有亦無，由是所執而非有非無。 

通過以上辨析，法藏提出了三性說的二個總體原則，一是「三性一

際，舉一全收」，二是「真妄互融，性無障礙」。32法藏援引《攝大乘論》

對依他性二分解說，指出因其分別性（染汙分）而成生死，由真實性（清

淨分）而成涅槃，闡明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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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觀點。 

法藏對唯識三性說的論究，是性空緣起、耶識緣起直到如來藏緣起

的全面運用，對諸法性相的根源性說明「三性說」作為瑜伽行派的核心

思想，是其解脫論、修行論與境界論的理論基石，其重要性是不言而喻

的。那麼，法藏評析瑜伽行派「三性說」的主要關注何在？透過此一問

題的辨析，可以更進一步看出華嚴教義學建構與法相唯識義學之間的思

想歧異，亦可透顯出法藏「證義佛教」對於佛教義學建構的推展作用。 

法藏對瑜伽行派的核心思想「三性說」的辨析，表明了緣起論思想

從「阿賴耶識緣起」轉向「真如緣起」或「如來藏緣起」。在此轉向過

程中，法藏華嚴教義學的理論創構，有著相當重要、甚至可說是具有關

鍵性的影響，但尚未真正確立作為華嚴圓教宗本的法界無盡緣起義。 

                                                 
32 法藏，《華嚴五教章》卷 4，《大正藏》冊 45，頁 50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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