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與如來藏說的交涉

57

禪與如來藏說的交涉

賴賢宗

∗

摘要：
本文對禪宗思想史之中的「禪與如來藏說」的交涉的問題，加以闡
明，進行反思。傳說中禪宗達摩祖師以四卷本《楞伽經》為禪悟之教證，
《楞伽經》提出著名的「如來禪」
，而《楞伽經》倡言「如來藏藏識」
，
是如來藏說的要典。在早期禪史中，禪法的形成與發展與如來藏說有不
絕如縷的關係。考察「如來禪」一語最早即出現於四卷本《楞伽經》，
重視「自覺聖智」，依如來藏理對眾生界行不思議禪觀，達摩師弟，遞
相傳習此如來清淨禪，終於形成作為如來禪的達摩禪，這是以證悟大乘
佛教「如來藏」
、
「佛性」為根本的如來禪，和當時同時流行的另外兩種
禪法（以數息為主的安般守意小乘禪法，以對治和念佛為主的兼融大小
乘的禪法）鼎足為三。「如來藏禪」是印度禪的本貌，中國的南宗禪強
調「見性」思想，其後並開展出祖師禪「作用見性」的大機大用，這已
是經由《涅槃經》
「見性」思想的過渡，而移植到中國思想「體用哲學」
的文化土壤上所開出的奇葩，而和印度古貌的「如來藏禪」對「信」的
強調，二者在修行風格上和哲學型態上有所不同。
關鍵詞：見性、楞伽經、如來禪、如來藏說、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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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weaving between Chan (Zen) and
Tathagatagarbha-vada
Lai, Shen-chon

∗

ABSTRACT: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the relationship of Chan (Zen) and
Tathagatagarbha-vada and tackles its problem. The tradition holds that
Bodhidharma chose the Lankavatara Sutra (Four Chapters Version) as
containing his essential teaching of Zen. This legend implies some
interesting hint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en and
Tathagatagarbha-vada. The Lankavatara Sutra is the principal text of
Tathagatagarbha-vada. Both these two terms of “Rurai Chan
(Tathagatagarbha Chan)” and “Tathagatagarbha Consciousness” appear in
the Lankavatara Sutra (Four Chapters Version). It proves the connections of
Chan (Zen) with Tathagatagarbha-vada. Actually, the “Rurai Chan
(Tathagatagarbha Chan)” is the synonym of Tathagatagarbha-vada-Chan.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reasons how and why the “Rurai Chan
(Tathagatagarbha Chan)” appears in the Lankavatara Sutra (Four Chapters
Version), before learning about its importance and meaning for the
emergence of Chinese Chan. Chinese Chan masters use “Rurai Chan
(Tathagatagarbha Chan, 如來禪)” in the Lankavatara Sutra as an inspiration
to their practices of Zen Buddhism. The Tathagatagarbha doctrine states, for
example, that “self-realization” of wisdom depends on one’s faith in
Buddha-nature (Tathagatagarbha), and meditating on Buddha-nature with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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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human being may bring to fruition of enlightenment. This kind of
meditative practices differs Rurai Chan from the other two kinds of
meditation doctrines, Mahayana Buddhist meditation (Visualization of
Buddha and mantra recitation) and Hinayana Buddhist meditation
(anaprana).
“Rurai Chan” witnesses the transmission of Zen Buddhism from India
to China. Its distinctive features defined Zen Buddhism in China in very
early times. Under the sixth patriarch Huineng, the Chinese Chan was
gradually moving toward “Appropriation of the Buddha-nature” (見性),
central element of the Patriarch Chan (祖師禪), whose teachings are always
contrasted with Rurai Chan. Spiritual teachings of the Patriarch Chan focus
on “appropriation of the Buddha-nature” of the present awareness. It
emphasizes the great function of the inherent Buddha-nature.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alterations of the meaning “Appropriation of the Buddha-nature”
in the Nirvana-sutra (India text) from its interpretation by the sixth patriarch.
In the Patriarch Chan, emphasis on “Appropriation of the Buddha-nature” of
the present awareness is based on the Substance-Function theory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So the style and philosophical approach of
Chinese
Patriarch
Chan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Indian
Tathagatagarbha-vada-Chan. This article uses the Buddhist hermeneutical
theory to tackle all these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Zen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India.
Keywords: Lankavatara Sutra, Chan (Zen), Tathagatagarbha-vada, Buddhist
hermeneutica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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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論
傳說中禪宗祖師達摩以四卷本《楞伽經》為禪悟之教證，四卷本《楞
伽經》提出著名的「如來禪」
，倡言「如來藏藏識」
，是如來藏說的要典。
藤田正浩在〈禪宗的見性思想與印度如來藏思想〉一文，1闡明了禪宗的
見性思想與印度如來藏說的關係。在早期禪史中，禪法的形成與發展與
如來藏說有不絕如縷的關係。印順法師也明確指出如來禪就是如來藏
禪，他說：
以「楞伽印心」
，達摩所傳禪法，本質是「如來藏」法門；
「如來
禪」就是「如來藏禪」
。2

印順法師又說：
印度傳來的達摩禪，從達摩到慧能，方便雖不斷演化，而實質為
一貫的如來（藏）禪。3
因此，從達摩到慧能的禪不僅有「般若禪」的成份，其實也更是「如
來藏禪」
。在這裡，吾人必須注意下列三點：
首先，在達摩禪中，所謂的二入四行是闡明信如來藏理而據以實踐
其禪悟的禪法。
其次，慧能禪強調「見性」和「本體」，也不能不說除了與《般若
經》之外，也與如來藏說有深密的關係。
最後，在如來禪與祖師禪的中華禪宗的早期發展史發展中，也必須
1

藤田正浩著，梁國真譯，〈禪宗的見性思想與印度如來藏思想〉，收於《國際
佛學譯粹》2 輯（台北：國際佛學研究中心，1992 年）
，頁 71-76。

2

釋印順，
《中國禪宗史》（台北：正聞，1971 年），頁 20。

3

同上註，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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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如來藏說為背景，才能得到比較完整的對於中華禪史和中華禪的思想
模式的理解。
筆者對前述問題陸續加以論述。本文擬於「如來藏禪」的論理脈絡
中，來探討達摩禪〈二入四行〉所蘊涵的「信」與「真性」，從如來藏
說史及禪學史的角度，挖深其思想預設，並澄清若干禪學史上的疑點。
本論文分為下列三節：
一、
《楞伽經》與如來禪
二、達摩禪〈二入四行〉所蘊涵的如來藏說與信
三、從如來禪的信到祖師禪的作用見性
在本文的第一節「楞伽經與如來禪」，說明如來禪與如來藏說的關
係。在印度南北佛學的交流中，信仰如來藏說的著重禪觀的瑜伽師，發
展出強調對如來藏理的信的如來禪，這個說法是相當具有可理解性的，
而筆者認為「達摩祖師」可能就是屬於這個系統。
筆者另文〈《寶性論》論信與佛性：如來藏與唯識的交涉中信之三
《佛
義與三種佛性之交涉〉，4曾由對《寶性論》真諦譯《攝大乘論釋》、
性論》
、
《成唯識論》和《寶性論》的信與佛性概念做比較研究，藉此論
述了信的三義與三種佛性及二者之內在關係的論述。由此可以得知：1、
如來藏說與瑜伽行的交涉。2、信如來藏理的強調在早期禪宗思想史之
中是當時佛教教理研究的重要課題。因此，提出「如來禪」一語的四卷
本《楞伽經》之統合「如來藏說」與「禪」，此一統合與達摩〈二入四
行〉強調對如來藏理、佛性的信，二者實有其內在理路的根據。
《寶性論》為早期三經一論之「一論」
，
《佛性論》為其異譯增刪本。
《寶性論》、《佛性論》闡明「對如來藏理、佛性的信」，孕育信之三義
4

賴賢宗，
《如來藏說與唯識思想的交涉》
（台北：新文豐，2006 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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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三種佛性及其內在關連的論述。由此可見，如來藏、佛性之實有，與
信如來藏理之內心心靈程序的相應與交涉此一洞見及論說一直存在於
討論如來藏與唯識的交涉的論典中，有其相繼之發展，此一思想氛圍在
吾人研究早期禪史文獻之「信如來藏理」，為深值注目之事。在印度南
北佛學的交流中，信仰如來藏說的著重禪觀的瑜伽師，發展出強調對如
來藏理的信的如來禪，這是相當可以理解的。傳說中的達摩禪或許就是
屬於這個「對如來藏理的信的如來禪」的傳統。
本文第二節「達摩禪〈二入四行〉所蘊涵的如來藏說與信」，對達
摩的〈二入四行〉做一分析，指出做為「如來禪」的達摩禪是「如來藏
禪」，強調了對如來藏理的信是入道之鑰，這個強調一直延續到了傳為
中華禪三祖僧燦所作的〈信心銘〉一文之中。
筆者將上述論述延伸至對中華禪宗史的反省：「如來藏禪」是印度
禪的本貌，中國的南宗禪強調「見性」思想，其後並開展出祖師禪「作
用見性」的大機大用。這已是經由《涅槃經》的「見性」思想之過渡，
而移植到中國思想「體用哲學」的文化土壤上所生長與綻放的奇葩，而
和印度古貌的「如來藏禪」對「信」的強調，二者在風格上和哲學型態
上有著明顯的不同。

二、《楞伽經》與如來禪
（一）
「如來藏」之語源
考察「如來禪」一辭之來源，學界有下列三說：
1、「如來禪」起源於《楞伽經》卷二，區分四種禪：「有四種禪，
云何為四。謂愚夫所行禪，觀察義禪，攀緣如禪，如來禪。」其中最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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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認者為「如來禪」
。5
2、
「如來禪」一語辭起源於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上，6將禪由
淺至深，分為五等，即外道禪、凡夫禪、小乘禪、大乘禪、最上乘禪五
種，其最上乘禪又稱如來禪，又認為達摩所傳之禪即此最上乘禪。然後
世禪徒卻以宗密之如來禪為五味雜陳之禪，而別立祖師禪，用以稱呼慧
能、馬祖的禪法。
3、將「祖師禪」與「如來禪」相對而提出，因此有「如來禪」一
辭之說法。就此而言，「祖師禪」之稱號或始自仰山慧寂和香嚴智閑關
於「祖師禪」的公案，例如《景德傳燈錄》卷十一〈仰山慧寂章〉
：
「師
曰：
『汝只得如來禪，未得祖師禪』
。」7
牟宗三的禪學研究指出：8「祖師禪」是將空宗之精神收攝於自心，

5

《大正藏》冊 16，頁 492 上。

6

《大正藏》冊 48，頁 399 中。考察「如來禪」一辭的來源，另一說是根據《歷
代法寶記》所說：
「東京荷澤寺神會和上，每月作檀場，為人說法，破清淨禪，
立如來禪」
（
《大正藏》冊 51，頁 185 中）
，而以神會禪為如來禪，而和祖師禪
有所不同；如牟宗三就是此種看法。但是，在上舉文獻中，神會並未如仰山
慧寂和香嚴智閑分列如來禪和祖師禪，所以筆者認為如果如來禪的語源在於
如來禪和祖師禪的分列，則《歷代法寶記》所記之神會「立如來禪」
，並不適
於當做如來禪的語源。

7

《大正藏》冊 51，頁 283 中。

8

牟宗三認為禪宗的來源是如來藏自性清淨心系，這即是天台的唯真心。又，
牟先生以天台宗性具系統的如來藏，做為如來藏系統的另一型態。又，牟先
生以為達摩〈二入四行〉所說的「深信含生同一真性」
，可能就是《楞伽經》
所講的如來藏性。分別參見：牟宗三，
《佛性與般若》下冊（台北：台灣學生
書局，1992 年），頁 1039、1043、1041-1042。牟先生對於如來禪和祖師禪的
分判，則見於其〈如來禪與祖師禪〉，載於《禪宗思想與歷史》（
《禪學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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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實踐主體之能動性，開出存在地實踐「直指人心，見性成佛」的頓
悟的禪法。而「如來禪」則預設一超越的分析（transcendental analysis），
以顯示一超越的真心（transcendental and authentic mind）
。筆者認為，在
前文上述三種關於「如來禪」一語的提出的脈絡當中，「如來禪」之原
始語義當取《楞伽經》卷二之四門判攝，因此，如來禪是以《楞伽經》
所說的「如來藏藏識」為超越的預設，亦即以超越的分析而逼顯出「法
界」作為修禪的依據。其次，宗密有禪師和華嚴教學大師的兩重身分，
所以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上所說之「如來禪」是融合華嚴法界觀
而成，走向圓融的論義，不只如《楞伽經》在超越的分析中預設了法界
和真心，因此宗密之如來禪亦有落入被批評為五味雜陳之禪的危機。
所謂的宗密的「如來禪」，不只是一般意義的法界的禪，而且是以
華嚴法界觀闡明其圓融內涵，和後來的祖師禪強調的「作用見性」有很
大的互相融攝的可能性，故後來有「華嚴禪」一流，宗密為「華嚴禪」
之祖師。至於祖師禪強調的「作用見性」
，在此，
「見性」強調的是實踐
主體的能動性，而非一般意義的流於靜態的法界觀。「作用見性」則更
強調的是大用現前，離開當下一瞬的主體實踐別無法界可得，因此也和
強調靜態三昧的一般意義的法界禪觀，在風貌上有所不同了。祖師禪的
「作用見性」強調的是佛性的大用現前，是更為接近「華嚴法界觀」所
說的「事事無礙法界」
。相對於此，則可以說「如來禪」乃是「理法界」、
「理事無礙法界」的禪法。

（二）四卷本《楞伽經》與十卷本《楞伽經》對比研究
《楞伽經》有三個譯本。一是劉宋求那跋陀羅所譯的四卷本《楞伽
阿跋多羅寶經》
（443 年譯）
，即傳說達摩以之為心要，並為楞伽師所依
之六，台北：大乘文化，1978 年），頁 7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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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典。二是北魏菩提流支所譯的十卷本《入楞伽經》
（513 年譯）。三
是唐代實叉難陀所譯的七卷本《攝大乘入楞伽經》
（700－704 年譯）
，以
前兩種譯本的影響較大。
《楞伽經》處理了如來藏與唯識的交涉的問題。
《楞伽經》的特色在於，它闡釋了佛學史中難以面對的問題：提出「如
來藏藏識」以處理如來藏緣起與阿黎耶緣起的問題（卷四）。以唯識和
唯心的內在銜接發展「三界唯心」的唯識思想（卷四）。以上是關於如
來藏與唯識的交涉，而「如來禪」實為「如來藏禪」
。又，
《楞伽經》區
分「宗通」與「說通」
（卷三）
，提出「離念」的主張與禪的頓漸問題（卷
一）
，如來禪的聖智內證的禪觀修行（卷二）
。
就其思想的文獻傳播的外部因素而言，達摩採用四卷本《楞伽經》
的理由：四卷本的譯出（西元 443 年出）比十卷本（西元 513 年出）還
要早將近八十年，達摩較早接觸的當是四卷本。從譯出到流通，也還需
要一個過程，因此達摩即使看過十卷本，也在晚年。
據道宣《續高僧傳》的記載，以四卷本《楞伽經》為依據的禪法，
是通過達摩而傳到中原一帶的。依據《楞伽師資記》，楞伽師特別指出
要依四卷本《楞伽經》〈一切佛語心品第一〉的品名的解讀，從而重視
心，而這個品名在十卷本並未出現。所以，楞伽師認為成佛之要乃在修
「心」
。所謂的直指人心見性成佛，而其理據則為《楞伽經》
。早期如來
藏說的三經一論中的《不增不減經》
，就有「法身=如來藏=眾生界」
，而
到了四卷本《楞伽經》更塑造了「如來藏藏識」一辭，將如來藏說內塑
於「五法、三種自性、八識、二種無我，一切佛法悉入其中」（卷四）
的唯識思想，指出藏識即為如來藏、佛性，從而指出直指人心見性成佛
的理據，而因此四卷本《楞伽經》才為達摩禪所重視。
達摩祖師以四卷本《楞伽經》為心要，達摩禪一流不取十卷本《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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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經》的另一個思想原因為：雖然四卷本、十卷本《楞伽經》二者都把
如來藏和八識的理論結合在一起，但是「如來藏藏識」之說和「如來藏
識不在識藏中」成為四卷本和十卷本的重要區別。四卷本《楞伽經》多
次將如來藏、藏識用為一個名詞，認為八識即為如來藏，所謂「名如來
藏識」、「名識藏如來藏」、「如來藏名藏識」、「此如來藏藏識」，四卷本
《楞伽經》卷四並不區分「八識」與「如來藏」：
善不善者，謂八識。何等為八，謂如來藏名識藏。心、意、意識
及五識身，非外道所說……意識五識俱相應生，剎那時不住，名
為剎那，大慧，剎那者名識藏如來藏。9
四卷本《楞伽經》卷四又認為如來藏藏識是轉依，是「善不善依」。
又用「大海與波浪」的比喻來說明藏識（八識）與如來藏是同一個相即
的實體。因此，禪的解脫是「不離不轉」藏識而即證得如來藏（佛性）
的，四卷本《楞伽經》卷四：
如來之藏是善不善因，能遍興造一切趣生。譬如伎兒變現諸趣，
離我我所，不覺。……為無始虛偽所薰。名為識藏。生無明住地
與七識俱。如海浪身常生不斷，離無常過，離於我論。自性清淨
畢竟無垢。……善真諦解脫修行者，作解脫想，不離不轉名如來
藏藏識。10
而十卷本《楞伽經》則認為八識與如來藏並沒有相即的關係，認為
八識與如來藏有根本區分，是兩個不同的實體。如十卷本《楞伽經》卷
七說：

9
10

《大正藏》冊 16，頁 512 中。
同上註，頁 510 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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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來藏識不在阿黎耶識中是故七種識有生有滅，如來藏識不生不
滅……如來藏識、阿黎耶識境界，我今與汝及諸菩薩甚深智者能
了分別此二種法。11
因此，雖然四卷本《楞伽經》和十卷本《楞伽經》都把如來藏和八
識的理論結合在一起，但是「如來藏藏識」
（
《楞伽經》四卷本所主張者）
之說和「如來藏識不在識藏中」
（《楞伽經》十卷本所主張者）成為四卷
本和十卷本的重要區別。前者（四卷本《楞伽經》）主張藏識中，存在
有自性清淨的心，即是如來藏（佛性），因此如來藏（佛性）和藏識相
即為一，而為「如來禪」和「直指人心，見性成佛」的理據。後者（十
卷本《楞伽經》）以如來藏為淨心、道心、真心，而又以阿黎耶（阿賴
耶識）為染心、俗心、人心，分列此彼，並認為「如來藏識不在識藏中」，
如來藏識、阿黎耶識是兩種境界，佛與諸菩薩甚深智者「能了分別此二
種法」。因此，十卷本《楞伽經》分列如來藏識為不生不滅，而阿黎耶
識（阿賴耶識）有生有滅，所以乃是走向《攝大乘論》真妄合和的系統，
也就不適於達摩據以為如來禪禪法的理據了。

（三）
《楞伽經》
、如來禪與達摩禪
傳說達摩以《楞伽經》為禪之心要。四卷本《楞伽經》確實也區分
「凡夫所行禪」
、
「觀察義禪」
、
「攀緣如禪」
、
「如來禪」
。
《楞伽經》卷二：
復次大慧。有四種禪，云何為四：謂愚夫所行禪，觀察義禪，攀
緣如禪，如來禪。……云何如來禪，謂入如來地，行自覺聖智相
三種樂住，成辦眾生不思議事，是名如來禪。 ……凡夫所行禪，

11

同註 9，頁 556 下-55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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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相義禪，攀緣如實禪，如來清淨禪。12
此中之「如來禪」根據現代學者研究應即為「如來藏禪」
。13《楞伽
經》在如來藏思想史上乃是屬於中期的經典，四卷本《楞伽經》地位是
把早期三經一論的「如來藏三義」的有機構成和「阿賴耶識」唯識系統
結合起來，而有「如來藏藏識」一語：
此如來藏藏識，一切聲聞緣覺心想所不見，雖自性淨，客塵覆故，
猶見不淨，非諸如來。14
如來藏系經典與如來禪的成立地點，由於文獻缺乏，實難斷言。15而
根據印順法師與木村泰賢的研究，吾人可以合理的推想：如來藏系經典
初起於南印，後來才流行於罽賓和北印，在此流傳的過程中，一方面和
北印的唯識說合流；二方面與罽賓區的禪法結合，因此產生了《楞伽經》
的「如來藏藏識說」和「如來藏禪」
，這在大乘佛學是一相當大的進展。
而早期唯心學派的大乘瑜伽師一方面研究如來藏與唯識的交涉，二方面
同時深行禪法，正所以完成了此一進展。16而達摩禪就是其中之代表。
《續

12

《大正藏》冊 16，頁 492 上。

13

Florin Giripescu Sutton, Existence and Enlightenment in the Lankavatarasutra
《
( 楞伽經的存在與覺悟》,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p. 202-208。
有關禪與如來藏的關係的研究，有下列諸文：增永靈鳳，
〈早期禪宗史與心性
的問題〉，
《佛教問題》3 卷 5 號（東京，1947 年）
；西義雄，
〈關於禪與如來
藏思想〉
，
《禪文化研究所紀要》3 號（京都：禪文化研究所，1971 年）
；小川
弘貫，
《中國如來藏思想研究》（東京：中山書房，昭和 51 年）等。

14

《大正藏》冊 16，頁 510 下。

15

關於如來藏思想的基本概念，請參照：高崎直道，
《如來藏思想の形成》
（東
京：春秋社，昭和 53 年）頁 751-771。

16

參見：釋印順，
《中國禪宗史》
（台北：正聞，1990 年）第一章〈菩提達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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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僧傳》卷十六〈慧可傳〉
：
達摩禪師以四卷《楞伽經》授可，曰：我觀漢地，惟有此經，仁
者依行，自得度世。17
可見達摩禪以《楞伽經》為經證，以之為心傳旨授。達摩禪〈二入
四行〉之「理入」：
理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為客塵妄想所覆，
不能顯了。18
禪〉，
「楞伽與如來藏說」節。尤其是該書的頁 20-21。另請參見釋印順，〈略
說罽賓區的瑜伽師〉
，
《以佛法研究佛法》
（台北：正聞，1991 年）
，頁 203-216。
另外，關於早期如來藏說諸經典的成立地點，木村泰賢認為是起源於南印，
而大成於中印，尤其是以中印阿踰闍（Ayodhya）為中心，參見：木村泰賢，
《大乘佛教思想論》
，
《木村泰賢全集》卷 6（東京：大法輪閣，昭和 57 年），
頁 135-136。
另外，關於在印度南北佛學的交流中，信仰如來藏說的著重禪觀的瑜伽師，
發展出強調對如來藏理的信的如來禪。而深入到早期如來藏說的集大成者《寶
性論》籃嘆討如來藏理的信，筆者在另文〈《寶性論》論信與佛性：如來藏與
唯識的交涉中信之三義與三種佛性之交涉〉中，由對《寶性論》對信的三義
與三種佛性及二者之內在關係的論述，闡述佛性與信的內在理路，並對真諦
譯《攝大乘論釋》、《佛性論》、《成唯識論》、《寶性論》的信、佛性概念做比
較研究，指出：孕育其雛形的《寶性論》之信之三義與三種佛性及其內在關
連的論述，說明了如來藏、佛性之實有，與信之內心心靈程序的相應與交涉，
此一洞見及論說一直在討論如來藏與唯識的交涉的論典中，有其相繼之發
展。因此，早期禪宗強調信如來藏理，和早期如來藏說的信之三義與三種佛
性一樣，或許都起源於在印度南北佛學的交流中，信仰如來藏說的著重禪觀
的瑜伽師的理論建樹。
17

《大正藏》冊 50，頁 552 中。

18

本文所用之〈二入四行〉乃為《楞伽師資記》所載者，而為柳田聖山《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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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裡的「理入」指的就是依如來藏理而入於禪。其中，
「藉教悟宗」
之「教」當指《楞伽經》的教法，而「宗」則指「如來藏理」。傳說中
的達摩以《楞伽經》印心，此處乃為經文之相應之處。達摩的〈二入四
行〉此處所說的「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為客塵妄想所覆，不能顯了」
，
可以理解這即前引《楞伽經》
：
「此如來藏藏識，一切聲聞緣覺心想所不
見，雖自性淨，客塵覆故，猶見不淨」
。而對所悟之宗，又強調「信」
（深
信含生具有如來藏）。因此，吾人可以說：作為如來禪之達摩禪，以如
來藏說為其教證，而「信」如來藏理又為如來禪入禪之鑰。

三、達摩的〈二入四行〉所蘊涵的如來藏說與信
（一）早期如來藏說與達摩的〈二入四行〉的「信如來
藏理」
四卷本《楞伽經》所說的如來藏「自性清淨，客塵所覆」
、
「入於一
切眾生身中」
，合於初期如來藏說三經一論之「心、佛、眾生三無差別」
以及「眾生界=如來藏=法身」之論理。達摩〈二入四行〉是達摩禪的主
要文獻。
〈二入四行〉是達摩禪的重要文獻，
〈二入四行〉談論入佛道之
方，提出理入與行入，理入即本論文所強調的「信如來藏理」之如來禪
與如來藏說之交涉之課題，所謂「理入者，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
真性，但為客塵煩惱所覆，不能顯了」
，而「行入」則為由信如來藏理，
「凝住壁觀」之後，更相稱而起的行動與倫理，即所謂「報怨行、隨緣
行、無所求行、稱法行」
，其中，
「稱法行」是稱法而起行，即相應於所
信之如來藏理而生起行動之意，就禪之無功用行之立場而言，
「報怨行、
隨緣行、無所求行」三者即須在如上之「稱法行」之下理解之，研此可
語錄 I 達摩之語錄》（東京：筑摩書房，昭和 54 年）頁 31-47 所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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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信如來藏理」並依此而能有無功用之「稱法行」，實為達摩禪之禪
門入途與禪行之心要。達摩〈二入四行〉在此意義下是「如來藏禪」，
且強調對如來藏理（「真信」
）的信，此信是其入禪門之鑰。
對「信」的強調，亦同樣見於三祖僧燦的〈信心銘〉之「信心不二，
不二信心」
。早期禪宗發展史之中，例如在達摩〈二入四行〉
、四卷本《楞
伽經》和僧燦的〈信心銘〉之中，「信如來藏理」和「心意之轉化之禪
行工夫」是彼此相需的，乃至於信如來藏理之信之心行即是如來藏理之
開顯，此一課題顯示了如來禪與如來藏理之交涉之取向在早期禪史是相
當重要的。
達摩認為應以《楞伽經》為心要，所以達摩系統乃重視《楞伽經》
終於形成「楞伽師」的楞伽講學系統。而考「如來禪」一語最早即出現
於四卷本《楞伽經》
，重視「自覺聖智」
，依如來藏理對眾生界行不思議
禪觀，達摩師弟，遞相傳習此如來清淨禪，終於形成作為如來禪的達摩
禪，這是以證悟大乘佛教「如來藏」「佛性」為根本的如來禪，和當時
同時流行的另外兩種禪法（以數息為主的安般守意小乘禪法，以對治和
念佛為主的兼融大小乘的禪法）鼎足為三。
淨覺（680－750 A.D.）所撰之《楞伽師資記》
，以四卷本《楞伽經》
的譯者求那跋陀羅為初祖，以達摩為二祖，混同「楞伽師」與「達摩禪」
師承。
《楞伽師資記》乃是北宗禪的文獻。呂澂的《中國佛學源流略講》，
依北宗的《楞伽師資記》，認為楞伽講學系統的楞伽師與達摩的禪系統
有深密關係。宇井伯壽則辨析此二者的不同。筆者本文研究早期禪宗
史，對如來禪與如來藏說的內在關係做出闡釋；並不採取傳統研究楞伽
師與達摩禪師承二者關係的進路，如胡適、呂澂、宇井伯壽。筆者此處
亦不採取對敦煌文獻的達摩作品做深度解讀的進路，如關口真大所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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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而是另闢蹊徑，筆者由達摩〈二入四行〉特重「信」與「真性」出
發，在四卷本與十卷本《楞伽經》的對讀中，指出達摩特重四卷本的內
在理據之一，乃在於如來藏（佛性）與藏識（八識）的相即為一，對此
「真性」的描述，
《楞伽經》明言其繼承自《勝鬘經》
，為佛與上智菩薩
真正能知，其他人只能是「信」人。《寶性論》與《楞伽經》是先後出
現的如來藏說的代表性經論。筆者認為《寶性論》和《楞伽經》二者同
樣是繼承《勝鬘經》之說，都著重對「如來藏理」的性，而有著「頓悟
漸修」的禪法特徵；由此可解明達摩禪的特徵。也就是說：達摩禪以對
如來藏理的信為「理入」之禪悟之鑰，達摩禪以如來藏說為思想預設而
提倡對眾生界的不思議禪觀。一般認為以《楞伽經》的教證而認為達摩
禪是如來禪，若是以達摩〈二入四行〉為標準，則應該說達摩禪的如來
禪就是「如來藏禪」
。
傳統的看法以《楞伽經》提出「如來禪」一辭，而達摩以《楞伽經》
為其教證，遂認為達摩禪是如來禪。達摩〈二入四行〉是達摩禪的主要
文獻。〈二入四行〉談論入佛道，提出「理入」與「行入」。「理入」是
對如來藏理的信（「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但為客塵妄想所覆，不能顯
了」）
。
「行入」則為由信此如來藏理，
「凝住壁觀」後，更相稱而起的行
動實踐與倫理關懷（報怨行、隨緣行、無所求行、稱法行）
。因此，達摩
〈二入四行〉不僅是「般若禪」，也是「如來藏禪」，也就是一般所說的
「如來禪」
，而且強調對如來藏理（
「真性」
）的「信」
，是其入禪門之鑰。

（二）達摩的〈二入四行〉的稱法行
許多文本都題為達摩所撰，例如〈絕觀論〉
、
〈破相論〉
、
〈悟性論〉、
〈血脈論〉等，都統稱為「達摩禪師論」。但根據近代及現代學者的研
究，一般認為〈二入四行〉可確定為達摩的代表性的著作。在關口真大

禪與如來藏說的交涉

73

的研究中，則強調敦煌出土的寫於 681 A.D.之《達摩禪師論》可代表達
摩思想，而強調了《達摩禪師論》在達摩研究上的重要性。19方廣錩整
理《天竺國菩提達摩禪師論》
，又名《達摩禪師論》
，方廣錩認為是中國
僧人假託禪宗初祖菩提達摩所撰典籍，著者不詳。在敦煌遺書中，至今
已經發現兩種題名為《達摩禪師論》的文獻。其一為日本橋本凝胤所藏，
首殘尾存，尾題作「達摩禪師論」
，唐高宗開耀元年（681）所書，這也
就是後來被收入關口真大《達摩大師之研究》一書中的文本。第二種是
日本田中良昭於法國敦煌特藏中所發現的伯 2039 號（伯希和帶至法國
的收藏本）
。北京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北新 1254 號與北新 1255 號其後，
經田中良昭先生鑒定，此中的第一個闕名殘文獻即《天竺國菩提達摩禪
師論》的又一個抄本。《達摩禪師論》的部分思想內涵和〈二入四行〉
相當一致。例如《達摩禪師論》的「達心門」乃是「由常看守心故，漸
達自心，本性清淨，不為一切煩惱諸垢之所染污，猶如虛空。」20〈二
入四行〉之說「客塵妄想」、「真性」都可被了解為「如來藏說」。而吳
汝鈞〈達摩及其早期禪法〉研究《達摩禪師論》也指出後者主張：
以舉眼觀法界眾生，一體一相，平等無二，一等看故一種，皆是
如來藏佛故，以常用一清淨心故，以常乘一理而行故，即是頓入

19

關口真大，
《禪宗思想史》
（東京：山喜房，昭和 41 年）第一章「達摩的傳記
與撰述」
。又，可參見吳汝鈞，
〈達摩及其早期禪法〉第一節〈達摩的資料〉，
收於《遊戲三昧：禪的實踐與終極關懷》
（台北：學生書局，1993 年）
，頁 1-4。
又，關於達摩禪師其人的考證，可以參見：宇井伯壽，
〈達摩的傳記〉
，
《禪宗
史研究》卷 1（東京：岩波書店，1939 年），頁 1-16。

20

《天竺國菩提達摩禪師論》，《藏外佛教文獻》冊 1，http://taipei.ddbc.edu.tw/
sutra/W0001_00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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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乘。21
又如《達摩禪師論》的「安心門」說「由常看守心故，熟看諸境種
種相貌，一切境界悉知不從外來。迷是自心變作，知境界唯是自心作此，
觀自然漸合唯識觀智。唯識者，遮詮為義。遮卻雜染虛妄之法，詮取真
如佛性者。不去不來，不生不滅，不取不捨，不垢不淨，無為無染，無
有自性。」22
吳汝鈞〈達摩及其早期禪法〉研究《達摩禪師論》也指出後者主張：
法佛者，本性清淨心，真如本覺，凝然常住，不增不減。23
這裡提到「如來藏佛」和「本性清淨心」
，因此，
《達摩禪師論》的
基本觀念是如來藏和自性清淨心。再者，《達摩禪師論》引用了不少如
來藏說的經典，如《如來藏經》、《勝鬘經》，也引用了與在義理詮釋上
涉及如來藏說的《維摩詰經》、《法華經》，更可見出《達摩禪師論》以
如來藏說為教證。而就文獻學而言，《達摩禪師論》所引述原典，其譯
文相當古樸而忠於原文，在達摩時代沒有出現過的譯經譯論的文字，和
當時未曾運用的語詞，則未出現，可見《達摩禪師論》確實為早期禪宗
史的作品。因此一版本的《達摩禪師論》
（敦煌出土的寫於 681 A.D.）的
研究，使得達摩禪是「如來藏禪」
，得到進一步的確認。
吳汝鈞《遊戲三昧：禪的實踐與終極關懷》指出，〈二入四行〉計
有十一個本子。24筆者本文所根據者，乃載於《楞伽經師資記》中，而
為柳田聖山《禪の語錄 I 達摩語錄》所採用者。
21

轉引自：吳汝鈞，
《遊戲三昧：禪的實踐與終極關懷》，頁 5。

22

同註 20。

23

吳汝鈞，
《遊戲三昧：禪的實踐與終極關懷》，頁 5。

24

同上註，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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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於上節的論述，筆者對達摩禪〈二入四行〉的內涵從事下列分
析：「二入」為「理入」與「行入」。首先，「理入」為「信」如來藏理
而能入於禪之體性：
夫入道多途，要而言之，不出兩種。理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
含生，凡聖同一真性，但為客塵妄覆，不能顯了。若也捨妄歸真，
凝住壁觀，自他凡聖等一，堅住不移，更不隨於文教，此即與理
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為，名為理入。25
信如來藏理，進而對此「信」經過「凝住壁觀」的錘鍊，而達至「與
理冥合」也就是修禪者與如來藏理的冥然相應。「理入」思想應為中印
思想之合璧。柳田聖山指出：中國佛學中對「理」一詞重視，早出現於
《維摩詰經》
〈問疾品〉道生注、
《涅槃經集解》第一，以及吉藏《淨名
玄論》第三。而「理入二行」之說，則已經見於《金剛三昧經》〈入實
際品〉。至於〈二入四行〉一文所說的「真性」，則有《莊子》〈漁父〉
所說的「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不可易也」
，以及《中庸》
「天命之
謂性」，已經存在這些中國心性論的基本命題。26
其次：
「四行」分為前三後一的兩組，前三是「報怨行」
、
「隨緣行」、
「無所求行」
，後一是「稱法行」
。由「將倫理建立於超自然的根源之基
礎的非結果論」來研究如來禪的倫理，
「稱法行」正所以明示了此性格。
而「報怨行」
、
「隨緣行」
、
「無所求行」則是建立於其上的倫理規範。又，
稱法行是相應於不著兩邊之空之佛法而行，「稱法行：性淨之理，目之
25

《大正藏》冊 16，頁 510 下。

26

同上註。柳田聖山，
《禪之語錄 I 達摩之語錄》，頁 36-37。另外，關於中華
禪宗「理」概念的特色及開展，參見：鄧克明，
〈中華禪宗之「理」的概念及
其與心的關係〉，
《宋代理概念之開展》（台北：文津，199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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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法。此理，眾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若能信解此理，
應當稱法而行。……達解三空，不倚不著，但為去垢。稱化眾生，而不
取相。此為自行，亦為利他，亦能莊嚴菩提之道」
。
上述所論的「稱法行」
，此中有數點值得注意：
（1）此中之「性淨之理」指如來藏理。
（2）此性淨之理一方面「無染、無著、無此、無彼」
，二方面「稱
化眾生」
，亦即：一方面不離法身，同時又不捨眾生界。因此，
〈二入四
行〉言簡意賅地敘述了如來藏說的「眾生界=如來藏=法身」的論理。
（3）
「此為自行，亦為利他，亦能莊嚴菩提之道」則是陳述了「眾
生界=如來藏=法身」的超越實體當開出利他的倫理規範，是以可以理解
它為一「非結果論」的倫理學，在此開為「報怨行」
、
「隨緣行」
、
「無所
求行」三條主要的宗教信念倫理學（Gesinnungsethik）之倫理規範。

四、如來禪的信到祖師禪的作用見性
根據印度佛教發展史的了解，自性清淨心〈「心性本然清淨，但為
客塵煩惱所雜染」〉首先出現於部派佛教的文獻，例如《舍利弗阿毘
曇》
。27以後大乘佛教發展中的如來藏思想，將自性清淨心之說予以發揚
光大，當然以上兩者對自性清淨心的詮解各有不同，差異甚大。關於對
於自性清淨心的詮解，在大乘佛教發展中的如來藏思想，包含了《佛性
論》
〈真諦譯〉所示的一套特殊的三種佛性的如來藏構成。28
藤田正浩在研究禪宗見性思想與印度如來藏思想時指出：如來藏與

27

參見：木村泰賢著，演培法師譯，
《小乘佛教思想論》
（台北：天華，1990 年），
頁 401-405。

28

賴賢宗，
《如來藏說與唯識思想的交涉》
（台北：新文豐，2006 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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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性可視為同義語，在印度之三經一論使用如來藏一語，《涅槃經》則
將之轉變為佛性一詞。根據柳田聖山或田中昭良的研究，南宗禪受《涅
槃經》影響很大，
「見性」思想是南宗禪的特色，
「見性」就是「見佛性」。
藤田正浩指出：buddhadhatu（佛性）一詞中，dhatu 可說具有 hetu（因）
之義，因此，在印度 buddhadhatu 是指成佛的可能性。29可是筆者本文對
於《寶性論》的「佛性」概念的研究，則指出：
《寶性論》的佛性概念，
包含了因、德、果三層次，而為《佛性論》三種佛性說所繼承。因此，
就印度傳來的佛性說的內面結構而言，佛性、如來藏內含眾生界，以 hetu
解 dhatu，則佛性則是還在因位，在《寶性論》說為「菩提」
，在《佛性
論》說為「住自性佛性」。在高崎直道對 dhatu 的研究中，指出「法界」
（dharmadhatu）有兩種意義：
（1）
「法之全領域」
，此用法等同於說「一
切法」
。
（2）
「法出生之因」
（dhatu=hetu）
，亦指一切法的根源、本質。30
但，漢譯將 buddhadhatu 譯為佛性，則隱含了和中國思想之心性論結合
的可能。正如前述，在印度的如來藏說中，例如在《寶性論》中，是較
強調對佛性、如來藏理的「信」
，因此解釋者比較容易流於以 hetu（
「因」
）
來解 dhatu（「界」）而忽略佛性之「因果一如」的如來藏說的隱藏的內
涵。從禪宗六祖慧能對佛性一詞的使用，可以看出他意義上的轉變。
「佛
性」
（在《壇經》有時作「自性」
、
「真如本性」
）不再僅只被當作「成佛
的因或可能性」，而是佛性乃是眾生本具與現成。像這樣的佛性思想已
經見於南方的《涅槃經》研究者，而經道信、弘忍、神秀、慧能更發展

29

參見：藤田正浩著，梁國真譯，〈禪宗的見性思想與印度如來藏思想〉，收於
《國際佛學譯粹》2 輯（台北：國際佛學研究中心，1992 年），頁 72-73。

30

界之二義，參見：高崎直道，
《如來藏思想の形成》
（東京：春秋社，昭和 53
年），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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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禪宗特殊的「見性」思想，31這其實反而是較近於《寶性論》、《佛性
論》的因果一如的如來藏說、佛性論的本意、或說是隱藏著的有待被解
明的意涵。
就如來禪（如來藏禪）而言，如來藏理為凡夫所難信難解，但印度
文化素有強調信的氛圍；所以透過對達摩禪與如來藏說、
《楞伽經》
、
《寶
性論》的討論，可以理解下列「信如來藏理」所引生的禪行的心靈程序：
如來禪強調對此如來藏理之實有升起淨信心（信其實有，因），由此信
而使得自心得到淨化，並得到自信清淨心的諸種功德（信其有德，德）；
最後，淨信心與佛性是不二的，因此能有自性清淨心和佛性的種種大用
（信其有能，果）。筆者的《如來藏說與唯識思想的交涉》一書等研究
成果已經闡明「信」之三義：信其實有（adhisampratyaya）、信其有德
（prasada）
、信其有能（abhilasa）是通用於《俱舍論》
、
《寶性論》
、真諦
譯《攝大乘論釋》
、
《成唯識論》
。
「信之三義」可以「實有」
、
「有德」
、
「有
能」簡示之。而唯識思想之信之三義之近於阿毘達磨的信之三義者，在
於唯識之信之三義是一有機的連結。而《寶性論》之信之三義之更進於
唯識思想者，在於《寶性論》多了一個佛性論的佛教存有學的向度（「轉
身實體清淨」）。32在此向度中，信之三義與三種佛性有一內在連結，涉
及意識與存有的交涉的哲學問題的處理。而此內在連結的關鍵在於「因
果一如」所提供的契機，亦即在於前述《寶性論》「自性清淨」與「離
垢清淨」
。33
其實，如來禪強調「信」的特色，不僅見於達摩禪〈二入四行〉之
31

藤田正浩著，梁國真譯，〈禪宗的見性思想與印度如來藏思想〉
，收於《國際
佛學譯粹》2 輯（台北：國際佛學研究中心，1992 年）
。

32

《大正藏》冊 31，頁 841 中。

3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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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入」
，亦一直延續到傳為三祖僧燦所做的〈信心銘〉之「信心不二，
不二信心」，「信」（對如來藏裡的信）如「自性清淨心」是不二的。復
次，就祖師禪而言：「見性」就是見此眾生內在的佛性之本具與現成，
例如《壇經》所說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
、
「何其自性，能生萬法。」
見性思想是要藉禪悟之根本體驗而泯除因位與果位的區隔。因此，相對
於印度的如來禪之重視對如來藏理的信，中國祖師則強調見性之直下的
禪悟。於印度大乘佛教的如來藏說之三經一論之中，「信」為重要課題
之一，信煩惱為客塵，信如來藏自信清淨心之實有、能有與功德。此中，
信之心靈程序並未落入因位與果位的區隔，但是它並未明言「知見此如
來藏」
、知見佛性。藤田正浩指出：
「根據《寶性論》所引《涅槃經》之
文，
『見』
的原語是作 pasyati，
《涅槃經》的西藏譯本也是使用相當於 pasyati
的 mthonba，基本上他們都只是意謂著普通的『見』。」34「見性」一詞
之特義則為中華禪所獨創，經由道信、弘忍至慧能而顯著。其實，由上
可知，見性思想是預設了印度如來藏說的論理方為可能，「見性」是中
華禪者對「眾生界=如來藏=法身」之「如來藏三義」的有機構成的體證。
總之，達摩禪〈二入四行〉繼承了《楞伽經》的「如來藏說」，所
謂「藉教悟宗，深信含生，聖凡同一真性」，而此處使用了「真性」一
辭，已將印度如來藏說，結合於中國思想之心性論，處理了意識與存有
的交涉（The Interweaving between Consciousness and Being）的哲學問
題，35如前所述，印度的如來藏說以自性清淨與離垢清淨為此一交涉的

34

藤田正浩著，梁國真譯，〈禪宗的見性思想與印度如來藏思想〉
，收於《國際
佛學譯粹》2 輯（台北：國際佛學研究中心，1992 年）
。

35

關於中國思想中對意識與存有的交涉的哲學問題的處理，請參見：林安梧，
《存
有、意識與實踐》（台北：東大，199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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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與契機。歷經道信、弘忍、神秀、慧能以其禪悟深入抉擇「如來藏
說」的深義漸漸發展出禪宗特有的「見性」思想。到了慧能法嗣馬袓道
一與石頭希遷，則積極將見性思想運用到中國思想中的體用哲學的文化
土壤上，而禪學中，形成了強調「作用見性」的袓師禪。中國思想中的
體用哲學在華嚴宗，則形成法界觀（尤其是理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
界），其實，體用哲學正是中國思想對意識與存有的交涉的哲學問題的
特殊解答。到了總集華嚴與袓師禪的宗密（780－841）作《禪源諸詮都
集》遂走向華嚴禪的圓融。從印度如來禪對如來藏說的信，到達摩禪的
「真性」
，到道信、弘忍、神秀、慧能的「見性」
，到袓師禪的「作用見
性」
，到宗密的華嚴禪──是印度如來禪到中國袓師禪的基本發展軌道。
關於如來藏說、南宗禪與中國體用哲學的關係，吳汝鈞說：
南宗禪的思想乃淵源自如來藏體系的佛性思想以及講求不取不
捨的妙用的般若思想。禪能夠揉合此兩大思想，無疑是充實了它
的思想內涵，更避免了兩系思想的各執一邊的問題。佛性是發揮
妙用的主體，妙用的主體隨意起用而表現的積極性。這種體用無
間的哲學，是禪的精妙處，不過，這體不是指形而上的體。它是
與用對比著說的體，是在主體性與其發用關係下說的體。36
吳汝鈞在此點出南宗禪、如來藏關係，此為確見，但他在以體用哲
學來論述南宗禪時，只把體解釋為主體性、與用對比著的體，而把用解
釋主體性的發用。姑且不論海德格對主體性哲學的種種批判。單就禪學
史的反省而言，吳先生此論不免又落入了「僅只」以傳統般若學來詮解
禪宗與禪學史的限制，遺漏了禪與如來藏說的深密關係。如本文所說
36

參見：吳汝鈞，
〈九松真一與禪〉第四節〈反思〉
，收於《諦觀》71 期（台北：
諦觀雜誌社，1992 年 10 月），頁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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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來禪以如來藏說為思想預設。如來藏說強調「轉依」
、
「轉身實體
清淨」
，此中的「實體」是《寶性論》
「無垢如」之八種句義之一，這些
無疑的都是佛教存有學（Buddhist Ontology）的論述，透過做為如來禪
的達摩禪，這些論述早已深化為中華禪不可分割的部份，前文對此過程
已加以論述。進而言之，中國思想之體用哲學不論是「即用顯體」或「體
用一源」，皆避免了佛教存有學滑轉為實體學（Ousiology）
，37避免落入
海德格所批評的「存有神學構成（Onto-Theo-Verfassung）
」
。而中華禪法
更以實修莊嚴了此向上一機之畢竟空義之菩提道；臨濟禪和曹洞禪就是
結合到中國思想體用哲學之即用顯體與體用一源而有的兩種形態。分而
言之，「即用顯體」是性體之直接下貫為心體之顯發，是「縱貫縱生」
系統（用牟宗三先生語），馬袓道一的禪法屬之，開為臨濟禪。而「體
用一源」是性體直接下貫與心體之顯發皆是契機，而皆由不一不二的共
同根源所衍生（雖然在佛教存有學中，此根源亦無實體性），是「縱貫
橫統」系統，石頭希遷的禪法屬之，開為曹洞禪。

五、結論
綜合上面所述，吾人可以理解不論是後世的「四喝八棒」（臨濟）
或是「五位三路」（曹洞）皆以印度佛教早期如來藏說為隱含的理論背
景，因此可以理解「作用見性」，雖然是中華禪法的奇葩，但並無法與
印度佛教早期如來藏切斷其歷史連帶，從印度之如來禪到中國的袓師
禪，中國的袓師禪「呵佛罵袓」似乎迥異於印度之如來禪「信的強調」。
37

在海德格的批評之中，實體學（Ousiology）為西方亞里斯多德的形上學傳統
之中，將存有作為「實體」，也就是作為「基體」、「最普遍者」、「本質」，從
而遺忘了真實的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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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國的袓師禪「大機大用」似乎迥異於印度之如來禪「由信而延
伸的倫理」
，但是，可以了解它們都是為了「傳法救迷情」
，而設施的方
便。而中華禪在形成的過程之中，融會了中國思想的體用哲學，顯發為
中華禪法瑰麗異采，尤其是表現於祖師禪的「作用見性」
。
「見性」一詞
之特殊義涵為中華禪所獨創，經由道信、弘忍至慧能而顯著。尤其是「作
用見性」更是強調主體性的「大機大用」。見性思想是預設了印度如來
藏說的論理方為可能，「見性」是中華禪者對「眾生界=如來藏=法身」
之「如來藏三義」的有機構成的體證。
本文對於達摩的〈二入四行〉做一分析，指出做為「如來禪」的達
摩禪是「如來藏禪」，強調了對如來藏理的信是入道之鑰。筆者也將上
述論述延伸至對中華禪宗史的反省。結論在於：「如來藏禪」是印度禪
的本貌，中國的南宗禪強調「見性」思想，經由《涅槃經》的「見性」
思想之過渡，其後開展出祖師禪「作用見性」的大機大用；印度禪移植
到中國思想「體用哲學」的文化土壤上，綻放奇葩，祖師禪的「作用見
性」發揚菩薩禪的大機大用，棒喝交加，風馳電掣。這和印度古貌的「如
來藏禪」對「信」的強調，相對而言比較靜態與內斂，二者在風格上和
哲學型態上有著明顯的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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