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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龍樹菩薩古來有「八宗共祖」之稱，被認為深遠影響中國佛教的發

展，而「圓融」又是中國佛學的重要特質，如此龍樹思想是否影響乃至

決定了中國佛學的圓融性呢？對此問題意識，除前言和結語外，本文首

先對中國佛學「圓融」特質作後設分析，認為「圓教」之圓融義理型態

關涉到「即」、「如」、「心」、「玄」、「和」等概念；其次探討龍樹思想對

中國佛學「圓融」特質之可能影響，特別是以「即」之「圓融」意涵為

                                                 

 佛教慈濟大學宗教與人文研究所教授 

 審查人的寶貴意見惠我良多，敬致謝忱！另本文初稿曾在 2017 年「中觀高

峰論壇」（廣東惠仁聖寺）發表，乃是在拙著《道與空性：老子與龍樹的哲

學對話》（法鼓文化，2013）之研究背景下展開，一些觀點和內容亦引自該

書，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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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以及略述中國佛學之「即」承襲於中觀學而有所不同；再者試著探

討龍樹是否亦是一位圓融論者，指出龍樹之「二諦」未必在於圓融，龍

樹思想除圓融外更重於遮遣、超越；最後指出中國佛學之圓融轉向，使

得與龍樹中觀學各不相謀，中國佛學已然開創出自己的路。而如此轉向

之利弊得失亦頗值得後人進一步探索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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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āgārjuna’s Philosophy in Chinese Buddhism: 

From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ound Harmony” 

 

Lin, Chien-te  
 
 
 

ABSTRACT： 

Nāgārjuna, with the honorary title ‘common patriarch of eight Buddhist 

Schools,’ was regarded as the thinker who most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ddhism. Since ‘Round Harmony’ (or ‘Perfectnes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eatures of Chinese Buddhism, does the philosophy of 

Nāgārjuna influence, or even determine, the ‘Round Harmony’ of Chinese 

Buddhism?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aside, in this paper I try to reply to 

this question in four sections: Firstly, I do some meta-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rfectness’ in Chinese Buddhism, suggesting it is related 

to the concepts of ‘Ji’ (identity), ‘Ru’ (suchness), ‘Xin’ (Mind), ‘Xuan’ 

(profoundness) and ‘He’ (harmony). Secondly, I explore the possible 

influence of Nāgārjuna’s thought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rfectness’ in 

Chinese Buddhism,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the meaning of ‘Perfection’ in 

‘Ji,’ and the different implications of ‘Ji’ in Chinese Buddhism and the 

difference in its legacy of the Mādhyamika school. Thirdly, I try to argue 

Nāgārjuna should not be regarded as a philosopher who promotes the value 

of ‘Perfectness.’ His theory of the Two Truths, for instance, is not necessarily 

for the pursuit of harmony, but places more emphasis on negation and 

transcendence. In the end, I claim that the theoretical turn of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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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ism to the ethereality of ‘Perfectness’ may diverge from the 

philosophy of Nāgārjuna but create its own path. The pros and cons of such a 

divergence are also worthy of further exploration and reflec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Chinese Buddhism, Round Harmony, Ji, the philosophy of  

Nāgārjuna, Ne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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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佛學中國化」表現出來的重要特質之一是「圓融」，以此截然不

同於印度佛教；1其中隋唐佛學時期之天臺、華嚴「圓教」思想系統即是

代表，呈顯出圓頓、融攝和調和等特質。2換言之，中國佛教以「至圓」、

「至簡」、「至頓」為其特色，3或者說具有「調和性」、「融攝性」與「簡

易性」，4可說是中國佛教在佛教理論發展上的重大貢獻，或者佛教文化

新典範的塑立，即在於此「圓融」特質。5
  

  此外，霍韜晦也以「絕對與圓融」為中國佛學特質所在，中國佛教

                                                 
1
 如我們從電子佛典（CBETA）搜尋「圓融」一詞，可以知道此詞彙大量出現

隋唐以後中國祖師的釋文注疏中，印度佛教經論本身少有「圓融」之譯語，

阿含、般若、中觀、唯識等重要典籍皆未出現「圓融」，顯見中國佛教之好

「圓融」遠甚印度佛教。 

2
 可補充的是，天臺和華嚴雖各言「圓教」，但兩者「圓教」卻各有不同。如天

臺之圓教言「不斷斷」，認為是即於九法界之「不斷斷」，以相對於華嚴之「緣

理斷九」而說；亦即華嚴之「緣理斷九」是以真如之理斷掉九界、斷掉無明，

而顯出佛界及法性，如此九法界與佛界不能相即，無明與法性不能同體，相

對的天臺宗藉「無明即法性」對照自身教理之高圓。對於天臺宗「不斷斷」

之「即」的討論，可見牟宗三所著之《佛性與般若》。 

3
 見印順法師，〈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收在《華雨集（四）》，臺北：正聞出

版社，1993，頁 44。 

4
 見方立天，《佛教與中國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37-45。 

5
 如郭朝順所言，中國佛教之「圓融」開創了文化新典範，此一典範旨在超克

世俗與出世俗、生死與涅槃等價值對立問題。氏著《佛教文化哲學》一書的

論述軸心，即是順著佛教觀念史的發展角度，論述圓融思想與「涅槃、中道、

慈悲」等概念的關係，以及「中觀、唯識與佛性」如何關乎漢傳佛教天臺、

華嚴與禪之「圓融」文化新典範的形成。見郭朝順，《佛教文化哲學》，臺

北：里仁書局，2012，頁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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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立既有來自本土文化的約制，亦有其自身理路的發展，而由於本土

文化之軌約，使中國佛教整個方向都是趨向圓融之路，打通上下、內外

之間隔，而迥異於印度佛教。6如此，霍韜晦認為中國佛教各個宗派皆各

自展現不同的圓融特色，如三論宗是言教運用上的圓融，天臺宗是體相

上的圓融，華嚴宗是事相上的圓融，至於禪宗預取了前三者教相而化為

行道表現，乃是「行」的圓融暨「教外」圓融。7
 

  同樣的，洪修平、陳紅兵亦表示中國佛學的圓融精神主要體現在中

國佛教的三教融合思想、判教思想及其理論學說之中，認為：一、佛教

在中土立足及發展過程中，對傳統儒道文化觀念始終保持的吸收和融合

的態度；二、佛教不同經典和學說進行批判總結時，體現出包容與會通

不同思想學說的態度；三、在判教基礎上形成的中國化佛學（如隋唐時

期宗派佛學），其理論學說也充分體現此圓融精神。8
 

  可知，中國佛學以「圓融」為重要乃至首要特質乃是無庸置疑的，

然而其中思想軌跡暨內在成因，以及此與「八宗共祖」龍樹思想之聯繫

為何，應是值得探討的；本文即試著對此作初步討論。 

二、中國佛學「圓融」特質之後設分析 

  圓融既是中國佛學重要特質，究竟圓融之意義為何呢？雖然圓融未

必可以簡單數語清楚界定，而含攝諸多可能意涵，如以《佛光大辭典》

之解釋「圓融」為：「圓滿融通，無所障礙。即各事各物皆能保持其原

有立場，圓滿無缺，而又為完整一體，且能交互融攝，毫無矛盾、衝突。

                                                 
6
 霍韜晦，《絕對與圓融：佛教思想論集》，臺北：東大書局，2011，頁 288-289。 

7
 同上註，頁 348。 

8
 見洪修平、陳紅兵，《中國佛學之精神》，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頁

267。 



 

  試論中國佛學對龍樹思想的承襲與歧出——從「圓融」特質考察起  33 

 

 

相互隔離，各自成一單元者稱「隔歷」；圓融即與隔歷互為一種絕對而

又相對之對立關係。」9可知「圓滿融通，無所障礙」大致是圓融的主要

意義，華嚴宗即依華嚴經教說法界無盡緣起，闡發「事事無礙」、「六相

圓融」等；天臺宗則基於法華經教所說之實相一理而立「圓融三諦」、「圓

融三觀」等教義。 

  圓融觀念大致不脫華嚴、天臺之「圓教」教義型態，或者說「圓教」

思想之展開致使「圓融」特質成形，以「圓融」作為「圓教」的描述語

之一，其背後涉及到各個不同法義。本節即試著對中國佛學「圓融」特

質進行後設分析，期能在此「圓教」暨「圓融」概念底下，進一步析探

其可能的法義基礎。所謂後設分析（meta-analysis，或譯作元分析、整

合分析等）在統計學上原是把多個研究結果整合一起進行分析的研究方

法，但這裡所指的後設分析是指探究理論背後的理脈思路，如本文試著

探討隋唐佛學「圓教」的思維理路暨概念系譜，分析天臺、華嚴「圓教」

所關聯到的概念系譜（genealogy of concepts），包括「即」、「如」、「心」、

「玄」、「和」等。 

（一）概念系譜之一：「即」（無礙） 

    不管是華嚴之「六相圓融」，「四法界」（之理事無礙、事事無礙），

以及天臺之「六即門」、「一色一香無非中道」，乃至於禪宗之「立處皆

真」等，都傳達了「即」的觀念；甚至這樣的「即」所顯示的已不只是

「圓融」而還有「圓頓」，如禪宗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以心念

迷悟來區別凡夫與佛，強調當體即是、不假外求。而此「相即不二」應

是諸宗圓融觀的共同看法，不只是兩兩對立的相即（如生死與涅槃），

                                                 
9
 佛光大辭典，http://etext.fgs.org.tw/search02.aspx，2017 年 10 月 6 日取用。 

http://etext.fgs.org.tw/search0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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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萬事萬物的相即（一與一切）等。 

此「即」之觀念承傳自印度佛學，如《般若心經》的「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乃為其例，包括般若經教說「世諦、第一義諦無異也。何以

故？世諦如即是第一義諦如」10亦是例示。在《中論》也指出世間和涅

槃兩者間沒有分別，如〈觀涅槃品第二十五〉第十九、二十頌說：「涅

槃與世間，無有少分別，世間與涅槃，亦無少分別。涅槃之實際，及與

世間際，如是二際者，無毫釐差別。」11如此，涅槃不離於生死而有，

相近於《中論》之不依俗諦不得真諦，最後亦達不到涅槃的理路，顯示

世間與出世間的相依相待，不離此而有彼。對於涅槃與世間無有分別，

以及不離於生死而別有涅槃，青目釋文中標舉出經典中有「涅槃即生死，

生死即涅槃」之說。12
 

                                                 
10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22〈道樹品 71〉(T08, p.378, c11-13)吉藏在《大乘

玄論》即引《般若經》，提到此二諦相即的思想：「二諦相即，經有兩文。若

使大經云世諦者即第一義諦，第一義諦即是世諦，此直道即作不相離，故言

即。」(T45, p.21, c7-9) 

11
 在〈觀縛解品第十六〉第十頌亦出現相似看法，該品在論述「不縛亦不解」

後，最後即以生死、涅槃的無差別作結而言：「不離於生死，而別有涅槃，

實相義如是，云何有分別。」 

12
 青目長行全文為：「諸法實相第一義中，不說離生死別有涅槃。如經說：涅

槃即生死，生死即涅槃。如是諸法實相中，云何言是生死、是涅槃。」(T30, 

p.21, b15-19)至於是什麼經典呢？若根據《般若燈論釋》所說：「是故第一義

中，不說離生死外別有涅槃，如寶勝經偈言：涅槃即生死，生死即涅槃。」

(T30, p.104, a8-10)可知「涅槃即生死，生死即涅槃」，此語應出自《寶勝經》，

而所謂的《寶勝經》，可能是《大寶積經》，因為在《大寶積經》有相近之偈

語：「了知諸法如實相，常行生死即涅槃。」(T11, p.519, a3)此外，在日後中

國佛教的發展，亦有「煩惱即菩提」、「淫怒癡性即是解脫」等相近的思維理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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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中國佛學之重「即」可在般若學及中觀學看出端倪，包

括天臺宗所言之「無明即法性」，皆一定程度受到般若思想暨文殊法門

影響（如說「煩惱即菩提」13等），肯認無明煩惱與法性涅槃之無二無別。

而此「即」之概念，非但在中國佛學發揚起來，也對後期中國哲學發展

有一定影響（如張載之「太虛即氣」），形塑了中國佛學暨中國哲學的思

維特質。14
 

（二）概念系譜之二：「如」（真如） 

    中國佛學之重「即」而走向圓融、圓頓，除了承襲印度佛學的般若

中觀思想，也與印度佛學中的「真如」（tathata，又譯為如性／suchness; 

thusness）密切相關（乃至關乎「如來藏」思想）。事實上，就般若、中

觀法義的「相即不二」，已然透顯一定的「如性」思惟，指涉的是佛教

最高真理，一切諸法的寂滅性或不生不滅性，此亦即是「空性」（即所

謂「空如不二」），其相當之字詞包括有「法界」、「法性」、「不虛妄性」、

「不變異性」、「平等性」、「法住」、「實際」等15。可以說，相對於雙遮

                                                 
13

 「煩惱即菩提」之經教依據之一，可見《維摩詰所說經》卷 2〈佛道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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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4, p.549, b13-15) 

14
 如牟宗三以「即」之「非分別說」作為判攝「圓教」之準據，一旦採分析、

分解說，未能完全融通，即非屬「圓教」義理系統；此可參氏著《佛性與般

若》及《圓善論》等書。 

15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3〈學觀品 2〉：「若菩薩摩訶薩欲通達一切法真如、

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

虛空界、不思議界，應學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欲通達一切法盡所

有性、如所有性，應學般若波羅蜜多。」(T05, p.13, b27-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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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邊、掃蕩一切的「空性」，「如性」或「真如」的觀念更受到中國佛

學歡迎，如天臺宗的「十如是」，以及華嚴宗發揮《華嚴經》「一即一

切，一切即一」16之相融相攝，皆是從「如如」和「相即」展示出圓融

式的思想特質。 

（三）概念系譜之三：「心」（佛性） 

除「真如」外，「如來藏」或「自性清淨心」思想亦提供中國佛學

圓融發展的養份；如《華嚴經》之「一切唯心造」17，《起信論》之「一

心開二門」──「一心」能具足萬法，而以「生滅門」和「真如門」總

攝一切，把生死輪迴和涅槃解脫皆含攝於「一心」。18而中國佛學之重

「心」，不只是受到如來藏、真常唯心思想影響，亦一定程度關乎中國

哲學之強調「心」，如《孟子．盡心上》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盡知心性、

                                                 
16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是以一劫入一切劫，以一切劫入一劫，

而不壞其相者之所住處；是以一剎入一切剎，以一切剎入一剎，而不壞其相

者之所住處；是以一法入一切法，以一切法入一法，而不壞其相者之所住處；

是以一眾生入一切眾生，以一切眾生入一眾生，而不壞其相者之所住處；是

以一佛入一切佛，以一切佛入一佛，而不壞其相者之所住處。」(T10, p.423, 

b10-18)不過可注意的是，漢譯經文中並不是用「即」字而是「入」（如「以

一佛入一切佛，以一切佛入一佛」），但華嚴宗祖師以「一多相即」來作解。 

17
 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夜摩宮中偈讚品〉亦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

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T10, p.102, a29-b1)《大方廣佛華嚴經》〈十地

品〉：「佛子！此菩薩摩訶薩復作是念：『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如來於此分

別演說十二有支，皆依一心，如是而立。」(T10, p.194, a13-15) 

18
 《大乘起信論》：「顯示正義者，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云何為二？一者、心

真如門，二者、心生滅門。是二種門，皆各總攝一切法。此義云何？以是二

門不相離故。」(T32, p.576, a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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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養心性則可以知天事天，可知「心」一簡單概念已然關乎最高理境的

實現，而與「道」相合（亦即「道與心合」、「引道入心」或「收道於 

心 」等19），如此皆顯示一定圓融、圓頓的意涵。換言之，在中國哲學原

本重「心」（或「心性」）的思想傳統下，再加上「如來藏」（或「佛性」、

「本覺」等）等觀念的催化，天臺之「性具」、華嚴之「性起」以及禪

宗之「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圓教」與「圓頓」義理型態，亦在重

「心」或「佛性」的脈絡下展開，深遠影響中國佛學圓融特質的發。20
 

（四）概念系譜之四：「玄」（玄妙） 

   佛教東傳中土，期間歷經「格義佛教」洗禮，透過中國傳統固有思

想（特別是老莊）概念的接引，致使「佛學中國化」而在中土落地生根。

如此，在「格義佛教」的發展背景下，中國佛學處處可看到玄學的影子。

例如在《老子》中之「玄」、「妙」、「淵」等詞，以及玄學之「本末」等，21

                                                 
19

 此為余英時用語。余英時論述中國古代思想起源，特別標示出「心」的特殊

地位，他認為中國古代文明經「軸心突破」（axial breakthrough 或有稱「哲學

突破」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整個哲學思維產生新的轉向，而以「心」

取代「巫」，往後哲學發展走上「心道合一」的方向，開展以「心」為仲介

來連繫天人之間的關係，走向精神修養為主之「內向超越」（ inward 

transcendence），奠定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心性之學傳統暨中國哲學的特色。

詳見余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2014），一書，該書主要即在於說明及論證此點。 

20
 如郭朝順所言，中國佛教之圓融思想乃是把舊有的佛性思想，修改為一種「新

基礎」，依之而展開圓融以作為佛教文化新典範。氏著《佛教文化哲學》，頁

II。 

21
 在吉藏《三論玄義》中，可見「玄義」、「玄門」、「至妙」、「淵府」等詞，「本

末」亦復如此，如吉藏《二諦義》云：「二諦是本，說法是末。」(T45, p.78, 

b13)，即是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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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常被中國佛教祖師所引用。雖然僧肇曾批判「六家七宗」的玄學色彩，

而宣揚較為純正的般若、中觀學，但僧肇自身思想不免也含有濃烈的道

家思想。22在吉藏之著作中，有多部重要著述皆使用「玄」字來立名；23

雖然他在「摧外道」時曾大力批判道儒之「震旦眾師」，否定孔子、老

子不是聖人而停留在世間法層次，24但吉藏在晚年思想中也出現融和老

莊思想之傾向，如在《三論玄義》中，諸多語句和表現風格與《老子》

有相近之處。25
 

                                                 
22

 從僧肇所表達出的諸多語句，如「契神於有無之間」、「合有無為一」、「有無

異稱，其致一也」，多少已顯示與原初中觀學派「非有非無」的空義有所不

同，而近於《老子》首章所說「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如果連「秦人解空第

一」的僧肇，都受老莊思想深遠影響，則後代人論空之純正性就更少了。可

知過去祖師大德雖藉老莊思想之便來闡明佛法，但也不免種下佛道混淆的種

子。對於「佛道混淆」，印順法師曾說：「佛法到魏晉而盛行，主要為法法本

性空寂的大乘般若學。般若空義的闡揚，是與『以無為道本』的玄學相互呼

應的。慧遠及羅什門下（如僧肇作『物不遷論』等），每引用老莊以說明佛

法，有利於佛法的闡明，但也種下了佛道混淆的種子。」見《中國禪宗史》，

新竹：正聞出版社，1994 八版，頁 118 。 

23
 如《三論玄義》、《大乘玄論》、《法華玄論》、《淨名玄論》等。 

24
 如《三論玄義》卷 1：「至如孔稱素王說有名儒，老居柱史談無曰道。辨益，

即無人得聖；明利，即止在世間，如此之類為次跡矣。」(T45, p.2, b10-12) 

25
 如《三論玄義》云：「夫至妙虛通，目之為道。」此與《老子》十五章：「微

妙玄通，深不可識。」有異曲同工之處。此外，根據劉嘉誠表示，《三論玄

義》使用《老子》文句最多的是《老子》二十五章的：「吾不知其名，字之

曰道。強為之名，曰大。」而說「不知何以……，強名為……」，如《三論

玄義》云：「不知何以目之，故稱正法，強名中實也。」此種表達手法，高

達九次之多。雖然吉藏僅是照《老子》文句格式作表述，但可見其受老學影

響之深，見劉嘉誠〈吉藏《三論玄義》中之破顯所具有的融和傾向〉，《法光》

第 116 期（1999），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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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隋唐，中國佛教如天臺、華嚴等諸多著作也以「玄」相稱，在

華嚴宗有智儼《華嚴經搜玄記》、法藏《華嚴經探玄記》，澄觀《華嚴玄

談》等，在天臺宗有智者之《法華玄義》、《維摩經玄疏》、《金光明經玄

義》、《觀音玄義》，灌頂《涅槃經玄義》，湛然《法華玄義釋籤》（或稱

《法華玄籤》），以及唯識宗窺基《妙法蓮華經玄贊》等皆是。天臺智顗

為解釋各經內容之深義，亦立「五重玄義」，凡此種種似乎意味著中國

佛學亦以玄學、玄理的方式來呈顯。如湯用彤所說，魏晉時代的佛學也

可說是玄學，26魏晉以後如隋唐時代的佛學，亦也可說是某種形式的「玄

學」，華嚴「十玄緣起無礙法門」（即「十玄門」）、「六相圓融」、「一即

一切，一切即一」、「相即相入」、「事事無礙」、「重重無盡」等，充份展

現玄妙與高圓的思維路數。意即，中國佛教之圓融性所要傳達的理境是

極其圓滿高妙的，乃不可說、不可思議境界，只好（且只能）以玄理之

概念及表述方式來呈顯之。 

（五）概念系譜之五：「和」（守中、中和、中庸、中道等） 

中國佛學圓頓特質的形成，在義理性格上與印度中觀、唯識之所以

不同，其一是受到中國文化──尤其是道、儒二家思想的影響，而原於

儒、道思想中，已存在和諧、合一或融合之思想。例如道家之「和光同

塵」、「沖氣以為和」、「知和曰常」（《道德經》）以及儒家說「和而不同」、

「和為貴」（《論語》），乃至道儒共通的「天人合一（合德）」的思想，

皆顯示「和」在中國傳統哲學的重要。 

                                                 
26

 湯用彤認為佛教先受玄學洗禮，使得國人可以接受，之後佛學對於玄學有更

深一層的發揮，從某方面而言，魏晉時代的佛學也可說是玄學，佛學對於玄

學有推波起瀾的助因。見湯用彤《魏晉玄學論稿》，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2005，頁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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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道家為例，《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顯示出天、地、人與自然之整體和諧，其它如「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輔

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等，皆是崇尚「自然」的展現，以「自然」來追

求和諧之境，而從天道自然的變化來推演人事間的價值辨證（即「推天

道以明人事」的思維方式），而要人以自然之運行規律為師，作為人立

身行事的基準。凡此皆說明道家思想之重順應、融合與和諧，而這樣「和」

的思想在後代更加顯發出來，27而對後世中國佛教產生深遠的影響。如

此，中國佛學的圓頓性格可說受中國哲學整體和諧觀影響，而與龍樹中

觀學之破邪顯正、唯破不立的思想性格有一定落差（詳後）。 

三、龍樹思想對中國佛學「圓融」特質之可能影響 

  以上從「即」、「如」、「心」、「玄」、「和」等概念，來說明中國佛學

「圓融」特質可能的成形背景，或者說從中國佛學之圓融性背後，可分

析出「即」、「如」、「心」、「玄」、「和」等概念。其中「即」、「如」可說

是承傳自印度佛學，而「玄」、「和」主要受到中國哲學的啟發，至於「心」

則是兩者兼而有之。以下以「即」為例，說明龍樹思想對中國佛學「圓

融」特質之可能影響。 

（一）「即」字之「圓融」意涵 

                                                 
27

 如以《莊子》為例，《莊子》說：「不遣是非而與世俗處」、「與其譽堯而非桀，

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守其一以處其和」、「陰陽調和」、「和以天倪」等。可

知《莊子》談雙忘，雖有超越二元對立之意，但著重的仍是對立間的和諧傾

向。儒家哲學的「太和」、「中和」等亦為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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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漢譯佛典中的常用語彙，其中意涵可說相當豐富而有諸多

探討空間，28但若以如其所是的如性（tathata）的觀點來理解，則二邊

相即的命題應可成立；其中相即的「即一性」所表示的可說是「真如」。29

換言之，如果「如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表達出捨離二邊的思想，

則「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及「世諦、第一義諦無異」等顯示出二

邊相即的見解，而此一見解的理論基礎可說與「如性」相關。30此意味

著對反間的相即，強調的是對反間的無異無別（na prthak／no distinction），

說明了對反兩面間之平等、一如、無分別（nir-vikalpa）等，因而可理

解為與「空性」相當的「如性」思想。此平等一如的義理，可說與《維

摩詰經》所說的「不二」相通，亦也是龍樹哲學所體現的一環。如龍樹

《中論》〈觀四諦品〉：「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

中道義」，說明因緣、空、假、中四者之相即，甚可視為同義異語，標

示其間相互的「即一性」。31
 

隋唐暨中國佛學特質的形塑，特別是「圓教」的義理型態，固然與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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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46, p.707, a21-b23)  

29
 關於「即一性」顯示「如性」（tathata）、「真如」（bhuta-tathata），可見長尾

雅人《中観と唯識》，東京：岩波，1977，頁 16。 

30
 如前註所引之《般若經》所說的，世諦、第一義諦之無差異，乃是因為「世

諦如即是第一義諦如」。(T08, p.378, c12-13) 

31
 長尾雅人在論述「中觀哲學的根本性立場」時，即以因緣、空、假、中四者

之相即，說明龍樹哲學的「即一性」。長尾認為此「即一性」可名為「真如」，

而中觀哲學之基本立場就在於緣起與空性的即一，緣起即性空、性空即緣起，

從中顯示如性、中道。詳見氏著《中観と唯識》，頁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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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空性有密切關係，但多半擷取般若、中觀學相即、雙是的向度，而

未必強調相離、雙遮之空性思維，及其所具有的批判性意涵。意即，中

觀和般若經教所談之「空」可說有兩層面向，使既能離一切見、也能成

一切見，如藉《般若心經》「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為例：32
 

空義 

 

 

         空即是色    空中無色（色即是空） 

    （法得成）   （戲論滅） 

 

此般若經教空觀的兩種思路，亦被龍樹思想所承傳和發揮。當《中

論》順觀緣起法的從緣而生，則說「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逆

觀緣起法的從緣而滅，則說「入空戲論滅」、「總破一切法」。此依因緣

條件而或生或滅，若深觀其法性，則是涅槃寂靜的「不生不滅」，意即

所謂的「空」。如此「緣起性空」如同一把刀的兩面刃，一旦契入空性

的道理，則既能有所否定，又能有所肯定，即藉由「空」能立破無礙。33

此時在空義下，既可有「二諦」重說法之安立，也可以有「八不」、「不

二」重戲論之遮破，但兩者皆是緣起空義之開展，二諦與不二背後的義

理可說是相通的。34
  

                                                 
32

 詳可見林建德《道與空性：老子與龍樹的哲學對話》，臺北：法鼓文化，2013，

頁 208。 

33
 倘若如此，當《中論》說：「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

則不成」，似可順理推出「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壞（破），若無空義者，一

切則不壞（破）」之成立。 

34
 關於《中論》既論述了「不二」，也闡釋了「二諦」，其間的關聯，如吉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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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中國佛學將「空性」作了義理上的轉化，而著眼於「如性」（或

「真如」tathatā）的概念，因此即便是雙非也被視為雙是，而有「言在

雙非，意在雙即」之說，35以朝向圓頓思想開展，使得內涵迥異於印度

般若中觀學的思路。或可藉下表，初步顯示中國佛學的圓頓性格受到中

國哲學與印度佛學的影響概況： 

 

 印度佛學          中國哲學 

（ex.般若中觀36）        （ex.道、儒） 

       

 

雙非之空性  雙是之如性  重和諧、重玄妙、重融攝、重整體 

 

 

              中國佛學之圓融特性 

 

                                                                                                                   

乘玄論》說：「不二而二，二諦理明；二而不二，中道義立。」(T45, p.19, a16-17)

即依「不二中道」而論述「二諦」的道理，而且也依「二諦」的道理，來闡

述此「不二中道」。如此「二而不二」、「不二而二」，顯示出中觀思想立、破

的雙面手法。 

35
 如印順法師所說：「中國學者，每重視亦有亦無的綜合句，即使說雙非，也

還是如此。如天臺家說：『言在雙非，意在雙即』。而印度大乘，依循佛法的

空義正軌，即重視非有非無的雙非句。」見《大乘起信論講記》，新竹：正

聞，2000 新版，頁 82。 

36
 中國佛學的「圓頓性」緣於印度佛學，除了中觀學外，如來藏說更是其中要

因。事實上，中國佛學之圓融、圓頓，相較於受到龍樹中觀思想影響，更多

是印度如來藏思想的深刻烙印，這點謝謝審查人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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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知中國佛學之圓融特性，一方面承傳於印度佛學的「如性」或「真

如」思想，另一方面也含攝中國哲學重和諧、玄妙、融攝、整體等觀念。

一如洪修平、陳紅兵所示中國佛學圓融精神形成的文化根源，既與印度

佛學有關，同時又延續了中國傳統文化，而有此雙重承傳之背景。37然

而在這兩者之中，中國文化之影響尤以為甚，意即中國傳統文化的融攝

精神為中國佛學所繼承和發揮，決定了中國佛學的思想主調，定位了中

國佛學的圓融特色。38
 

( 二) 中國佛學之「即」承襲於中觀學 

雖然中國佛學之「即」受到中觀學（暨般若學）影響，但中觀學所

談之「即」與中國佛學所理解意義未必全然一致。如《中論》「生死即

涅槃」的素樸意涵，應是說明生死與涅槃皆如幻如化，而不需欣此厭彼；

或者說明世間與涅槃的因緣相依，即依生死而有涅槃，闡釋因此故彼的

意義。所以此「即」確切的語義，是否表示為等於或等同（identical to）

而具有圓頓、融合的意思，仍有待商榷。但在中國佛學脈絡下，「即」

的意義所著眼的似乎已不全是因緣、空性的內涵；除了如性的思想外，

似亦融入了道家的圓融、和諧、合一等意義。 

雖然中國佛學的圓融性格，不同於龍樹中觀學的分析、論辯特質，

但如《道與空性》一書分析所示，在《中論》裡，除了雙非外，亦含有

雙是的面向。39雖然龍樹本意乃在於摧破諸見，其中之相即、雙是亦是

                                                 
37

 見洪修平、陳紅兵，《中國佛學之精神》，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頁 267-268。 

38
 如當我們宣稱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此社會主義已然改頭換面了，

大大不同於社會主義原始風貌；同樣的，佛法為在中土落地生根，為求適應

中國文化民俗風情等，亦已然面目翻新，別具一格。 

39
 林建德之《道與空性：老子與龍樹的哲學對話》一書乃其在 2007 年臺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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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有所批破；但在中國佛教重和諧、圓滿的脈絡底下，則強化了此相

即、雙是的面向，而以正面肯定的表述方式，來傳達一種圓頓思想或高

超境界。甚至雙遮的否定，也被詮解為一種雙是，或者用來推導雙是之

成立；40於是，取而代之的是相即、雙是之思想在中國佛學有極致的發

揮。 

換言之，《中論》相即相離、或立或破的兩種思路，皆在打破、超

越一切對反差別，而表示出無分別、平等、不二等義理，或者緣起性空、

真如空性的基本思想。「生死即涅槃」之雙照式的不二，與「不生不滅」

之雙遮式的不二，其中背後的義理相通，不同的僅是著重點的差異。例

如相即式的不二，著重的是平等一如，一切法性無所分別而不起二想；41

而雙非式的不二，強調的是離於二邊的無自性空。前者可說是偏重真如

來談，後者則在彰顯空性；但實際上如性（tathata）與空性（wunyata）

兩者是相通的，或者可說空性與如性僅是同一法性（dharmata）正反兩

面不同的顯現。42意即不生不滅之空性不二，同時也含有生滅一如的思

                                                                                                                   

學博論《《老子》與《中論》之哲學比較──以語言策略，對反思維與有無

觀為線索》基礎下修訂而成。本文部份論述亦援引書中觀點開展而出。 

40
 如天臺灌頂《大般涅槃經疏》云：「言雙非者，不唯雙非，復應雙是。……

若無雙是，云何言遍。」(T38, p.205, b8-10)即是其中明顯的例子。 

41
 如《說無垢稱經》說：「若諸菩薩知一切法性皆平等。於漏無漏不起二想。

不著有想不著無想。是為悟入不二法門。」(T14, no. 476, p.577, b22-24)《說

無垢稱經》卷 4：「若諸菩薩了知二心性空如幻，無菩薩心、無聲聞心，如是

二心其相平等，皆同幻化，是為悟入不二法門。」(T14, no. 476, p.577, b10-12)  

42
 如鈴木大拙認為大乘佛學裡空性有其正面性意涵，此即是如性。其以《楞伽

經》為例，認為經上總是很細緻地把空性(wunyata)與如性(tathata)相稱起來；

當我們把世間看成是空時，我們正是掌握到其如性。見 D. T. Suzuki, Studies in 

the Laṅkāvatāra Sūtra,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1930, p.446. 



 

46  玄奘佛學研究 第三十一期 2019/3 

 

 

想。同樣地，「生死即涅槃」之相即一如，同時也說明生死與涅槃兩者

皆空，兩者皆如幻似化，而可雙遮生死、涅槃之實有。43
 

生死如幻如化在修行解脫的脈絡下，固然是可以理解的，但為什麼

涅槃亦如幻如化呢？若聲聞行者，厭離生死而欣樂涅槃之清淨，由此生

起對涅槃的執著，則亦不得解脫。因此在究竟的空義下，「不欣涅槃、

不厭生死」乃是大乘佛典強調的重點。44如此「生死即涅槃」之相即，

也可說是某種形式離於兩邊，在如幻如化的生死、涅槃兩者間，不應欣

厭於一邊。而若掌握如與空之間義理的相通所在，如性或空性兩者都可

說是涅槃境界的描述，與佛典的無相、無作、無生、寂滅、法性等概念

相當，皆代表無分別的最高境界。45
  

                                                 
43

 「生死即涅槃」也不離空義下所作之理解；其中涅槃之空猶如色與空之關係，

在《大智度論》亦作如是之說：「復次聲聞辟支佛法中，不說世間即是涅槃。

何以故？智慧不深入諸法故。菩薩法中說世間即是涅槃，智慧深入諸法故。

如佛告須菩提：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即是空，空即是受想行識。

空即是涅槃，涅槃即是空。《中論》中亦說：「涅槃不異世間，世間不異涅槃；

涅槃際世間際；一際無有異故。」菩薩摩訶薩得是實相故，不厭世間不樂涅

槃。」(T25, p.197-198, a9) 

44 「不縛不解」或「不欣涅槃，不厭生死」相關之思想，在大乘經論中出現頻

率頗高，如《大般若經》說：「如諸法性，無縛無解，無染無淨，無起無盡……。」

(T05, p.924, a26-27)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不為

厭離生死過失，不為欣樂涅槃功德。所以者何？修此法者，不見生死，況有

厭離；不見涅槃，況有欣樂。」(T07, p.965, a17-20)另外，《說無垢稱經》也

云：「復有菩薩名寶印手，作如是言：「欣厭涅槃生死為二，若諸菩薩了知涅

槃及與生死，不生欣厭則無有二。所以者何？若為生死之所繫縛，則求解脫，

若知畢竟無生死縛，何為更求涅槃解脫。如是通達無縛無解，不欣涅槃、不

厭生死，是為悟入不二法門。」(T14, p.578, b26-c2) 

45
 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云：「深奧處者，空是其義，無相、無作、無起、

無生、無染、寂滅、離如、法性、實際、涅槃。須菩提！如是等法，是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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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在《中論》裡除了雙遮二邊外，其所說的：「涅槃與世間，

無有少分別」的生死、涅槃相即雙照的思路，亦是運作對反概念的一種

模式。而此雙照二邊所著重的「即」，在重圓融、調和的中國佛教大為

發揮起來。46因為相對於離於二邊，標示諸法之虛幻不實，而否定、捨

離一切，「如性」具有一定的圓頓義，能顯示圓滿高超的理論境界，以

作為圓教系統特有的表達方式。47而如來藏思想之所以在中國佛教大受

歡迎，也在於後代祖師好「如」遠多於「空」，重視四句形式中的第三

句遠勝於第四句。48到了華嚴的「法界緣起」的理論則確立了「一即一

                                                                                                                   

奧義。」(T08, p.344, a3-8) 

46
 此重視遮照兩面的圓融並觀，到了中國古代祖師有頗大的發揮，如天臺灌頂

之強調雙是而說：「言雙非者，不唯雙非，復應雙是。」此重視雙是雙非的

兩面，更早的智者也說：「空假不二而二，二而不二。雙照即不二而二，雙

忘即二而不二。」（《仁王護國般若經疏》，T33, p.284, a19-21）《摩訶止觀》

云：「若圓教觀實相理，雙遮雙照。非空故不沈，非假故不浮，發如是心名

為調相。」(T46, p.47, c25-27)此外，知禮《觀音義疏記》云：「雙遮雙照，無

偏無待，即平等大慧也。」(T34, p.957, a8-9)湛然說：「非空非具、而空而具；

雙遮雙照、非遮非照。」（見《法華玄義釋籤》, T33, p.844, a14-15）以及永

明延壽《宗鏡錄》也說：「當知終日說，終日不說。終日不說，終日說。終

日雙遮，終日雙照。即破即立，即立即破，經論皆爾。」(T48, p.639, c20-22)

等。 

47
 「如性」的圓頓表達方式，普遍被中國佛學所接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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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天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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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牟宗三全集 22．

圓善論》臺北：聯經，2003，頁 266。 

48
 四句中第三句之「雙是」（如「亦實亦非實」）與第四句中之「雙非」（如「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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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一切即一」、「事事無礙」的觀點，而這可以說是此相即、雙是思維

進一步的開展。此外，天臺宗發展出「十如是」、「百界千如」等思想，

此重「如」的傾向，也可在此脈絡下理解。 

總之，就《中論》的理論系統而言，存在著相即、相離的兩個思惟

理路，既有雙邊肯定、也有雙邊否定，49而且背後的道理可說是一貫的，

皆是緣起性空等義理的開展，並以契入涅槃為最終目標。不過，由於後

代祖師繼承不同，因此有不同著重面向。如在中國佛教的脈絡下，喜穎

頓、直截的圓融說，因此即便是雙非，也被視為雙是（「言在雙非，意

在雙即」）。相對地，龍樹中觀學的思維型態，則重超絕一切而未非以圓

                                                                                                                   

實非非實」）兩者間，印順法師認為傳統中國佛教所重的是第三句形式的圓

融型態，而非否定特質鮮明的第四句，可見印順法師《中觀論頌講記》，新

竹：正聞出版社，2000 新版，頁 333-334。如此，中國佛學在代表圓融的第

三句中，找到思想依循的方向，卻與龍樹中觀學所重的否定式的第四句有所

距離。事實上四句中的第三句，在如來藏經典中確實被標示為佛教最高真理。

如就《大般涅槃經》之中道佛性說，其云：「智者應說眾生佛性亦有亦無。」

(T12, p.572, c24)可知《涅槃經》站在佛性的觀點，所重視的是「亦有亦無」，

而如此的「亦有亦無」乃為中道。如吉藏《中觀論疏》即在引述時表示：「即

合中與假皆是中道，問此出何處？答涅槃經云：亦有亦無名為中道，即是其

事。」(T42, p.23, a28-b1)換言之，就《涅槃經》而言，佛性(如來藏)─中道

─亦有亦無，此三者可說是相通的。 

49
 對於兩邊相即、相離之雙邊肯定、否定，吳汝鈞也表達了相似的觀點：「龍

樹教人超越空與假之外，又同時肯定空與假；故中道一方面有非空非假之意，

另方面又有亦空亦假之意。……故中道有兩層意思：一層是雙邊否定，另一

層是雙邊肯定。雙邊否定是超越的層面，超越空假的層面，而雙邊肯定就是

綜合的。故龍樹的思路一方面是超越的，另方面是綜合的。表面看似矛盾，

但這就是佛教的中道真理。」吳汝鈞《印度佛學的現代詮釋》，臺北：文津，

1994，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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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為主；50其雙是的同時可說是雙非，以揚棄、對治一切執見。  

四、龍樹是一位圓融論者嗎？ 

  洪修平、陳紅兵表示中國佛學圓融精神的形成，可說源自於印度佛

學的包容精神以及中國傳統文化的融攝精神，分由印度佛學及中國文化

提供了思想資源。51他們認為中國佛學圓融精神的形成，印度佛學的包

容精神乃是其中一大因素，甚至僧肇佛學的圓融精神，其一亦即繼承和

發展於印度佛學的包容精神。52
 

  然而，中國佛學圓融精神或特質雖不離印度佛學，但印度佛學的本

身卻未必以包容精神見長。誠然，印度是一個宗教性相當濃厚的國家，

有著多元豐富的信仰文化，彼此間共榮共存和諧發展，但印度佛學論師

在求真求實立場下亦敢於挑戰各種異說邪見，例如中觀學在論理上以

「破邪顯正」著稱，深富論辯及批判性格，而堅持知見、思想的精嚴純

正，只不過在慈悲度化眾生上體現包容異己的精神，因此即便包容、融

合也絕不是泛泛的合會貫通。以下分兩節進一步闡述此觀點。 

（一）龍樹之「二諦」未必在於圓融 

                                                 
50

 如印順法師所說：「三論宗的超絕論而不落入圓融論，充分的表現勝義空宗

的特色。平常所說的四句或超四句，依言離言等，也可以得到正確的理解。」

見《中觀今論》，頁 227。 

51
 見洪修平、陳紅兵，《中國佛學之精神》，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頁 267-268。 

52
 洪修平說：「僧肇佛學的圓融精神與其對中國傳統哲學和般若中觀學的人生

價值追求以及認識思維方式的充分理解是分不開的，其立足於般若中觀學說

對傳統思想文化的融合，也是對印度佛學的包容精神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融攝

精神的繼承和發展。」見洪修平、陳紅兵，《中國佛學之精神》，上海：復旦

大學出版社，頁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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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修平等以中觀學派之主張「二諦」，來說明印度佛學的圓融思維，

表示中觀學派闡釋一切事物皆無自性和畢竟空時，也用俗諦來說明一切

現象是有或幻有，亦即以真諦說明一切現象是空或真空，而以二諦合明

「中道」，從而將空與有兩種對立的觀念融合起來，體現了印度佛學的

圓融思惟。53然而，「二諦」的本義未必是合會空有闡明中道義，而主要

是「方便善巧為諸有情宣說法要」54，亦即一切皆空、一切法不可得，

易於落空而毀壞世俗既有認知，故特別標示「二諦」思想，其中「俗諦」

的觀念更是「二諦」所重，透露世間假名施設及名言方便的重要性。55一

如龍樹《中論．觀四諦品第二十四》開頭提到外人責難「一切皆空」的

道理，認為足以破壞四諦三寶以及一切因果罪福；然而，龍樹認為問難

                                                 
53

 原文為：「中觀學派在闡釋一切事物皆無自性和「畢竟空」的觀念時，採用

了二諦的說法，即用俗諦來說明一切現象是有，是幻有；用真諦說明一切現

象是空，是真空。以二諦合明「中道」，從而將空與有兩種對立的觀念融合

起來，體現了印度佛學的圓融思維。」見洪修平、陳紅兵，《中國佛學之精

神》，頁 268。 

54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成熟有情品〉云：「舍利子！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

波羅蜜多時，不見有情少實可得，唯有世俗假說有情。舍利子！是菩薩摩訶

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安住二諦為諸有情宣說正法。何謂二諦？謂世俗諦

及勝義諦。舍利子！雖二諦中有情不可得，有情施設亦不可得，而諸菩薩摩

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為諸有情宣說法要，諸有情類聞是法已，

於現法中尚不得我，何況當得所求果證！如是，舍利子！菩薩摩訶薩修行般

若波羅蜜多，方便善巧雖為有情宣說正法，令修正行得所證果，而心於彼都

無所得。」(T06, p.1026, c22-p.1027, a6) 

55
 《大智度論》亦以「方便」來強調二諦暨俗諦所扮演的功用，如《大智度論》

卷〈照明品〉：「舍利弗！菩薩摩訶薩住二諦中為眾生說法：世諦、第一義諦。

舍利弗！二諦中眾生雖不可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方便力故，為

眾生說法。」(T25, p.700, b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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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知空義，故以「二諦」示佛法宗要，並表示「以有空義故，一切法

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成」，即正因為空性，一切世間現象、佛

法義理暨因果罪福才得以安立。56
 

換言之，龍樹《中論》猶如《般若經》之「二諦」一樣，在方便善

巧下強調真俗二諦並觀，但未必有圓融的意義，而是認為有所偏執則落

於一邊，不及於中道；可知「二諦」之不相違主要在於強調方便善巧之

意義，而使世間出世間能通達無礙，57故隨順第一義而說世間法之安立。

相對的，圓融義的開展主要是在中國祖師進一步詮釋下所成，此時不只

是真、俗二諦，還有中道第一義諦，如此真、俗、中三諦之空、假、中

三觀，才真正展現出圓融內涵來。58
 

                                                 
56

 而這也相應於般若經教的道理，如實知二諦則肯認一切聖道修學及聖果施設，

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妙相品〉：「若如實覺二諦理者，彼亦應有預流果

等。然彼一切愚夫異生，不如實覺世俗、勝義故，無聖道及修聖道，不可施

設聖果差別。唯諸聖者能如實覺世俗、勝義故，有聖道及修聖道，是故施設

聖果差別。」(T07, p.729, c11-16) 

57
 《大智度論》〈序品〉：「念法者，如佛演說，行者應念：『是法巧出，得今世

果，無熱惱，不待時，能到善處，通達無礙。』『巧出』者，二諦不相違故，

所謂世諦、第一義諦是；智者不能壞、愚者不起諍故。是法亦離二邊，所謂

若受五欲樂，若受苦行。復離二邊：若常、若斷；若我、若無我；若有、若

無。如是等二邊不著，是名『巧出』。諸外道輩自貴其法，毀賤他法故，不

能巧出。」(T25, p.221, b17-24) 以及《大智度論》〈序品〉：「佛演說隨順第一

義，雖說世間法亦無咎，與二諦不相違故。」(T25, p.222, c29-p.223, a2) 

58
 如智者在《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2：「圓三諦者，非但中道具足佛法，真、俗

亦然。三諦圓融，一三、三一，如《止觀》中說。」(T33, p.705, a5-7) 此「三

諦圓融」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十行品〉亦云：「若總觀者。一則壞於

三諦。異則迷於一實。故即一而三。即三而一。非三非一。雙照三一。在境

則三諦圓融。在心則三觀俱運。住之與知即是觀也。」(T35, p.667, a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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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中觀學雖有立破、即離兩種思路，亦著重於「二諦」思想，

但就龍樹中觀學而言，主要是以闡述空性為重。此以空性為主軸，如同

般若經教一樣，展現出掃蕩、揚棄一切的特色，並透過遮遣二邊來捨離

一切，以達蕩相遣執、善滅戲論之終極目的，朝向究竟的涅槃解脫。所

以，中觀學的假名安立也可說是一種破，乃是藉立而遮破諸顛倒妄見。

意即，不管「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或者「不離於生死，而別有

涅槃」，此雖看似有所立，肯定了俗諦及生死、世間之成立，但其用意

可說在於破。如審視此兩句出現的脈絡，「二諦」之安立乃是針對執空

之人、以為空破一切世俗法，所提的因應與對治，以破執空之見；同樣

地，「生死即涅槃」可說是對於執取涅槃清淨的行者，破斥其片面地厭

離生死、否定世間的偏失。可知，此兩者雖看似有所立，但皆不外於執

著戡破。此時中觀學的肯定可說是某種否定，因此可說是藉立而破妄執，

圓融外可說更重於超越。 

（二）圓融外更重於超越59 

如同《中論》裡反覆所言「善滅諸戲論」、「滅一切戲論」、「悉斷一

切見」、「為離諸見故」等，可知滅戲論與離諸見乃是其核心要旨；如

何達到此一目的，則為龍樹主要之考量。因此就中觀學而言，「破邪」

和「顯正」並不是兩種方法，而可能為一。如《中論．觀顛倒品第二十

三》十六頌所言：「若無有著法，言邪是顛倒，言正不顛倒，誰有如是

事」；可知邪是顛倒，固然要破，但破邪之後，也無所謂「正」以作為

立場；此時正也是顛倒，也需要破，因此而說空亦復空。可知，中觀學

                                                 
59

 此處之「超越」用佛教術語即是「涅槃」（或「解脫」），而要實現此目標必

須捨斷一切偏執，中觀學即藉由輾轉否定的方法來摧破之，以達乎超越和解

脫。另本節論述參引《道與空性》，頁 216-219；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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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正見」，其本身未必是一種「見」（drsti／view），卻是在於「離

諸見」（the absence of views）。 

換言之，一般的否定可能是為了某種肯定，因此有所破乃是為有所

立。但就《中論》而言，其主要是單純的否定，破只是為了破，僅是為

了「離諸見」而無所肯定，未必是另立正見；60因此可以說《中論》論

破之方法亦即是其目的本身。如同龍樹在《迴諍論》所說的：「若我宗

有者，我則是有過，我宗無物故，如是不得過。」龍樹本身沒有自己的

主張或立場，一切僅是要標示諸法實相的寂靜空性而已。61或者說，龍

樹認為其僅是應病予藥，其用意僅在於對治、破斥他人的邪見無明；一

旦病除，藥也將不起作用。可知，《中論》的空義可說是一種導向解脫、

導向超越的智慧，沒有制式的見解或主張，乃至可說是要解放人理智上

的執著（intellectual attachment）。62
 

後代的中觀學的發展，也著眼於龍樹此一思想特點作發揮。除月稱

透過歸謬的方式，指出立論者錯誤所在，而不自立主張外，中國中觀學

的吉藏也是如此。吉藏所謂的「破邪顯正」，表面上破邪是為顯正，但

最後連破邪之念也必須破，所以《中觀論疏》說：「在邪若去，正亦不

留」63，可知邪正之分僅為對治之用，而一旦邪見不存，也無所謂正見

                                                 
60

 參考 Hsueh-li Cheng, Empty Logic: Madhyamika Buddhism from Chinese Sources,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84, pp.46-47.  

61
 如龍樹在長行所作之解說：「如是非我有宗，如是諸法實寂靜故，本性空故，

何處有宗？如是宗相，為於何處宗相可得？我無宗相，何得咎我？」(T32, p.19, 

a2-9) 

62
 參見 Hsueh-li Cheng, Empty Logic, p.10. 

63
 吉藏云：「就說教意中凡有二意，一者破邪，二者顯正。佛欲斷如此等諸邪

見即破邪也，令知佛法故謂顯正也。此是對邪所以說正；在邪若去，正亦不

留；至論道門，未曾邪正……今外吐言教謂應病授藥。」T42, p.16, a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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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言，使人對一切皆不起執著。因此，吉藏表示不可把立視為立，反而

是「言而無當」，才是掌握佛教所謂之立。相對地，若能理解破就是破，

而不是一種立，則吉藏認為才是把握到中觀所謂之破。64
 

可知，此以破為破及以立為破的方式，顯示出中觀學「唯破不立」

的思想。65所以雖說「立破無礙」，其作用皆不離於「破」；或者說，「空」

之「立破無礙」，此「空」本身仍必須「空」。如此，《中論》展現出多

元的摧破方式，藉此才易於達到「善滅諸戲論」的目的。而此滅諸戲論

的目的，除了是中觀學的意旨外，也可說是整個佛教思想的主要歸趣。

因為佛法以出離世間苦難為終極標的，如此解脫的訴求，幾可定調佛法

以遮遣作為重要特質，使能從戡破計執的過程中邁向超脫。因此看似有

所立而有正面的詮解（positive explanation），也可作為在空義的引導下，

邁向解脫過程中所作的教化。66
 

總之，龍樹「二諦」的重點未必在於圓融，而之所以視示「二諦」

為某種圓融形式，或在於「圓機對教，無教不圓」。67因緣和合既成一切

法，使世間有所安立，而緣起的諸法皆空無自性，此空性也使世間之一

                                                 
64

 吉藏《百論疏》中云：「若言而無當則解一切佛教立意，若破而不立則解一

切佛教破意。」(T42, p.235, b20-21) 

65
 此語可見吉藏《大乘玄論》T45, p. 69, c22-23；相近的詞語，吉藏在《大乘

玄論》也多次使用「破而不立」一詞，見 T45, p. 72, b24-c25。 

66
 不過，關於中觀究竟是否僅是唯破不立，古來應成、自續兩派即有不同看法，

仍有諸多探究的空間；但若回到佛教解脫世間的訴求來看，揚棄、捨離的面

向顯然為其中的重點。 

67
 如印順法師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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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藏之研究》，臺北：正聞出版社，

1993，頁 270。此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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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相通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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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得以戡破、揚棄。因此，在緣起即性空、性空即緣起的道理下，雖說

緣起成一切法，此緣起亦復壞一切法，性空的道理亦是如此。而為對治

眾生深重之執見，中觀學摧破、教化的方式，不免如四句所示的多變與

多樣。其中遮遣面向更是中觀學顯著之特點，顯現出《中論》既是「立

破無礙」、「立破善巧」68，同時更是「唯破不立」、「破而不立」的。 

五、中國佛學之圓融轉向與龍樹中觀學之歧出 

中觀學的論破與批判特質乃有其思想傳承。佛陀本身即深具反叛性

格，當初悉達多貴為皇太子乃王位第一繼承人，然而他卻拂逆父親與家

人的期許離家遠走，執意捨俗求道，堅持理想的追求與實現；這和傳統

儒者以家庭為本位是鑿枘不入，甚至是大逆不道。此外，釋迦佛所處的

時代是印度婆羅門教（Brahmanism）興盛時代，面對印度各家外道思想，

不是落入常見就是執於斷見，他標示出緣起、三法印、四諦等佛法正見，

藉以否定任何落入二邊的邪見，已可看出其思想的論辯性與批判性。再

者，釋迦佛極力挑戰印度種姓階級（caste）之不公不義，而力倡四姓平

等，亦是對主流價值的反思與反動。69而龍樹思想繼承此批判精神，亦

展開任何執見的摧破；如此佛教哲學可以是一種批判哲學，或者佛教就

是批判，70中觀學的「破而不立」亦充份彰顯此一特點；甚至龍樹被認

                                                 
68

 「立破善巧」一詞見自印順法師《中觀論頌講記》；其指出「立破善巧」乃

是《中論》三大特色之一。參見《中觀論頌講記》，頁 30-35。 

69
 關於釋迦牟尼的批判性格，可參考楊惠南〈批判心靈的昇華──釋迦的教育

理想〉，收在《中印佛學泛論──傅偉勳教授六十大壽祝壽論文集》，臺北：

三民，1993，頁 1-23。 

70
 如袴谷憲昭在序言中，提出「佛教即是批判」或「唯有批判才是佛教」的觀

點，認為僅有「批判（的）佛教」才是真正的佛教。見〈批判仏教序説—「批

判の哲学」対「場所の哲学」〉，收在《批判佛教》，東京：大藏，1990，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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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比康德的批判哲學更具批判性，71凡此皆顯示龍樹中觀學的批判性格。

然而，相對於中觀學之輾轉摧破、捨離和超越兩邊，中國佛學之圓融性

卻重視對反間的相即不二或相即相入，背後透顯出一定的和諧觀，似更

貼近於中國傳統哲學。72
 

  龍樹古來在中國被尊稱為「八宗共祖」，理論上應對中國佛教的開

創影響最深，但實情未必如此。雖然中國佛學的圓融特質亦承襲相即、

雙是的一面（「融相」）而大力開展，然而龍樹本意主要在於摧破諸見，

其中之相即、雙是，亦是為了有所批破，但在中國佛教卻藉此傳達一種

圓頓思想或玄妙境界，甚至視雙遮的否定為一種雙是，或者用來推導雙

是之成立；73於是取而代之的是相即、雙是之思想，在中國佛教中大加

發揮。因此，中國佛學將空性作了義理上的轉化，而著眼於如性以趨向

圓融，使得思想呈顯的重點有所不同。74
 

如此，印度佛教所闡述的阿含、般若、中觀與唯識等思想，對於中

國佛學的實質影響為何，應值得進一步探討。相對於此，相傳為馬鳴所

                                                 
71

 如鄭學禮說：「龍樹的哲學被當代學者比擬為康德哲學或維根斯坦的哲學。

其實，他的哲學方法比康德的批判哲學還具批判性，也不像維根斯坦執著於

普通語言哲學的極端路線。」鄭學禮〈三論宗之哲學方法〉，收在《臺灣大

學哲學論評》第 14 期（1991），頁 170-171。 

72
 Antonio S. Cua指出「道」的特性即在於對反間的和諧（harmony of opposites），

詳見“Opposites as Complements: Reflection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ao,”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31:2 (1981): 123-140。 

73
 如天臺灌頂《大般涅槃經疏》云：「言雙非者，不唯雙非，復應雙是。……

若無雙是，云何言遍。」(T38, p. 205, b8-10)即是其中例子。 

74
 如張曼濤所說：「此中尤以天臺，積極重換龍樹思想的面目，謂其是有創造

有發揮固可，然而此一發揮與創造，卻迥然與龍樹思想在印度以後的展開不

同。」見〈中國佛教思維的發展〉，收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9、中國佛教的

特質與發展》，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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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大乘起信論》，在中國佛學史所扮演的重要性當遠高於龍樹的《中

論》；如我們可以深入探討《大乘起信論》與佛教中國化的關係，75卻

難以從中觀、唯識為線索，來析探其與「佛教中國化」的聯繫。76雖然

整個中國佛教的開創，如天臺、華嚴、禪、淨土等，傳統以來視為是龍

樹中觀學影響下之承傳，但龍樹與中國佛教之間可說是「交深言淺」。

意即中國佛教徒雖皆推崇龍樹菩薩，但對其思想未必有深度接觸，因此

龍樹隱約之間被後世中國佛教所忽略乃至割捨。如龍樹中觀學的開宗之

作《中論》，其所依據的《阿含經》及《般若經》的思想，在中國佛教

祖師大德的判攝下，地位皆不太高；77其中《阿含經》於天臺判教後，

在中國佛教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近一千五百年的佛教史中乏人問津。

因此，如果說中國佛學深受龍樹中觀思想影響，則其實質的影響應是有

                                                 
75

 可參考龔雋，《大乘起信論與佛學中國化》，臺北：文津，1995。雖然大多數

都會認為龍樹對中國佛學有深遠影響，如萬金川說：「唐代以後，龍樹的地

位更加崇高，在中國的十宗裡被推為八宗的共祖，中國佛教的思想幾乎都直

接、間接和龍樹有關，這多少可以看出龍樹的中觀思想給予中國佛學的影響。」

見《中觀思想講錄》，嘉義市：香光書鄉，1998，頁 173。但如果真要論究、

比較對中國佛學的實質影響成份，馬鳴（《大乘起信論》的作者）應是高於

龍樹。 

76
 如在中國佛教宗派裡，具代表性的天臺宗，雖說與龍樹中觀學密切相關；但

實際考察後，將發現兩者有顯著的不同。如吳汝鈞《天臺佛學與早期中觀學》

結論中指出，智者雖繼承自中觀學諸多觀點，但其差異性遠多於其聯繫性，

其中從智者「中道佛性」的真理觀，即可得知。見 Ng Yung-Kwan, T’ien-t’ai 

Buddhism and Early Madhyamika,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p.185&187. 

77
 雖然智者的「一心三觀」源自於龍樹之《中論》，但智者教判下的阿含與般

若經典，都不是究竟之教；不是教法程度較低的小乘法，就是通向別、圓二

教的過渡教法，皆非圓滿究竟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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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78
 

相對的，中國傳統哲學所蘊涵的和諧、合一思想，再與佛教如來藏

思想合流，確立中國佛學的思想基調，而與龍樹的「緣起性空」有所歧

出（當然這樣的歧出亦可說是一種「創新」、「創造」）。此時龍樹「八宗

共祖」之稱譽，對中國佛教而言恐流於「敬而遠之」的尊號，只是形式

上的宣稱而未必是實質上的繼承。古來中國高僧大德雖對龍樹思想充滿

敬意但實是疏遠的，此由嘉祥吉藏之後深研中觀學而有所成者絕無僅有，

可見一斑。79其中「格義佛教」以老莊玄學轉化印度佛學並定調中國佛

學的發展特色，應是一重要轉捩點；亦即反觀、回溯中國佛學之演變，

可發現下列的過程：老莊之學歷經魏晉時期貴無化、玄學化，使能引進

印度佛學、般若學，而佛學順著玄學的脈絡亦跟著玄學化、中國化，以

致與阿含、般若等印度佛學明顯有別，於此（思想上）去印度化的同時，

即是與龍樹學告別，最後中國傳統思想、玄學成為影響乃至主導中國佛

                                                 
78

 於中國淨土宗居開創地位的曇鸞，也視龍樹為淨土宗的開創者與「易行道」

的宏揚者。曇鸞在〈讚阿彌陀佛偈〉中，曾以「本師龍樹摩訶薩」、「南無慈

悲龍樹尊」等，表示對龍樹的崇高禮敬；但是考察龍樹《十住毗婆沙論》對

難、易二道之判，卻皆與龍樹本意有一定的出入。如龍樹在《十住毗婆沙論》

中斥責求「易行道」是：「乃怯弱下劣之言，非是大人志幹之說，汝若必欲

聞此方便今當說之。」(T26, p.41, b1-2)換言之，就龍樹本意，易行道是對怯

弱眾生所開的方便道，龍樹所宗仰的仍是大乘難行之正常道。而淨土宗祖師

無意（或有意）的強勢「誤讀」，使得龍樹與淨土宗有著緊密關係。 

79
 此除了龍樹思想中的批判性格，與中國文化之重和諧、融合無法相契外，中

觀學裡細緻的義理分析與論證，也是中國人所不習慣的，甚至也是難以追隨

的；因此古來中國絕大多數的人僅是懷抱敬意，而少有忠實的追隨者。甚至

晚年後的吉藏，在思想上也有所轉向，與中觀「破邪顯正」有漸行漸遠的傾

向。可參考楊惠南〈吉藏的佛性論與心性說之研究〉，《臺灣大學哲學論評》

第 12 期（1989），頁 257-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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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發展的關鍵之一。80
 

總之，本文雖強調中國佛學與中國哲學思想調性之接近，但更在於

顯示中國佛學與龍樹學之距離疏遠。81如果老莊與龍樹所開展出的哲學，

在後代蘊育了中國佛學的誕生，則當中老莊玄學的烙印亦是相當深刻的。

除天臺、華嚴外，禪宗亦是明顯，如禪宗被認為是中國佛教特質所在（或

者說「中國佛教之特質在禪」82），但除了佛教外禪宗亦相當的道家，或

者說禪宗帶有濃厚的道家思想，83甚至禪宗是道家而不是佛教的論調亦

                                                 
80

 除了道、儒思想外，如來藏思想也是影響中國佛學發展很重要的關鍵，因此

說「之一」。關於中國佛教發展已有諸多研究，在此難以細談；相關論文可

參考李志夫〈佛教中國化過程之研究〉，收在《中華佛學學報》第八期（1995），

頁 75-95。 

81
 萬金川亦認為龍樹「八宗共祖」之稱恐流於「虛名」，真正傳承、弘揚龍樹

思想仍相當有限，萬金川表示：「雖然在漢地佛教的傳統裡，龍樹被尊為「八

宗共祖」，地位極其崇高；但是，若就思想層面而言，在中國佛教史上，除

鳩摩羅什及其門弟所弘傳的「關河舊學」之外，事實上並無專肆弘揚龍樹思

想的學派存在。諸如「三論宗」或「天臺宗」，雖然在思想上與龍樹中觀之

學的關係至為密切，但是正如印順法師（民六十二，頁三九）所曾指出的，

此二學派在思想上仍是綜合性的學派，而並非純然的龍樹之學。就漢譯的龍

樹著作而言，固然有遲至趙宋之間才譯出的《六十頌如理論》，但是諸如《迴

諍論》早在北魏時期已然譯就（依〈序迴諍論翻譯之記〉的說法，本論譯出的年

代是東魏孝靜帝興和三年，亦即西元五四一年），卻未曾給予漢地中觀思想任何

實質的影響。事實上，除《中論》、《大智度論》與《十二門論》外，漢地學

者幾乎全然無視於龍樹的其他著作。」見《中觀思想講錄》，頁 214。 

82
 見太虛法師〈中國佛教之特質在禪〉，收於張曼濤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禪學論文集》，臺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頁 5-6。 

83
 例如吳經熊在《禪學的黃金時代》表示：「禪」可以視為道家哲學最完滿的

發展，而這樣的發展，乃是結合義理性格相近的佛教之見解與實踐熱情而來

的。如果佛教是禪的父親，則道家是此天才兒童的母親。但無從否認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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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感意外。84這代表著中國人已先入為主，以中國人的方式理解印度佛

教，而非以印度人詮解之，於此同時也向龍樹學道別，而走出中國佛教

自己的一條路來，「八宗共祖」恐只是「有名無實」的尊稱。85
 

六、結語 

本文在《道與空性：老子與龍樹的哲學對話》的研究背景下，考察

中國佛學圓融思想的形成，認為這一方面和中國文化重整體、和諧等相

關，另一方面也吸收印度佛學中真如、如來藏等思想要素。初步認為，

中國佛學以相即不二之雙照、雙是、齊融等思想為重（而少談阿含、中

觀離於二邊之雙遮、雙非），並與中國哲學之合一、和諧觀相繫，大致

底定中國佛學的圓融性格；至此之後，印度中觀、唯識所具之批判性、

論辯性與分析性等，在中國佛學日趨淡薄。 

魏晉時代的佛學可說是玄學，進入隋唐時代的佛學或仍可說是魏晉

玄學遺緒，只不過探討的主題，不再限於有無、本末、名教自然等，此

時的玄學非以老、莊、易為基調，而以佛教思想為主。86或可以說，佛

                                                                                                                   

個小孩看起來比較像媽媽，而不那麼像爸爸。John C.H. Wu, The Golden Age of 

Zen, Taipei: United Publishing Centre, 1975, p.44. 

84
 見麻天祥，《中國禪宗思想發展史》，（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頁 1-2。 

85
 不只是中國佛學遠離了龍樹中觀學，擴而及之整個中觀、唯識為主之印度佛

學亦然，於是乎有新的開創暨中國佛教宗派的成立，走出自身的圓融之路。 

86
 其中涉及什麼是「玄學」的問題，對此不同學者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如根據 

許抗生魏晉思想史表示，魏晉玄學有以下四個特點：一、以「三玄」為重要

研究對象；二、以辯證「有無」為中心課題；三、以討論宇宙本體之學為特

徵；四、以討論名教與自關的目的。見許抗生《魏晉思想史》，臺北：桂冠，

1992，頁 4-6。不過，佛教式的玄學顯然與此有別，更重視的是境界理論的

高妙、圓滿與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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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思想為玄學開創新局，玄學經佛教如來藏經論的傳入益加發揚光大。

到了隋唐時期，義理之圓滿、體系之博大與境界之高妙可說達到極致，

如天臺、華嚴等圓教系統象徵著佛教玄學的高峰。87如此不只六家七宗

的般若學說「玄學化」，隋唐佛學亦有此傾向，使得中國佛學玄音繚繞，

「談玄說妙」成為中國佛學的思想基調，88歧異於印度佛學而至分道揚

鑣。 

  在此同時亦有必要反思中國佛學圓融特質的利弊得失。圓融性在中

國人心理雖引以為榮，卻也屢受一定遲疑，甚而引以為病，如印順法師

所說「勿謂圓融神秘而可以住持正法也」89以及「於圓融中橫生障礙」90，

表示圓融而至過度方便不免方便出下流。此外，日本「批判佛教」的袴

谷憲昭強烈批判「和」的思想，認為與佛教基本精神相違，表示中國固

有的老莊和諧思想與如來藏本覺思想合流，使得佛教失去原有的反省力

和批判性，認為「融合主義」（syncretism）傾向的佛教在思想上帶來保

守性格，在政治與社會實踐上缺乏改革與創新，甚而合理化社會不公不

                                                 
87

 天臺、華嚴之「圓教」雖不是老、莊、易之玄學理論，但性格上多少近於玄

學式的，而接續著玄理的發揮；因此可以說，魏晉玄學未曾中斷，到了隋唐

佛學有長足之發展。而此再也不是「梵語盡倒，而使從秦」，純粹是翻譯上

的缺點或錯誤，而或與民族性與文化傳統有關。 

88
 除了「玄」字外，中國佛教也重視「妙」字，如智顗解釋《妙法蓮華經》經

題中之「妙」字，指出其中含深義，而分別說跡門十妙、本門十妙、觀心十

妙等。而中國佛教之重「妙」，除了來自佛典外，也應與道家思想相關。如

以《老子》為例，「觀其妙」、「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及「微妙玄通」、「雖

智大迷，是謂要妙」等語句，皆有「妙」字。 

89
 印順法師《印度之佛教》，臺北：正聞，1992，頁 332。 

90
 印順法師《無諍之辯》，臺北：正聞，2000，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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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等現象，認為「和」的思想是反佛教的。91亦如郭朝順所言，圓融思

想雖有其貢獻但亦有實踐危機，如何去蕪存菁、興利防弊，乃是談論復

興佛教所應注意的。92
 

  相對於「愈後期愈圓滿」，認為傳入中國後的佛教義理系統更加完

備圓融，93另一派則主張「愈古愈真」而反思評判中國化的佛學，認為

中國佛學使「佛法之光益晦」。94如相較於「圓融性」，歐陽竟無、呂澂

等人更強調佛法的「真實性」，以印度唯識學為宗而拒斥中國佛學，同

樣的印順法師的佛學研究亦對中國佛教之圓融發展提出反省，不滿中國

                                                 
91

 袴谷憲昭在〈「和」の反仏教性と仏教の反戦性〉一文中，詳見《批判佛教》，

頁 275-304。 

92
 郭朝順認為圓融思想的實踐危機便在於當佛教融入世法之際，往往易於被世

法所轉化，或忘失解脫的本意，或窄化菩薩行的意義等。如此近現代太虛、

印順等人生佛教、人間佛教之呼籲，即在於對治圓融發展之歧途。郭朝順反

思圓融思想的危機及超克之道，可見氏著《佛教文化哲學》，臺北：里仁書

局，2012，頁 324-332；以及氏著〈漢傳佛教「圓融」思想的貢獻及其反思〉，

收在《漢傳佛教研究的過去現在未來》會議論文集，宜蘭：佛光大學佛教研

究中心，2015，頁 195-216。 

93
 如新儒家牟宗三認為佛教發展到天臺的圓教，乃是最高義理型態的展示；佛

教也無所謂中國化的問題，而是中國人把佛教的經論發揮到極致、圓滿的境

地，牟宗三說：「嚴格講，佛教並未中國化而有所變質，只是中國人講純粹

的佛教，直稱經論義理而發展，發展至圓滿之境界。」《佛性與般若．上》，

頁 5。 

94
 牟宗三不滿歐陽竟無、呂澂等人看重印度佛教而輕視中國佛教的態度，而在

《佛性與般若》之「序」中作了下列的回應：「內學院的態度，我自始即不

喜。歐陽竟無先生說藏密、禪、淨土、天臺、華嚴，絕口不談；又說自台、

賢宗興，佛法之光益晦。……台、賢宗興，如何便使佛法之光益晦？而呂秋

逸寫信給熊先生竟謂天臺、華嚴、禪是俗學。此皆是宗派作崇，不能見中國

吸收佛教發展之全程矣。」《佛性與般若．上》，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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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玄學式義理走向。95對於中國佛學之不同評價，可說關乎印度與中

國思維型態的出入，亦即真實與圓融兩種取徑之不同。96如此，在近現

代反省、改革，及至擁護、捍衛中國佛教的思潮中，若對印度及中國佛

教的思想性格有所理解，應助於知己知彼，進而減除對峙；其中「圓融

性」如何在顯揚優點的同時，也防範其可能的缺點或限制，應是未來中

國佛學發展值得留意的。 

                                                 
95

 如早期印順法師反傳統中國佛教的傾向相當明顯，其早年之《印度之佛教》

云：「中國佛教為『圓融』、『方便』、『真常』、『唯心』、『他力』、『頓證』之

所困，已奄奄無生氣」見《印度之佛教》，頁 a7。又例如印順法師曾銳利評

判熊十力的《新唯識論》，認為該書所談的盡是玄學而與印度唯識學的本意

相違，如在〈評熊十力的新唯識論〉他說：「《新論》那種玄學式的『用依體

現，體待用存』，凡是純正的佛家，是決不贊同的。」見《無諍之辯》，新竹：

正聞出版社，2000 新版，頁 35-36。在印順法師看來，玄學化的佛教思想空

談玄理有違人間化的佛教特質，如《無諍之辯》說：「中國佛教的衰落，不

僅是空疏簡陋，懶於思維，而且是高談玄理，漠視事實……」( 同上註，頁

228。)他認為玄學式的佛學義理無濟於現實人生，不合乎大乘菩薩道精神，

如說：「失去了悲濟為先的大乘真精神，大乘救世的實行，只能寄託於唯心

的玄理了！」《學佛三要》，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 新版，頁 149。 

96
 亦即「愈古愈真」與「愈後期愈圓滿」兩種路數。雖然印順法師表示：「我

不說「愈古愈真」，更不同情於「愈後愈圓滿，愈究竟」的見解。」（《說一

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臺北：正聞出版社，1992，頁 a3），但他

顯然較傾向求真求實的一方，如他說：「能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宏闡中

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機應慎），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庶足以復興佛教

而暢佛之本懷也歟！」（《印度之佛教》，頁 a7）略可知他對初期大小乘佛教

的認同是多於後期大乘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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