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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般涅槃經》的中道佛性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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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題聚焦於論述中道佛性

當是《大般涅槃經》的主軸佛性論。
展開論述研究主題延伸出待處理之
議題，諸如：中道佛性之意涵？中
道佛性與《大般涅槃經》的重要義
理之間的關連理路為何？中道佛性
為《大般涅槃經》主軸佛性論之理
由何在？ 

論述架構分成七章，摘述各章
的內容如下： 

一、緒論 
首先，說明以「《大般涅槃經》

的中道佛性理論」作為研究主題的
背景與目的，之後解說研究主題之
義，並帶出主要的問題意識與研究
議題。其次，說明主要文獻依據是
曇無讖所譯四十卷的大乘《大般涅
槃經》，簡稱為「北本」；並回顧、
評述與研究主題相關的學術著作。
再者，說明本文採取哲學與文獻學
研究進路，並提出適切於本文的研
究方法。其四，列出預期達成之研
究成果。其五，切要地解說各章的
主要內容。 

二、《大般涅槃經》的傳譯與有
關中道佛性之重要義理 

首先，探究本文之主要文獻依
據「北本」《大般涅槃經》之傳譯過
程，目的在爬梳出「北本」有較為
完整之梵文本依據。 

其次，解說關鍵概念中道佛
性。先從中道與佛性之梵文解說其
字面含義。接著從《大般涅槃經》
的經文脈絡去解讀「中道佛性」，蘊
含二面向之義：一、中道闡釋佛性，
中道所藴含之法義皆能闡釋佛性。
二、中道與佛性可以是等同之概
念，皆指向實相層次。 

其三，闡述《大般涅槃經》有
關中道佛性之重要法義，本章探討
一佛乘、如來常住、常樂我淨、一
切眾生悉有佛性。《大般涅槃經》多
處提到一佛乘，闡述真實唯有一佛
乘，因隨眾生根機而演說種種法，
一佛乘帶出一切眾生悉有佛性之
義。佛陀解說如來常住是為了使不
了解如來入涅槃之義，而產生斷滅
見之眾生，知如來常住不滅之真
義。常樂我淨對治二乘偏執於無

常、苦、無我、不淨，不能知見常
樂我淨出世間無為法的真實義之偏
見。一切眾生悉有佛性，說明眾生
皆具有成佛之特性，然而須透過修
行實踐趨向菩提道的聖行，方能顯
發眾生本具如同佛之清淨光明之特
性。 

三、從緣起論述中道佛性義 
中道佛性蘊含無限多法義，緣

起為中道佛性的法義內涵之一，本
章聚焦於從緣起論說中道佛性。綜
合探討緣起、中道和佛性之間的關
係，所得之結果以二類關係表示：  

一、緣起、中道和佛性為兩兩
等同概念之關係。緣起等同中道：
緣起法則為「此起故彼起，此滅故
彼滅」，緣起就不落入二邊來說，稱
為中道。換言之，中道與緣起是同
一法理之不同面向之說法。 

緣起等同佛性：佛性從緣起來
闡述，首先，凡有心識之眾生即具
有成佛之特性，此特性稱為「正
因」。知見佛性，邁向成佛之道，有
賴於修習種種彰顯佛性之舉，此為
「緣因」。眾生需「正因」和「緣因」
皆兼備，才能顯發佛性。其次，眾
生的生命樣貌即是十二因緣的展
現，十二因緣展現出生命流轉和還
滅二面向。眾生的生命樣貌即是十
二因緣，十二因緣即是佛性，則眾
生皆具有佛性。 

中道等同佛性：中道與緣起是
同一法理，不同側面之說法。從緣
起闡述佛性義，已隱含以中道闡述
佛性義之訊息。緣起側重說明彼此
相互依托之條件聚散決定諸法之生
起或消失之面向，中道側重說明不
落入二邊之面向。佛性以中道論
說，不定說有或無，眾生雖具成佛
之特性，亦須修習聖道，才能彰顯
佛性。以中道闡述佛性，能適切帶
出佛性非有非無、亦有亦無之意
涵，避免落入佛性有無之爭辯中。 

二、緣起、中道和佛性為等同
概念之關係。觀察十二因緣產生不
落二邊之中道正見，若觀察十二因
緣建立在知見佛性上，以成佛為目
標，此即可將緣起、中道和佛性三
個概念等同視之。此外，就法義之



實相層面而言，緣起即中道即佛
性。 

四、從第一義空論述中道佛性義 
從第一義空論述中道佛性，偏

向於以究竟法義的面向來解說中道
佛性，亦即以諸法實相的離諸分
別、戲論，超越二元對立，常恆不
變之特性來解說中道佛性。 

第一義空的內涵，根據《大般
涅槃經》所言，與第一義諦、首楞
嚴三昧相關連。第一義諦指向究竟
之真理，舉凡一切法不論是世諦或
第一義諦，皆含攝於第一義諦中。
第一義空為最究竟的空性，此空照
見諸法的空性，知見諸法的真實
義，諸法的真實義即諸法之第一義
諦。因此，第一義諦亦名第一義空。
首楞嚴三昧是最究竟之三昧，證得
此三昧，第一義空之真理朗朗顯現
於心中。再者，第一義空與首楞嚴
三昧，在佛性與無所得的面向上，
可以視為等同概念。 

從第一義空論述中道佛性義，
第一義空與中道的關連：第一義空
如實知見空與不空，是建立在中道
上的空法。相對來說，中道超越一
切二元對立，中道是假名施設之
詞，是言語道斷，是第一義空。第
一義空與佛性的關連：證得第一義
空，佛性自然呈現本具的光明、清
淨的內涵。佛性藉由第一義空照
見，然而，佛性本來即蘊含無量無
邊的法義內涵，包含第一義空等究
竟法義。所以只要透過修習究竟通
往成佛的法義，皆可顯發眾生本具
等同如來的佛性內涵。第一義空與
中道佛性的關連：證得第一義空，
深知諸法畢竟空寂、於諸法無所
見、無所有，則具中道正見，亦能
見到如同如來般清淨的佛性。又，
佛性呈現出雙即雙非中道義，佛性
亦呈現出中道相關連的第一義空與
緣起之特性。 

五、從雙非雙即中道論述佛性義 
本章從中道特徵─雙非雙即，

論述佛性義。「雙」指的是二邊或二
法，「非」蘊含排遣、遮遣、遠離、
否定、不落入、不執取、超越等意
義；「即」蘊含亦即、即是、和合、
皆是、含攝等意義。雙非透過否定
任何相對或相關之概念，顯示中道
不落偏頗一邊之意義；雙即藉由肯
定任何相對或相關之概念，顯示中
道空性圓融無礙之意義，或說相對
與相關概念皆是無二性相的自性
空，不論指向哪一邊皆是空性。相
對的兩概念包含兩個對立的概念，
或是一概念與其否定的概念。 

雙非雙即中道論述佛性義，依
據《大般涅槃經》經文脈絡的陳述，
可從雙非雙即與單一法義和多法義
相互關連之理路來論述。雙非雙即

用於傳達諸法實相，陳述因緣法之
內涵，表現諸法相不定與如來說法
不定，說明諸法無自性。以因緣法
法理與法相論述雙非雙即中道與各
法義之關連理路，則所有法義皆能
含攝於因緣法中而圓融無礙。中道
是因緣法就不同的側面所表達之法
義，二法義是同理則而各有不同法
義特色，因緣法圓融無礙含攝各法
義，亦是說中道圓融無礙含攝各法
義。由於因緣法含攝實相、無自性
之空性、雙非雙即中道和不定說。
就法義是雙向互含互攝而論，故實
相、因緣法、無自性、不定、中道，
彼此間相互含攝。就法義圓融無礙
之特性來說，法義皆能相互含攝，
彼此無有妨礙，故雙非雙即中道、
實相、十二因緣、無自性、不定、
佛性、第一義空、佛、涅槃等法義
皆相互含攝。 

雙非雙即中道表達佛性，有四
含義：一、雙非雙即中道排遣和相
即所有相對與相關世間現象概念，
顯現佛性恆常不變易之超越義。
二、於因緣法脈絡下論述佛性，佛
性有正因與緣因。正因佛性傳達凡
有心識之眾生即具有成佛之特性，
此正因佛性是就因緣法之理法講說
的，理法恆常不變易法，以雙非雙
即中道表達正因佛性的超越義。
三、眾生佛性涉及緣因因素，緣因
具足與否，關連顯現佛性的程度，
緣因隨眾生修行實踐菩提道之差
異，有顯發佛性程度不同之差異，
十住位以下眾生暫時稱為無佛性，
十住位以上菩薩可稱為有佛性，因
此以雙非雙即中道解說緣因佛性之
非有非無與亦有亦無之意義。四、
諸法從緣生是無常，緣因佛性亦是
從緣所生，所以非常。由於緣因佛
性非常，正因佛性是常，所以眾生
佛性非常非無常，亦可說亦常亦無
常，此為眾生佛性之正因與緣因所
呈現出雙非雙即中道之意義。 

六、以中道佛性為主軸之《大
般涅槃經》佛性論 

 本章聚焦探索以中道佛性為
《大般涅槃經》之主軸佛性論之理
由，主軸之義乃說明中道能夠適切
與圓融闡釋《大般涅槃經》的佛性
論。以四面向來說明：一、從佛陀
說法方式闡釋中道佛性義。二、從
中道透顯出來之佛法真義論述佛性
義。三、中道佛性之內涵意義。四、
從中道與關鍵義理之融攝論述之。
第一面向，第一節論述之。第二與
第三面向，第二節的論述重點。至
於第四面向，已於第三至第五章闡
述。 

佛陀解說法義的三種方式，隨
自意說、隨他意說與隨自他意說。
佛之隨自意說，宣說究竟法。佛之



隨他意說與隨自他意說，皆蘊含著
應機適切說法之義。而中道乃蘊含
著究竟真實義與最適切說法之義，
故此三種說法方式，皆是中道之
說。此三種說法方式涵蓋佛所說之
十二部經，由此可知凡佛所說皆是
中道之說。 

如來回答不同根機眾生之所
問，有定答、分別答、隨問答與置
答。四種回答方式，有三意涵：一、
如來針對提問內容與提問者之根
機，作適切之回答。二、置答，非
消極地不回答，而是顯示佛法不落
二邊爭議之中道法。三、四種答覆，
顯示如來深具方便權巧與佛法圓融
無礙。中道適切帶出佛法之圓融無
礙，以及適當地表達佛性於眾生中
之各種情況。 

佛陀針對問難式的提問，有轉
答、默答與疑答三種回應方式，所
帶出之意義：眾生佛性於因緣下，
隨著因緣變動，能知見佛性，亦有
可能不知見佛性。此說明眾生知見
佛性隨著因緣變動，非絕然之有或
無，遠離二邊之執取，則是中道正
見。 

中道佛性為《大般涅槃經》之
主軸佛性論之理由：一、中道能適
切傳達上至諸佛，下至凡夫眾生佛
性之種種情況。二、藉由中道悟入
佛性義。三、中道名為佛性。就法
義間之相關連而言，中道亦即一切
諸佛之究竟法義。中道名為佛性，
則一切究竟法名為佛性。佛性是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中道種子，佛
性蘊含中道，實踐中道即是實行顯
發佛性之舉。因此，諸佛菩薩所修
之道是中道，透過實踐中道顯發佛
性。四、眾生佛性非單一條件所成，
故是雙非中道。眾生佛性由眾多條
件促成，故是雙即中道。合而言之，
眾生佛性乃雙非雙即中道。 

不論佛陀闡釋法義的方式，以
及諸佛法呈顯出雙非雙即而不決定
之中道特徵，佛法真義是中道，如
此之種種皆說明佛性真義是中道。
佛性真義是中道，則中道闡釋佛性
理應是《大般涅槃經》至始至終皆
環繞於此之主軸佛性論。 

七、結論 
研究成果，從中道與佛性之關

係，中道與佛性之義理開展，佛陀
闡示法義之方式，實踐意義與文獻
依據，這五個向度來說明本文之主
要研究論題：中道佛性何以是《大
般涅槃經》之主軸佛性論。之後，
羅列研究發現、創見與貢獻，以及
說明未來能夠進一步研究之相關論
題。 

研究發現：從記載「北本」《大
般涅槃經》之文獻，發現曇無讖所
譯《大般涅槃經》曾經對照過當時

其所見到之較為完整梵文版本，且
說「北本」重要義理宗旨皆齊備，
唯獨之差異在於廣略而已。如此則
說明「北本」《大般涅槃經》是同一
部經，並非不同經拼湊而成。既是
同一部經，前後理論當是一致，故
不存在一闡提與佛性義歧義之問
題。 

研究創見與貢獻：佛性本藴涵
無量無邊之法義，但眾生因無明煩
惱層層遮蔽而不知見之。因此，眾
生知見佛性，需藉由修行實踐圓滿
徹底顯發佛性之如來所證得佛性之
無量法義，以顯現自身之佛性。中
道能闡發諸法之真實義，此亦說明
佛性當透過中道顯發其內涵。諸法
實相、緣起、第一義空、大涅槃、
佛等究竟法義皆蘊含雙非雙即中
道。從中道論述佛性，意味著從諸
法實相、緣起、第一義空、大涅槃
與佛等諸法究竟義論述佛性。因
此，不存在從緣起或第一義空或中
道等論述佛性義何者為正解之爭
議，因為法義間圓融無礙暢通無
阻，不論從何法義解說佛性皆是正
解。此外，佛性本來就蘊含此等無
量法義，不論從哪一法義入手，究
竟通往佛性。本文以中道佛性為《大
般涅槃經》主軸佛性論，主軸之義
說明中道適切闡釋佛性真實義，且
不落入所有概念之爭議，亦能將諸
法藴涵中道義一並帶出佛性因中道
法義之展開而隨著展開佛性之法義
內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