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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悟禪師「般若淨土兩門大義」發隱 

 
陳劍鍠 

 

一、徹悟禪師的生平事蹟 

清代臨濟宗的徹悟禪師（1741-1810）於嘉慶五年（1800）退居紅螺山

資福寺後，專研淨土學說，恆常講演，勸人念佛，世稱紅螺徹悟，亦於近

代被追尊為蓮宗第十二祖。1
 

徹悟諱際醒，字徹悟，一字訥堂，又號夢東，京東豐潤縣人（今河北

省豐潤縣境內），幼年時即聰慧穎異，稍長而喜好讀書，通讀儒家四書五

經等典籍。乾隆二十七年（1762），二十二歲時，徹悟因大病而感悟幻質

非堅，世事無常，因此立志出家。病癒後即至房山縣三聖庵榮池老和尚處

披剃出家，其後往詣岫雲寺恒實律師處受具足戒，聽習隆一法師宣講《圓

覺經》時，晝夜精研奧義，因而頓悟圓覺大旨。繼而依止增壽寺慧岸法師，

研習法相學，深得要義，後來又於心華寺遍空法師座下，聽講《法華經》、

《金剛經》、《楞嚴經》等。自此博通性相二宗，尤其精於天臺三觀十乘

之妙義。 

乾隆三十三年（1768）冬季，二十八歲時參訪京都廣通寺粹如純大德，

被視為禪門法器，得以印心傳法，成為禪門臨濟正宗三十六世，磬山七世。

乾隆三十八年（1773），粹如純大德往萬壽寺，徹悟繼任其職，領眾熏修，

專精參禪，直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前後二十四年用功辦道，樹立典

範，策勉後學，因而聲名遠播四方，禪門宗風大振。然而，徹悟後來停止

習禪，主修念佛法門，專弘淨土。凡是對念佛修淨有障礙者，悉皆摒棄不

顧。晚年為專修淨土，杜絕外緣，當時常有學者慕名來訪，徹悟則每日限

定一支香的時間會客，其他時間則是禮拜念佛專修淨業。曾作〈尺香齋白

詞〉云： 

死生事大，來日無多，道業未成，實深慚懼。 

                                                           
1  參閱陳劍鍠：〈近代確立蓮宗十三位祖師的過程及其釋疑〉，網址：

http://www.confucius2000.com/scholar/chenjh2.htm，上網時間 201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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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客相看，午後炷香，非敢輕疏，幸垂鑑恕。1
 

足見徹悟求生淨土之心極為剴切，晚年所居的紅螺山資福寺，因徹悟弘傳

得力，成為當代專修淨宗的重要道場。徹悟世壽七十，僧臘四十九，法臘

四十有三。2遺著有《夢東禪師遺集》、《念佛伽陀》等，楊仁山居士（1837-1911）

稍加刪節，改為《徹悟禪師語錄》，附於《淨土十要》之後。後人又陸續

獲得徹悟遺稿，次第增入，重為編排，釐為三卷，是為現今流通之《徹悟

大師遺集》。3
 

二、般若、淨土兩不相礙 

從上所述，得知徹悟早年習儒，歷經禪教而終歸淨土，此修學歷程以

博通性、相二宗要旨，而圓成淨業。在《徹悟大師遺集》卷中之《雜著》

有〈般若淨土兩門大義〉一文，以緣起性空義，闡述淨土思想。般若原屬

空門，淨土則屬有門，本為兩種修持路數，如何使之融通，則為佛教學人

所關注。依徹悟的意見，空有不二，方為圓融不思議第一義諦。他說： 

般若，乃即緣起而明性空，雖性空而不壞緣起；淨土，乃即性空而明

緣起，雖緣起而不礙性空。此則空有兩門，互不相礙也。4
 

「般若」，指真實智慧，即明見一切事物及道理的高深智慧，這種智慧能

使人達到完全度化的境界，這便是吾人所謂的「般若波羅蜜多」

（prajñā-pāramitā）。尤其在大乘佛法裏，菩薩修行六度（六波羅蜜多），

最後一度的「般若」（prajñā）就是菩薩修行的重要德目。這種解脫的智

慧，就是空的智慧，亦即是了解到諸法是因緣和合而生，亦即任何生命體

的存在都沒有常住不變的自體。而須特別指出的是，「空」（śūnyatā）是

空其自體，英文譯作 Emptiness，是自體或自性的否定（negation of self-nature）

之意，因而，跟「虛無」（nothingness）的意旨不同。5在般若經系的佛典

裏，對於「般若」有如下詮述： 

                                                           
1  清．喚醒、了睿輯錄：《徹悟大師遺集》（臺北：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2007年 10月），
頁 83。 

2  以上所述徹悟生平事蹟，參閱清．杜寬申：〈徹悟大師行畧〉，收入清．喚醒、了睿輯錄：
《徹悟大師遺集》，頁 7-9。 

3  參閱徐顯瑞：《徹悟大師遺集．另敘》，頁 13。 
4  清．喚醒、了睿輯錄：《徹悟大師遺集》，頁 57。 
5  參閱吳汝鈞：《印度佛學的現代詮釋》（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6月），頁 70-85，
尤其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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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不著一切法。1
 

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於必定眾中能為上首，是法用無所

得故。2
 

諸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無諸憶想分別。3
 

若般若波羅蜜非畢竟離者，則非般若波羅蜜。4
 

以上各經文，以「不著」、「無所得」、「無諸憶想分別」、「畢竟離」

等辭來形容般若，足見《般若經》所謂的「智慧」，主要在於排遣計執的

作用。5此作用即是般若活智，不捨不著的作用，也因為在不捨不著的作用

中，具足一切法，成就一切法。此外，「般若」在論、注的解釋是： 

般若者，（秦言智慧），一切諸智慧中最為第一，無上、無比、無等，

更無勝者，窮盡到邊。6 

言般若者，此方名慧，於法觀達，故稱為慧。7
 

般若者，達如之慧名。8
 

無境不照，名為般若。9
 

足見，般若智慧不是一般的智慧，是認識真理的無上、特殊的智慧。它是

一種直覺、直觀的智慧，讓吾人可以超脫對立的二分世界，自分別執著的

痛苦中得到解脫。然而，吾人須知，一切法並非生自般若，《般若經》所

言之「般若」並非萬物生成之根源，一如牟宗三先生（1909-1995）所言，

「《般若經》只是憑藉已有之法，而說般若之妙用，未曾予一切法一根源

的說明。」換言之，「般若具足一切法，此並非說一切法皆竪生地根源于

                                                           
1  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第 8冊，卷 2，〈三假品．第七〉，
頁 231b-c。 

2  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第 8冊，卷 4，〈金剛品．第十三〉，
頁 244a。 

3  後秦．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大正藏》第 8冊，卷 18，〈夢誓品．第六
一〉，頁 355c。 

4 後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經》，《大正藏》第 8冊，卷 8，〈無慳煩惱品．
第廿二〉，頁 575c。 

5  參閱廖明活：《中國佛教思想述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6年 8月），第一章第
三節〈大乘佛教的形成和《般若經》的思想〉，頁 24-36，尤其頁 28-29。 

6  印度．龍樹菩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大正藏》第 25冊，卷 43，〈釋
集散品第九下〉，頁 370b。 

7 隋．慧遠：《大乘義章》，《大正藏》第 44冊，卷 12，頁 705b。 
8 北魏．曇鸞：《往生論註》，《大正藏》第 40冊，卷下，頁 842c。 
9 隋．吉藏：《中觀論疏》，《大正藏》第 42冊，卷 10，〈四諦品第二十四〉，頁 155b。 



徹悟禪師「般若淨土兩門大義」發隱 

 199 

般若，以般若為最的根源，一切法皆由之而得一生出之說明。」1這說明「空」

性也是須依緣起的法則來論述
。。。。。。。。。。。。

，因此，徹悟所言「般若，乃卽緣起而明性

空，雖性空而不壞緣起。」即表明此義。 

徹悟接著又說：「正以緣起故性空，若非緣起，說誰性空？此則緣起

為性空之所以。」2表明性空之所以為「性空」，是因為有「緣起」，如果

「性空」不從「緣起」來談，則無所謂的「性空」，簡言之，沒有任何一

個名為「性空」的東西可供吾人把捉，它是在「緣起」的當下呈顯的，沒

有「緣起」，則無法呈顯「性空」。徹悟又反證地說：「又以性空故緣起，

若非性空，何從緣起？此則性空為緣起之所以。」3同理，因為「性空」，

故能夠使「緣起」起作用，呈顯宇宙世間萬象，假若沒有「性空」，便無

法呈顯宇宙世間萬象。因此，徹悟下一結論： 

若然者，空有兩門不但不相礙，且復迭互相成矣。……愈有愈空，愈

空愈有者矣！夫緣起性空，既在同時，任運便有雙泯雙存之面目，雙

泯雙存，同時無礙，即是向上圓融不思議第一義諦。4
 

佛教的般若是不講本體的，如龍樹的「八不中道」就是破一切相，認為一

切萬法都是緣起的，是因緣和合而成的假名，故是空的。《中論》云：「涅

槃之實際，及與世間際，如是二際者，無毫釐差別。」5吾人應不離假名，

也不離空，同時看到的是兩者的存在，兩者無毫釐差別，換言之，緣起、

性空沒有時間差，雙泯雙存，同時無礙，如此才能體認圓融的中道第一義

諦。這「第一義諦」即是「中道義」，是不可言說的，亦不存在於名相領

域，因而不能用人們的理性思惟來加以認識，亦如《中論》所云「因緣所

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6吾人須即性空、即假有，

才能見到中道第一義。徹悟又說：「圓融第一義諦，卽是當人本源心性之

異名。」7此處的「圓融第一義諦」即是「本源心性」的異名，言下之意，

                                                           
1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 年 2 月修訂五版），第一部第一章
第五節〈般若具足一切法〉，頁 78。 

2 清．喚醒、了睿輯錄：《徹悟大師遺集》，頁 57。 
3 同上注。 
4 同上注。 
5 印度．龍樹菩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中論》，《大正藏》第 30冊，卷 4，頁 36a。 
6 按：此偈出自隋．吉藏：《中觀論疏》，《大正藏》第 42冊，卷 1，頁 5c，以及卷 3，頁

41a。但在印度．龍樹菩薩造，後秦．鳩摩羅什譯：《中論》原文是：「眾因緣生法，我
說即是無，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中論》，《大正藏》第 30冊，卷 4，頁 33b）。 

7 清．喚醒、了睿輯錄：《徹悟大師遺集》，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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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入圓融第一義諦即是證得本源心性。那麼，直透本源心性即是證入第一

義諦；證入第一義諦即是直透本源心性。 

三、本源心性與淨土法門 

徹悟在這兩門大義裏，指出般若與淨土，二者互不相礙，更同出於心

性本源。通常在「空」、「有」對言時，常令人誤會空宗只講空，不能成

就緣起法的「有」，而有宗似乎又只著重於法數1之解釋，而不能透徹於空

慧。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對有修有證的佛學大家而言，亦不會如此認識。

空宗顯然不只講空，且亦能成就緣起法的「有」（假名有）。所謂「不壞

假名而說諸法實相」，豈只空而無有耶？有宗亦不能違背緣生無性，亦能

透徹於我法二空，豈只專著於法數之解釋耶？2
 

更有甚者，無論是「空宗」或「有宗」，這個名相實沒有確切的解釋，

只是順俗而說「空宗」或「有宗」。說及「空宗」，則說《般若》、《三

論》；說及「有宗」，則說《法相》、《唯識》。而且，空之所以為空，

有之所以為有，則無的解。因為，兩宗的本質皆源於心性。是故，徹悟說： 

佛說種種般若門，無非顯示此本源心性；佛說種種淨土門，亦無非顯

示此本源心性。從本源心性，流出種種般若淨土法門；而種種般若淨

土法門，皆悉指歸本源心性。所謂：「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

法界也！」3
 

此「心性本源」即是「法界」，即是「佛性」。從本源心性流出種種般若

淨土法門，同理可證，種種般若淨土法門皆悉指歸本源心性。 

自華嚴宗四祖澄觀（738-839）在論述「教、理、行、果」中的「理、

行」時說：「一、理由修顯故，以行華嚴理；二、行從理發，則以理華嚴

行。梁《攝論》云：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證此法身故。」4最後兩句，

澄觀在另一處說「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故。」5這兩句後來常

被引用，例如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1546-1623）融合禪與華嚴，

曾對《首楞嚴經》提出這樣的看法：「此經者，蓋以一味清淨法界，如來

                                                           
1 所謂「法數」，又作名數、事數，指帶有數字之佛教名詞。例如三界、四諦、五蘊、六度、
八正道、十二因緣、五位七十五法等。 

2 參閱牟宗三：《佛性與般若》，第一部第一章第五節〈般若具足一切法〉，頁 83。 
3 清．喚醒、了睿輯錄：《徹悟大師遺集》，頁 57-58。 
4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大正藏》35冊，卷 3，頁 525b。 
5 同上注，卷 1，頁 50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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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真心為體，依此一心，建立三觀，依此三觀，還證一心。故曰：無不從

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1可見《首楞嚴經》的如來藏（或言佛性思

想）為法界之體，世出世間之宇宙萬法，無不從此流出，亦無不還歸於此。

尤有進者，這種原始要終的法界觀被結合於淨土教學，並將淨土法門視為

法界的歸宗處。例如蓮宗八祖雲棲袾宏（1532-1612）的《阿彌陀經疏鈔》

云： 

世出世間，無一法出於心外，淨土所有依報正報，一一皆是本覺妙明。

譬之瓶環釵釧，器器唯金；溪澗江河，流流入海，無不從此法界流，

無不還歸此法界也。2
 

雲棲袾宏另在《答淨土四十八問》裏云： 

問：善財之參德雲，始知念佛法門，及南過百城，五十四參而見阿彌

陀佛也，則三昧成矣。他日文殊現身竹林，但令人念阿彌陀佛。夫以

善財位臻十信，文殊何不徑指即見彌陀，而顧使周歷百城乎？彼學人

未南詢，而輙議西歸者，太早計乎？ 

答：始參而教念佛，則從源以及流；周歷而見彌陀，則繇末而歸本。

所謂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也。是故南詢而後西返，豈曰

遲還。往生而後徧遊，何云早計。醫王發藥，標本隨宜，操縱微機，

固凡情靡測矣。3
 

蓮宗十三祖印光（1861-1940）亦云： 

大矣哉，淨土法門之為教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真指人心者，猶

當遜其奇特。即念念佛，即念成佛，歷劫修證者，益宜挹其高風。普

被上中下根，統攝律教禪宗。如時雨之潤物，如大海之納川。偏圓頓

漸一切法，無不從此法界流；大小權實一切行，無不還歸此法界。4
 

又云： 

                                                           
1 明．德清：《首楞嚴經懸鏡》，《卍續藏經》第 12冊，頁 510c。 
2 明．袾宏：《阿彌陀經疏鈔》，《卍續藏經》第 22冊，頁 608a。 
3 明．袾宏：《答淨土四十八問》，《卍續藏經》第 61冊，頁 510b-c。 
4 印光著，廣定編：《印光大師全集》（臺北：佛教書局，1991 年），第一冊，〈印施極樂
圖序〉，頁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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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初成正覺，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演大《華嚴》，及至〈入法界

品〉，善財以十信滿心，受文殊教，徧參知識。初見德雲，一聞念佛

法門，即證初住。從茲隨參隨證，及五十三，至普賢所，普賢以威神

加被，即時善財所證，與普賢等，與諸佛等。普賢乃為說十大願王，

勸進善財，併華嚴海眾，回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而《觀經》五逆十

惡，地獄相現，十稱佛名，即得往生。夫法身大士，悉願往生；阿鼻

罪人，尚預末品，法門之宏深直捷，孰有過於此者。誠可謂教海之南

針，禪宗之北極。一切諸法，無不從此法界流；河沙妙義，無不還歸

此法界。1
 

又云： 

余惟淨土一法，乃三世諸佛下度眾生，九界眾生上成佛道，成始成終

之殊勝法門。高超一切禪教律，統攝一切禪教律，以一切諸法，溯其

原始，無不從此法界流，要其終極，無不還歸此法界。因顏之曰「歸

宗」。……此義于《華嚴》末後歸宗處明之，有信不及者，請質之普

賢菩薩。2
 

從上引雲棲袾宏兩節及印光三節言論而觀，他們都進一層將「無不從此法

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兩句結合於淨土法門，依此可見弘闡淨土法門的

學人則不但在形式上引介，且在內容上結合了淨土法門的義理。在形式上

的引介具有外推作用，使得淨土法門有更為積極的意義，表現出涵攝三根

普被的實在性，尤其有別於善導（613-681？）所強調的重點在於下根者，

而是上根者亦然須依此法門來上成佛道；在內容上的結合能夠反映出內轉

踐履，使得淨土教學涵攝華嚴、天臺、禪宗的義理，深化修持的深度及廣

度。 

這裏須特別指出，徹悟所指的「心性本源」即是「法界」，表明佛教

之中道第一義的聖法，是依真如而生，換言之，真如是聖法所依所因，故

稱法界。這樣的法界即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自然無為而成，

其體無二無妄，清淨無漏，是諸佛平等法身，不生不滅，非空非有，離名

離相。進一層言，因為其性是不生不滅，所以能有無窮的妙用；這無窮的

妙用是由「無為」而產生的，所以叫做「一真無為」。 

                                                           
1 同上注，第一冊，〈重刻彌陀略解圓中鈔勸持序〉，頁 438。 
2 同上注，第一冊，〈歸宗精舍同修淨業序〉，頁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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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達到一真法界時，則無內外之別，心無佛外之心，佛無心外之

佛，唯一法界，普融無盡。我們一般分內外、分佛心，視佛為外境，視心

為內境，是欲令眾生證悟心佛不二而開立的方便施設，實則一真法界，本

無內外，無分心佛。徹悟說：「般若淨土兩門，既唯一本源心性，不唯分

無可分，亦且合無可合。」不但「分合尚著不得，況可更論其相成相礙也。」
1質言之，言其「分」與「合」，實已滯礙不明，因「本非兩物」，「若然

是兩物，用得融通著噫！」2
 

四、結語 

由上所述，足見徹悟所指的「心性本源」已轉向「佛性」或「如來藏」

來論述，換言之，體悟「性空」，或是「緣起」起作用，皆來自於人人各

具的「佛性」。唯此「佛性」或「如來藏」不是「梵我」，創造、化生萬

物的主宰，它不主宰任何，亦不被任何所宰制，它是不來亦不去的「如來」，

如同真常唯心系的經論——《勝鬘經》、《楞伽經》、《首楞嚴經》、《寶

性論》、《佛性論》、《大乘起信論》等所論，其義甚深甚微，唯佛一人

得以了知。 

在佛教的論述裏，一再強調「佛性」或「如來藏」不是「梵我」，這

「佛性」內涵是「心本是佛」，而「心本是佛」是指眾生的真如心本是佛

心，亦即人性本具的清淨如來藏（或言佛性、真如）。但此真如心由於「不

覺」而使之隱匿不顯，這裏的「不覺」即是無明。依《大乘起信論》的說

法：「依本覺故而有不覺，依不覺故說有始覺。」3換言之，在「心生滅門」

裏心被無始以來之無明污染，產生各種差別相，故於阿梨耶識中有本覺與

始覺之別。真如遇無明之緣而生起迷妄現象，於此之際，心完全蒙昧不覺；

然其本性之覺體毫無壞損，常具平等相，永含智慧德相，遠離世俗差別心

念之清淨體，此即本覺。 

須注意的是，恆清法師指出「『依本覺故而有不覺』不能依文解意，

否則會誤以為眾生破無明，由始覺後會再由本覺起無明。如此的話，成佛

之後豈不再還為眾生？猶如……『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本覺僅為不

覺的依止因，非造作因。」4牟宗三先生亦指出： 

                                                           
1 清．喚醒、了睿輯錄：《徹悟大師遺集》，頁 58。 
2 同上注。 
3  印度．馬鳴造，梁．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大正藏》第 32冊，頁 576b。 
4  參閱恆清：〈《大乘起信論》的心性說〉，《佛性思想》（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年

2月），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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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K:/Documents%20and%20Settings/CHCHEN/Local%20Settings/Temp/cbrtmp_sutra_&T=1732&B=T&V=32&S=1666&J=1&P=&366024.htm%230_0%230_0
file:///K:/Documents%20and%20Settings/CHCHEN/Local%20Settings/Temp/cbrtmp_sutra_&T=1732&B=T&V=32&S=1666&J=1&P=&366024.htm%230_0%230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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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不覺，忽然心起而有其念。不覺即無明。此落於生滅心矣。生滅

心念亦憑依真心而起，但其直接根源却是無明。此猶如春風一起，吹

縐一池春水。真常心即是平靜之春水，無明風動，則起縐縐，此即生

滅心念。縐縐不離水，即憑依水而起也。但其直接根源却是風動
。。。。。。。。。。

。生
。

滅心念不離真心
。。。。。。。

，即是憑依真心而起
。。。。。。。。

，但其直接起因却是無明
。。。。。。。。。。

。真心

只是其憑依因，並非其生起因。1
 

為何會「心本是佛，不覺而佛隱」，換言之，「不覺」、「無明」是

如何產生，我們須先解決這個問題，才能進一步較整全地討論「若欲作佛，

須當念心」。根據《大乘起信論》所云： 

是（眾生）心從本已來，自性清淨而有無明，為無明所染，有其染心。

雖有染心而常恆不變，是故此義唯佛能知。所謂心性常無（妄）念故，

名為不變。以不達一法界故，心不相應，忽然念起，名為無明。2
 

從這段經論可以明顯地看出，「自性清淨而有無明」、「雖有染心而常恆

不變」這兩個問題唯有佛能了然，一切眾生皆無法洞悉。《大乘起信論》

所提出的難題，在《勝鬘經》亦已提出過，該經云：「自性清淨心而有染

污，難可了知。有二法難可了知：謂自性清淨心難可了知。彼心為煩惱所

染亦難可了知。」3牟宗三認為這兩個問題不難解決，因為自性清淨心的不

染而染，其間有一間接原因的介入，即「無明」的插入，真實而說，如來

藏真心並不直接緣起生死流轉，直接緣起的是阿賴耶。如果說如來藏緣起

是間接地，這其間是經過一曲折一跌宕的過程，故生死流轉的直接生因是
。。。。。。。。。。。

阿賴耶
。。。

，而如來藏則是其憑依因
。。。。。。。。。。

，而非其生因
。。。。。

。這恰如「吹皺一池春水」，

水本是平靜無皺紋無波浪的，波浪的生因是風吹；但波浪畢竟是水波，不

是麥浪，故波浪亦必憑依水體而起現。這亦好比奴僕憑藉主人的勢力作惡

事，惡事的直接生因是奴僕，但賬却記在主人身上。4牟先生引用「無明風

                                                           
1  牟宗三：〈佛家體用義之衡定〉，《心體與性體．第一冊》（臺北：正中書局，1989年 5
月臺初版 8刷），頁 582。 

2  印度．馬鳴造，梁．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大正藏》第 32冊，頁 577c。 
3 《大正藏》第 12冊，頁 222c。 
4  參閱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460-461。另外補充說明，牟宗三所說的「如來藏真心
並不直接緣起生死流轉，直接緣起的是阿賴耶」，他的意思，就如印順導師所指出的「如
說到如來藏為生死依，則如來藏便與阿賴耶發生了關係。因為說明生死間的一切，要從阿
賴耶說起。這在《勝鬘經》中，雖還未明顯地表露出來，但到了《楞伽》、《密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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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來解釋清淨心而有染污，非清淨心自生，這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無

明風動」又從何而來呢？牟宗三認為這個問題在以前的確「難可了知」，

但他現今依康德學說，認為人的善性現惡，是因為人有「感性」（sensibility）。
1然而，牟先生這個說法仍不能算是答案。因為它亦沒有解釋，為什麼人有

「感性」，就一定會有無明。再者，如果有人再追問「人為什麼有感性」，

牟先生如能認為這個問題是不成問題的。否則，他也只好承認這是「難可

了知」了。2
 

其實，這是佛的境界，所以說「難可了知」，即使等覺菩薩尚有一分

無明，由於此一分無明故無法了知「自性清淨而有無明」、「雖有染心而

常恆不變」的原因。這是很弔詭的事，因而這「唯佛能知」的境界不是九

界眾生所能理解，在不能理解的情況下，則「若欲作佛，須當念心」，反

之，「若不念心，難成佛矣」，這有一層保證，即「眾生本覺，與佛本覺，

無有二體」。 

這一轉，轉向淨土法門的修持方向，藉著念佛來顯心，而且若欲作佛

（成佛），則須念心，因為念佛即念心，念心即念佛。而且，此「心性本

源」開出種種般若門，亦開出種種淨土門，誠如徹悟所云：「真空妙有二

諦交徹之有也；若互奪雙亡，二諦俱泯，則非空非有之有也；若相成兩立，

二諦俱存，則即空即有之有也。」3這是「圓教有門之有」，也就是西方極

樂世界「的的是有」，因此「西有者，乃自性本具真善妙有之有也。」4
 

如果有宗、空宗各自有其本質，而其差異在於有宗的系統對於一切法

的起源，指向賴耶緣起或是如來藏緣起；而空宗的系統則以現成之緣生法

為其觀照處，並以般若智予以穿透、遮遣。換言之空宗指向般若學，有宗

指向唯識學或真常心學。5各自修持路數雖然不同，然則般若、淨土兩門，

兩不相礙，所謂殊途同歸，且於達致證悟圓教時，此「圓融不思議第一義

諦」即是「當人本源心性之異名。」此乃般若、淨土兩門之大義。 

 

 

                                                                                                                               
信論》等經論中，如來藏與阿賴耶識的連繫，確已明顯地說出了。」（印順：《以佛法研
究佛法》（臺北：正聞出版社，1992年 2月修訂 1版，頁 352）。 

1 參閱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 2月第 3次印刷），頁
295。 

2  參閱釋恆清：〈《大乘起信論》的心性說〉，《佛性思想》，頁 220。 
3 清．喚醒、了睿輯錄：《徹悟大師遺集》，〈西有解〉，頁 58-59。 
4 同上注。 
5 參閱牟宗三：《佛性與般若》，第一部第一章第五節〈般若具足一切法〉，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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