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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圆测唯识学之我见

[ 日 ] 橘川智昭 a

一、前言

圆测（613-696）出身于新罗，年轻时入唐并在玄奘（602-664）门下，关于他对《成

唯识论》的解说以及同为新罗出身的道证（?-692-?）的《成唯识论》解说，慧沼

（650-714）在《成唯识论了义灯》中对他们的解说进行了严重的批判。如今，圆

测的《成唯识论疏》和道证的《成唯识论要集》都已经失传，我们可以从《成唯识

论了义灯》的引文及其他相关文献中看到一些只言片语，但是这些唯识学说被认为

是同窥基（632-682）—慧沼—智周（668-723）等正宗的法相宗相对立的旁流异派。

对于圆测说的慧沼态度假若视为正确，如其文中有直接破圆测说的例子，有破

《要集》中引用圆测说的例子，有列举圆测说并破《要集》的例子，也有仅列举圆

测说而没将其推翻的例子，也有进一步佐证圆测说的例子，这些例子举不胜举，但

是它们都各不相同。这些正统与异派之间存在着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正统是一种

以五性各别为基础的纯粹的玄奘系新译唯识思想，而圆测系统的异派并不赞成五性

各别，倾向于真谛思想，而且认同一切皆成佛学说。但是，这些观点在慧沼的批判

以及后代的唯识相关书籍中并未被提及，而是在近代以后的学术领域中被提出的。

较早提及该观点的有，赵明基《圆测的思想》（《震檀学报》16，1949 年）、杨

a　作者简介：日本东洋大学东洋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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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衣《圆测之研究——传记及其思想》（《华冈佛学学报》6，1983 年）等，但最

早提出的应该是 1916 年羽溪了谛的《唯识宗的异派》[《宗教研究》1-3，1916 年。

后收于《羽溪了谛博士米寿祝贺纪念佛教论说选集》（大东出版社，1971 年）]。

赵明基、杨白衣等提出的论证并未超出羽溪论文的范畴，是在继承羽溪论文观点基

础上对圆测思想进行整理的学术性研究。

 近代以来，日本最早论及圆测的是妻木良直和羽溪了谛，他们的基本目的在于，

打破有如《宋高僧传》中记载的新译唯识讲场中的旁听生（《大正藏》50、725页下-726

页上、727 页中）或是思想方面不受重视被视为支派的、旧有的圆测形象并积极地

介绍圆测的学德高尚。而且，翻看《成唯识论了义灯》中所示的慧沼思想的展开、

以及太贤等的新罗唯识的形成，日本的奈良时代到镰仓时期，即从日本唯识的草创

期（奈良时代的善珠（723-797）《唯识义灯增明记》等）到成熟期（镰仓时代初

期的《成唯识论同学钞》的成立等）的理论建构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圆测的唯识学

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及作用。

但是，笔者认为，如果将圆测唯识学的思想特点局限定义为倾向于真谛系唯识

学说以及一切皆成佛学说，则小看了登上唐初期唯识舞台的圆测的意义。笔者的这

种想法源自新罗遁伦的《瑜伽论记》中引用的圆测学说的片段：

测云：“有人依《涅槃经》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等文证谤新翻

经论非是正说。此即不可。所以者何。旧《善戒经》及《地持论》皆同说：

‘无种姓人可以人天而成熟之’。又旧《大庄严论》第一云：‘次分別无

姓位。偈曰：一向行恶行，普断诸白法，无有解脱分，少善亦无因。释曰：

无般涅槃法者是无姓位。此略有二种：一者时边般涅槃法，二者毕竟无般

涅槃法。时边般涅槃法者有四种人：一者一向行恶行，二者普断诸善法，

三者无解脱分善根，四者善不具足。毕竟无涅槃法者无因故彼无般涅槃法。

此谓但求生死不乐涅槃人’。如此等文皆同此论说无种姓。何独谤新翻耶”。

（《瑜伽论记》卷 9 下，《大正藏》42，520c-5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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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该引文可知，有人以《涅槃经》为论据否定了无种性人的存在，而且他们

主张新译的经论非正说。对此，圆测认为“此即不可”，并主张无种性人的存在。

我们从该引文的最后一句话“何独谤新翻耶”中可以看出新译与旧译的调和，但是

我们需要留意的是它并不是站在旧译 = 否定无种性人、新译 = 肯定无种性人这种两

者对立的角度上去调和的。这里所强调的是这样一种反论，因为《菩萨善戒经》（求

那跋摩译）、《菩萨地持经》（昙无谶译）、《大乘庄严经论》（波罗颇蜜多罗译）

等旧译都有关于无种性人的阐释，所以它们与新译的《瑜伽师地论》（玄奘译）并

不矛盾。羽溪论文是以圆测的现存著作之一《解深密经疏》为材料进行论证的，但

是，该论文并未涉及《瑜伽论记》的引文，或许是他没有考虑这么多。

因此，我们很有必要重新审视羽溪学说、并再次解读一直以来被作为典据的《解

深密经疏》。这次发表的内容虽然和笔者二十几年前发表的内容主旨基本一致，但

是当时的论述方法还未成熟、资料引用也不充足，而且，尽管笔者的观点已经被日

本、韩国的学术界所普遍熟知了（韩国倾向于不同意笔者的观点），但是在中国好

像还不太被了解（当然，即使大家对鄙人的观点持反对意见也没关系），在此，笔

者将论文再一次重新整理。

二、圆测《解深密经疏》中一性皆成佛和五性各别的争论问题

1.《解深密经疏》的分段——再探讨之前——

羽溪论文进行论证作业的圆测《解深密经疏》是卷 4《无自性相品》的一节：

然此一乘圣教甚多。译者非一意趣深远。是故新旧竞与争论。一真

谛等一类诸师，依法华等诸经及论皆作此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二

者大唐三藏，依诸经论立有五姓。无姓有情无涅槃性，定性二乘必不成佛。

（《解深密经疏》卷 4，《续正藏》1-34-4，388 丁左下 -391 丁左下）

当时，围绕一乘教法有旧译系和新译系的人们引起论争，旧译系真谛等诸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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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性皆成佛；另一方面，新译系玄奘主张五性各别，关于双方的主张与典据等在

以上引文的一节中有详细的论述。

在本论文中对以上一节分如下四部分进行再检讨。资料主要是卍续藏经第1辑、

第 34 套、第 4 册、388 丁左下 14 行到 391 丁左下 10 行。

[ 本文使用的续藏是初版《大日本续藏经》（藏教书院、京都、1905-1912）]

Ⅰ  一性皆成佛学说的证文部分

     “一真谛等（388 丁左下 14 行）—令发心故（389 丁右下 17 行）”。

 Ⅱ  五性各别学说的证文解释部分

     “准此等文（389 丁 17 行）—假说二乘（389 丁左下 17 行）”。

 Ⅲ  五性各别学说的证文部分

     “二者大唐（389 丁左下 17 行）—必当成佛（390 丁左下 6 行）”。

 Ⅳ  一性皆成佛学说的证文解释部分

     “准此等文（390 丁左下 6 行）—非无差别（391 丁左下 10 行）”。

2. 羽溪论文的解读方法

羽溪论文所提起的问题点稍长，但便于论述，在此还是引用如下。该部分可以

说是对圆测观的最终确立来说极其重要的一节。羽溪论文中对于《解深密经疏》无

自性相品的Ⅰ - Ⅳ的内容做了如下解说。以下所引羽溪文章中所附Ⅰ、Ⅱ、Ⅲ、Ⅳ

的序号，是为了便于与原文对应理解由笔者所附加的。另外，附有下划线ａ - ｅ也

是基于发表的需要由笔者所加。

……然而，与慈恩同属于唯识派的西明不认同五性各别论，却反过

来鼓吹一性皆成佛学说，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地方。ａ他是在《解深密

经疏》卷四中，  Ⅰ→首先介绍了真谛等的有佛性论，列举了《涅槃经》《法

华经》《胜鬘经》《须真天子所问经》《入楞伽经》等经典为据，论述无

性有情亦可成佛，又在引用了梁译的《摄论》《智度论》《法华论》等之

后，Ⅱ→ｂ进行断定说，从这些文章可以发现并不是无性有情，声闻缘觉

不能成佛也是不存在的，而且之所以说《解深密经》《瑜伽论》等二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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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性的三种性是绝不可能成佛，那是因为强调的是所被的根基还未调熟的

时候，这并不是绝对不能成佛的意思。所以，《宝性论》第二卷中记载了：

“向说一阐提常不入涅槃无涅槃性者，此义云何，为欲示现谤大乘因故，

乃至依无量时故，如是说，以彼实有清净性故，不得说彼常毕竟无情 ( 清

的错别字 ) 净心”。进而再根据《法华经》《涅槃经》《楞伽经》等记载，

确信二乘也可以成佛。Ⅲ→然后西明介绍了玄赞（“玄奘”的错别字？）

的五性各别论，引用作为论据的《善戒经》《解深密经》《大菩萨藏经》

《央掘魔罗经》《大般若经》《十轮论》《菩萨地持论》《瑜伽伦》《庄

严论》，梁译、唐译的《摄论》，世亲的《摄论释论》（隋笈多共行矩译《摄

论》《摄论释论》）、《十地论》等，又称如此可知无性有情无涅槃因，

定性二乘绝对不可能成佛。

那么，西明他到底认同哪一个说法呢？他似乎前者一性皆成佛学说

是真理。Ⅳ→ｃ他这次陈述了玄奘的五性各别论后提出疑问，假设无性有

情无缘于涅槃，定性二乘绝对不可能成佛的话，那么前文所引用的有佛性

的证文将做何解释呢？接着对此提出以下文证：

《涅槃》云：善男子我者即是如来藏义，又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常

住无变易。

《宝性论》第一云：问云何得知一切众生有如来藏？答，依一切诸

佛平等法性身，知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

之后，西明说：“如此等问，皆是真如法身佛性，此即五性皆有佛性。

又涅槃云，譬如有人，乃至定当得故者，如此等教皆是佛性定当得故，约

不定性少分而说。”证明了五性皆有佛性皆可成佛。ｄ其次，引用了《法

华经》里面的“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认为所谓的二三

是第二第三的意思，“无二亦无三”是没有缘觉也没有声闻的意思，他觉

得如此解释很妥当。并又引用了如下经文，以此证明二乘种性可以成佛。

《法华经》云：世间无有二乘，而得灭度，唯一佛乘得灭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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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鬘经》云：声闻缘觉皆入大乘者，即是佛乘。

《涅槃经》云：如来声闻缘觉，同一佛性，同一无漏。

ｅ如上所述，尽管西明极力论证有佛性学说、一性皆成佛学说，但

对于玄奘的五性各别学说他只列举了相关的经文论证，没有添加任何说明

或评论。……（羽溪前揭论文《唯识宗的异派》513-516 页。《再录版》

羽溪前揭书《羽溪了谛博士米寿祝贺纪念佛教论说选集》801-803 页）

其中，根据下划线ａ“他是在”- ｂ“进而断定说”、ｃｄ“西明证明……”

下划线ｅ“如上所述，西明没有添加任何说明或评论”所述，由此可知《解深密经

疏》的Ⅱ以及Ⅳ部分，可理解为圆测自己的主张。因此，可以说羽溪论文最开始列

举了一性皆成佛说的证文，然后依据五性各别的经论从圆测一性皆成佛说的角度进

行论证。其次，列出五性各别的证文，回归一性皆成佛说的论点并解说所依据经文。

《羽溪论文的〈解深密经疏〉的阅读方法》

Ⅰ  一性皆成佛说的证文。

Ⅱ 圆测的一性皆成佛的主张及解释。

Ⅲ 五性各别的证文。

Ⅳ 圆测的一性皆成佛说的主张以及解释（重述）。

3. 羽溪论文的误解

（1）对《涅槃经》的佛性说的理解

前揭羽溪论文中，下划线ｃ、ｄ部分，是对相当于圆测的《解深密经疏》的Ⅳ

部分进行了再探讨。羽溪论文的下划线ｃ部分对应的《解深密经疏》原文内容如下：

前所引教如何会释。《解》云 , 如《涅槃》云：“善男子，我者即

是如来藏义”（卷 7）。又“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常住无有变易”（卷

27）。《宝性论》第一云：“问：云何得知一切众生有如来藏？答：依一

切诸佛平等法性身，知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如此等文，皆是真如法身

佛性，此即五性皆有佛性。又《涅槃》云：“譬如有人”乃至“定当得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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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27）者，如此等教，皆是行性。定当得故。约不定姓少分而说。（《解

深密经疏》卷 4，1-34-4，390 丁左下）

上文是对列举五性各别说的证文之后，提出假若主张五性各别的话，那在一性

皆成说中作为证文所引用的诸经论又该作何会释这一问题而作的解答。《涅槃经》

等所述主要有两种佛性：其一是五种性都具有的真如法身佛性，其二是仅限于五种

性中不定种性的行性的佛性。关于这一点，羽溪仅说：“证明五性皆有佛性皆可成

佛”。

关于此圆测的观点，可以通过玄奘的新译系论书来确认。下文是玄奘早期翻译

的亲光等《佛地经论》中的一节 [《佛地经论》译出时间在《开元录》中记为贞观

二十三年（649），《内典录》中为唐永徽年间（650-655）]。

无始时来一切有情有五种性：一声闻种性、二独觉种性、三如来种性、

四不定种性、五无有出世功徳种性。如余经论广说起相分别建立。前四种

性虽无时限，然有毕竟得灭度期，诸佛慈悲巧方便故。第五种性无有出世

功德因故，毕竟无有灭度期。诸佛但可为彼方便示现神通说离恶趣生善法，

彼虽依教勤修善因得生人趣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必还退下堕诸恶趣。诸佛方

便复为现通说法教化，彼复修善得生善趣，后还退堕受诸苦恼。诸佛方便

复更拔济，如是展转穷未来际，不能令其毕竟灭度。虽余经中宣说一切有

情之类皆有佛性皆当作佛，然就真如法身佛性，或就少分一切有情方便而

说，为令不定种性有情决定速趣无上正等菩提果故。由此道理诸佛利乐有

情功德无有断尽。（《佛地经论》卷 2，《大正藏》26，298 页上）

在《佛地经论》中，该部分前后文的主旨是，一切众生，即使是无法步入佛道

的无姓有情，也可以通过无姓有情所具有的真如法身佛性而成为佛的救度对象，从

恶趣接引至善趣，佛的救度在未来也是无穷无尽的（穷未来际）。

这里所谓的“余经”指的是《涅槃经》，“少分一切有情”可以看作是不定种

性。因此，《涅槃经》中所谓的佛性的说法，真如法身佛性所强调的是一切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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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能确保未来可以成佛。与未来成佛问题相关的佛性是只有少数

人所拥有的佛性，为将其引导至无上菩提而说的，这是一种与前者不同的佛性。根

据《佛地经论》可知，《涅槃经》所说的佛性通过二类佛性理论以一种与五性各别

学说并不矛盾的形式而展现，与前文中的《解深密经疏》的记载相似。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窥基的解释。在窥基的《成唯识论掌中枢要》中，在列举一

机说的教义时引用了《涅槃经》的两段话，并进行解说。

涅槃经亦言：“师子吼者是决定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众生亦

尔悉皆有心。凡有心者悉皆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诸众生唯有佛

性”。……涅槃据理性及行性中少分一切唯说有一。（《成唯识论掌中枢要》

卷上本，《大正藏》43，610 页上 -611 页上）　

关于《涅槃经》的一乘教说，窥基简单地将其解释为理性和行性。另外，在窥

基的《妙法莲华经玄赞》的显机段中，用与唯识说、五性各别说相应的形式明确解

释了对理性、行性的理解方法。

后显机者，依涅槃经唯有一机。故彼经 (《涅槃经》卷 27) 云：“师

子吼者是决定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又 (《涅槃经》卷 27) 云：“众生亦尔，

悉皆有心。凡有心者皆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此经（《法华经》卷 1）

亦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但教化

菩萨、无声闻弟子”乃至广说。“若声闻若菩提闻我说法皆成于佛”此唯

有一大乘性。此经既说一乘被彼大乘根性。然性有二：一理性，胜鬘所说

如来藏是；二行性，楞伽所说如来藏是。前皆有之，后性或无。谈有藏无

说皆作佛。（《妙法莲华经玄赞》卷 1 本，《大正藏》34，656 页上 - 中）

此处，窥基在“依涅槃经唯有一机”之后引用了 “师子吼者是决定说一切众

生悉有佛性”“众生亦尔，悉皆有心。凡有心者皆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等，

依据这些教说认为只有一大乘性。其次说大乘根性有二，其一是理性，即《胜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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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说的如来藏；其二是行性，即《楞伽经》中所说的如来藏。理性具有所有的五

种性，但是至于行性，有的具有部分五种性，也有不具有五种性的，窥基认为是无

视不具备行性如来藏的人而说的皆作佛。即窥基认为《涅槃经》中的一乘说有两种：

一种是从五种性共通的理性如来藏角度来述说的，另一种是从只具有少数种性的行

性如来藏的方向来解释的。因此，即使是五性各别，也并不是直接否定佛性的教说，

而是从理性如来藏的角度出发肯定悉有佛性之教说，然而要想成佛光靠理性是不够

的，只有理性和行性都具备之人才能成佛。

法相教学中，理佛性（理性如来藏）是真如的理分的意思，无姓有情中也存在

（理性常被理解为与真如、法界等同义，但是在这里与其说它是众生中主体的宗教

的提高之根据，如果按照《佛地经论》的说法来看，不如将它理解可以成为佛菩萨

救度对象的外缘根据。类似《成唯识论》和《摄论》的闻熏习说部分中将佛的教说

展现为法界等流的正法）。另一方面，行佛性（行性如来藏）是规范本来的种姓差

别的法尔无漏种子（本有无漏种子）的意思（《成唯识论》中认为，阿赖耶识的种

子可以说是有漏种子，但无漏种子是依附于阿赖耶识的微隐而艰难的东西。本有无

漏种子是将有漏的闻熏习看作增上缘并逐渐增强，辗转之后萌生出世之心）。这是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乘教说成为主张一性皆成佛的人们的文证，但是虽说主张五

姓各别也不能否定经典的佛说，因此理行二佛性说也具有从五性各别的角度构建理

论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与理性、行性的观点有关的主张一性皆成佛的人们的

解说。日本天台宗的始祖最澄（766/767-822）的《法华秀句》卷中，详细记述了印度、

中国等关于佛性论争的实态，而且其中还收录了灵润（约580-约667）和义荣的学说。

灵润从旧译的角度主张一性皆成说，之后，神泰（?-645-657-?）从种性差别的思

想出发批判了灵润，再后来，百济的义荣批判了神泰（最澄的记录中，义荣是新罗

人）。

《灵润之说法》复次汝言但有理性无行性者，此义不然。何以故。

夫行性者是理性业。理性者是如来藏。十种佛性中是体性也。夫行性者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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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佛性中是业性也。……立有理性无行性者无有是处。……虽复义别不得

定异。但理性即有行性。是故定执无行性者，即是邪执非正义也。（《法

华秀句》卷中，《传教大师全集》3，166 页 -167 页）

《义荣之说法》佛性多途今亦所许。经自有文不得不信。所以不许

者行佛性也。君之行性菩提心耶，六度行耶。若菩提心则加行因。若六度

行则圆满因也。如是二因不许者谁若以法尔种子为行性者非直震旦不许此

性天竺亦有不许之贤。今问，法尔种子为佛性论三因何所摄。若言应得因

者非彼论意。若加行圆满二因则非君意。义违经论。谁能易许。……言不

取行性无成佛义者，虽不取法尔以为行性而取菩提心六度行以为行性。成

佛之义犹如王路。（《法华秀句》卷中，《传教大师全集》3，212 页 -213

页）

灵润的说法，以理性为体，以行性为业，将理性与行性合二为一。义荣的说法，

主张行性是菩提心、六度行，同时又将其理解为《佛性论》所说的加行因、圆满因，

而非法尔。灵润之说也好，义荣之说也罢，它们都主张并不是一部分人认同的行性，

而是所有的人都认同行性才有成佛的可能性。如此看来，从一性皆成思想方面来看，

所有人所认同的理性才是根本，理性与行性的分类并非很重要，因此将它看作是可

以不要的分类。

实际上，同样赞成一性皆成论的法宝《一乘佛性究竟论》中有如下记载：

若有理性定当成佛。既信一切众生平等悉有理性。岂得执一分众生

不成佛耶。（《一乘佛性究竟论》卷 3，《续正藏》1-94-4，377 丁右下）

被视为理性才是成佛之因。

理性与行性这一分类形式曾在《大乘玄论》中作为地论师的学说被介绍过，它

最开始并不是出现在唐代唯识教学中 [这里引用的是理性为本有、行性为始有。《大

乘玄论》卷3：“但地论师云：‘佛性有二，一是理性、二是行性。理非物造故言本有，

行藉修成故言始有’。”（《大正藏》45，39 页中）大概就是在通过这样传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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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理性、行性的分类形式的基础上，唐代唯识应该依据五性各别而重新组合的理

论，笔者认为，在试图批判这样的唐代唯识所强调的理性、行性理论的背景下，产

生出了灵润或义荣的思想方式。

不论怎样，从上述内容可知，我们从圆测的《解深密经疏》Ⅳ部分中“如是等

文皆是真如法身佛性。此即五性皆有佛性”“如此等教皆是行性。定当得故约不定

性少分而说”等句（前揭羽溪论文，下划线ｃ的最后一部分）都是为了阐释《涅槃

经》的一乘说和五性各别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但并没有违背五性各别；从“真如

法身佛性”这一点来看，虽然它与玄奘初期的译作《佛地经论》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但其思想的根本与五性各别学说为基础构建的理论是完全等同的。因此，它不可能

成为倡导一性皆成思想的典据，如果我们着眼于前半句“如是等文皆是真如法身佛

性。此即五性皆有佛性”，即使我们想要将它看作皆成思想，那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1）对于《法华经》中“无二亦无三”的理解

其次，羽溪论文中下划线ｄ部分，即圆测在《法华经》方便品之偈中，将“十

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的“无二亦无三”解释为没有第二、第三，

也就是没有缘觉、没有声闻的意思。我们假设羽溪想要证明二乘是可以成佛的，那

么接下来下划线ｅ部分，尽管圆测在极力证明有佛性说、一性皆成说，但是他也只

是列举了关于玄奘的五性各别说的证文，并没有添加任何解说或评论。在这里，关

于这一点有必要解释一下。

首先，关于无第二缘觉乘、无第三声闻乘，可以看到与窥基的《大乘法苑义林

章》中诸乘义林的主张相同：

问：“经自说言：‘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

即是破二破三而明一乘。何故乃言三五乘別？”答：“依梵本说经颂应言

无第二第三。数二乘中独觉为第二，声闻为第三”。（《大乘法苑义林章》

卷一，《大正藏》45，267a）

关于《法华经》中的“无二亦无三”，问者（一性皆成家）认为它是无二乘、



唯识研究（第八辑）

204

无三乘的意思，而窥基却认为，它是无第二独觉乘、无第三声闻乘的意思，他和圆

测的理解是一样的。

一性皆成说 = 无二乘、无三乘；五性各别说 = 无第二乘、无第三乘，这两种

解释的不同之处，我们都已经通过后世天台宗和法相宗的论争都有所了解，但是在

这里笔者还是想说一下，这个问题和《法华经》譬喻品的火宅之喻中所谓的“四车

说和三车说”的解释是相通的。下面简单地介绍一下三车说、四车说。

《法华经》的譬喻品中，释尊给舍利弗打了个比喻。某个地方有一个长者，他

有数不尽的财产。他的家很破旧了，发生了火灾。当他得知孩子们还在家中玩耍时，

他呼喊着让孩子们快往外逃，但是孩子们玩的入迷了没有听到富翁的呼喊。于是，

他告诉孩子们，他们喜欢的羊车、鹿车、牛车等玩具都在门的外面，孩子们听到后

争先恐后地跑出家门。父亲看到孩子们都逃出来后开心地笑了，并给了他一辆豪华

的大白牛拉着的大车（大白牛车）。

从一性皆成佛的角度来解释的话，用来引诱孩子们逃出去的羊车、鹿车、牛车

就是使人觉悟的手段，即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的比喻，实际上，最后赠予的大

白牛车可以理解为一种比喻，即三乘最终依靠其他的一乘实现悟道。可以将其理解

为，它否定了菩萨乘、独觉乘、声闻乘这三乘的区别，而将其看作一个整体，一个

统合的一乘，因此就出现了所有人皆可成佛的主张。于是，譬喻品中出现的羊车、

鹿车、牛车和大白牛车就是所谓的四车说。然而，从五性各别的角度来看的话，羊

车、鹿车、牛车和最后的大白牛车都是一样的。因为，最开始从小乘（缘觉乘、声

闻乘）开始修行，然乎舍弃小乘转向大乘（菩萨乘）继而成佛（由小到大），即由

小乘引导激发到大乘，只有三乘中的菩萨乘才具有一乘的意义，是为选择的一乘，

对于譬喻品中比喻的解释就是所谓的三车说。

从五性各别思想来看三车说的解释的话，就是渐悟的菩萨，即将其限定在五种

性中少数的不定种性中进行理解。五种性的差别，是由前文所述的先天的本有无漏

种子的有无或优劣来确定的，但是对于不定种性，原本是指具有小乘和大乘的无漏

种子的人，最初踏入小乘佛教，然后转向大乘佛教，就是所谓的由小极大，具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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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性格的人的种姓就是不定种性。五性各别说中，一开始就修行大乘的菩萨定姓的

人在理论上来看也是存在的，但是，综合考虑跟具体的成佛论、大乘的转向论紧密

联系的一乘教说的话，就必须着眼于不定种姓这一少数的种姓。

由此看来，圆测的《解深密经疏》的Ⅳ部分中对于《法华经》的“无二亦无三”

的解释是，他并不是站在提倡一性皆成思想的角度来理解的，而是从主张五性各别

思想的角度出发的，并得出《法华经》的一乘教说和五性各别并不矛盾的结论。

（2）《解深密经疏》无自性相品Ⅰ - Ⅳ部分内容的再探讨——对羽溪论文理

解的订正——

综合全文来看“Ⅰ·Ⅱ”和“Ⅳ”的对应关系，如图 1（本稿末页）所示。

仔细阅读后可以发现，“Ⅳ”部分批判了“Ⅰ·Ⅱ”两部分，而Ⅰ·Ⅱ两部分

的证文是从五姓各别学说的角度进行解释说明的。具体情况如下：

Ⅰ《涅槃经》等如来藏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说都是真如法身佛性的意思，因

此所有的人都是有佛性的。

Ⅱ《涅槃经》卷二七的“定如有人家乳酪。……”讲的是必定要获得阿耨多罗

三藐三菩提，因此，这是行性的佛性，讲的是不定种性的内容。

Ⅲ《法华经》的“十方佛土中　唯有一乘法　无二亦无三　除佛方便说”中的

“无二亦无三”是无二……无第二缘觉乘、无第三声闻乘的意思，所以它并不能否

定种姓差别。

Ⅳ真谛译《摄大乘论释》（世亲释）中，因为未定根性的声闻还未开始专修菩

提到，所以一切的声闻都是由小乘转向大乘，但该说法未被笈多共行矩等译或玄奘

译们采用所以不能成为依据。

Ⅴ《智度论》中讲述著人天福乐中作涅槃因缘，但并不是所有的一切都可进入

涅槃。

Ⅵ《法华论》中说如来未授记决定声闻·增上慢声闻，而是由菩萨授记，这是

方便并不是真正的成佛。

其次，在Ⅱ部分中，对于《瑜伽论》无余依涅槃说：“远离一切发起事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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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功用悉皆止息”，根据生起《法华经》中所说的灭度之想而入涅槃并于他国寻求

佛的智慧的说法、《涅槃经》中所说的声闻独觉的八万六万四万一万劫住处名为涅

槃的说法、《楞伽经》的三昧乐定说等来看，将此解释为即使二乘（定姓二乘）进

入无余依涅槃之后，也并非是真实意义上的无余依的缘故，所以只要发心便可进入

大乘然后成佛的观点。

Ⅶ 竺法护译《正法华经》中认为，临欲灭度发心之意。因此，《法华经》中

住于无余并不是通过产生菩提心进入无余依涅槃之后才发心的意思。

Ⅷ 也应知晓皆成家的《智度论》的学说和《法华经》的说法相似。

Ⅸ 回心大乘至十信位，是八万六万劫住处。虽然有提到涅槃，但那只是佛方

便显现的无余依涅槃，并不是实际的涅槃。

Ⅹ《楞伽经》中的三昧乐定也不是实际的无余依涅槃。

Ⅺ 《瑜伽论》和《解深密经》的这部分内容也是一样的，是为Ⅶ-Ⅹ的总结概括。

Ⅱ部分中主张假设定性二乘进入无余依涅槃后再发心的话，也可以进入大乘修

成正果，但是，ⅣⅦ部分对此做出批判，认为Ⅱ部分的经论（典据）中将它替换成

不定种性的二乘，还未进入无余依涅槃时就要发心并进入大乘。

由此可知，“Ⅰ·Ⅱ”部分是一性皆成说的内容，“Ⅲ·Ⅳ”部分是五性各别

说的内容，这两部分的内容是相反的，由Ⅰ→Ⅳ这一论述过程，也就是从开始介绍

一性皆成佛思想，到最后依据五性各别思想进行解说并总结。特别是将二乘（小乘）

成佛的相关证文理解为并不都是声闻、缘觉，还有少数的不定种性，可以说这是它

的一大特点，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分内容有些烦杂难读，很可能会让人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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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对Ⅰ·Ⅱ部分证文的重释，从不定种姓方面重新解读等。）

三、《解深密经》中无自性相品和一乘的概念

1. 问题所在

前节对圆测在《解深密经疏》中的一乘教说，即宣说持有一性皆成佛立场的人

们所依据的二乘成佛，是通过将其阐释为针对少数的不定种性的说法而理解为不能

失去五性各别进行了确认。这种局限于不定种性的理解方法，可能会给人造成这样

一种印象，那就是为了回避一性皆成佛论的附会之论。但笔者认为，《解深密经疏》

的Ⅰ - Ⅳ部分并不只是对比介绍了一性皆成佛思想和五姓各别思想，它最终还是回

归到了《解深密经疏》的解说对象《解深密经》的无自性相品，就连不定种性成佛

这一圆测的一乘教说观也是从《解深密经》无自性相品的文本中引申出来的纯粹的

理解。

一般来说，我们都知道《解深密经》的无自性相品主要宣称三乘真实一乘方便

（密意一乘），最常被关注的是下文《解深密经》的经说和《解深密经疏》中分科、

解释的部分（下文引用的是《解深密经疏》的分科，为了便于理解更改了部分文章

顺序）。

ａ - ｃ【测疏】释曰：此下第四约三无性辨一乘义，于中有三：

ａ【经】复次胜义生，诸声闻乘种性有情亦由此道，此行迹故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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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上安隐涅槃，诸独觉乘种性有情诸，如来乘种性有情，亦由此道、此行

迹故，证得无上安隐涅槃。一切声闻、独觉、菩萨皆共此一妙清净道，皆

同此一究竟清净，更无第二。我依此故密意说言唯有一乘，非于一切有情

界中无有种种有情种性，或纯根性或中根性或利根性有情差別。

ａ【测疏】初约圣道弁一乘义。……第一段中，约三种姓如来方便

说为一乘、就实正理具有三乘。各证无余究竟涅槃。胜鬘経意亦同此说。

ｂ【经】非于一切有情界中无有种种有情种性。或钝根性或中根性

或利根性有情差别。善男子，若一向趣寂声闻种性补特伽罗，虽蒙诸佛施

设种种勇猛加行方便化导，终不能令当坐道场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何以故。由彼本来唯有下劣种性故，一向慈悲薄弱故，一向怖畏众苦故。

由彼一向慈悲薄弱，是故一向弃背利益诸众生事。由彼一向怖畏众苦，是

故一向弃背发起诸行所作。我终不说，一向弃背利益众生事者，一向弃背

发起诸行所作者，当坐道场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说彼名为一向

趣寂声闻。

ｂ【测疏】第二段意，定性二乘唯证二乘无余涅槃，必无后时得成佛义。

故瑜伽云：“二乘所证无余涅槃，唯有真如清净法界”。

ｃ【经】若回向菩提声闻种性补特伽罗，我亦异门说为菩萨。何以故。

彼既解脱烦恼障已，若蒙诸佛等觉悟时，于所知障其心亦可当得解脱。由

彼最初为自利益修行加行脱烦恼障，是故如来施设彼为声闻种性。

ｃ【测疏】后若回向下明回向声闻定得成佛。……第三段意，不定

种性回向声闻必当成佛。是故《法华·方便品》说为二乘种性理实决定得

成佛果。若依此说方便说三就实为一。故《法华》云：“十方佛土中唯有

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

ａ - ｃ【测疏】《法华》《胜鬘》各据一义。今此一部义倶有故，

解深密是最了义。

（《解深密经》卷 2，《大正藏》16，695 页上 - 中；《解深密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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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4，续藏 1-34-4，388 丁右下）

ａ部分经文是《解深密经》中是宣说密意一乘经典的例证之一。圆测认为该部

分经文阐明了三乘真实一乘方便，和《胜鬘经》所讲的一乘义是一样的。ｂ部分讲

述了种性差别、定性二乘不成佛，该部分内容还是很容易理解的。最后的ｃ部分，

回向菩提的声闻种性的补特伽罗也被佛称为异门菩萨。断了烦恼障，获得诸佛的觉

悟时就可以从所知障中解脱出来，圆测将它解释为，不定种性的声闻从小乘转为大

乘后就可能成佛，于是，这便是一乘真实三乘方便之义。

对于这里的一乘真实（依此说方便说三就实为一），我们不能用通常的思维去

理解，不仅如此，前文ａ部分的三乘真实一乘方便，它与《胜鬘经》的一乘说是相

同的，而且它与 c 部分《法华经》方便品中的一乘说（二乘成佛说）也是一样的。

然后，将ａ - ｃ部分归结为三无性解释一乘义，同时又从兼备《胜鬘经》的一乘义

和《法华经》的一乘义的角度概括认为《解深密经》才是最了义的一乘。即三乘真

实一乘方便和一乘真实三乘方便的意义可以同时并存，ａ - ｃ部分可以总括为“一

乘”。

《解深密经疏》中还有如下记载：

辨假实者，诸教不同。有处，实说一乘假说三乘。如《法华经》云：

“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又云：“唯此一事实

余二则非真”。又《胜鬘》云：“声闻缘觉皆入大乘”。又《涅槃经》第

二十五云：“一切众生皆归一道。一道者谓大乘也。诸佛菩萨为众生故分

之为三”等。有处，实说一乘假说一乘。如即此经（《解深密经》）第二

卷云：“一切声闻独觉菩萨皆共此一妙清净道”等。又（《解深密经》）

第四卷云：“如世尊说若声闻乘若复大乘唯是一乘，此何密意”等。又出

生菩萨心经（出生菩提心经）。“尔时迦叶波罗门白佛言：世尊，解脱解

脱有差別不”。佛言：“解脱于解脱无有差別，道于道无有差別，乘于乘

而有差別。譬如王路，有象舆者、有马舆者、有驴舆者等，次第行于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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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同至一城”。如是等教，诚证非一。（《解深密经疏》卷 4《续正藏》

1-34-4，391 丁左下 -392 丁右上）

这里列举了实说一乘假设三乘的证文和实说三乘假设一乘的证文，但是圆测并

没有判断哪一个正确，哪一个错误。

对于这种表现方法，有人认为是在融合三乘说和一乘说，也有人认为是不完全

赞同五性各别而进行的调和一性皆成佛的尝试。在《解深密经》是论述密意一乘（三

乘真实）的权威经典这样一个前提下，圆测不能完全赞同《解深密经》，于是他超

越《解深密经》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他很多地方都采用了《解

深密经疏》的内容进行论述，关于圆测对《解深密经》的接受方式，或是《解深密

经》的文本和圆测释文的必然联系，还有很多值得吟味之处。我们有必要从《解深

密经疏》是注释文献的角度，从经典原文进行重新理解。

2. 关于《解深密经》无自性相品的再探讨

（1）《解深密经》的无自性相品

  玄奘译《解深密经》由八品构成，即序品、胜译谛相品、心意识相品、一切

法相品、无自性相品、分别瑜伽品、地波罗蜜多品、如来成所作事品，这八品分别

设立了不同的对告众。无自性相品是第五品，主要是叙述了胜义生菩萨提问的内容

（在菩提流支译《深密解脱经》中对应的是“圣者成就第一义菩萨问品第八”）。

我们都知道无自性相品包含了三转法轮说、三无性说、密意一乘说（三乘真实一乘

方便）的教义。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对唯识思想的三转法轮说的一般理解。在唯识教学中，

判断佛陀教法时设立了三时教学说，即初时有教 =《阿含》、第二时空教 = 诸部《般

若》、第三时中道教 =《解深密经》，初时主要讲述了突破了凡夫、外道实我的我

空法有，主张诸法实有者成为论争的焦点；第二时阐述了诸法皆空的教义，但其沉

溺偏空，出现了心外之法和内识境界的排除否定，这也成为论争之处。第三时主要

讲的是由遍计所执性之空和依他起性、圆成实性而产生的非空非有之中道教义（或

是三无性说）。以上内容是对唯识三转法轮说的普遍见解，但是我们是否可以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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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解深密经》无自性相品的主要内容呢，笔者对此也深感疑问。笔者着眼于无

自性相品的对告众的胜义生菩萨中的 “开头部分未审的内容、佛陀说示的解了、

以及解了之后未审的拂拭”，重新思考一下这些说教的主旨以及圆测的解释。

（2）三转法轮说和第二时空教

以下是无自性相品的开头部分：

尔时，胜义生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曾独在静处，心生如

是寻思。”【初时有教→】世尊，以无量门，曾说诸蕴所有自相、生相、

灭相、永断、遍知。如说诸蕴，诸处、缘起、诸食亦尔。以无量门，曾说

诸谛所有自相、遍知、永断、作证、修习。以无量门，曾说诸界所有自相、

种种界性、非一界性、永断、遍知。以无量门，曾说念住所有自相、能治

所治、及以修习未生令生、生已坚住不忘倍修增长广大。如说念住，正断、

神足、根、力、觉支亦复如是。以无量门，曾说八支圣道所有自相、能治

所治、及以修习未生令生、生已坚住不忘倍修增长广大。【第二时空教→】

世尊复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胜

义生菩萨的未审 - 请问→】未审，世尊，依何密意作如是说“一切诸法

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我今请问如来斯义。惟愿如来，

哀愍解释说“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所有密意。

（《解深密经》卷 2、大正藏 16、693 页下 -694 页上）

胜义生菩萨回顾佛说诸蕴、诸处、缘起、诸食、诸谛、诸界（六门境界）的自

相等诸相，以及念住、正断、神足、根、力、觉支、八支圣道（七科道品）等诸相。

但是后来世尊复说，“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这

与之前的教义相矛盾，胜义生菩萨“未审”。于是针对“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

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这一教义向世尊提问，佛的密意是什么样的。无自性

相品部分就是围绕三无自性展开的。

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胜义生菩萨的“未审”。胜义生菩萨并不是由于第二



唯识研究（第八辑）

212

条所说的空之教义而堕落入偏空，也不是没注意某种密意的存在而产生了误解。而

是面对初时的有教和第二时的空教之间说相上的矛盾，未能接受原本的空之教义，

而止步于空之教义的面前。这就是“未审”。他作为教说的听众因无法继续前进而

产生了困惑心境，于是向世尊请问，询问第二时的空教（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

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可能包含的密意的相关问题。在接受空之教义之前就

预想到了它所包含的密意，于是就向世尊询问。

然后看一下无自性相品的最后一部分。无自性相品中通过三无自性的详细开示，

胜义生菩萨深有解述明佛一代教法中的三时区别，深得佛的赞叹。

【初时有教→】世尊，初于一时，在婆罗痆斯仙人堕处施鹿林中，

惟为发趣声闻乘者，以四谛相转正法轮。虽是甚奇、甚为希有一切世间诸

天、人等先无有能如法转者，而于彼时所转法轮有上、有容，是未了义，

是诸争论安足处所。

【第二时空教→】世尊，在昔第二时中，惟为发趣修大乘者，依一

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以隐密相转正法轮。虽

更甚奇、甚为希有，而于彼时所转法轮亦是有上，有所容受，犹未了义，

是诸争论安足处所。

【第三时→】世尊，于今第三时中，普为发趣一切乘者，依一切法

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无自性性，以显了相转正法轮。

第一甚奇最为希有。于今世尊所转法轮无上、无容是真了义，非诸争论安

足处所。”（《解深密经》卷 2，《大正藏》16，697 页上 - 中）

胜义生菩萨的领悟中提到了三时教之说：初时，为发趣声闻乘者说以四谛相转

法轮，说到有上、有容、未了义，论争平息；然后在第二时，为发趣大乘者说：引

用“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以隐密转法轮，说到有上、

有容、未了义，是论争平息；第三时，普为发趣一切乘者说，引用“一切法皆无自

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以显了相转法轮，说到无上、无容、真了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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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平息论争。第三时中的“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是三无性说，借用三性说来说

的话，就是“无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有圆成实性”的意思。

如此，可知关于《解深密经》无自性相品所展示的三转法轮说的内容存在如下

两种，然而，一直以来我们在解读无自性相品时几乎都忽视了这样的问题。

《胜义生菩萨最初的态度》

初时有教（六门境界、七科道品）＝受容

第二时空教（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

未审、不受容

《胜义生菩萨的感悟、佛的指示》

初时有教 = 未了义、争论安息处所

第二时空教 = 隐密相、未了义、争论安息处所

（依据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以隐密

相转正法轮）

第三时（三无性）= 显了相、真了义、非争论安息处所

（依据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无自性性，

以显了相转正法轮）

在胜义生菩萨的解悟中，第二时空教是以“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

来寂静、自性涅槃”为依据的，第三时之教也是以“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

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为依据的，依据是相同的，然后结合胜义生菩萨的立场来考

虑的话，第二时所讲的“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成

为外形的支柱，基于此教说，“未审→非未审”“困惑→确信”“不可能受容→可

能受容”等转化才得以完成，这才是无自性相品的主要意旨。

（3）从有教到空教

再回到无自性相品的探讨。经文中，通过无自性相品中最先开明的三无性义详

细解说了有情界的流转门和还灭门，以下是从圆测的《解深密经疏》的分科中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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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还灭门所对应的内容。

【测疏】辩立三无性意。于中有二。

Ａ→初，约五位辩生无自性性。即当唯识初资粮位及十信前，种解

脱分善根位也。

一、种善根位，谓十信前种解脱分善根位也。种解脱分善根之法。

Ａ→【经】复此胜义生，若诸有情，从本已来未种善根，未清净障，

未成熟相续，未多修胜解，未能积集福德、智慧二种资粮。我为彼故依生

无自性性宣说诸法。彼闻是已，能于一切缘生行中，随分解了无常、无恒，

是不安隐变坏法已，于一切行心生怖畏，深起厌患。心生怖畏，深厌患已，

遮止诸恶，于诸恶法能不造作，于诸善法能勤修习。习善因故，未种善根

能种善根。

【测疏】二、清净位，谓即十信。谓能随分净罪业故。

【经】未清净障能令清净。

【测疏】三、成熟相续位，谓即十解。能令信等相续成就故。

【经】未熟相续能令成熟。

【测疏】四、多修胜解位，谓即十行。决定胜解多现前故。

【经】 由此因缘，多修胜解。

【测疏】五、积集福智资粮位，即十回向。具足福、智二资粮故。

【经】亦多积集福德、智慧二种资粮。

Ｂ→【测疏】㋺第二，约加行等位说后二种无自性性。

初，明加行位中所得胜利。

Ｂ→【经】彼虽如是种诸善根，乃至积集福德、智慧二种资粮。然

于生无自性性中，未能如实了知相无自性性及二种胜义无自性性。于一切

行未能正厌、未正离欲、未正解脱、未遍解脱烦恼杂染、未遍解脱诸业杂染、

未遍解脱诸生杂染。如来位彼更说法要，谓相无自性性及胜义无自性性。

为欲令其于一切行能正厌故，正离欲故、正解脱故，超过一切烦恼杂染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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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一切业杂染故，超过一切生杂染故。（测疏割注：即四寻思）彼闻如

是所说法已，于生无自性性中，能正信解相无自性性及胜义无自性性，简

择、思惟、（测疏割注：即四如实智也。又解，简择思惟者，四寻思位。

如实通达者，初地已上通达位也）

如实通达。

【测疏】第二，辩地上二位（通达位·修习位）所得胜利。

【经】于依他起自性中，能不执著遍计所执自性相。由言说不熏习

智故，由言说不随觉智故，由言说离随眠智故，能灭依他起相，于现法中

智力所持，能永断灭当来世因。由此因缘，于一切行能正厌患、能正离欲、

能正解脱、能遍解脱烦恼、业、生三种杂染。

（《解深密经》卷 2，《大正藏》16，694 页下 -695 页上；《解深密经》

卷 4，《续正藏》1-34-4、386 丁左上 -387 丁左下）

经文中，Ａ段有关于生无自性的诸法之宣说，即从本已来未种善根，未清净障，

未成熟相续，未多修胜解，未能积集福德、智慧二种资粮。与此对应，圆测提出了

十信前、十信、十解、十行、十回向的资粮位。然后Ｂ段讲述了“信解相无自性及

胜义无自性性，简择思惟，如实通达，于依他起自性中，能不执著遍计所执自性相。”

与此对应，圆测提出了加行位、地上二位（通达位、修习位）。即使我们不看圆测

的释文只看经典原文也可以知道，诸法中关于生无自性的宣说（Ａ）都相当于有教，

而相无自性、胜义无自性的说示（Ｂ）相当于空教；而且我们也很容易发现由低位

（Ａ）到高位（Ｂ）的连续的唯识思想的修习次第论以及大乘菩萨的实践阶梯论。

有关圆测的三时教观，《解深密经疏》玄谈部分有如下记载：

而言三时所说教者，约义浅深广略义说。非约年岁日月前后说三时也。

（《解深密经疏》卷 1，《续正藏》1-34-4，298 丁左上）

众所周知，这是以义类的三时为基础的。但是，我们可以从上述引文中发现，

即使引用义类的有教，那么也不能将生空法执的声闻乘看作分类配当论。但是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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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通过接下来的经文原典我们可以知道，也不能将唯识教理的修行阶梯论、即

凡夫位——圣道位的大乘菩萨的实践阶梯论简单地概括为有教。

在原典经文中接着下文是：

复次胜义生，诸声闻乘种性有情亦由此道此行迹故证得无上安隐涅

槃。诸独觉乘种性有情，诸如来乘种性有情亦由此道此行迹故说得无上安

隐涅槃。一切声闻、独觉、菩萨皆共此一妙清净道，皆同此一究竟清净，

更无第二。（《解深密经》卷 2，《大正藏》16，695 页上）

接受修习次第论，即使是有教的声闻乘或空教的如来乘都并非属于不同之道，

而都是同样的妙清净道，同样的究竟清净道，都是为了到达无上安隐涅槃。正如前

文中所引用的一样，有情界中的钝根、中根、利根的种性差别是存在的，定性二乘

不会成佛，这样的道就是密意一乘。

密意一乘的目的是主张五性各别和三乘差别，这是我们为了回避一乘教说（一

性皆成佛思想的典据）而经常会使用的词汇。但是，我们仔细看看无自性相品的前

部分内容就会发现并不是这样的。凡夫位—圣道位的菩萨阶梯论所表现的“有教—

空教”的变化过程中，虽然出现了“生无自性—相无自性、胜义无自性”的无自性

类别，但无自性是贯穿整体的。

其次，从另一个方面 “有教=小乘（声闻乘、独觉乘）、空教=大乘（如来乘）”

来重新看一下，不论是声闻乘种性、独觉乘种性还是如来乘种性，它们都通往了无

自性空这一共通之道。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关键点有，第一就是一定不能忽视“共

通之道”。我们可能不熟悉三乘一乘论争的通念，但我们不能因为有“三乘共通之

道”这种说法，就任意使用这个词汇。然后需要补充的是，有情界的种姓差别的事

实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种姓都可以到达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里是

第一次提及“密意一乘”（《解深密经》的卷 4，地波罗蜜多品也提到了密意一乘，

《大正藏》16，708 页上）、而圆测释阐述为约理（《解深密经疏》卷 9，《续正藏》

1-35-1，44丁左上），将引用的无自性相品前面ａｂ的经文备注为“约理行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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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44 丁左上）。可是，a 共通之道 = 约理性、ｂ种姓差别 = 约行性）。

再来看一下“有教 = 小乘（声闻乘、独觉乘）、空教 = 大乘（如来乘）”的

共通的无自性道，那么，对于“最开始步入小乘之道，然后舍弃小乘转向大乘的人”，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呢？

若回向菩提声闻种性补特伽罗，我亦异门说为菩萨。何以故。彼既

解脱烦恼障已，若蒙诸佛等觉悟时，于所知障其心亦可当得解脱。由彼最

初为自利益，修行加行脱烦恼障，是故如来施设彼为声闻种性。（《解深

密经》卷 2，《大正藏》16，695 页中）

回向菩提的声闻种性的补特伽罗，他存在于声闻之身，其也就只能斩断烦恼障，

他虽然不能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过后可以转为大乘（由小向大），然后斩

断所知障最后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世尊认为（是“声闻”的同时）还是异门

的菩萨。补特伽罗目前虽然只是声闻之身，但日后将会转向大乘，如此一来，声闻

也可以被称为大乘的菩萨。

圆测的《解深密经疏》中，对回向菩提的声闻种性作了如下解释。

不定种姓回向声闻，必当成佛。（《解深密经疏》卷 4，《续正藏》

1-34-4，388 丁右下）

圆测认为，不定种性是具有声闻、独觉、菩萨等三乘的本有无漏种子的人（《解

深密经疏》卷 4，《续正藏》1-34-4，393 丁右上），但是，在教理议论中，不定

种性是从最开始的小乘声闻，然后回心向大后进入大乘之道最后获得阿耨多罗三藐

三菩提的人 [ 后来形成的种性差别说认为，理论上只具有声闻和独觉的本有无漏种

子，而不具备大乘的本有无漏种子的种性也可以归入不定种姓。例如镜水沙门栖复

集《妙法莲华经玄赞要集》卷24中的记载，“一有声闻、独觉性，二有声闻、菩萨性，

三有独觉、菩萨性，后有一人通有三乘种性。此后四人皆不定性”（续藏 1-54-3、

235 丁右上）。从后代的佛教论争史来看，这类分类法接受度较高 ]。前文中，声

闻乘种姓、独觉乘种姓、如来乘种姓都是同一妙清净道，同一究竟清净之道，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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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无上安隐涅槃的意思，跟这里的“必当成佛”相通。

原本有教是从生无自性来说的，空教是从相无自性和胜义自性来说的。从声闻

过来是从属于有教的，当终结于声闻时则是不能发挥生无自性的有教，但他转向大

乘时，曾经的有教就会变成新的有教，就具有生无自性的真意，与大乘空教的相无

自性、胜义无自性相连接，“有教—无教”这一流程就会变成大乘无自性道从而绽

放光芒。就像经中“我亦异门说为菩萨”和前文中圆测所说的“若依此说方便说三

就实为一”，即一乘真实。

因此，一乘真实义中的一乘并不是单纯地从空间的角度看到的种性各别并存的

样子，而是着眼于某特定渐悟者“低位→高位”的阶段性进行考虑。笔者认为圆测

所主张的无自性相品的主旨正是在此。

图 2：

关于胜义生菩萨中的“空教的受容”，以下从《解深密经疏》中摘录圆测的观

点，如下：

于中第二、第三法轮所说无相，理无浅深。若依此理皆是了义。而

今第三为了义者，具显三种自性等故。据实般若亦说三性，应是了义。从

多分说故言不了。故无性摄论第一卷云：“又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中说：

‘慈氏，于汝意云何？诸遍计所执中非实有性为色，非色，不也，世尊，

依他起中唯有名想施设言说性为色、非色，不也，世尊，诸圆成实中彼空

无我性为色，非色，不也，世尊，慈氏，由此门故应如是知，诸遍计所执

性决定非有，诸依他起性唯有名想施设言说，诸圆成实空无我性是真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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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此故密意说言彼无二数。谓是色等’”。又第四卷引《大般若》：“于

五蕴中”乃至“佛法具有三性”，广如彼说。又解，般若自有二种：一深、

二浅。深即了义，浅即不了。故智度论第一百云：“问曰，更有何法甚深

胜般若者而以般若嘱累阿难而余经嘱累菩萨。答曰：般若非秘密法。而《法

华》等诸经说阿罗汉受決作佛，大菩萨能受。又如《佛所不可思议解脱经》，

五百阿罗汉虽在佛边而不闻。或时得闻而不能用。复次般若有二种：一者

共声闻说，二者但为十方住第十地大菩萨说，非九地所闻，何况新发意者。

复有九地乃至初地所闻各各不同，般若总相是一而深浅有异。具说如彼。

准知波若有了不了。又《智度论》第三十四、四十一、七十二、皆说共

不共二种般若。恐繁不述。（《解深密经疏》卷 5，《续正藏》1-34-5，

414 丁左上 -415 丁右上）

圆测接受了第二时为未了义，第三时为了义的规定，并认为二时的无相之理无

深浅。一种解释是以无性《摄论释》为依据，《般若》中也将三性解释为了义，多

分为不了。还有其他的解释，《般若》还介绍了深浅，深是了义，浅是不了。这源

出《大智度论》，将共般若和不共般若分别定义为不了义和了义。共般若和不共般

若之说源于天台宗的通教和别圆二教，另外，也和华严宗的法藏《五教章》同别二

教的渊源有关，但其与唯识三性三无性的联系等，还存在令人费解之处总之，由此

可知，圆测努力从空教中抽取了义的意义，显然并非要与空教分割的了义观

接下来看一下下面一节内容：

问：诸般若宗明无相，此经了义。浅深何异。清辩解云：“《深密》

等经，辩有所得浅而非深。诸部般若，显无所得为最甚深”。护法等说，

二时所说无相之理，理无浅深，而说深密为了义者，约三性义，决判诸经，

有道理，显了说故，名为了义，非无相中有浅深故说了义也。（《解深密

经疏》卷 1，《续正藏》1-34-4，298 丁右上）

该部分首先引用清辩说，即诸部《般若》= 深、《深密》等 = 浅，然后护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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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了二时所说无相之理，主张理无深浅。《解深密经疏》中，无自性相品中也有

同样的记载。因此，圆测之说并没有偏执于传统的法相教学，而是采取了与空之思

想同等的态度，结合圆测与一性皆成的观点而进行的，是并不完全赞同唯识思想的

圆测独特的思想论，但是圆测的理解并不是这样的。第二时空教只是浅的部分，是

未了义的空，深部分包含了义的三性三无性。而第三时没有深浅，这应该是从《解

深密经疏》中获得的最纯粹的觉悟。

无自性相品中，胜义生菩萨对初时的有教和第二时之空教“一切诸法皆无自性、

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的矛盾怀有疑问，于是向世尊请教。然后明白了

三无性即密意义后以自己的领悟结尾。从有教到空教这一佛之教义的转变打消了胜

义生菩萨的疑问，他注意到这是大乘阶梯论的发展过程，并认识到自身正是渐悟菩

萨，即真真正正的大乘者，于是他认同了“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

静、自性涅槃”。

从胜义生菩萨的内面来看第三时了义的教义时，“有教→空教”的转化中存在

明确的顺序和调和，使人更加确信未来可以成佛；从外形的、具体的行动来看的第

三时了义的教义时，它引导着 “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

被人们正确接受，但并没有切断与“一切诸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自

性涅槃”的联系。

前一节验证了圆测通过不定种姓的一乘义来解释并总结了一性皆成佛说和五姓

各别说的详细议论，其意图正是无自性相品的文章主旨。



关于圆测唯识学之我见

221

图 3：

四、结语与课题

1. 结语

圆测在其著作《解深密经疏》的无自性相品部分，虽然立足于玄奘系唯识却又

不赞同五性各别思想，而是抱着和一切皆成佛的思想相同的解释，而在近代以后，

多被认为圆测将《法华经》等一乘教义看作一种真实存在，但是笔者认为这是对本

部分的误读。笔者认为圆测是完全置身于玄奘系新译唯识思想，并主张完全的五性

各别说。主张一切皆成佛的人们通过一乘，将宣明二乘成佛的教说看作定性二乘成

佛的典据，但圆测将它重新理解为不定种性的回小向大论，即圆测排斥只依据三乘、

五性各别的教说来解说一乘；因为他并没有直接否定二乘成佛的思想，所以我们如

果以一般的一乘—三乘、平等—差别这种对比论来解读的话，就很容易对他的议论

方式产生误解。我们必须注意《解深密经疏》，归根结底只是一部注释文献，其中

的议论不能脱离《解深密经》的主旨。他并不主张“表面看起来是在为经典做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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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已经脱离了经典的根本主旨”。注释者有严格遵守经典的自觉性。当然，在

注释的过程中有些地方会采用批判的态度进行注释，所以在解读注释文献时，首先

需要解读注释的经典原本，一定要发现经典和释文之间的联动性。笔者认为，如果

我们发现注释书有些特别的地方的话，首先我们就需要查找经典并试图找出相关的

内容。笔者认为这一点极为重要。一直以来经典的内容几乎未被再次解析，而只是

根据圆测的释文来选取问题点。

笔者认为圆测是主张五性各别的。虽然笔者已经在韩国发表过了，但论证方法

还不够成熟，后来张圭彦、白真顺等韩国学者都以细致的议论提出了各种异议。本

此发表内容虽然还是有些烦琐，值得反思的地方也很多。但笔者想要表达的都已经

表达，希望借此机会能让中国的研究者在参照原典的基础上共同思考审视。

2. 今后的课题

关于今后的课题，笔者觉得有必要重新理清一下真谛学说和圆测的关系。通过

木村邦和的研究可以知道，《解深密经疏》有 368 个地方、《仁王经疏》中有 109

个地方引用了真谛学说、真谛译。而且，据说圆测刚入唐不久后就依止真谛译《摄论》

的学者法常和僧辩等为师（宋复《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圆测法师佛舍利塔铭并序》）。

有人说圆测一直在调和真谛学说和一性皆成佛学说，但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在圆测的叙述中，既有批判真谛学说和真谛译经论的言论，也有不批判的。因此，

我们在解读圆测的立场时会很容易混乱。在此，首先我们列举一部分批判的内容：

一、真谛三藏云：“于一真如遣三性故，说为三种无自性性。于中

圆成实性安立谛摄，三无性者皆非安立。如三〔无〕性论”。二、大唐三

藏云：“如《显扬》等，即依三性立三无性”。以此为正。所以者何。世

亲菩萨《三十唯识》作此颂言：“即依此三性，立彼三无性，故佛密意说，

一切法无性”。护法释云：“于有及无总说无性，故名密意”。又《显扬论》

无著所造与《摄大乘》等同显一义。又《瑜伽论》广引此经及三无性通有

及无。故知，《三无性论》译家谬也。所以者何？《三十唯识》《三无性

论》世亲所造。如何二论有此差別？又彼世亲依弥勒宗及无著等，故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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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无性者真谛谬耳。……（《解深密经疏》卷 4，《续正藏》1-34-4，

382 丁左下 -383 丁右上）

关于三性和三无性的关系，圆测列举了三无性观，即“于一真如遣三性故，说

为三种无自性性”和玄奘说，即“依三性立三无性”，他以玄奘说为正说批判了真

谛说。圆测指出了像《显扬论》《成唯识论》等玄奘的三无性观的证文，从其他释

文中可知，该处的“于有及无”是“有依他起性和圆成实性、无遍计所执性”的意

思。他认为和真谛的思想类似的真谛译《三无性论》是译家之谬，明确地主张真谛

说为谬说。

圆测之真谛说批判的风格，首先是真谛思想被传承下来，其证据是真谛译的论

书，其方法是拿这些书与玄奘学说和玄奘论书的不同之处进行批评这是其风格之一。

真谛三藏依《决定藏论》立九识义。如九识品说。……具如九识章引《决

定藏论》九识品中说。……真谛师说九种识中，后之三识皆有多失。且如

第七有二种失。……第八赖耶能起法执。或云：缘十八界。皆不应理。……

无垢识者，即是净分第八识也。又《决定藏论》即是瑜伽。彼论本无九识

品也。（《解深密经疏》卷 3，《续正藏》1-34-4，360 丁右下 -361 丁右上）

真谛根据第七阿陀那识、第八阿梨耶识、第九由阿摩罗识创立了九识说，并参

照了《决定藏论》的九识品。圆测从新译唯识的第七末那识、第八阿赖耶识的八识

说的角度批判了真谛的九识说。真谛译的《决定藏论》是玄奘译的《瑜伽论》（部

分译），圆测认为该论中本无九识品。现行的《决定藏论》主张“阿摩罗识”，而

《瑜伽论》中有很多类似的地方，被翻译成“转依”，这些都是我们熟知的前辈们

提出的内容。《决定藏论》中阿摩罗识这一词语被看作真谛的九识说的典据，但是

从圆测的话语中却看不出这一点。或许圆测认为现行的《决定藏论》的阿摩罗识脱

离了转依的阿摩罗识（无垢识、净分第八识），即新译的八识说，现行本中却没有

九品识，这一点令人存疑。关于真谛学说，真谛译的论书中无法直接找到典据，圆

测可能是究明了这一未能找到的典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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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幅有限不能验证其他真谛说的引用，若是先对圆测一贯的想法提起假说，则

是，他批判的对象是第一义的从中国所传承的真谛自身的学说、思想，是在与新玄

奘学说进行对比的基础下进行的批判。其次，真谛译的论书中有传承而来的可以作

为真谛学说依据的内容，也有没有依据的内容。圆测批判的是前一种及其传承。圆

测大多情况下都只是引用真谛译的经论并不做任何评价，这是因为这些不与真谛学

说的传承或是玄奘思想差异的核心没有直接的联系吧。不管怎样，圆测认为真谛译

的文献和真谛学说的传承并不是一体的。

圆测并不是脱离玄奘而回归真谛，而是应该概括为“从真谛到玄奘”，关于真

谛学说的传承和遗留下来的真谛译经论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需要借助更多的例

证进一步验证，这不仅有助于解明圆测的思想，也关系到对唐初期摄论学派实态的

研究。

                                                           （译者：定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