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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天台湛然对窥基“五性各别”及“三乘真实”思想的评破

论天台湛然对窥基“五性各别”

及“三乘真实”思想的评破

——以《法华五百问论》为中心

于洋洋 a 

【摘要】在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天台与唯识的思想争论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是智者大师在创立天台思想时对摄论学派（属唯识古学）的评破，具体内容则散

见于智者的相关作品中；第二次则是唐代时期天台宗与慈恩宗（属唯识今学）两家的争

论，代表人物分别是湛然与窥基，为了对破窥基所写的《法华玄赞》，湛然特地作《法

华五百问论》来评破窥基解释《法华经》的立场，两家争论的焦点内容则集中在“一性

皆成或五性各别”“一乘究竟或三乘究竟”上，本文即以天台湛然的《法华五百问论》

为中心，从天台的思想立场出发，来看湛然对窥基在《法华玄赞》中所持“五性各别”

及“三乘真实”思想的评破。

【关键词】湛然；窥基；《法华五百问论》；一性五性；一乘三乘  

一、湛然造《法华五百问论》b 的思想背景与要旨

天台宗由智者大师所创立，在南北朝及隋代时天台思想与法华学说曾大放异彩，

智者之后的章安灌顶大师也仅能守成，后来天台宗一直衰弱，直到唐代天台九祖荆溪湛

然（711-782）时迎来天台思想的中兴。但在唐代最兴盛的佛教宗派是随着玄奘西学归

a　 作者简介：南京大学哲学系 2019 级博士在读。

b　 湛然的《法华五百问论》现收于《卍续藏》第 56 册，在中土曾受唐武宗会昌五年（845）的废佛事件影响而散

佚，幸有遣唐僧圆载于843年托其从僧仁好传入日本而得以留存。现出版有释真定撰的《法华五百问论校释》（上、下册），

据本书序言部分池田鲁参所述：“该书的出版包含两项重大意义：第一，是为撰者湛然殁后第一本中文注释书；第二，

是《五百问论》在中国佚失一千二百年后，首次以校本形式公开于中国”。[释真定撰：《法华五百问论校释》（上、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本文所引用到的《五百问论》的内容即主要以《卍续藏》为底本，以释真定《法华五百问论校释》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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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后的译经事业而开创并由弟子窥基（632-682）所创宗的慈恩宗，并且，由于唐王朝

的支持，慈恩宗的活动范围以京城长安（今西安）为中心在汉地影响广大。在窥基大师

的作品中，曾做过一部《妙法莲华经玄赞》（下文简称《法华玄赞》），是从慈恩宗唯

识学的思想立场出发来讲解和注释《法华经》，鉴于慈恩宗在唐代的兴盛，窥基在《法

华玄赞》中对《法华经》的解释成为长安一带理解《法华经》的主要注疏。故而，在湛

然所处的年代，虽然窥基大师已经去世，但为了中兴天台、重新争取到天台思想对《法

华经》的解释权，湛然势必要站在天台教学的立场上来对唯识学派窥基在《法华玄赞》

中解释《法华经》的观点做出回应与评破。在《重刻〈五百问论〉序》中，就总结了湛

然作《法华五百问论》（下简称《五百问论》）的背景及用意。

若慈恩基师，专据《深密》，主张瑜伽，以三时教该括一化，三无二有，

统辖众机，其极遂至乎，以一乘为权，三乘为实矣。斯旨也，始与我所弘《法

华》之者，戞戞乎不兼容焉，则不得不作，为《玄赞》别立一家之说也……

或不幸而宝器受粗食者乎？是论主之所以深忧远虑，而有此造也。a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慈恩系的窥基大师在《法华玄赞》中，依于《解深密经》中的说法，

而以三时教 b来判摄一切佛法。此外，窥基承袭的是玄奘所译《成唯识论》中护法一系

的观点，将众生之根性分为五类：声闻乘种性、缘觉乘种性、菩萨乘种性、不定种性及

无种性。在这五类众生中，定性二乘（声闻种性与缘觉种性）与无种性者属于三种无佛

性众生之列，必定不得成佛，而菩萨种性与不定种性则属于两类有佛性众生之列 , 此即

为窥基“三无二有”的“五性各别说”。此外，基于五性各别的立场，窥基亦主张“一

乘为权，三乘为实”，认为一乘为佛的方便说，以三乘为佛的究竟真实说。而以《法华经》

为宗骨的天台学人则主张众生“一性皆成”，以一乘为究竟、三乘为方便，比如在《法

华经·常不轻菩萨品》中即通过常不轻菩萨而为一切众生而授记言：“我不敢轻于汝等，

汝等皆当作佛”c，此外在《法华经》中多处也提到“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d之

a　 《法华五百问论》卷 1, X56, no.939, p.600a13-22 // R100, p.666a7-16 // Z 2:5, p.333c7-16。

b　 三时教：法相宗之说，系窥基根据《解深密经·无自性相品》之三时说而立。依《成唯识论述记》卷一所说，

三时分别为：(一)第一时教，释尊于初时为发趋声闻乘者宣说四谛之理，称为第一时有教。指《阿含经》等所说“我空法有”

之旨，谓一切存在均由因缘所生灭，故无实体，然实有构成存在之要素，故称有教，指小乘。( 二 ) 第二时教，释尊为发

趋大乘者讲说“诸法皆空”之理，如《般若经》等之说，谓一切万法本来即为空，此系否定之教法，称为空教，指大乘空宗。

(三 )第三时教，释尊普为发趋一切乘者讲说中道之义，如《华严经》《解深密经》等，以三性、三无性之说，谈空之真意，

肯定非有非无之中道，故称中道教，指唯识宗。此三时教中之初时有教与第二时空教称为方便未了义教，则第三时中道教

称为真实了义教。

c　 《妙法莲华经》卷 6“20·常不轻菩萨品”，T09, no.262, p.50c22-23。

d　 《妙法莲华经》卷 1，T09, no.262, p.8a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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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经文。

因此，若以慈恩窥基的观点来对比天台对《法华经》的解释，窥基所持的三乘究

竟说及五性各别说与天台所主张的一乘为究竟、所有众生“一性皆成”的观点大相径庭，

甚至可以说两家在对《法华经》的理解上根本无法相容。因此，为了对破慈恩窥基在《法

华玄赞》中的观点，湛然特造《五百问论》，从天台教学的立场出发来对窥基所释《法

华玄赞》的主张进行评破，此即为湛然造《五百问论》的思想背景。 

此外，据《重刻〈五百问论〉序》中所言，湛然评破窥基的条目虽多，但《五百

问论》的内容主旨只有三个，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开显正意，为决定声闻而翻判

属有性”a，即通过对窥基的评破，开显法华圆教“一性皆成”之正意，以对破慈恩大

师窥基所持的决定声闻无有佛性、众生五性各别的立论。以上即是湛然创作《五百问论》

的背景与思想要旨，下文则具体来看湛然在《五百问论》中对窥基《法华玄赞》五性各

别及三乘究竟思想的评破。

二、湛然对窥基五性各别说的评破

《法华经》中有佛为声闻授记、常不轻菩萨为众生授记的内容，在天台看来，这

开显了声闻亦有佛性，众生一性皆成的正意。但据慈恩大师窥基五性各别的立场来看，

定性二乘及无种性者不能成佛，那么，窥基在释《法华经》时该如何解释《法华经》中“佛

为声闻授记”的说法呢？《法华玄赞》中，窥基通过引用世亲《法华经论》中四种声闻

的解释来进行说明。

四种声闻的说法本来出自世亲菩萨所造、元魏勒那摩提共僧朗等译的《妙法莲

华经论优波提舍·譬喻品》（简称《法华经论》），在《法华经论》中世亲将声闻

分为四种：

言声闻授记者，声闻有四种：一者决定声闻；二者增上慢声闻；三者退

菩提心声闻；四者应化声闻。二种声闻，如来与授记，谓应化声闻、退已还

发菩提心者。决定、增上慢二种声闻，根未熟故，如来不与授记。菩萨与授记，

菩萨授记者，方便令发心故。b

按照世亲的解释，声闻可以分为：决定声闻、增上慢声闻、退菩提心声闻与应化

声闻四种。世亲在《法华经论》中解释称，《法华经》中所说的佛为之授记的声闻，指

a　 《法华五百问论》卷 1，X56, no.939, p.600a23-24 // R100, p.666a17-18 // Z 2:5, p.333c17-18。

b　 《妙法莲华经论优波提舍》“譬喻品第三”，T26, no.1520, p.18b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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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后两种声闻（退菩提心声闻与应化声闻），而前两种声闻（决定声闻与增上慢声闻）

由于根机未熟的缘故，故而，如来不为之授记。

窥基在《玄赞》中也对世亲所说“四声闻”的含义做了解释：

后破执者，声闻有二：一决定种性，得声闻果，定入无余，身灰智灭。

故诸经云：“余人善根涅槃时尽，菩萨善根不尔。”二退已还发大菩提心。

初是定性、后不定性。然《瑜伽》及《法华论》说声闻有四：一决定种性，

亦名趣寂。二增上慢，此是凡夫得第四禅谓阿罗汉。三退已还发大菩提心，

亦名不定种性。且法华会得记声闻，名退菩提心，舍利弗等皆是此类，故《经》

自云：告舍利弗：我昔教汝志愿佛道，汝今悉忘，而便自谓已得灭度”；《优

婆塞经》说：“舍利弗修大乘道，经六十劫，因施眼故，大行难成，退求小

果”；鹙子亦言，世世已曾从佛受化。“化城喻品”说十六王子所教化众生

过去结缘之始，由是故名退菩提心，非不定姓皆是退类，亦有昔日未求于大，

今者但从小果趣大，不定姓故。四者应化，应化非真，《摄大乘》说：“诸

大菩萨及佛等化示为声闻，引实声闻向大乘故，富楼那等，即其类也。”a

按照窥基的理解，所谓决定声闻指的就是定性声闻，即那些通过修习小乘法证得

声闻果位的圣者，并且定性声闻在证得小乘果位之后就灰身灭智、入无余涅槃了，不可

能再回小向大了，因此窥基亦称之为“趣寂声闻”。所谓退菩提心声闻就是指的不定性

声闻，即那些原本曾发菩提心的菩萨，因疲厌生死而退失大乘心、证得声闻果的声闻，

此种声闻虽曾从大乘退到小乘的修行，但在证得声闻果位后又重新回心向大 b。所谓增

上慢声闻，指的是那些证到第四禅的凡夫，明明未证得阿罗汉果却称自己已证得阿罗汉

果者。而所谓的应化声闻则是指佛菩萨为化导众生，而化现为声闻之身，以引导众生进

入大乘修行的声闻。因此，在四种声闻中，由于应化声闻是佛菩萨的化现、并非真实，

而增上慢声闻仅是证得四禅却并未证得声闻果的凡夫，故而，在四种声闻中，其实只有

定性声闻和退菩提心的不定性声闻才是真正证得了声闻果的。

按照世亲在《法华经论》中解释称，佛不与之授记的决定及增上慢两种声闻，是

由于其根机“未熟”的缘故，下面来看窥基是如何理解世亲此说的。

《论》云：决定、增上慢，根未熟故。释云：其趣寂者，元无大性，亦

非不轻与记之限。乃引例云：如《般若经》，皆令入于无余涅槃，非皆尽入。c

a　 《妙法莲华经玄赞》卷 1“序品”，T34, no.1723, p.652c6-24。

b　 按照窥基的理解，不定种性回心向大即可以在有学位回心，也可以在无学位回心。

c　 《法华五百问论》卷 1，X56, no.939, p.601c8-10 // R100, p.669a8-10 // Z 2:5, p.335a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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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基为了例证“定性声闻无有佛性”的论点，在《法华玄赞》中将世亲所说的佛

不与之授记的决定声闻（即趣寂声闻）解释为“其趣寂者，元无大性”。“大性”即佛

性之意，意思是说佛不与之授记的决定声闻，原本就没有成佛之可能性，佛为之授记的

退菩提心声闻（即不定性声闻）才是有佛性的。因此，这样看来，窥基是通过将佛为声

闻授记的范围具体定位到不定性声闻身上来解释《法华经》的。这样的话，窥基论证的

逻辑就是定性声闻、定性缘觉及无种性者都是无佛性、不得成佛的，只有菩萨种性与不

定种性才有佛性，当得作佛。

此外，窥基还引用了罗什译的《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a中所说的“我皆令入无余

涅槃”之句来解释，并称“皆令入”为“非皆尽入”之意，意思是说并非所有一切众生

都能入无余涅槃、也并非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但湛然并不赞同窥基的说法，而是认为，

窥基此说是错解了世亲在《法华经论》中的原义，故而在《五百问论》中对窥基的说法

评破称：

今谓：违经背论，徒引他文。《般若》现云皆入，而反云不尽，《论》云未熟，

而改云无。如树上菓，菓未熟时，与元无菓，其理同耶？ b

湛然认为，窥基的解释既违背了《法华经》《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中所说的意思，

又错解了世亲《法华经论》中所说的意思，因此，窥基所引的经证也并不能为其说明“定

性声闻无有佛性”的主张。那么，窥基的哪些解释在湛然看来是“违经背论”的呢？从

《五百问论》中湛然的评破可知，1. 湛然认为窥基错解了《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中所

说的“皆入”，将“皆入”解释为“不尽入”属于错解经意。2. 湛然认为窥基错解了世

亲在《法华经论》中对《法华经》佛为声闻人授记的解释，因为世亲在《法华经论》中

说的是，由于决定声闻与增上慢声闻根机未熟的缘故，佛才不与此二类声闻授记，窥基

则是将世亲所说的根机“未熟”错解为“不熟”，即将其理解为决定声闻及增上慢声闻“无

成佛之根性”，湛然认为，这种错解就如同将树上的果子还未成熟之语错解为树上本无

果子那样的错误。

 除了上面湛然评破的内容之外，在《五百问论·卷中·譬喻品》的第十五问中湛

然也提到了窥基将世亲所说的“未熟”理解为“不熟”的主张，湛然对此也有如上类似

的评破：

a　 《法华玄赞》中窥基的原话是“如《般若经》，我皆令入无余涅槃”，但据搜索查询《般若经》中并无此句，

只在罗什所译的《金刚经》中有“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的说法，因此，窥基在《玄赞》中所说的《般

若经》应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的简称。

b　 《法华五百问论》卷 1，X56, no.939, p.601c10-12 // R100, p.669a10-12 // Z 2:5, p.335a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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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论四声闻，其二与记，二不与记，根未熟故。应当此二后时熟耶？答曰：

未者不也，永不与故。今谓：《论》文但云根未熟故，如来未记，此唯现在

未记名“不”。《论》又云：菩萨与记，菩萨方便令发心故，故知不得云永

不发。故知《论》文真得经旨，故以灭想，彼土得闻，如何曲释以未为永？若尔，

应当种未熟时，名为不熟？怀任未生，名为不生？如人未死，名不死耶？ a

湛然此段对窥基的评破主要是通过引用世亲《法华经论》中的说法，认为窥基错

解了世亲所释《法华经》的本意，认为世亲所说的根未熟并不是不熟之意，因为在《法

华经论》中世亲就说到了，佛虽不与这两类声闻授记，但是常不轻菩萨却为了令这两类

声闻发菩提心而设方便为其授记，故而，世亲本意并不是说这两类佛没有为之授记的

声闻是永远不会发菩提心的。故而，湛然认为，若这样解释的话，世亲在《法华经论》

中表达的意思是四种声闻都具佛性、皆可真正发心而成就佛道，这样的话，世亲则是真

正理解了《法华经》中佛为声闻授记、常不轻菩萨为一切众生授记的精神——即定性声

闻也具佛性、也当作佛，乃至一切众生一性皆成。相反，如果像窥基那样错解“未熟”

为“永不熟”的话，岂不是就像称种子未熟时即错解为“不熟”将怀孕未生时即错解为“不

生”、将人未死时错解为“不死”那样荒谬吗？      

除了将世亲《法华经论》所说的“未熟”解释为“不熟”之外，窥基在《法华玄赞》

中又以定性声闻趣寂入灭为由来解释定性声闻为何无有佛性：

菩萨与记，虽复总言：汝行菩萨道，当得作佛。《论》言：与记令发心故。

退菩提心正当根熟，为说一乘，正破其执。应化非真，无执可破，示相可尔。

其增上慢，既是异生，根现未熟，故佛不与记。菩萨与记者，即常不轻为具

因，记令信有佛姓，复渐发心修大行故。其趣寂者，既无大乘姓，何得论其

熟与不熟？应言趣寂由无大姓，根不熟故，佛不与记。菩萨与记，具理姓因，

渐令信大，不愚法故。非根未熟，后可当熟，故非菩萨与记，令发趣大乘心，

言当作佛。菩萨愿心方便化之令生信意，如《般若经》：“我皆令入无余涅槃，

非皆入尽”，菩萨记于趣寂亦尔。b

窥基认为，佛并不为趣入寂灭的二乘人授记，因为定性二乘在证得阿罗汉与辟支

佛果后就入灭了，不可能再回心向大了。因此，窥基认为，《法华经·常不轻菩萨品》

中，常不轻菩萨为一切众生授记作佛说：“我不敢轻于汝等，汝等皆当作佛”c之语是

a　 《法华五百问论》卷 2， X56, no.939, p.628a14-20 // R100, pp.721b18-722a06 // Z 2:5, p.361b18-6。 

b　 《妙法莲华经玄赞》卷 1“序品”，T34, no.1723, pp.652c26-653a11。

c　 《妙法莲华经》卷 6“20 常不轻菩萨品第二十”，T09, no.262, p.50c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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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常不轻菩萨的愿心方便之语，是为了令趣寂的定性二乘能信解大乘、不愚于法而说

的，属于大菩萨的愿心方便之说，非真实究竟之语，就像《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中“我

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之语并非是佛真的令一切众生尽入涅槃的意思，与之类似，

窥基认为，《法华经》中常不轻菩萨为众生授记之语也并不是真的认为趣寂的定性二乘

也有佛性，因此，不能将常不轻菩萨之语理解为定性二乘只是现在根机未熟，但待将来

也当圆熟作佛之意。但湛然的理解则与窥基的解释刚好相反，在《五百问论》中湛然继

续评破说：

 今谓：《论》文此二同为未熟，未熟则是后时必定当熟。若趣寂永沈，

则上慢永没。上慢教无长没之文，则趣寂义无永沈之理，何事未熟该于二人，

元无独在趣寂？若其二人永沈长没，何以菩萨令解令发？ a

湛然认为，世亲在《法华经论》中之所说的“未熟”之语恰恰意味着将来必定“当

熟”，只是现在根机未熟的缘故而还未熟。如果按照窥基所说，趣寂的定性二乘永远不

可能再回心向大作佛的话，那么，世亲所说“四声闻”中的增上慢声闻（即未证谓证的

凡夫）也应该是永远不得作佛的。既然窥基在解释增上慢声闻的时候并没有说增上慢人

是永无佛性的，因此，既然佛同样是不与这两种人授记，既然增上慢人不是永无佛性的，

那么，趣寂的定性二乘也没有永无佛性的道理。不然的话，为什么窥基在说根机“未熟”

的时候是含摄了定性声闻与增上慢声闻，而在判释二者有无佛性的时候却只说了趣寂的

定性二乘是没有佛性的，却并没说增上慢声闻是永不作佛的呢？接着，湛然又借常不轻

菩萨为众生授记之语而评破窥基说：如果定性声闻和增上慢声闻是永不作佛的，那常不

轻菩萨为什么还要为了让定性声闻信解大乘法、为了让增上慢声闻能发菩提心而为之

授记呢？也就是说，如果按照窥基那样理解的话，既然定性二乘没有佛性、不得作佛，

那常不轻菩萨的授记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为了给自己的观点提供例证，窥基在《法华玄赞》中除了引用世亲《法华经论》

中的说法之外，还引用了一些大乘佛经中的说法来做证明。

又曰：《楞伽》五性三乘及以定性、无性，无性即是阐提之人。《胜鬘》

四性，亦复如是。b

这段话中，窥基引用《楞伽经》及《胜鬘经》等经中定性、不定性及无种性的说

法来支持自己五性各别的学说。文中所引的《楞伽》指的是菩提留支所译的《入楞伽经》，

a　 《法华五百问论》卷 1，X56, no.939, p.601c16-20 // R100, p.669a16-2 // Z 2:5, p.335a16-2。

b　 《法华五百问论》卷 1，X56, no.939, p.604a10-11 // R100, p.673b16-17 // Z 2:5, p.337b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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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是说：“复次，大慧！我说五种乘性证法。何等为五？一者，声闻乘性证法；二者，

辟支佛乘性证法；三者，如来乘性证法；四者，不定乘性证法；五者，无性证法。”a

窥基以此段文字中能证涅槃的五种乘性来作为五性各别说的经证。另外，窥基所引的《胜

鬘经》“四性”是说：“又如大地持四重担，何等为四？一者大海，二者诸山，三者草

木，四者众生。如是摄受正法善男子善女人，建立大地，堪能荷负四种重任，喻彼大地。

何等为四？谓离善知识、无闻、非法众生，以人天善根而成熟之；求声闻者授声闻乘；

求缘觉者授缘觉乘；求大乘者授以大乘。”b这段话是将众生分为四类，三乘分别为其

中三类，第四类即“离善知识、无闻、非法众生”，窥基则是将这一类众生理解为无三

乘性之众生，即无种性者。

对窥基所引的经证，湛然在《五百问论》中即依据天台判教来对窥基的论证进行

评破：

今谓：此并犹在不了、抑扬教故，不可引权以证实教。c

所谓“抑扬教”即五时教 d中之第三时教，属赞扬菩萨、抑挫声闻之教法，若将其

置于天台判教中，对应的则是化法四教之别教。因此，天台湛然认为，窥基引作为经证

的《入楞伽经》及《胜鬘经》判释为不了义的抑扬教（即别教），但作为诸经之王的《法

华经》则属圆教 e所摄。故而，湛然从天台判教的角度出发，认为窥基所引为经证的这

些佛经中的教法都只是方便权说而已，是不究竟的，不能用这些方便权说（别教所摄）

的不了义经教来诠释圆教所摄之《法华经》的究竟了义教法，并以此来彰显天台所持众

生一性皆成的主张、反对窥基“五性各别”的思想。

a　 《入楞伽经》卷 2“集一切佛法品第三”，T16, no.671, p.526c8-11。

b　 《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T12, no.353, p.218b7-14。

c　 《法华五百问论》卷 1，X56, no.939, p.604a11-12 // R100, p.673b17-18 // Z 2:5, p.337b17-18。

d　 刘宋时代，慧观主张佛教有顿教与渐教二种，顿教是专以菩萨为对象，使其立刻成佛之教，如《华严经》。对于声闻、

缘觉二乘之人，次第导入悟境所说之教，称为渐教，依所说之顺序，渐教之内容又分为：( 一 ) 三乘别教，又称有相教。

即为三乘之人分别说四谛、十二因缘、六度之个别教，如《阿含经》。( 二 ) 三乘通教，又称无相教。即共通三乘之教，

如《般若经》。(三 )抑扬教，又称褒贬抑扬教。即赞扬菩萨，贬抑声闻之教，如《维摩经》《思益经》等。(四 )同归教，

又称万善同归教。即开会三乘而归于一佛乘之教，如《法华经》。(五 )常住教，又称双林常住教。即主张佛性常住之教，

如《涅槃经》。此说为我国判教之嚆矢，流行于江南，刘虬、僧柔、智藏、法云等诸师均承袭此说，僧宗、宝亮等复以之

配于《涅槃经》所说五味之譬喻，至天台智顗而集其大成。又北地慧光所立之四宗教判，亦以此五时教为其本据。（参考《佛

学大词典》“五时教”词条）

e　 天台圆教对应五时教中第四时的万善同归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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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湛然对窥基“三乘真实”说的评破

唐代唯识与天台的争论除了一性五性思想之外，两家争论的另一个关键点是一乘

究竟还是三乘究竟的问题，并且从思想上来看，一乘三乘的问题与一性五性的问题也是

紧密相关的，在湛然的《五百问论》中也多次对窥基的“三乘真实、一乘方便”思想进

行评破。下文则从《五百问论》中湛然的几个问难来看湛然与窥基在此一乘三乘问题上

的分歧，并分析湛然评破窥基的论点。

从法华圆教的立场来看，一切众生一性皆成、皆当作佛，因此，众生们走向解脱

的道路也并没有三乘之别、本质上也只有一佛乘。而若以窥基五性各别为立场的话，五

种性中的定性二乘（声闻与缘觉）及无种性者无有佛性，不得成佛；菩萨种性与不定种

性有佛性，那么，既然有不得成佛的定性声闻及缘觉，那么，就解脱之道来说，势必要

有三乘解脱法门才能概括尽一切解脱众生，而不能只能有一佛乘。因此，若这样理解的

话，窥基又该如何解释《法华经》中所说的“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a“诸佛以方

便力，于一佛乘分别说三”b等经文内容呢？

若从《法华经》中的内容来看，理解一乘三乘问题的关键点是在于如何理解《法华经》

中“火宅譬”中所说的牛车与大白牛车所指是否相同，这样的话，湛然与窥基的分歧就

回溯到了在理解及诠释《法华经》“火宅譬”时，将其理解为是“三车”还是“四车”、

最终是“会三归一”还是“会二归一”的问题上了。

具体说来，在《法华经》卷 2“譬喻品”中讲到了一个“火宅譬”，大意是说长者

为了救拔三个沉迷于游戏而不知出离火宅的儿子，使其得免火难，而分别许以羊车、鹿

车、牛车来引诱三子出离火宅，但待三子从火宅出来之后，长者并没有以羊车、鹿车、

牛车分别赐予诸子，而是等赐诸子以一大白牛车 c。那么，长者最初许以诸子的三车中

a　 《妙法莲华经》卷 1，T09, no.262, p.8a17-18。

b　 《妙法莲华经》卷 1“方便品第二”，T09, no.262, p.7b26-27。

c　 这段话在《法华经》中对应的经文为：“尔时长者即作是念：‘此舍已为大火所烧，我及诸子若不时出，必为

所焚。我今当设方便，令诸子等得免斯害。’父知诸子先心各有所好种种珍玩奇异之物，情必乐着，而告之言：‘汝等所

可玩好，希有难得，汝若不取，后必忧悔。如此种种羊车、鹿车、牛车，今在门外，可以游戏。汝等于此火宅、宜速出来，

随汝所欲，皆当与汝。’尔时诸子闻父所说珍玩之物，适其愿故，心各勇锐，互相推排，竞共驰走，争出火宅。是时长者

见诸子等安隐得出，皆于四衢道中露地而坐，无复障碍，其心泰然，欢喜踊跃。时诸子等各白父言：‘父先所许玩好之具，

羊车、鹿车、牛车，愿时赐与。’舍利弗！尔时长者各赐诸子等一大车，其车高广，众宝庄校，周匝栏楯，四面悬铃；又

于其上张设幰盖，亦以珍奇杂宝而严饰之，宝绳绞络，垂诸华缨，重敷蜿蜒，安置丹枕。驾以白牛，肤色充洁，形体姝好，

有大筋力，行步平正，其疾如风；又多仆从而侍卫之。所以者何？是大长者财富无量，种种诸藏悉皆充溢，而作是念：‘我

财物无极，不应以下劣小车与诸子等。今此幼童，皆是吾子，爱无偏党。我有如是七宝大车，其数无量，应当等心各各与

之，不宜差别。所以者何？以我此物，周给一国犹尚不匮，何况诸子！’是时诸子各乘大车，得未曾有，非本所望。”《妙

法莲华经》卷 2“譬喻品第三”，T09, no.262, pp.12c04-13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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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牛车与后面实际所赐诸子的“大白牛车”是否相同呢？对此譬喻理解的不同，即直接

导致了窥基和湛然对《法华经》之教法在会二归一或会三归一，一乘究竟或三乘究竟上

理解的分歧。

窥基在解释“于一佛乘分别说三”时称之为“于一大乘分别说三”a，“大乘”即

指三乘中的菩萨乘，因此，窥基认为《法华经》中表达的是将声闻和缘觉之二乘会入大

乘（菩萨乘）的“会二归一”思想。在《五百问论》中，湛然也不止一次提到了窥基这

样的理解及其对窥基的评破。

果记利者，即为三机。世尊三周说一乘义，会二、破二以利益今。b

又《经》下言：今此经中唯说一乘，故以破二、会二归于一乘，为《法华》

之正主，故三周说，逗彼三根。c

在窥基“会二归一”的理解中，三乘中的声闻、缘觉之二乘属于小乘，菩萨乘属大乘，

《法华经》中所说的一佛乘也属大乘，这样，菩萨乘与一佛乘其实就是同一个。那么，

为什么要会二乘入于大乘呢？因为在《法华经·化城喻品》中的经文就说到，证得了声

闻与缘觉仅仅是到了化城，而化城只是佛为了度化二乘所施设的方便善巧而已，并非到

达了究竟宝所，因此，二乘最终还是需要转入大乘的修行才能成佛。对这类需要施设化

城的二乘来说，只是先修二乘之行，待证得二乘果位以后又回心向大，转向大乘菩萨道

的修行，在窥基的理解中，这种从二乘无学果位回心向大的菩萨即被称为是渐悟菩萨。

因此，这样也就可以看出，窥基在解释《法华经·化城喻品》中的二乘回小向大时，是

将其理解为“会二归一”，所会归入的是“菩萨乘”，而菩萨乘即是《法华经》中所说

的“一佛乘”。因此，按照窥基这样的理解，《法华经》中的“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

之语，只是佛为引摄二乘人入大乘的修行而说的方便权法，并非究竟的真实法，在五性

各别的理解框架下，只有三乘解脱法才是真实究竟之说。

那么，在窥基的理解中，什么样的二乘人才能回小向大呢？在《法华玄赞》中即

有一段话表达地很清楚：

《法华论》云：“此中唯为二声闻记，谓退心、应化。其趣寂者及增上慢，

佛不与记，根未熟故”。菩萨与记，虽复总言：汝行菩萨道，当得作佛；《论》

言与记，令发心故，退菩提心，正当根熟，为说一乘，正破其执。应化非真，

a　 原话是：“问：《经》云：于一佛乘分别说三者，何耶？答：于一大乘分别说三。”《法华五百问论》卷 1，

X56, no.939, p.622b9-10 // R100, p.710b3-4 // Z 2:5, p.355d3-4。

b　 《妙法莲华经玄赞》卷 1“序品”，T34, no.1723, pp.653c28-654a1。

c　 《妙法莲华经玄赞》卷 3“方便品”，T34, no.1723, p.694b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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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执可破，示相可尔。其增上慢，既是异生，根现未熟，故佛不与记。菩萨

与记者，即常不轻为具因，记令信有佛姓，复渐发心修大行故。a   

由这段话可以看出，窥基认为佛在《法华经》中所授记的是两种声闻，即退菩提

心声闻和应化声闻，应化声闻是佛菩萨所化，非真实身，而退菩提心声闻即为不定性声

闻。而按照唯识五种性的说法，并非所有众生都有成佛种子，因此，对二乘来说，只

有不定性的二乘才能回小向大。因为定性二乘在证得阿罗汉果或辟支佛果后即入灭了，

也就没有想要再回小向大的意愿，自然也就不可能再发大菩提心，也就永远没有成佛的

可能。

因此，在窥基所说的“会二归一”中所会的即是不定性的二乘，也就是将定性声

闻排除在了有佛性、可成佛的范围之内，对此，湛然在《五百问论》中回应称：

今谓：佛性一乘，众生本有，若简定性，应非有情，情有必有，无情乃无，

徒引圆经，用证偏谬。b

湛然认为众生皆本有佛性，因此，佛法亦无三乘之别，究竟来看只有一佛乘之实，

如果像窥基那样将定性声闻简择在有佛性之外的话，那么，定性声闻就不属于有情所摄

了，因为只要是有情的话就一定有佛性，若是无情的话才是无佛性 c。因此，湛然指责

窥基是错解了《法华经》的经旨。

与窥基“会二归一”、持三乘为真实、一乘为方便的立场不同，天台湛然承袭智

者以来的观点，认为《法华经》之前的诸经中所说的三乘法是方便权说，要开显的是唯

有一佛乘的究竟真实之说，因此，天台主张以羊车、鹿车、牛车比喻三乘，以大白牛车

比喻一佛乘，即最终会声闻、缘觉及菩萨乘三乘为一佛乘的主张。对此，湛然在《五百

问论》中说到：“此经实相，妙体灼然，是则彼经从体开用之一乘，故三乘禀益，此经

是収用入体之一乘，故令三归一。”d那么，湛然对窥基“破二会二”“会二归一”的

立场会如何评破呢？

况复不知三是一外之三，为复一内之三？一复为是三外之一，为是即三

之一？若三外一，昔亦曾闻，而无互信互解之理。若三内一，与今《法华》，

其相何别？若言《法华》即是三内之一，何故令其舍权取实？若权即实，舍

a　 《妙法莲华经玄赞》卷 1“序品”，T34, no.1723, pp.652c24-653a4。

b　 《法华五百问论》卷 1，X56, no.939, p.618b5-6 // R100, p.702a17-18 // Z 2:5, p.351c17-18。

c　 湛然在《金刚錍》中曾提出了“无情有性”的主张，那么，此处所说的“无情乃无”是否与《金刚錍》中的“无

情有性”思想不一致呢？本文对此问题暂不处理，留待以后具体分析和讨论。

d　《法华五百问论》卷 1，X56, no.939, p.609c7-9 // R100, p.685a7-9 // Z 2:5, p.343a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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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即是舍实故也。即一之三，准例以说。a

在这段话中，湛然从一乘三乘之间的关系及天台的权实观出发来评破窥基的观点，

对窥基问难称：如果按照窥基会二归一来理解《法华经》“火宅譬”的话，即是会声闻、

缘觉二乘归于菩萨乘，那么，窥基所说的“三”是一佛乘外之三、还是一佛乘内之三呢？

所说的一（菩萨乘）是三外之一（菩萨乘），还是即三之一（菩萨乘）呢？如果一佛乘

是三外之一的话，那么就不应该如窥基所说的会三乘中的二乘而归于三乘内的一菩萨

乘，因为一菩萨乘是三内所摄，而一佛乘则是三外之一，这样的话，菩萨乘与佛乘就不

是同一个，二者也就不能像窥基所说的那样互解。如果窥基所说的一佛乘是三内之一，

也就意味着一佛乘不离于三乘，这样的话，与《法华经》中所说的会三乘之权入一乘之实，

且是权不离实、实不离权的说法，又有什么区别呢？接着，湛然从权实关系出发评破窥

基说，如果按照窥基所解的《法华经》所说的一佛乘即是在三乘内的一（即菩萨乘）的话，

为什么舍除属权之一（佛乘）时，即会归的是属实之一（菩萨乘）呢？因为按照窥基会

二归一的理解，三乘中的菩萨乘即是二乘会归的一佛乘，但是湛然认为，这样的理解是

有问题的，因为如果三乘中的菩萨乘即是二乘会归的一佛乘的话，菩萨乘在窥基的理解

中属三乘中之实，而一佛乘属引摄不定性二乘之权说，若按照窥基的理解，在舍权的同

时也就舍除了属实的菩萨乘，乃至三乘之说，这样的话，如何能舍权而就实呢？因此，

湛然认为，窥基的说法从权实观来看的话前后就是自相矛盾的。而天台对于一佛乘与

三乘之间关系的理解则是权不离实、实不离权，三乘权说与一乘实说也是相即不离的，

这样理解也就不存在窥基理解中“舍权就实”那样的矛盾。

对此，湛然又以指与拳之间的关系来比喻三乘和一乘的权实关系：

又舍不名会，于一佛乘分别说三，则知三是一家之三，如于一拳分别说指，

今还合指以成于拳，故知舍指，何异舍拳？若其舍权，无实可趣。b

湛然意思是说，如果一乘与三乘的关系是像窥基所理解的那种最终要舍一乘权说

而就三乘实说的话，也就不能称之为“会”，因为根据于一佛乘分别说三可知，三乘其

实是即于一佛乘之三乘，一乘、三乘之间的关系就如同由一拳而分别开为五指一样，五

指其实都不离于一拳，只不过在法华会前众生诸根未熟，佛只能为其方便教说三乘法门

来引摄不同根机的众生入于佛道，但到法华会时，众生诸根圆熟，佛即以究竟真实之说，

开显会三乘归于一乘的究竟真实义，就如同会五指于一拳一样，指与拳本是相即不离的，

若按窥基所说的那样舍权就实，由于实不离权，若舍了权，自然也就无实可趣了。

a　《法华五百问论》卷 2，X56, no.939, p.634b2-6 // R100, p.734a12-16 // Z 2:5, p.367c12-16。

b　《法华五百问论》卷 1，X56, no.939, p.614a3-5 // R100, p.693b9-11 // Z 2:5, p.347b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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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法华玄赞》是窥基唯识学的体系而对《法华经》做的注疏，在天台的判教体系中，

唯识经典及相关思想本就被天台判属于别教，而天台思想则是立基于圆教，因此，思想

立场上的不同，使得窥基与天台家对《法华经》的理解注定有非常大的差异。湛然在《五百

问论》中对窥基的《玄赞》几乎是逐条评破，在这些评破的内容当中，涉及的内容很多，

比如两家在一性五性、一乘三乘、权实、真如等问题理解上的差异，如若展开的话，涉

及到的内容也非常多，本文仅选取了两家论争中涉及的两个核心争论来看两家思想的差

异以及湛然对窥基所做的评破；此外，限于文章篇幅，湛然相应的评破内容也没有全

部展开分析及论述。但根据佛教史的线索可知，窥基是 632-682 年间生人，而湛然是

711-782 年间生人，湛然在作《五百问论》时，窥基已去世多年，因此在这场论争和评

破中，慈恩大师窥基是缺席的，并无法对湛然的评破展开回应，因此，站在研究者的立场，

虽然窥基是被评破的对象，但我们无法说湛然就是这场论争的胜利者，只能说，藉由湛

然为评破窥基《法华玄赞》所作的《五百问论》中的内容，向我们展现了唐代天台与唯

识的思想交锋，对我们了解两家思想对《法华经》理解上的差异，尤其是在一乘或三乘

究竟、一性皆成或五性各别等问题上理解的分歧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参考。

由于湛然对窥基的评破由于是立基于天台思想而展开的，故而，对窥基的评破内

容也向我们展示了天台理解《法华经》的立场与思想特色；同样，窥基在《玄赞》中对《法

华经》的解释，也为后人理解《法华经》提供了唯识学视角的解读。因此，总的来看，

湛然的《五百问论》对我们了解唐代天台与唯识的思想差异来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

亦值得结合窥基的《法华玄赞》来进行深入研读，以对两家的思想差异进行对比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