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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融相融与体相用

——地论学派的缘集与融即思想 a

圣凯 b

【摘要】体相用公元 6、7 世纪中国佛教界产生的形而上模式，是中国佛教本体论

与心性论诠释的根本模式。地论师综合中国哲学与印度佛教的形而上思想，融汇南北朝

佛教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体相用思维模式。地论师以体相用解释缘集思想，如灵裕《华

严经文义记》、S.4303《教理集成文献》与《法界图》等，阐扬有为缘集、无为缘集、

自体缘集、法界缘起等四种缘集。同时，灵裕、BD05755《融即相无相论》、S.4303、

S.613 等将体融相融与体相用结合起来，阐释其法界平等、融即等思想。体融相融与体

相用构成“四种缘集”的诠释模式，与《大乘起信论》“一心二门三大”是完全一致的。

【关键词】地论学派；体融相融；体相用；《大集经》；缘集；融即

体相用公元 6、7 世纪中国佛教界产生的形而上模式，是中国佛教本体论与心性论

诠释的根本模式；而且，以《大乘起信论》为根本典籍与媒介，以体相用为根本解释模式，

建立了唐宋以后中国佛教的心性论。但是，通过敦煌遗书地论学派文献，发现地论师以

体融相融与体相用的去解释缘集和圆融思想，呈现出丰富、庞杂的体相用思想，从而为

深入探讨《大乘起信论》的撰作与佛教心性论提供了扎实的文献依据与思想背景。

a　本文为 2017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汉传佛教僧众社会生活史”（17ZDA233）、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

划“汉传佛教社会生活史料”（2019THZWYX15）资助成果。本文为即将出版的拙著《南北朝地论学派》第七章的部分成果，

与学界同享本人的一些思考。

b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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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体缘集与法界缘起——灵裕与重视《大集经》一系的缘集思想

大约与法上《十地论义疏》同时期的 BD03443《大乘五门十地实相论》卷六，已

经将“缘集”放在“融门”的体系中进行探讨，将“缘集”视为圆融思想的一部分。《大

乘五门十地实相论》依“融门”解释第九地、第十地，而在解释第十法云地时，提出“缘

集”的思想。《大乘五门十地实相论》卷六说：

“集智大”者，凡辨集有二种：一者体集， 二者相集。有为缘集，无为缘集，

此是相集。此中德辨万用之本，以之为体集也。既云其集，体相云何？故第

二岀其体相，故辨“应化大”。“化”者，不实义，有为有相而非实，犹如

于化。真集有用而无相，亦于化也。“加持”者，向虽明真集体相，犹如应化，

能兴大用而无相。然此体相，必有所成，成有所办种种诸事故。有涅槃十地

等行，名之为“持”。成则有其用，用则出于情表，以为“细微”入智。虽

复当体备用，体是“细微”。由未能隐细现粗，睹深谓浅。今辨转而不可测，

以为“密处智”也。“入劫智”者，辨时而非时，而能为时用也。“入道智”者，

无法而非道，一切诸法于解而皆顺。故《仁王经》云：“诸佛以烦恼为菩提也。a

所谓“集智”即是“因缘集智”。b《大乘五门十地实相论》的缘集说分为“体集”“有

为缘集”“无为缘集”，而且呈现出体相用结构。

“体集”与法上《十地论义疏》的“真实法界”“真如”“佛性”具有一致的涵意。

《大乘五门十地实相论》卷六说：

辨智中集虽多种，德 c唯有三。初地已前名之为“染”，初地至十地名之

为“净”，圆寂涅槃以之为“灭”。体集不二，随缘差别，故有染净众名之

起也……“随所有染净”者，释识界集。八识为净，七识为染，性不由业，

为净染随缘转为集。“随所有有为”，释有为集；“无为”者，释无为集。“无

知知”者，无为是无知；言知者，为所智证智；此显无为，非谓直有用而无实；

此辨无为有用而有实，故无知知……“随所说正不正”者，释法界集。d

《大乘五门十地实相论》强调“体集”作为形而上的根据，具有超越性的“不二”

a　 青木隆、方广錩、池田将则等：《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首尔：CIR，2012 年，第 485 页。

b　 《十地经论》卷十二：“是中集智者，因缘集智应知”。（《大正藏》第 26 册，第 196 页中）

c　 “德”，原文为“恶”，今依甲本改。见青木隆、方广錩、池田将则等：《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第 486 页。

d　 青木隆、方广錩、池田将则等：《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第 4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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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而且能够随缘起用，建立染净等差别，如识界集、有为集、无为集、法界集等。

第八识为清净的真如，七识为杂染的心识，染净皆依“体集”随缘而转。

“体集”应该即是其他注疏所说的“自体缘集”。《大乘五门十地实相论》提到“法

名自体，自体中所以能显法者，以之为义”“法名自体，随以何法二谛等，皆自体为法也” 
a，还提到三地以上菩萨是“自体净行”b。正如法上《十地论义疏》，将“法”解释为“法

性”“法界”，阐释“真实法界”为有为、无为缘集之体；《大乘五门十地实相论》以“自体”

解释“法”，“自体”也是存在论意义的究极性、修道论意义的清净性，因此能够成为

有为缘集、无为缘集之“体”。《大乘五门十地实相论》的特点在于，将“有为缘集”“无

为缘集”称为“相”，即是存在论意义的有为法、无为法；而“染”“净”“灭”为“用”，

即是修道论意义的有为法行、无为法行。从存在论意义而言，一切生灭造作的“有为法”

是非真实的幻化相；从修道论意义而言，初地以前的修道为“染”，地上的修道为“净”，

修道呈现出“有用而无相”“当体备用”的特征，是“自体”的超越性、清净性不断彰

显的过程。

《大乘五门十地实相论》将“自体”纳入缘集的视野，这是修道论意义的“智如合一”，

即初地以上真理与主体智慧呈现出无分别的状态；或者说，真理呈现主体性的特质，是

所谓“无为有用而有实”，“有实”就是“自体”的彰显过程。《大乘五门十地实相论》

缘集说的思想结构，图示如下：

《大正藏》第 85 册所收藏敦煌遗书 P.2408《十地义记》阐释了三种缘集说：“一

切世间者，有为缘集行、无为缘集行、自体缘集行。三种缘集在相，皆据方便修入，言

世间也。”c这是将缘集说纳入修道的“行”的范畴，《十地义记》解释说：

藏者，无为之行能除生死之暗，故云曰藏也。圆藏者，有为缘集，不舍世间行，

a　 青木隆、方广錩、池田将则等：《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第 471 页。

b　 青木隆、方广錩、池田将则等：《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第 493 页。

c　 《十地义记》卷一，《大正藏》第 85 册，第 237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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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暗之明，故名圆藏也。净圆藏者，自体世间，即暗而常明，净中胜出，故云净圆藏也。

照一切世间庄严藏者，自体内明圆净，大智尔炎殊流故，曰照一切世间也。巧妙殊特故

曰庄严也，德出生故曰庄严也，故名为藏也。自体因行，名菩萨也。a

无为缘集是出世间的涅槃，有为缘集是世间生死，自体缘集是世间与出世间圆融

的菩萨行，三种缘集皆为“相”。《十地义记》还多次提到“自体法界”“体会法界”，

但由于散佚较多，无法确定其是否提出“法界缘集”或“法界缘起”。

地论师以《十地经论》的思想解释其他大乘经典，将“自体缘集”“真实缘集”“无

为缘集”等概念引入《涅槃经》《胜鬘经》等经典的解释体系，扩大了这些经典原有之

心识说、缘起论、修道论与境界论的诠释空间。如《涅槃经》的主要思想有：一、护持

正法的戒律观，二、如来常住不变的佛身观，三、常乐我净的涅槃观，四、一切众生悉

有佛性的佛性观。b 而 BD02276《涅槃经疏》说：

今略明经教不同，如似《大集》等经是圆教，《华严》等是顿教，《涅

槃》是渐教。虽等大乘，显义不同。《大集》就自体因果以论真实，若就此宗，

得言众生即是佛，万义皆具足，故名圆教；若举《华严》《涅槃》等，此言

即外道也。《华严》就相违因以显真实，无别二乘也；习种发心即彻后际，

其犹象儿，故名顿；若就此宗，昏识凡夫即有性用也。涅槃熏明因以说妄想

资真实成缘集之义，要是种性已上方有佛性，从教量明入，故名为渐，是二

乘作菩萨也；若就此宗，言得先际无性，中际有也。若不准此，发言成乱。c

《涅槃经疏》对《涅槃经》佛性思想的阐发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可以理解为作为理体的佛性，也就是法性，“无有一法出于法性”；第二，在众生的实

际修行中，人与佛性的互动，主体与客体的互相保证和提升，只能出现在特定的时刻，

即在种性“行中发”“中际有”的阶段。d

佛性作为修道的动力因，无论“当常”“现常”“本有”“始有”，其重点在于“有”，

指向修道解脱的可能性与根据。但是，佛性思想无法阐释修道解脱与现实世界的关系、

修道的主体境界变化等问题。有为缘集、无为缘集、自体缘集等概念则能清晰地阐释修

道的根据、过程与境界。

现存灵裕唯一著作《华严经文义记》，撰于北齐天保十年（559）。《华严经文义记》

a　 《十地义记》卷一，《大正藏》第 85 册，第 239 页上。

b　 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第三卷），圣凯执笔，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69 页。

c　 青木隆、荒牧典俊、池田将则等：《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续集》，首尔：CIR，2013 年，第 514 页。

d　 史经鹏：《敦煌遗书地论学派《涅槃经疏》（拟）中的佛性思想──以BD2224、BD2316、BD2276为中心》，《西

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年第 7期，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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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说：

就知自土法中，初知有为法。二、彼诸劫中已下，知无为法。三、知彼

眷属诸菩萨已下，明自体缘起法。就此自体缘起中，初发心者，十住法；成

就等者，十行法；种种等者，回向法也；诸地等者，十地法也；圆满等者，

是地果之别义也。a

这是对晋译《六十华严》卷五十六经文的解释。b根据瞿夷夫人“分别观察一切菩

萨三昧海法门”，观察娑婆世界众生生死以及修道是“有为缘集”；了知诸佛出世说法

度众生的历程，乃至声闻缘觉的修行，是“无为缘集”；了知菩萨初发道心，修行善根

与愿行，成就菩萨道的庄严。c

灵裕的缘集说是基于修道主体、修道历程作区分，“有为缘集”是依众生的生死

与出生死而言；“无为缘集”是依声闻缘觉而言，声闻“闻佛音声”而修道，因此佛出

世是声闻缘觉的修道缘起；“自体缘起”是菩萨的修道缘起。《华严经文义记》卷六说：

初十阶明菩萨行因满足，次摩耶一人明菩萨行体亦集，末慈氏一人明行

果究竟。前十阶者，即是十地之别名也。然此地德，皆是体证无漏，自在无碍，

返迹重昏，尘所不辱仪相。是故此十阶之知识，皆以夜天为名。既言无漏，

则是入佛境界。不离本处，理在决定，故所住处皆在阎浮。d

初地以上的菩萨证入真如，其无分别智与真如合一，故能自在无碍，不为世间所染。

因为修道“行”“理”合一，理是“真性平等，妙绝来去”e，是超越、清净、平等的

“自体”，所以菩萨修道是“自体缘起”。

《华严经文义记》进而提出与“佛”相应的“法界缘起”，“卢舍那佛”是最高

果位的主体，与之相应的“法界缘起”无疑是最圆满的。《华严经文义记》卷六说：

次见卢舍那已下，明方便既熟，妙穷法界，自在无碍也。就此段中，初

a　 《华严经文义记》卷六，《卍新纂续藏经》第 3册，第 32 页上。

b　 青木隆：《中国地论宗における缘集说の展开》，《フィロソフィア》第 75 号，1987 年，第 154 页。

c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五十六：“知此娑婆世界众生，佛刹微尘等劫中，死此生彼，作善恶业，受诸果报……

彼诸劫中，佛兴于世，我悉了知。知彼诸佛初发道心，行菩萨行，出生一切诸大愿海。知彼供养一切诸佛，具菩萨行，成

等正觉，转正法轮，现自在力，化度众生。知彼眷属声闻缘觉之所修行，过去修习一切善根，得明净智，成就寂灭自在法门，

显现种种自在神力，教化众生，而般涅槃。知彼眷属诸菩萨众，初发道心，修习善根，出生种种诸大愿行，成就满足诸波罗蜜。

种种庄严菩萨之道。”（《大正藏》第 9册，第 756 页中）

d　 《华严经文义记》卷六，《卍新纂续藏经》第 3册，第 24 页中 -下。

e　 《华严经文义记》卷六，《卍新纂续藏经》第 3册，第 35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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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见佛。次复得已下，明于得法。三得法门已下，明得法故成胜用方便，广

受大法起行之义。就此胜用方便中，初明于十方佛所听受正法。次又见卢舍

那已下，明于此方真身佛所听受正法。a

“法界”彰显了体用圆融、智如合一、差别即平等的“真身佛”境界。因此，“法

界缘起”是与“真身佛”相应的缘起。

但是，“真身佛”的涵意是什么？确定真身的涵意，才能理解“法界缘起”与自体缘起、

无为缘集、有为缘集的关系。《华严经文义记》卷六说：

凡真身而言，略有十九。谓初之四身，正明法界缘起，成真身之义。二、

非生灭已下四身，明身非无常，是故真也。三、一切诸相已下三身，明身非情相，

是故真也。四、无穷尽已下四身，明非无常，故则与后际等住出于情见。五、

如净日已下四身明，身非情相，故而无相不相，以成身也。善业化者，报身也；

持佛者，应身也；如意者，应之别用也。b 

这是对《六十华严》卷五十七中部分内容的解释。c灵裕所说“初之四身”，是指

净法身、善业化身、持佛法身、如意法身。他强调“善业化身”是报身，“持佛法身”

和“如意法身”是应身，与前面的“净法身”共同构成法、报、应三身。因此，“真身”

应该是“法、报”二身之“总”，而不是单独的“法身大用”d。

《华严经文义记》卷六提到两种佛身观：一、法身、报身、应身，三身各有体、相、用；e

二、真身、应身。日本杏雨书屋《敦煌秘笈》所藏西魏大统五年（539）《大乘十地论义记》

（羽 726R）说：

但众生法器澄净，有感机发法、报二佛。法身自然形教影像，周遍法界，

如水中月，无心而现。以是故言“如水中月，不入不出，不增不减”。不舍

真如法身，别有应身，入生死化众生，名“不入”。离真身之外，无别应身

可舍出于生死，以归真本名“不出”。如经。f

a　 《华严经文义记》卷六，《卍新纂续藏经》第 3册，第 28 页上。

b　 《华严经文义记》卷六，《卍新纂续藏经》第 3册，第 32 页中 -下。

c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五十七：“善知识者，远离世间，住无所住，不著诸入，超出障碍，趣无碍道；具净法身、

善业化身，以明净智观诸世间，大愿成满。持佛法身，如意法身，非生灭身，非来去身，非虚实身，非聚散身……非身之身。”

（《大正藏》第 9册，第 761 页下）

d　 青木隆强调“真身”是“法身之大用”。见《地论宗の融即论と缘起说》，荒牧典俊编：《北朝隋唐中国佛教

思想史》，京都：法藏馆，2000 年，第 189 页。

e　 《华严经文义记》卷六，《卍新纂续藏经》第 3册，第 21 页中、33 页上。

f　 青木隆、荒牧典俊、池田将则等：《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续集》，第 5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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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十地论义记》中亦出现了“法身”“报身”“应身”“真身”，依法身而有“应

身”入生死化度众生，依真身而有“应身”出生死。因此，“真身”包含着无分别智。

《大乘十地论义记》的佛身观与灵裕完全相同。

另外，净影慧远《大乘义章·三佛义》明确提到：

准依《涅槃》，法、报两佛，名为真身；王宫所生，道树现成，说为应身。

依此应身，出生无量无边化佛，名为化身。故《涅槃》中，如来欲令众生望满足，

于其身上一一毛孔，化无量佛，受大众供，即是化身；释迦自受纯陀之供，

即是应身；偈中所说，如来常住，即是真身。a

净影慧远认为法身与报身合为“真身”的佛身观来自《涅槃经》，并强调“其真身者，

谓如如法及如如智。其如如法，即是法身；如如智者，即是报身。”b因此，“真身”

汇集了代表绝对真理的“法身”与代表圆满功德、智慧的“报身”，是最高境界的真实身。

灵裕亦以“法界缘起”作为《华严经》的最高真理与境界。《华严经文义记》卷六说：

“又此教者，盖是了义真唱，备显法界，本末相资，义无缺少……法界真法，体是缘起，

自在真轨，随缘随境，普遍心尘。”c灵裕以“法界缘起”的圆融思想，超越本末、方

便与真实、差别与同体等现象对待，彰显本末相资、方便即真实、差别即平等的圆融境界。

灵裕以修道论与主体境界差别来阐释缘集说，如下：

众生→有为缘集

声闻缘觉→无为缘集

菩萨→自体缘起

真身佛→法界缘起

他对有为缘集、无为缘集、自体缘起、法界缘起的提倡，与重视《大集经》一系

的地论师的观点具有内在一致性。S.4303《教理集成文献》d说：

三种身者,大圣之躯分也。躯分聚积，故名为身。身虽众多，据要论三，谓法、

报与应。论法，就理以彰体；语报，据德彰相；论应，随缘辩用……而《经》

中或复名为缘集，即是积聚之义，身之所以也。据有为缘集，不舍世间，大

a　 《大乘义章》卷十九，《大正藏》第 44 册，第 840 页下。

b　 《大乘义章》卷十九，《大正藏》第 44 册，第 841 页下。

c　 《华严经文义记》卷六，《卍新纂续藏经》第 3册，第 36 页下。

d　 该写本阐明别教、通教、通宗三种判教，而且在“三种缘集”以外使用“法界缘起”之语，反映了东魏、北齐

乃至西魏、北周时期的地论学派思想。青木隆：《地论宗の融即论と缘起说》，荒牧典俊：《北朝隋唐中国佛教思想史》，

京都：法藏馆，2000 年，第 188 页。



唯识研究（第九辑）

100

用无方，以为应身；无为缘集，不住涅槃，名为报身；自体缘集，于二不二，

名为法身。

明此三身，缘起平等，为一法身；此一法身，无身不身。若语报身，亦

缘起平等，为一报身；报身备德，无身不身。应身亦尔，缘起平等，为一应身；

应用圆极，无身不身。尔乃a三身，一一各三。据法论三，三皆是法；就报辩三，

三皆是报；据应论三，三皆是应。就法论者，谓法法、报法、应法；真如自实，

为法中之法；行轨无差，名为报法；化道不改，名为应法。言报中三者，报报、

法报、应报；修行成德，报中之报；各修证法，证法为己，名为法报；久修化物，

用能以权，名为应报。就应三者，谓应应、报应、法应；权化改迷，应中之应；

以德示修，名为报应；以理悟证，名为法应。b

S.4303强调法身是“理”，即自体缘集之“体”；报身是“德”，即无为缘集之“相”；

应身是“随缘”，即有为缘集之“用”。同时，法、报、应三身亦各有三身，这与灵裕

所说三身各具“体相用”是一致的。c

S.4303 依通宗与通教判释“本有”“始有”佛性的差别，依“自体因果”强调“本

有”说才是究竟的佛性论。S.4303《教理集成文献》说：

何者？夫惑情噎理，自异成隔，理非其用，不名为身。若自以情息，于

理无隔，法界缘起，便为自实之体。故以法为身，名为法身。是故《经》言“法

界藏，即法身藏”也。d

S.4303 强调“法界缘起”是通宗的思想，“此通宗中，乃是法界缘起、无障碍义，

一切世间无能喻者”e；而且引用《胜鬘经》的思想，f主张因果一体而无差别，这是

典型的如来藏缘起论。

S.4303 提出“唯有通宗大乘，乃得具足明于三佛”g，这是依判教中的通宗立场阐

释三身佛体相用与“法界缘起”；灵裕是依“真身佛”的修道主体展开阐释，因此二者

仍然是有区别的。S.4303《教理集成文献》说：

a　 “乃”，原文为“为”，今依校本改。

b　 青木隆、方广錩、池田将则等：《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第 234-235 页。

c　 《华严经文义记》卷六，《卍新纂续藏经》第 3册，第 21 页中。

d　 青木隆、方广錩、池田将则等：《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第 233 页。

e　 青木隆、方广錩、池田将则等：《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第 240 页。

f　 《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如来藏者，是法界藏、法身藏、出世间上上藏、自性清净藏。”（《大

正藏》第 12 册，第 222 页中）

g　 青木隆、方广錩、池田将则等：《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第 2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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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上根之流，入缘起法界，与一切诸佛，同其善根。则知八相成道，皆

是如来法界行用、三眛法门。就体相用为三佛，此三种佛，皆是真实。若从

缘影迹，随心存正，则是不实。依不实而说，分为三教；依实而说，是通宗教。a

S.4303 强调按照通宗“法界缘起”之说，作为“体相用”的法、报、应三身皆为

形而上的绝对真实，且三身各具“体相用”。S.4303 虽然提到“应身”，但是完全没有

提到与“应身”相对的“真身”；《华严经文义记》卷六则 4 次提到“真身”。可见，

S.4303 的缘集说、佛身观与灵裕《华严经文义记》卷六的思想有一致性，但 S.4303 的

视野和思想结构完整性逊色于后者。

二、体融相融与体相用——地论学派重视《大集经》一系的融即思想

目前敦煌遗书地论学派文献中，重视《大集经》一系除了强调通宗大乘、以《大

集经》为圆教以外，更提倡体融相融与一即一切的融即思想，其中核心文献为BD05755《融

即相无相论》。b作为“五门”文献之一，《融即相无相论》与《大乘五门十地实相论》《大

乘五门实相论》《仁王般若实相论》等在文献特征、思想结构、判教等方面具有一致性。c

因此， “相无相”就是“实相”，因为实相无相；“融即”是思想主题，“融”指“体融”

和“相融”，“即”指“一即一切”。《融即相无相论》亦可称为“《融即实相论》”，

这符合重视《大集经》一系的文献命名特征。

在“五门”之“融门”所包含的五法门中，“入不二法门”出自《维摩诘经》，“三

空法门”出自《涅槃经》《大智度论》等，“十一空法门”出自《涅槃经》，“十八空法门”

出自《大品般若经》，而“法界体性门”则出自《华严经》《大集经》《法界体性无分

别经》《大宝积经·法界体性无分别会》等。所以，“融门”正是以不二、空以及法界

体性为基础的诸法平等、诸法融即的思想。d法上提出“法界平等”“一即一切”，灵

裕《华严经文义记》卷六阐释“体相融同”“隐显”等圆融思想。然而法上《十地论义

疏》和灵裕《华严经文义记》皆为残散文献，不足以显示他们圆融思想的整体面貌。《藏

外地论宗文献集成》和《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续集》提供的资料，则有助于我们系统理

解地论学派重视《大集经》一系的融即思想。

a　 青木隆、方广錩、池田将则等：《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第 243 页。

b　 昌如对该文本的思想进行过探讨，见《略述地论学派的“融”思想——以敦煌文献〈融即相无相论〉为中心》，

《佛学研究》2014 年，总第 23 期，第 240-253 页。

c　 圣凯：《北朝佛教地论学派“转疏为论”现象探析》，《中国哲学史》2015 年第 3期，第 15-24、55 页。

d　 青木隆：《地论宗の融即论と缘起说》，荒牧典俊：《北朝隋唐中国佛教思想史》，京都：法藏馆，2000 年，

第 1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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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重视“虚通”一词，这意味着地论学派的融即思想是立足于“空性”。

法上《十地论义疏》卷一说：“论其体也，则旷周法界，德无不备。略而言之，不出证教；

寂用两行，妙绝虚通，名曰证道；用分殊能，故曰教道。”a《十地论义疏》卷三提到：

“不思议者，不思议出世间，虚通无碍，得为上也。”b“虚通”被用于形容形而上本

体的否定性与圆融无碍状态，是一种出世间的境界。“虚通”一词，曾出现于北凉昙无

谶译经《佛所行赞》中，谓“清凉虚通道”，而且后来为法显译《大般泥洹经》所继承。c

在法上处，“虚通”是涅槃的形容词，体现了涅槃境界的否定性与无障碍。

重视《大集经》一系的地论师亦用“虚通”形容融即的境界。BD03106《大乘五门

实相论》说：

问曰：此品何意而来？答曰：上《陀罗尼品》，正明总持之称；《不目

旬品》，不动为号；《宝女品》，妙慧自在为用。《海慧品》，智慧虚通之能。

《无言童子品》，寂绝众相之趣；《不可说菩萨品》，言辞路断，思求相絶，

正明体证相应。《虚空藏品》，正明妙绝虚通，融齐一观 , 是非双泯。d

“虚通”是最高境界的形容词，《大乘五门实相论》用之描述智慧与形而上本体。

“智慧虚通”是指智慧具有去除执著、消除障碍的功能；“妙绝虚通”是指形而上本体

与最高境界消融万物在现象层面的矛盾与对待，呈现出“齐一”“亡是非”的玄学式思维。

因此，“虚通”意味着地论学派融即思想深受老庄玄学的影响，通过空性的否定

意义消融思想的是非矛盾与现象的差别对待，实现绝对真理与最高境界的无相、融即。

“虚通”也是融即的特点，如法上《十地论义疏》说：“不退者，明真为虚，融无障碍。”e“虚

通”与“融”合成一词——“虚融”。所以，“虚融”成为隋唐佛教阐释圆融思想的重

要词汇，智顗、净影慧远等人的著作中屡有提及，如《大乘义章》卷十九说：“诸义同体，

虚融无碍”。f

后来，在成玄英《南华真经疏》中，“虚通”一词被用来解释“至道”“道理”等。《南

华真经疏》说：“虽有此德，理须法道虚通；故虽曰虚通，终归自然之术。斯乃理事相包，

a　 《十地论义疏》卷一，《大正藏》第 85 册，第 766 页上。

b　 《十地论义疏》卷一，《大正藏》第 85 册，第 771 页上。

c　 《佛所行赞》卷三，《大正藏》第 4册，第 21页下；《佛说大般泥洹经》卷三：“八种味者，常住法、寂灭法、

不老、不死、清凉、虚通、不动、快乐，是八种味名大般泥洹。”（《大正藏》第 12 册，第 868 页上）

d　 青木隆、方广錩、池田将则等：《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第 523 页。

e　 《十地论义疏》卷三，《大正藏》第 85 册，第 780 页下。

f　 《大乘义章》卷十九，《大正藏》第 44 册，第 835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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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同耳。是故示本能摄末，自浅之深之义。”a又说：“虚通之道，无终无始，执滞

之物，妄计死生。故《老经》云，迎不见其首，随不见其后。”b成玄英以“虚通”形

容形而上的“道”，体现“道”的超越性与永恒性。可见，地论学派融即思想与玄学具

有交互影响的关系。

“虚通”境界的呈现，是基于“不二”的超越意义而呈现出法界平等。S.4303《教

理文献集成》说：

言“缘起”者，向三种涅槃，一而是三，三而是一，一非一一，三非

三三。如向二与无二，二无二相，故常二而无二；无二无自，故无二而常二。

是以二无二相，而无法而不二；无一相中，无法而不一。一二斯融，名为自

体无余。即体殊能，用有通塞，便是自体有余。其中若拟之自他、真应、权实，

非可曲辩，当准而推之。c

S.4303 以通宗大乘的立场论述涅槃思想，方便涅槃通过修道对治烦恼而烦恼未尽，

即是有余涅槃；性净涅槃彰显本来真实，无修无得，称为“无余涅槃”。此二涅槃仍有

所对待，相对于“圆寂涅槃”，称为“有余”相。

所以，重视《大集经》一系的地论师阐释了“体用”和“体相”两重关系，性净涅槃（无

余涅槃）和方便涅槃（有余涅槃）为体用关系；而“圆寂涅槃”和“法界缘起”为体，

则前二涅槃为“相”。在“融即”的视域下，非三与三、不二与二之间形成“斯融”的

关系，即是法界缘起。

“斯融”是“融即”的真正涵义，在《续高僧传》中有两个用例：“融实斯融”d“万

德斯融”e；而在《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中出现 2 次，在《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续集》

中出现7次，主要为“一二斯融”“定慧斯融”“凡圣斯融”“染净斯融”“旨趣斯融”“法

界斯融”“万德斯融”。“斯融”的核心思想是体融与相融，主要内容有修道论的定慧、

染净、万德等“斯融”，境界论的法界、凡圣等“斯融”乃至“一即一切”，判教论的

旨趣“斯融”，而其逻辑关系为“二而不二”或“三而非三”的“一二斯融”。“斯融”

在隋唐佛教典籍中出现的频率不高，可见它是地论学派融即思想的专有名词。“斯”在

汉语中有“这”“尽”的意思，P.2183《教理集成文献》提到“万患斯亡”f“众善斯

a　 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第 233 页。

b　 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第 340 页。

c　 青木隆、方广錩、池田将则等：《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第 226 页。

d　 《续高僧传》卷二十，《大正藏》第 50 册，第 605 页中。

e　 《续高僧传》卷二十四，《大正藏》第 50 册，第 637 页中。

f　 青木隆、方广錩、池田将则等：《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第 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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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a，与“斯融”的用法一样，即是整体、全部的意思。“斯融”体现了重视《大集经》

一系的圆融思想之特质：一、议题整全、涵盖广大，涉及到修道论、境界论与真理观等；

二、具体而非抽象，涉及到主体的认识与心性转化。

“斯融”作为全部、整体的平等与圆融，涉及到本体与现象、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关系。

因此，重视《大集经》一系的地论师在“通宗大乘”的判教体系里，提倡“体融”与“相

融”。S.613《教理文献集成》说：

言通宗教者，谓《涅槃》《华严》《大集》所辨体状者是。前言通者，

相融故通。今之辨通，体融故通。然究之体实，旨明教一 , 圆音不二为宗。所

契平等，体真一味，理唯如如，岂容异哉。但随根上下，别其浅深，寄言于

三耳……语其通宗，要是返而彰体，方是其体既显，其六入门论一体一切体，

体无不彰。语一义一切义，义无不显。一法一切法，法无不在。一理一切理，

理无不穷。一道一切道，道无不通。语一不可以一相辨，论异不可以异相彰，

一异所不易而恒一恒异，旨超三量，五分莫陈，六假弗拟其疏，四执罔知其踪。

故余非其况，唯体是宗，故言通宗耳。言一体即是《华严》，一切体《涅槃》，

体无不彰者即明《大集》。b

S.613 强调通教大乘是“相融”，说：“就通教之中，备明法界，但唯论其相也。”c 

S.613 所谓“相”是指一切对待相，乃至体、义、法、理、道等形而上范畴的“一”和“一

切”之关系皆为对待的“相”。而通宗大乘也即《大集经》是“体融”。因此，在《大

集经》“融即”“法界缘起”的视域下，才能实现“一即一切”的圆融无碍。 

“体融”与“相融”的成立，与四种缘集说密切相关。灵裕《华严经文义记》、S.4303

《教理集成文献》与《法界图》《法镜论》等依“法界缘起”成立有为缘集、无为缘集、

自体缘集等；“法界缘起”为“体”，三种缘集为“相”，这是一重“体相”关系；“自

体缘集”为“体”，“无为缘集”“有为缘集”为“相”，生死与涅槃为“用”，这是

另一重“体相用”关系。图示如下：

a　 青木隆、方广錩、池田将则等：《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第 77 页。

b　 青木隆、荒牧典俊、池田将则等：《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续集》，第 71-72 页。

c　 青木隆、荒牧典俊、池田将则等：《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续集》，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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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法”和“缘起”是“体相”关系，但是地论师依“法界”诠释“法”，所以“法界”

为体，缘起为“相”。地论师由此提出“体相俱融”的思想，如 S.4303《教理文献集成》

说：

夫无相者，无自相，无他相。缘寂名无他，体寂名无自，体相俱融，名无自他。

缘寂之灭，凡有二种：一、对治故无，二、理本自无。对治无者，即是互无，

是以涅槃之中，无如此无。理体自无者，生死者本自不有，非遣生死而为无。

而言无者，理本自无。如此无者，三无相中，无他相也。体非对待，故非互无。a

缘起视域下的“自他”关系，二者具有“非此即彼”的矛盾和对待特质；同时，

二者具有“一体”的共在关系。因此，矛盾、对待与一体是同时成立的。自他是“非此

即彼”的矛盾关系，故是“互无”，“此灭故彼灭”即为涅槃；其次，事物自身从“理”

上而言是“自无”，是无自性的、非实体存在的，在逻辑上“理本自无”优先于“对治

故无”；最后，事物从“体”上而言，是无自相。

重视《大集经》一系的地论师以“不二”“空”论证融即思想，因而“一体”的

共在与“非此即彼”的矛盾是同时成立的，“一体”的内在结构中包含着“非此即彼”

的矛盾，于是形成“矛盾”与“统一”的“即”——平等。b“融门”的“不二”“空”

皆是诠释对待、差别与矛盾，而“法界体性”则是诠释“即”。因此，“融即”便是诸

法实相，亦即是无相。“平等”是地论学派固有思想，亦深具现代哲学意义。地论学派

的“平等”思想内在蕴含着差别与矛盾，故差别即平等、矛盾即平等，这才是“体相俱融”

的思想意义。

第二，“体相俱融”诠释了现象与现象之间、本体与现象之间、修道与境界之间

的关系等全部内容。重视《大集经》一系的地论师将“体相用”或“体用”纳入“体相

俱融”进行诠释，从而将本体与现象纳入修道论与境界论的范围，对之进行修道的观照，

a　 青木隆、方广錩、池田将则等：《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第 227 页。

b　 陈荣灼以黑格尔辩证法的“具体的同一性”诠释华严宗“即”的思想。但是，重视《大集经》一系强调“一体”，

而非“同体”，这是与华严宗不同的。见陈荣灼：《“即”之分析——简別佛教“同一性”哲学诸型态》，《国际佛学研究》

创刊号，1991 年，第 6-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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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主体的心性转变，由此才出现“染净斯融”“染净俱融”的思想。世间生死是杂染

“法”，出世间解脱是清净“法”，二者的“相”分别有为缘集与无为缘集，二者皆为“自

体缘集”所呈现的“用”。如 BD06378《十地经论疏》说：“染净斯融，不相乖诤”。a 

BD03443《大乘五门十地实相论》卷六说：“初地已前名之为‘染’，初地至十地名之

为‘净’，圆寂涅槃以之为‘灭’。体集不二，随缘差别，故有染净众名之起也。”b

染净的差别对待在于众生烦恼与修道心性的差异，而非体上有别，是谓“体集不二，随

缘差别”。

“染净斯融”是通宗大乘的思想，是依“染净不二”而成立的。BD02316《涅槃经

疏》说：

“方等经犹如甘露，亦如毒药”者，法界中有染法、有净法，菩提涅槃

是净法，生死苦集是染法。今云净者是净法、非净相，染者是染法，非染相。

凡夫到取不称其旨，违顺斯毒，诸佛菩萨体融无碍，违顺皆资，名曰甘露。c

杂染与清净就“相”而言仍然具有根本的差异，而圆融、平等在于“法”“体”，

二者形成“一体而又否定”的关系。因此，染净法是“体融”而“相非融”。

BD02224《涅槃经疏》亦强调染净作为“相”的差异，而在“体”是无障碍、平等。

BD02224《涅槃经疏》说：“虽在境内净秽两殊，而不相碍共成一化，故得为秽耳。此

是染净不二，何故不为此王说圆宗之致者，何不一注显无障碍之道也。”d染净法也是

“法界”之法，因此“染净不二”是“自体真集”，也是“万法体融，违顺斯道，悉是

如来法界之行”。e

“染净斯融”的成立是基于《大集经》的“圆宗”教理。智顗《法华玄义》卷十上提道：

有人称光统云，四宗有所不收，更开六宗。指《法华》万善同归，诸佛

法久后要当说真实，名为真宗。《大集》染净俱融，法界圆普名为圆宗。余

四宗如前。即是耆闍凛师所用。f

“耆阇凛”即是“安廩”，为慧光门人。曾经到南朝，住钟山 ( 今江苏省南京市东 ) 

耆阇寺。安廩曾为陈文帝讲《大集经》，可见他是地论师中重视《大集经》的一流。安

a　 青木隆、荒牧典俊、池田将则等：《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续集》，第 209 页。

b　 青木隆、方广錩、池田将则等：《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第 487 页。

c　 青木隆、荒牧典俊、池田将则等：《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续集》，第 496 页。

d　 青木隆、荒牧典俊、池田将则等：《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续集》，第 467 页。

e　 青木隆、荒牧典俊、池田将则等：《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续集》，第 470 页。

f　 《妙法莲华经玄义》卷十上，《大正藏》第 33 册，第 801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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廩的判教论提倡《大集经》也即“圆宗”为最高，认为其融会染净分别，显示法界为圆

通无碍，普及群品。地论学派里，除了安廩以外，还有灵裕、宝彖、玄琬都是《大集经》

的研习者。可见，“体相俱融”“染净斯融”是地论学派重视《大集经》一系的圆融思想。

北周长安时期的地论学派重要文献BD05755《融即相无相论》在“有执无执论第八”

阐述了“染净斯融”的思想：

问曰：若取无为，无为染者，亦何能离执也？答曰：今就正宗解善，小

异于前。凡一切法不问有为无为，皆是执着。但有为执重，无为执轻。若能

解心满足时，知何者是有为，知何者是无为，一相融解有无本空。是以万惑

不待遣而自灭，众烦不待断而自除，玄寂冥嘿，体绝形名。凡所不能凡，圣

所不能圣，知所不能知，求所不能求，体非有无，不离有无，而非有无之所

能执。自体无障，障无所障；自体无碍，碍无所碍，岂有何解可解？岂有何

执可执？夫执者对于不执，不执不执者对于执。理中无执，亦无无执，执与

不执，皆是悉情耳。a

染净作为“相”，即心上“有为执”与“无为执”。无分别智解心现前时，破除

差别对待相，即是“一相融解”“有无本空”。这是依非有非无、超名绝相的“染净不二”，

实现烦恼的“不断断”，因为有执与无执皆是“心相”。《融即相无相论》提到自体

无障无碍，可见真理意义的平等、修道心性的超越与境界的圆融无障碍是相应一致的。

重视《大集经》一系地论师的体融、烦恼“不断断”等思想，与天台智顗的“圆教”思

想一致。b

第三，生死染法与涅槃净法作为“用”，依法界缘起的“体相俱融”则可直接转化为“体

用融即”“体用不二”。BD03443《大乘五门十地实相论》卷六说：

“集智大”者，泛辨集有二种：一者体集， 二者相集。有为缘集、无为

缘集，此是相集。此中德他辨万用之本， 以之为体集也。既云其集，体相云

何？故第二岀其体相，故辨“应化大”。“化”者，不实义，有为有相而非

实，犹如于化。真集有用而无相，亦于化也。“加持”者，向虽明真集体相，

犹如应化，能兴大用而无相。然此体相，必有所成，成有所办种种诸事故。

a　 青木隆、方广錩、池田将则等：《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第 410 页。

b　 参见《四教义》卷一：“教圆者，正说中道，故言不偏也。理圆者，中道即一切法，理不偏也。智圆者，一切

种智圆也。断圆者，不断而断无明惑也。行圆者，一行一切行也；大乘圆因，涅槃圆果，即因果而具足无缺，是为一行一切行。

位圆者，从初一地，具足诸地功德也。因圆者，双照二谛，自然流入也。果圆者，妙觉不思议，三德之果，不纵不横也。”

（《大正藏》第 46 册，第 722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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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涅槃十地等行，名之为“持”。成则有其用，用则出于情表，以为“细微”

入智。虽复当体备用，体是“细微”。由未能隐细现粗，睹深谓浅。a

《大乘五门十地实相论》提倡三种缘集：有为缘集、无为缘集是“相集”，而自

体缘集是“体集”。但是，有为缘集是有相非真实，无为缘集是无相而有用；所以，前

者是体相结构，后者为体用结构。生死只是真如自体的幻化相，生死本身无体、非真实；

而涅槃是无分别智证入真如自体所现起的“用”，真如与涅槃体用相即。在修道论意义上，

在生死证入涅槃的过程中，修道者会实现从“体相”向“体用”的转化。

存在意义的生死是虚幻的，不具备任何真实功能，修道意义的生死则呈现了心性

转化之“用”。所以，心性转化过程中的的染净法，皆是真如自体所现起的“用”。

BD02316《涅槃经疏》说：

“如是三归性是我性”者 , 三用虽别，即体一也，故云“即是我之性”也。

此一句偈正显如来性也。“若能谛观察我性有佛性”者，知实性缘起成种子义也。

“入密 藏”者，得入如来行也。“秘密”者，明在染不染，处净非净，而能

为染净之用，名隐义道，故云“秘密”也。“知我及我所”者，议体用两分也。

“是人已出世”者，理显成用，岀于重玄也。b

修道意义的染净法是“如来行”，是真如佛性所显现的“用”；而认识论意义的我、

我所，因为烦恼的对立呈现出“体用两分”；在初地的出世位上，真如理现起真实“用”，

是玄妙的形而上境界。所以，初地之前，真如“自体”现起杂染“相”，并处于“体用

两分”的凡夫状态；初地出世位，真如与无分别智“理智不二”、圆融无碍，实现“体

用相即不二”。

在修道论与解脱论中，“体用两分”与“体相不融”意义相同，而“体用相即不二”

则与“体相俱融”是一致的。如 BD06378《十地经论疏》说：

七识中，心不即理，体相不融。今第二即理真照，不同七识心不即理。

第三句自性本净，不同七识先染后净。“自言尊者”，还道七识，佛以为尊，

不同于此也。“第四不同声闻辟支”者，声闻从教道以兴悟。若住教，同声闻。

辟支穷缘寂，若住证，同辟支。今证而是用，用而是证，证用两融，成不住道。c

七识位即初地以前的染位，心有分别，与真如理不能融即无碍；同时，在“教”

a　 青木隆、方广錩、池田将则等：《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第 485 页。

b　 青木隆、荒牧典俊、池田将则等：《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续集》，第 497 页。

c　 青木隆、荒牧典俊、池田将则等：《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续集》，第 1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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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所证，即有“住”而非“圆”。至八识的真如位，如 BD06378《十地经论疏》说：

故若据对治，解入相应。若语旨实，自体相应。“善随顺故”者，教道无碍，

殊能之行，万德斯融，称周法界也。“字句圆满不增不减”者，诠义成就，

称理而彰也。亦云证诠，证道圆统，古今莫二，万德斯融，寂用平等，无所缺然，

显在内心，故言“相应”也。a

地论师是依修道论与境界论去阐释“体用相即不二”与“体相俱融”，而非基于

存在论意义的诸法万物。在心性的实践修道中获得的“相应”“斯融”“平等”“无碍”

等都是显现于主体心性的境界与“洞识”。众生根机差别而现起的不同实践，但是皆能

获得圆满具足的功德，即“万德斯融”。主体的心性智慧与真理冥合为一，超越历时性，

即“寂用平等”。

但是，体用观念更符合中国固有的思想观念，“体用融即”“体用俱融”“体用平等”

等成为隋唐以来中国佛学在形而上层面最为流行的观念，“体相”“体相俱融”等观念

反而淡出隋唐佛学。因为缺乏“体相俱融”的修道论意义，“体用相即”之说完全从修

道论与境界论转化为存在论。有关生死与涅槃关系的讨论亦忽略二者的相互否定而直接

提倡“具足”“含摄”义，即存在论意义的“体用相即”。

三、结语：《大乘起信论》与地论学派的思想脉络

关于《起信论》的产生，日本学者大竹晋提出最新的看法。他认为《起信论》的

作者是一位有着清楚明晰的头脑、超强的逻辑思辨能力和高超的佛学素养的北朝人，由

于不能通过梵文直接接触印度佛教，故而主要利用菩提流支汉译的经论以及讲义录作为

素材，将在印度尚未统一的《究竟一乘宝性论》中的如来藏思想与《入楞伽经》中的

如来藏思想在中国北朝这一特定的佛学背景下进行了首次融合与统一。简而言之，《起

信论》是在 543 年到 549 年间由北朝人依据北朝汉文佛教文献所撰述而成。b

大竹晋采取了语词与概念的对照方法，得出了似乎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是他无法

解释《起信论》的中心在于“一心二门三大”解释结构的渊源。但是，地论学派的灵裕

以及重视《大集经》一系 S.4303《教理集成文献》、《法界图》、《法镜论》等提倡“四

种缘集”，“法界缘起”为“体”，三种缘集为“相”，这是一重“体相”关系；“自

体缘集”为“体”，“无为缘集”“有为缘集”为“相”，生死与涅槃为“用”，这是

a　 青木隆、荒牧典俊、池田将则等：《藏外地论宗文献集成续集》，第 211 页。

b　 大竹晋：《大乘起信论成立问题の研究——〈大乘起起论〉ははからパッチワーク》, 东京：国书刊行会，

2017 年，第 482-4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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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重“体相用”关系。体融相融、体相用与《起信论》“一心二门三大”的诠释模式

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为解释《起信论》的产生提供了最坚实的思想渊源。同时，现存灵

裕唯一著作《华严经文义记》，撰于北齐天保十年（559），与大竹晋所说的时间相近。

当然，如何通过更多的文献、历史线索、思想脉络推进《起信论》的研究，则需要进一

步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