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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事各性住於一世」是僧肇〈物不遷論〉中最重要的概念之

一，也是使他被清涼澄觀批評的原因，更是讓他成為晚明諍

爭主角的主要因素，在澄觀提出僧肇〈物不遷論〉兼具「不

遷」與「不真空」兩義之後，鎮澄強化澄觀「不遷則濫小

乘」一面的看法，提出「性住」不等於「性空」外，還進一

步說明〈物不遷〉中「性住」的看法也與小乘不同，因此

〈物不遷論〉不是濫同小乘而是外道常見。 

  延而至今，對物不遷論的解讀仍分為「性空」和「性

住」兩派，「性空」的一派認為〈物不遷論〉是《肇論》中

不可割裂的一部份，所以雖然主張「性住」，但物性本身卻

是空的，而「性住」一派認為單就〈物不遷論〉來看，「事

各性住於一世」的說法，類似於說一切有部的三世實有，法

體恒存的思維模式。兩派的主張看似不同，但同樣都認為

「事各性住於一世」不是般若思想中應該出現的說法，所以

一借助於《肇論》中其它篇章的支持，以否定「事各性住於

一世」所帶來的尷尬，一認為這看法的後設基礎源於說一切

有部，但如果「事各性住於一世」不是中觀學派般若思想中

的一環，以僧肇這樣一個被認為是秦人解空第一的人，為何

會提出〈物不遷論〉這樣充滿爭議的文章？ 

  馮耀明認為僧肇會寫出〈物不遷論〉這樣的文章是因為

他對中觀的理解不夠透徹的緣故，他說：「如果我們細心對

〈物不遷論〉作深入的分析，當會發現其中不少刺謬之處，

顯示僧肇對『般若中觀』的理解並不透徹。」   

  明代的鎮澄也認為這是僧肇一時失察的緣故，所謂： 

 

觀其〈般若無知〉、〈涅槃無名〉之論，齊有一空，妙叶其

俗，雅合修多羅，雖聖人復起，不易其言也，獨於〈物不

遷〉失之，嗚呼！千里之驥，必有一蹶，大智之明，必有一

昧，不其然乎！  

 

要評論僧肇對「般若中觀」的現解透不透徹，只看〈物不遷

論〉是不夠的，如果綜觀《肇論》之後，馮耀明可能會做出

不同的結論，但若說〈物不遷論〉是僧肇一時失察之作，文

中兩次提及「性各住於一世」的概念，並且用大量的篇幅來

論證，昔物不至今，今物不至故不遷的理論，看來又不像一

時之誤，那麼僧肇為甚麼要寫這樣一篇文章呢？ 

 

中文關鍵詞： 僧肇，物不遷論，性住，性空 

英 文 摘 要 ： Written by Seng-Zhau , the four volumes within Zhau-

Lun are considered to be the foremost work of the 



Madhyamika school. In this elegant masterpiece of 

early Chinese Buddhism philosophy, he countered the 

notion that transcendent qualities of human life 

transferring from a humanity realm to another state 

(samsara). He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is no 

inner presence within human body, He wrote ＇ every 

thing has its own existing moment and position＇. 

If we analyse Seng-Zhau＇s conclusion, we might 

find ＇every thing(物) has its own existing moment 

and position＇, which means at that moment there is 

something exists, not emptiness. This opinion is 

similar to Sarva-asti-vadin school＇s, for the school 

considered that each ｀thing＇ (物)appears when its 

function works. When the function is over, it passed. 

If the function is coming, it will arrive in the 

future. In other words, ｀things＇(物) exist forever, 

but whether it appears or not depends on the function 

present. 

He arrived at this conclusion, Seng-Zhau was regarded 

as similar to Hinayana＇s thought by preeminent monk 

of the Tang-Dynasty named Cheng-Guan. Also, the 

modern monk scholar Ien-Suen wrote that Seng-Zhau＇s 

conclusion mixed the two school＇s (Madhyamika and 

Sarva-asti-vadin). Futhermore, the current scholar 

Luo-Ien argues that Seng-Zhau＇s ｀meta-foundation＇ 

is in fact based on Sarva-asti-vadin . That is to say 

U-Bu-Qian-Lun(物不遷論) controversial chapter within 

Zhau-Lun is not a work of Madryamika school as 

previously understood. 

When Seng-Zhau wrote U-Bu-Qian-Lun, he opposed the 

opinion of inner presence in human beings. Why did he 

took the opposite idea as his theory＇s foundation?  

It is held that, the members of Madhyamika are well 

versed in the thoughts of  Sarva-asti-vadin, They 

agree Sarva-asti-vadin＇s theory is imperfect, needs 

revision. Thus when he wrote his conclusion, he must 

have known it was similar to Sarva-asti-vadin＇s 

theory. And why did he made such conclusion? 

I was interesting in finding out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Did the idea only belong to Sarva-asti-

vadin school? Did other school especial Madhyamika 

have the same idea? If it had, how did they explain 



it? What＇s the difference about it between 

Madhyamika and Sarva-asti-vadin ? the perspective of 

Madhyamika, how Seng-zhau to explain the idea?      

 

英文關鍵詞： Seng-Zhau, U-Bu-Qian-Lun(物不遷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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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從「事各住於一世」論〈物不遷論〉之物性 

出國人員姓

名 
涂艷秋 

服務

機構

及職

稱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

學系 

會議時間 

2012 年 9 月 5 日

至 2012 年 9 月 8
日 

會議

地點 

法國巴黎 

會議名稱 

(中文)第九屆歐洲漢學會議 

(英文)XIXth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發表題目 

(中文)「如來種」及其開展研究──以僧肇《注維摩詰經》

為例 

(英文)  Tathagatas and it’s development ----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malakirti” as the example: 



一、參加會議經過 

  歐洲漢學會議已經舉辦多年了，但這卻是我第一次參加，地點在

巴黎，九月二日傍晚我們到達，九月三日了解巴黎第七大學的歷史與

地理位置，九月四日辦理了報到手續，九月五日到八日參加一共四天，

一百二十場次，一百八十篇論文的盛會，這場會議大抵上分為語文、

文學與思想三大類型，我們小組是本屆的壓軸，在九月八日的下午發

表。一開始的 Keynote speech 由 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 的教授 Halle aux 

Farines 發表的演說，這是一場有關中國文字的演講，講者除了對「龍」

字的演變做了清楚的說明外，也將它與中國文化結合在一起，是一場

從文字角度理解深層文化的演說。本會議並沒有正式的閉幕式，取而

代之的是一場與會者的盛會，可惜我們因為要趕飛機，所以來不及參

加。 

二、與會心得 

  除了 Keynote speech 之外，我想最引起我興趣的應當仍在佛教範

圍，比利時學者安海漫教授認為從敦煌的壁畫看出唐代和尚喜歡留著

長指甲，她認為這是說明唐代和尚不需耕作，自有批農奴為他們耕作，

同時說明了長安寺院通常占地廣地的事實。另外巴黎第七大學的數學

系教 Sebastian，則將中國古代的升斗石……各式各樣的權衡，以現代

的 cm, kg, g 等換算出來，看到她認真做出的圖片與表格，真的十分感

動。另外，本組的王美秀教授以〈高僧傳中的俗家書寫〉為題，說明

了高僧中以世俗的角度來敍寫高僧形像的意義，及黃敬家以後世擬寒

山詩的詩作說明後世對寒山的景仰及崇拜。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僅附上發表之論文的摘要 

「如來種」及其開展研究 

──以僧肇《注維摩詰經》為例： 

 

中文摘要 

 

  此計劃旨在探討涅槃經傳入之前，中國人有沒有反省過自己是否具有成佛的

基礎，若是無，當時的僧人如何說服自己出家修行，從事一件永遠達不到的任務，

若是有，那麼這個基礎是甚麼，在這基礎之上所展開的修行路徑為何？ 

  在《出三藏記集》與《弘明集》幾乎沒有此方面的相關資料，唯在《注維摩

詰經》中找到「如來種」一詞，羅什、僧肇與道生均以為吾人成佛的依據，但這



一依據並非從佛性方面立論，而是從「正因邪起，邪因正生」來論述。但這理論

足以作為吾人成佛的依據嗎？ 

  其次由「如來種」發展到如來的過程，在《注維摩詰經》中有兩修，一是眾

所周知的從降我想→法想→除法想→空想→除空想→畢竟空的路徑，這是一條直

線修行法從煩惱叢聚的凡夫站開出，直到無生法忍的聖者為止。另一條是從道場

出發到淨土為止，由於道場中僧肇強調「邪正同根」，淨土理論中以「眾生為菩

薩佛土」，所以修行的結果並不是脫盡凡胎，驅入聖境，而是從凡夫出發，經過

三十二項修行，每一項都讓凡夫更加認識自己，每一段都把自我展現的更清楚，

到了無生法忍時，則證入自己不生不滅的空性，這是一條環狀的修行歷程，從自

己出發，又回到自己結束，這兩條究竟何者為是？ 

 

關鍵字： 

如來種、僧肇、注維摩詰經 

 

英文摘要： 

Tathagatas and it’s development  

----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malakirti” as the example: 

 

Abstrate 

This plan purport is before probing into Nirvana Sutra to spread into, 

whether it has had Buddha's foundations into oneself whether Chinese have 

introspected, if does not have, how the Buddhist monk at that time 

persuaded oneself to strive for virtue and leave the home, engaged in a 

task that can not reach forever, if have, what is the foundation then, 

why it will be practise route launched on foundation this?  

Chu-San-Zang-Ji-ji(出三藏記集) and Hueng-Ming-ji(弘名集)have no data 

about this, We found Tathagatas onl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malakirti”, Kumarajiva, Seng-Zhao, and Zhu-Dao-Sheng are all think it 

as a foundation to be a Buddha. But this basis does not set forth one's 

views from E respect, but the foundation is not found on buddha-dhātu, 

But on “righteous comes evil, and evil comes from righteous” , But is this  

simple theory enough to become a foundation to be a Buddha? 

 

Second. From Tathagatas to be a Buddha，There seems have two ways, One 

start from the thought of mine → the thought of dharma → transcend the 

thought of dharma → Emptiness → Fully Emptiness, This is a straight way 

that start from ordinary person to a saint. The other way is from the 

Place to the Pure-Land, In the Place, Seng-Zhao emphasized ‘righteous 



and evil have the same root ' In the Pure-Land he emphasized ‘Mankind 

are the Pure-Land of Bodhisattva,’ so the result of practice is not to 

take off all our faults, drive us into the holy border, but through 32 

items pratice, every items let us know ourself further, until we know us 

totally. The circle stars from ourselves, and end to ourselves. Which is 

the correct way? 

  

Key words: 

Tathagatas, Seng-Zhao,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malakirti 

 

四、建議 

 

  這是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這麼多人致力於中國文化的研究，且

是深入而認真的研究，從佛學這層面觀察，由於漢譯佛典，或中國人

自己的著述對於外國人而言，除了義理層面較為艱辛之外，文字也是

必需克服的障礙，因此在這場會議中較少看到外國學者深入中國佛學

思想的研究，建議國科會能提供此方面優秀作品的翻譯與推廣，使外

國人不再畏懼艱澀的中國佛學。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攜回此次會議的論文與摘要 

















六、其他 

  推廣國際會議的舉辦，不論經濟層面如何，但國際會議的舉辦仍

有其價值，同時鼓勵國內學者參與國際會議。 

 

七、附件 

 

邀請函 



 

 

 

 

 

 



會議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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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機構

及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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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

學系 

會議時間 

2012 年 9 月 5 日

至 2012 年 9 月 8
日 

會議

地點 

法國巴黎 

會議名稱 

(中文)第九屆歐洲漢學會議 

(英文)XIXth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發表題目 

(中文)「如來種」及其開展研究──以僧肇《注維摩詰經》

為例 

(英文)  Tathagatas and it’s development ----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malakirti” as the example: 



一、參加會議經過 

  歐洲漢學會議已經舉辦多年了，但這卻是我第一次參加，地點在

巴黎，九月二日傍晚我們到達，九月三日了解巴黎第七大學的歷史與

地理位置，九月四日辦理了報到手續，九月五日到八日參加一共四天，

一百二十場次，一百八十篇論文的盛會，這場會議大抵上分為語文、

文學與思想三大類型，我們小組是本屆的壓軸，在九月八日的下午發

表。一開始的 Keynote speech 由 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 的教授 Halle aux 

Farines 發表的演說，這是一場有關中國文字的演講，講者除了對「龍」

字的演變做了清楚的說明外，也將它與中國文化結合在一起，是一場

從文字角度理解深層文化的演說。本會議並沒有正式的閉幕式，取而

代之的是一場與會者的盛會，可惜我們因為要趕飛機，所以來不及參

加。 

二、與會心得 

  除了 Keynote speech 之外，我想最引起我興趣的應當仍在佛教範

圍，比利時學者安海漫教授認為從敦煌的壁畫看出唐代和尚喜歡留著

長指甲，她認為這是說明唐代和尚不需耕作，自有批農奴為他們耕作，

同時說明了長安寺院通常占地廣地的事實。另外巴黎第七大學的數學

系教 Sebastian，則將中國古代的升斗石……各式各樣的權衡，以現代

的 cm, kg, g 等換算出來，看到她認真做出的圖片與表格，真的十分感

動。另外，本組的王美秀教授以〈高僧傳中的俗家書寫〉為題，說明

了高僧中以世俗的角度來敍寫高僧形像的意義，及黃敬家以後世擬寒

山詩的詩作說明後世對寒山的景仰及崇拜。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僅附上發表之論文的摘要 

「如來種」及其開展研究 

──以僧肇《注維摩詰經》為例： 

 

中文摘要 

 

  此計劃旨在探討涅槃經傳入之前，中國人有沒有反省過自己是否具有成佛的

基礎，若是無，當時的僧人如何說服自己出家修行，從事一件永遠達不到的任務，

若是有，那麼這個基礎是甚麼，在這基礎之上所展開的修行路徑為何？ 

  在《出三藏記集》與《弘明集》幾乎沒有此方面的相關資料，唯在《注維摩

詰經》中找到「如來種」一詞，羅什、僧肇與道生均以為吾人成佛的依據，但這



一依據並非從佛性方面立論，而是從「正因邪起，邪因正生」來論述。但這理論

足以作為吾人成佛的依據嗎？ 

  其次由「如來種」發展到如來的過程，在《注維摩詰經》中有兩修，一是眾

所周知的從降我想→法想→除法想→空想→除空想→畢竟空的路徑，這是一條直

線修行法從煩惱叢聚的凡夫站開出，直到無生法忍的聖者為止。另一條是從道場

出發到淨土為止，由於道場中僧肇強調「邪正同根」，淨土理論中以「眾生為菩

薩佛土」，所以修行的結果並不是脫盡凡胎，驅入聖境，而是從凡夫出發，經過

三十二項修行，每一項都讓凡夫更加認識自己，每一段都把自我展現的更清楚，

到了無生法忍時，則證入自己不生不滅的空性，這是一條環狀的修行歷程，從自

己出發，又回到自己結束，這兩條究竟何者為是？ 

 

關鍵字： 

如來種、僧肇、注維摩詰經 

 

英文摘要： 

Tathagatas and it’s development  

----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malakirti” as the example: 

 

Abstrate 

This plan purport is before probing into Nirvana Sutra to spread into, 

whether it has had Buddha's foundations into oneself whether Chinese have 

introspected, if does not have, how the Buddhist monk at that time 

persuaded oneself to strive for virtue and leave the home, engaged in a 

task that can not reach forever, if have, what is the foundation then, 

why it will be practise route launched on foundation this?  

Chu-San-Zang-Ji-ji(出三藏記集) and Hueng-Ming-ji(弘名集)have no data 

about this, We found Tathagatas onl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malakirti”, Kumarajiva, Seng-Zhao, and Zhu-Dao-Sheng are all think it 

as a foundation to be a Buddha. But this basis does not set forth one's 

views from E respect, but the foundation is not found on buddha-dhātu, 

But on “righteous comes evil, and evil comes from righteous” , But is this  

simple theory enough to become a foundation to be a Buddha? 

 

Second. From Tathagatas to be a Buddha，There seems have two ways, One 

start from the thought of mine → the thought of dharma → transcend the 

thought of dharma → Emptiness → Fully Emptiness, This is a straight way 

that start from ordinary person to a saint. The other way is from the 

Place to the Pure-Land, In the Place, Seng-Zhao emphasized ‘righteous 



and evil have the same root ' In the Pure-Land he emphasized ‘Mankind 

are the Pure-Land of Bodhisattva,’ so the result of practice is not to 

take off all our faults, drive us into the holy border, but through 32 

items pratice, every items let us know ourself further, until we know us 

totally. The circle stars from ourselves, and end to ourselves. Which is 

the correct way? 

  

Key words: 

Tathagatas, Seng-Zhao,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malakirti 

 

四、建議 

 

  這是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這麼多人致力於中國文化的研究，且

是深入而認真的研究，從佛學這層面觀察，由於漢譯佛典，或中國人

自己的著述對於外國人而言，除了義理層面較為艱辛之外，文字也是

必需克服的障礙，因此在這場會議中較少看到外國學者深入中國佛學

思想的研究，建議國科會能提供此方面優秀作品的翻譯與推廣，使外

國人不再畏懼艱澀的中國佛學。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攜回此次會議的論文與摘要 

















六、其他 

  推廣國際會議的舉辦，不論經濟層面如何，但國際會議的舉辦仍

有其價值，同時鼓勵國內學者參與國際會議。 

 

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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