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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慧苑批判法藏的「五時」判教，另立「四教」，其中之一為「迷真異執教」。

所謂「迷真異執教」即所謂印度外道和中國本土的儒道二家。本文慧苑「迷真異

執教」的具體內涵、為澄觀批判的原因以及此種判教的意義，以期研究彼時華嚴

宗的法統傳承、宗派間關係及佛教與儒道的關係，力求清其源頭、明其端緒、疏

其流變、究其旨歸。 

關鍵詞：澄觀、慧苑、判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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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華嚴宗的法脈傳承在三祖法藏（643-712）和四祖澄觀（738-839）之間，一直

存在諸多疑惑。法藏的弟子慧苑是法藏的「上首門人」，澄觀並不直接師承法藏，

在其著作中，可以散見各種批判慧苑的文字。慧苑後卻被摒除出華嚴宗系統，求

其行跡，亦無甚結果，這或許與慧苑受到澄觀的批判，以及會昌法難導致大量的

佛教典籍散佚有關。 

釋慧苑（盛年為 7 世紀末至 8 世紀初）1，華嚴宗學者。有關慧苑的生平和

著作的記載甚少，現存有關慧苑生平的傳記有《開元釋教錄》第九卷2，《貞元

新定釋教目錄》第十四卷3與《宋高僧傳》第六卷《唐洛京佛授記寺慧苑傳》4等

文獻。《開元釋教錄》卷九著錄慧苑的著作《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後附有作

者小傳，其中有關慧苑身世的，只有寥寥數語：「沙門釋慧苑，京兆人，華嚴藏

法師上首門人也。勤學無惰，內外兼通。華嚴一宗，尤所精達。」5《貞元新定

釋教目錄》與《開元釋教錄》文字幾近相同。《宋高僧傳》卷六《唐洛京佛授記

寺慧苑傳》記載慧苑「京兆人也。少而秀異，蔚有茂才」。6出家之後，精研內

典，深明法義。慧苑從學法藏，此在法藏的傳記中也有明確記載，崔致遠《大

唐大薦福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中說：「藏從學如雲，莫能悉數，其錚錚者，

略舉六人：釋宏觀、釋文超、東都華嚴寺智光、荷恩寺宗一、靜法寺慧苑、經

行寺慧英，並雷鳴一時，跡露於後。」7 

至於慧苑的著作，據阪本幸男在《華嚴教學之研究》裡的考據，8可能有《大

方廣佛華嚴經音義》、《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刊定別章》、《華嚴旋復章》、《華

嚴經纂靈記》、《九會章》與《大乘權實義》等。湯用彤則認為有《華嚴旋復章》

                                                        
1 關於慧苑具體的生卒年月，學界沒有形成定論。據阪本幸男的推測：「慧苑的住世年代，推定為
六七三年～七四三年，世壽應為七十歲的前後。」見阪本幸男：《華嚴教學之研究》，臺北：中華佛
教文獻編撰社，1971 年，頁 15-17。另據劉春生的《慧苑及〈華嚴經音義〉的幾點考證》所載，「慧
苑生於 674 年稍後，730 年尚在。」載于《貴州大學學報》1992 年第 2 期。综合以上，也就是說慧
苑的盛年在 7 世紀末，8 世紀初。 
2 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九，《大正藏》第 55 冊，頁 571 上。 
3 唐‧圓照：《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四，《大正藏》第 55 冊，頁 874 上。 
4 宋‧贊寧：《宋高僧傳》上卷六《唐洛京佛授記寺慧苑傳》，範祥雍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8 月，頁 115。 
5 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九，《大正藏》第 55 冊，頁 571 上。 
6 宋‧贊寧：《宋高僧傳》上卷六《唐洛京佛授記寺慧苑傳》，範祥雍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8 月，頁 115。 
7 石峻、樓宇烈、方立天、許抗生、樂壽明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 2 卷第 2 冊，北京:中
華書局，1983 年 1 月，頁 319。 
8 阪本幸男：《華嚴教學之研究》，釋慧嶽譯，臺北：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1971 年，頁 15-45，因
筆者未能見到原書，故此處參考了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邱柏翔的碩士學位論文《佛教宗派的內部
思想歧異研究——以華嚴宗慧苑與澄觀為例》。 



論澄觀對慧苑「迷真異執教」的批判 267 

一部，《大乘權實義》二卷，《新經音義》二卷，及《新經刊定記》十六卷（或曰

二十卷，系續師未完成之疏）。9在這些著作中，現存只有《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

與《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二書。 

關於慧苑的《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10，據《開元釋教錄》記載，「苑以新譯

之經未有音義，披讀之者取決無從，遂博覽字書撰成二卷，使尋讀之者不遠求師，

而決於字義也。」11魏道儒指出：「本書引用的佛教經典以外的中國古籍百餘種，

其中許多古籍今已不存，所以此書是研究古文字學的重要資料。」12至於《續華嚴

經略疏刊定記》則系續寫法藏未完成之著作，法藏在八十卷本《華嚴經》譯成後

曾作《略疏》，注釋至十地品之第九定後即去世。慧苑續作，名《續華嚴經略疏刊

定記》，亦稱為《華嚴經略疏刊定記》，或簡稱為《刊定記》，共十五卷，但今缺少

第六、七卷，現存不足十三卷。慧苑自稱「鳩集廣略之文，會撮舊新之說；再勘

梵本，讎校異同。順宗和教，存之以折衷；簡言通義，箋之以筆削雲爾。」13 此

為慧苑最重要的華嚴義學著作，因在內容上改動了法藏的理論，因而「澄觀頗指

所立義為背其師說，故後人竟不以之列入本宗祖師焉」14。湯公一個「竟」字道出

了慧苑尷尬的歷史地位：理應繼承華嚴三祖衣缽的慧苑失去了承祧賢首的資格，

其著作亦受到排斥，不為後來學者所重視。 

一、慧苑判教中關於「迷真異執教」的言說 

始於南北朝、盛行於隋唐的中國佛教判教理論是一種獨特的佛教思想史觀，

它從一個特定的角度表達了中國佛教學者對佛教教理髮展的整體認識，體現了中

國佛教學者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特定歷史時期佛教流行的

學說、盛行的宗派、宗派間的交流及佛教與儒道的互動。 

與南北朝時期判教在學派林立的大背景下產生不同，隋唐時期的判教伴隨著

宗派的創立和發展。華嚴宗是興盛於唐時的重要宗派之一，由法藏創立。慧苑為

法藏上首弟子，本應繼承法藏成為華嚴宗宗祖，卻由於受到中興華嚴的澄觀之批

判而失去了宗祖資格且被摒除出華嚴宗正統。慧苑受到澄觀批判的原因，一是慧

苑質疑其師法藏的判教，尤其質疑法藏判教中「頓教」判釋設立的合理性；二是

                                                        
9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頁 171。 
10 有關《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的研究，國內主要有劉春生的《慧苑及〈華嚴經音義〉的幾點考
證》（載于《貴州大學學報》1992 年第 2 期）和武漢大學喬輝的碩士學位論文《慧苑〈新譯大方廣
佛華嚴經音義〉校稿》等。 
11 唐‧智昇：《開元釋教錄》卷九，《大正藏》第 55 冊，頁 571 上。 
12 魏道儒：《中國華嚴宗通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161。 
13 唐‧慧苑：《華嚴經略疏刊定記》卷一，《大藏新纂卍續藏經》第 3 冊，河北省佛教協會印行，
頁 570 上。 
14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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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苑判教時，將儒道納入了判教體系。本文主要探討慧苑將儒道納入判教體系的

邏輯為何？又為何引起澄觀如此批判？ 

根據慧苑的《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卷一，其具體的判教內容為： 

（一）迷真異執教 

「迷真異執教」，謂諸外道凡夫迷於真性，廣起異執。據慧苑的解釋，此教

分為西域印度的九十五種外道和中國的三家教。15慧苑把印度的九十五種外道概

括為十一類：一、數論師，二、勝論師，三、塗灰外道，四、圍陀論師，五、

時散外道，六、方論師，七、安荼論師，八、無因論師，九、口力論師，十、

宿作論師，十一、路伽耶論師。這些論師立「勝性」、「微塵」、「自在」、「時」

等說為「是常，是涅槃因。」16中國的三家異說即孔子、老子和莊子之說，其意

指三家以虛無生萬物，比喻如來藏之隨緣生萬有，這樣不僅不瞭解如來藏，也

並不瞭解虛無的宗義。 

（二）真一分半教 

「真一分半教」可分為「真一分」與「半教」兩個部分。所謂「真一分」，謂

聲聞、辟支佛二種人於真如隨緣、不變二分義中僅得部分凝然不變之義，所謂「半

教」，謂聲聞、辟支佛僅說人空所顯之理。兩個標準合在一起，便稱為「真一分半

教」。如《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第一卷解釋說： 

真一分半教者，謂於真如隨緣不變二分義中，唯說生空所顯之理。……以

其根劣，未堪聞說二空所顯無分限真故。《智度》三十一雲：「小乘弟子鈍

根故，為說眾生空」。《起信論》雲：「法我見者，依二乘根鈍，如來但為說

人無我」。《涅槃》第五雲：「以諸聲聞無有力，是故如來為說半字九部經典，

而不為說毗伽羅論方等大乘。」17 

小乘弟子根機尚未成熟，所以如來為他們演說人無我的教義。被「真一分半

教」執為生命存在之根本原因的，是六識、三毒，或某些部派主張的現在色心、

微細意識等染淨諸法生起的根據。《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卷一曰：  

                                                        
15 唐‧慧苑：《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卷一曰：「就此教中有二，先敘西域，後述此方。前中西方
外道色類總有九十五種。……第二述此方者，除偽書之外，說天地萬物本所從生，莫出於易、老、
莊也。」見慧苑：《華嚴經略疏刊定記》卷一，《大藏新纂續卍藏經》第 3 冊，河北省佛教協會印行，
頁 581 中、下、頁 582 上。 
16 十一類外道的結語，都是計各自所執「是常，是涅槃因。」見慧苑：《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卷
一，《大藏新纂續卍藏經》第 3 冊，河北省佛教協會印行，頁 581 中、下。 
17 唐‧慧苑：《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卷一，《大藏新纂續卍藏經》第 3 冊，河北省佛教協會印行，
頁 582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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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曰：當此教機，雖不同前別執異道，然由未聞真具分義故，依六識、三

毒，建立染淨根本所依，故《阿含》雲：「貪恚愚癡是世間根本」，乃至雲：

「以此三毒為因緣故，起於三業；三業因緣起於三界，是故有一切法。」

又雲：「眾生癡所覆，為後起三行」，乃至雲：「是謂生死諸法之根本，此據

染根本說。」……經部師計以現在色心等為染淨因，……。如《成唯識》

第三中說，又計微細意識為染淨因，揀犢子部計補特伽羅為染淨因。……

此教雖有多部異計，莫不迷真具分義故，別建立染淨之因。18 

如小乘說一切有部、多聞部說三無為，分別論者立四無為，大眾部、一說部、

說出世部、雞胤部立九無為，化地部立善法真如等九無為，都是說擇滅無為，但

皆是屬「凝然」。因而此教是指小乘佛教的說一切有部、多聞部等只說「人無我」，

不理解「法無我」的道理，是不究極的。 

（三）真一分滿教 

「真一分滿教」為對初心菩薩的教說，指瑜伽、唯識論說之旨，雖明瞭人、

法二空，然所彰顯之真性仍僅屬凝然不變之義而未能達顯隨緣之義。因此，《續華

嚴經略疏刊定記》第一卷曰： 

真一分滿教者，謂於真如隨緣二分義中，具說不變生法二空所顯真性。當

此教機，雖不同前執法有體，而二空所顯還是凝然。……釋曰：由此真如

但是不變無隨緣故，故依生滅八識建立生死根本及涅槃因故。19 

此教所講真如只有不變而無隨緣義，所以依生滅八識建立了生死的根本及涅

槃的因由。於真如隨緣、不變二義中，具說不變之生空、法空所顯真性。不同於

前「真一分半教」之法是有實體的，但對二空所顯，還是屬「凝然」。 

（四）真具分滿教 

「真具分滿教」指對於已識如來藏者的教說，指明了真如的隨緣和不變兩面

教法，闡述我法二空的道理。 「真具分滿教」有二門：一、理事無礙門，二、事

事無礙門。《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第一卷曰： 

真具分滿教中有二門：一、理事無礙門；二、事事無礙門。初中聖教說，

                                                        
18 唐‧慧苑：《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卷一，《大藏新纂續卍藏經》第 3 冊，河北省佛教協會印行，
頁 582 中。 
19 唐‧慧苑：《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卷一，《大藏新纂續卍藏經》第 3 冊，河北省佛教協會印行，
頁 58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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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隨緣，作一切法，不失自體，諸法即真，不礙生滅。所以者何？由無

自性理，諸法得成。由諸法成，方顯無性理。……二、事事無礙門者，謂

此事彼事，或由法性力所致，或由神通等轉變，是故互望於同、異類中，

有相即相在等、相作相入等。20 

理事無礙門指《維摩》、《仁王》、《法華》、《涅槃》等經之教義，事事無礙門

指《華嚴》一乘之教義。《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第一卷曰： 

真具分滿教中，初、通宗者，謂此宗中雖說理事無礙真，莫不皆顯有為無為、

非一非異，是故通名為非一非異宗也。二、別宗者，謂於前通宗之內分成兩宗：

一、理事無礙宗，此即《楞伽》、《密嚴》、《維摩》、《法華》、《涅槃》、《勝鬘》、

《仁王》等經。二、事事無礙宗，謂即此經及《如來不思議境界經》等。21 

總結以上內容，慧苑的判教是根據說法對象而劃分的，他的四教判內容可列

表如下：22 

表 1  慧苑判教的內容 

教名 對象 教義 乘位 

迷真異執教 凡夫 執迷於真理，廣起異執 外道 

真一分半教 聲聞、辟支佛 證生空所顯真如 小乘 

真一分滿教 初心菩薩 證二空所顯不變真如 大乘 

真具分滿教 識如來藏者 全顯隨緣不變真如 大乘 

二、澄觀對「迷真異執教」的批判 

總體說來，澄觀對慧苑所作的批駁主要集中在判教問題上，其在所著的《大

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三中說：「破五教而立四教，雜以邪宗，使權實不

分，漸頓安辨？」23。所謂「雜以邪宗」，是指迷真異執教將印度的九十五種外

道和中國的儒、道二家攝入判教論；「權實不分」，是指將真一分滿教和真具分

                                                        
20 唐‧慧苑：《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卷一，《大藏新纂續卍藏經》第 3 冊，河北省佛教協會印行，
頁 583 上、中。 
21 唐‧慧苑：《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卷一，《大藏新纂續卍藏經》第 3 冊，河北省佛教協會印行，
頁 589 中。 
22 此表參考王仲堯：《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0 年 9 月。 
23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三，《大正藏》第 36 冊，頁 1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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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教都判為滿教，不明權教和實教的分別；至於「漸頓安辨」是對慧苑四教除

去了「頓教」而言的。 

針對慧苑的「背師」之論，澄觀對慧苑的判教學說進行了批判。在《大方廣

佛華嚴經疏》中，澄觀曰： 

然今判聖教，那參邪說。若對教主，應如此方先立三教，或如西域分內外

及六師等。又依《涅槃》為半滿者，後二既滿，不應復有一分之言。既但

得不變一分，豈名為滿？又涅槃半滿，豈彼不說妙有而訶空耶？故其所立，

未為允當。24 

澄觀先是略述慧苑四教的大意，以「今判聖教，那參邪說」為由，指出其不

應在判聖教時立「迷真異執教」，於「滿教」中不應復有「但得一分」之說，因此

認定慧苑四教之說「未為允當」。 

如果說在《華嚴經疏》中，澄觀於慧苑之謬，僅點到為止的話，那麼在《大

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中，澄觀則對慧苑進行了嚴厲的批駁。澄觀認為，

著述的目的在於「大發弘通，眾生利樂」，而《華嚴經》乃是「諸佛所證」的「根

本法輪」，武則天時期所翻譯的八十卷《華嚴經》「文詞富博」，凡夫俗子難以窺

其際涯。「賢首將解，大願不終，方至第十九經，奄然歸寂」，給後人留下了無

窮的遺憾。「苑公言續於前疏，亦刊削之。筆格文詞，不繼先古，致令後學，輕

夫大經，使遮那心源，道流莫挹，普賢行海，後進望涯。」25言下之意，慧苑的

《續新華嚴經疏刊定記》非為不能繼踵前修，而且還遮蔽了《華嚴經》的深意。  

慧苑的「迷真異執教」是澄觀批判最強烈的一點。澄觀認為，慧苑在判教時，

將儒、道等「外道」思想納入，有邪正混雜之失。按澄觀的理解： 

應總分邪正，然後於邪正中，方可分其大小等耳。故為立式（應），如此方

先分三教，於儒教中方辯九流七經，於道教中方論道德之別，於佛教中方

論（說）大小權實，則無混濫。不然，即如西域先分內外，外中方分六師

或十宗等。等者，等取內教之中分大小者。26 

在「迷真異執教」中，慧苑列舉了印度和中國的多種外道，旨在評破。他認

為中國的外道主要集中在孔、老、莊三家。他首先列舉了三家的主要觀點:  

                                                        
24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二，《大正藏》第 35 冊，頁 510 中。 
25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二，《大正藏》第 36 冊，頁 16 中。 
26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七，《大正藏》第 36 冊，頁 51 下－5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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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依孔丘，述易為萬物之始，生於萬物故。《易系》雲：「易有大極，是生

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又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 

二依李聃，計自然為萬物因，則萬物無非自然故。《道經》雲:「道可道，非

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始。有名萬物母」。《德經》雲:「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又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三莊周，計道為萬物因，則道無不在故。《莊子》內篇《大宗師》雲：「夫

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

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27 

慧苑羅列三家關於萬物起源說的目的，是為了批駁把佛教的如來藏隨緣說與

儒道二家的易、自然或道生育萬物的說法混同的觀點，以維護佛教理論的獨特性。

他說： 

此上三家，所計萬物生自虛無，而想像學人摸塔釋教，即謂如藏隨緣是彼

無生萬有。若此者豈唯不識如來之藏，抑亦未辨虛無之宗。28 

以《大乘起信論》為代表的如來藏隨緣說和老莊的道生萬物的學說有著本質

的區別。慧苑指出將二者等同的人不但不理解如來藏學說，就是對儒道也存在誤

解。29 

慧苑的判教思想受到澄觀的批判有其原因。慧苑對法藏判教的批判及自立

新的判教說使得法藏極力凸顯華嚴宗的努力受到重創。法藏的五教判教觀是華

嚴正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華嚴宗被列為圓教，突出了華嚴宗在諸宗派中至

高無上的地位，這有利於華嚴宗在當時的影響和發展。慧苑的四教說雖有其一

定的合理因素，但因之導致的宗內的理論分歧卻大大降低了華嚴宗的社會地

                                                        
27 唐‧慧苑：《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卷一，《大藏新纂卍續藏經》第 3 冊，河北省佛教協會印
行，頁 581 下。 
28 唐‧慧苑：《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卷一，《大藏新纂卍續藏經》第 3 冊，河北省佛教協會印
行，頁 581 下。 
29 北京大學的王頌教授認為：「在慧苑看來，這種誤讀會把《起信論》的如來藏隨緣說演變為『如
來藏緣起說」，……慧苑之後的宗密在《原人論》中採用的如來藏變現元氣，與心識或結合或不結
合而生成眾生萬物、山河大地的說法恰好就是一種『如來藏緣起說』。因此，正如鐮田茂雄先生所
指出的，慧苑的這一見解在中國佛教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它標誌著從早期的智儼、法藏的華嚴
學到澄觀、宗密的華嚴學在思想演進變化上的一個轉捩點」。見王頌：《宋代華嚴思想研究》，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年 1 月，頁 24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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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法藏與慧苑之間形成了一個斷層。30慧苑對「古德」的微詞也引起澄觀斥

責慧苑「筆格文詞不繼先古。」31 

因而可以說，澄觀面臨著華嚴宗內部由於理論不統一而限制了宗派自身發展

的問題，對澄觀而言，遙承法藏繼續弘揚華嚴宗的學說，肅清因慧苑對法藏判教

的質疑及自立判教說所引起的華嚴宗內部理論的混亂最為重要，故而對慧苑自立

的「迷真異執教」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其旨在恢復法藏判教說的權威，力圖中興

華嚴宗。 

而對慧苑而言，一方面在佛教內部，他經歷了其師法藏創立的華嚴宗盛世，

其師法藏之時，「華嚴極盛。一有法藏之大弘此教；二有《華嚴》之傳譯；三有

武則天之提倡」32。法藏已將華嚴宗推崇為當時影響最大的宗派之一。另一方面，

慧苑同時面臨著來自佛教外部的道家等思想勢力的威脅。慧苑所處時代，李氏

王朝復辟，道家重新獲得了統治階層的支持33，佛教學者不得不把佛教之外的思

想考慮在內，將其列為競爭對手。因而，慧苑一方面反思法藏的判教思想，質

疑法藏判教中「頓教」判釋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將儒道納入判教系統對其

進行批判。 

三、慧苑判「迷真異執教」的意義 

判教在中國佛教發展過程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貫穿於從魏晉南北朝時期

因佛教大小乘經論的傳播及研究而出現的學派林立，到隋唐時代佛教大乘各宗

派建立的沛然勃興的全過程。佛教學派或宗派創立和活躍時期正是判教理論的

建構時期，這種歷史實情足以表明判教是佛教分宗立派的必經之途。在此意義

上說，教相判釋正是中國佛教學派意識和宗派意識的呈現形態，為體認廣博的

佛教經論及佛教與其他文化形式的交流提供了路標和指針。慧苑立「迷真異執

教」的判教思想反映了中國佛教學者對佛教與以儒、道為代表的中國本土文化

的思考和把握。 

                                                        
30 胡民眾：〈澄觀及其佛學思想〉，載於《中國佛教學術論典》第 18 冊，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
2001 年，頁 141。 
31 唐·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二，《大正藏》第 36 冊，頁 16 中。 
32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頁 167。 
33 唐朝兼崇釋老，數百年中，二教互爭不絕。慧苑盛年時期，武周天授二年（西元 691 年），佛
教在道教之上，但過後道家重新獲得統治者的支持。唐玄宗特別重視道教，對佛教進行重整。開元
二年（西元 714 年），唐玄宗採納姚崇的奏章，讓佛教僧侶還俗。開元十年（西元 722 年），設立
「崇玄學」的學術機關，讓大家學習《道德經》、《莊子》、《文子》、《列子》等。開元二十年
（西元 732 年）敕令士庶之家必備《老子道德經》一本。開元二十五年（西元 737 年）讓道士和女
冠歸屬于掌管唐室祖先祭祀的宗正寺等。參見鐮田茂雄：《簡明中國佛教史》，鄭彭年譯，力生校，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 年 10 月，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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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苑將其中國本土儒道納入判教體系的目的並非是讚揚，而是批判。佛教作

為一種異質文化傳入中國，不可避免地要與中國固有文化儒道碰撞，「迷真異執

教」即是慧苑對儒、道的定位和評價。早在南北朝時期，劉虯首次將「人天教」

納入判教體系內，建立五時七階判教34。南北朝至隋代早期的淨影慧遠（西元 523

年－西元 592 年）曾判「聖教雖眾，要唯有二：一是世間，二是出世」35，其所

謂「世間法」，乃指五戒十善等三有善法，非儒道之教；且其對「世間法」，亦未

納入其「二藏四宗」的判釋系統中。天臺宗的智顗（西元 538 年－西元 597 年）

雖曾謂儒道大同於佛教的人天乘，但在判教時亦只就佛教的「人天乘」教法如《提

謂波利經》而言，亦未將儒道納入判教系統中，此與後來判儒為「人乘」、道為

「天乘」大不同也。三論宗的吉藏（西元 549 年－西元 623 年）也注意處理佛教

與儒道的關係，其《三論玄義》中，即有摧外道之舉36。所謂「外道」既有「天

竺異執」，又有「震旦眾師」37，已涉及儒道兩教，但並未將其納入判教之中。總

之，在慧苑之前的南北朝至隋唐初，教相判釋中多有判「人天教」者，其所判「人

天教」乃指《提謂波利經》等，仍是佛陀的教法，只不過是對人天乘如提謂、波

利等人而說，似未明確將儒道納入判教中，而是多將儒道置於「破邪」之中，雖

亦肯定其世俗法的價值，甚或認為其大同於「人天乘」，然與佛陀教法仍判然有

別，不加混濫，未若慧苑將之直接納入其判教系統中。 

慧苑立「迷真異執教」雖也斥儒、道為偏淺，強調儒、道與佛教的差異，但

已將儒、道涵攝在整體判教架構中。四教判釋統觀內外，不僅涵蓋佛教諸說，且

納入了儒、道，從而使得其不僅是傳統的佛教史觀，更是廣泛的文化史觀。在慧

苑之前，沒有人將外道思想乃至於中國本土的思想，列入於判教之列，慧苑的迷

真異執教對他的判教而言無異是一種很重要的創發。 

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是一部儒、釋、道三家互相碰撞、砥礪、交融、互補的歷

史，佛教作為一種外來宗教，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始終面臨著如何處理與以儒、道

為代表的中國本土文化的關係問題。判教思想是中國佛教學者以佛教為基本立場表

達對以儒、道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看法及預測三教關係發展趨勢的途徑之一，

因而成為反映宗派關係和儒、釋、道三教關係發展趨勢的重要尺規之一。慧苑判教

時將儒、道納入「迷真異執教」，這種判教架構似乎對宗密有所啟發，宗密也指儒、

道教義為「迷執」，不僅涵攝儒、道在其判教結構中，甚至指出儒、釋、道三者的萬

物本源觀點都可以會歸於相同的真源，以調和禪與教及佛教與儒、道關係。 

                                                        
34 七階中第一階即為人天教，見劉虯：《無量壽經序》，《出三藏記集》，《大正藏》第 55 冊，頁 68。 
35 隋·慧遠：《大乘義章》卷一，《大正藏》第 44 冊，頁 466 下。 
36 隋·吉藏：《三論玄義》卷一，《大正藏》第 45 冊，頁 1—2。 
37 「震旦眾師」指的是「三玄」，即老子、莊子和周易思想。見吉藏：《三論玄義》卷一，《大正藏》
第 45 冊，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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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慧苑這樣做的歷史意義在於，經過了南北朝隋唐時期儒、釋、道三家

爭執、比較及相互激發，在三教漸由爭執而趨於會通的大趨勢中，從佛教自身的

立場，敞開了更深層次上的三教合一的大門。儒、釋、道三教經過磨礪匯流最終

奔向宋明時代三教的高度融合之大流。宋明時代，儒家吸取、引入佛教的本體論、

人性論、認識論以及思辨方法和思辨結構，從而有效地克服了傳統儒家本體論不

甚精緻的缺憾，使儒家思想更加哲學化；佛教則幾乎各家各派都出現了高調宣導

三教融合的代表人物，如天臺山外派代表人物智圓及契嵩。38他們脫離了破斥、貶

低儒、道的藩籬，積極地討論儒、道的作用。因此，從南北朝時期至宋明時代的

判教道路上，慧苑將儒、道納入判教系統不能不說是一個里程碑，具有重要的歷

史意義。儘管這種判釋方法受到澄觀的批判，但歷史的發展證明了以佛教為立場，

對儒、道的逐步認可在中國文化發展趨勢上的重要意義。佛教經過與中國本土文

化的碰撞、衝突、借鑒、融會、互動、互生，已逐漸消解其外來的異域色彩而充

分地匯入中華傳統文化的長河，並逐漸深入中國人的文化心靈而成為中華文化整

體構成的一個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 

  

                                                        
38 「在他（智圓）的有關著作裡，我們幾乎看不到批判和論爭，只有融合三教為一家的主線貫穿
始終。」參見王頌：《宋代華嚴思想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年，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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