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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本文，旨在研究僧肇思想，以僧肇代表作《肇論》為研究中心，希冀客觀

如實的還原僧肇思想，並釐清古今有待商榷的相關詮釋議題。內容，主要

分成六個部份： （一）緒論：說明本文研究的緣由、目的，回顧前人的研

究成果，並提出相關問題。此外，並說明本文的研究方法、進路、範圍與

意義等。 （二）僧肇與《肇論》：第一章，旨扼要探討僧肇的生平傳略、

著述問題、思想背景、魏晉玄學與佛學交涉的時代思潮、《肇論》的結構

安排，以及《肇論》的基源問題等。 （三）《肇論》四論探析：第二章至

第五章，主要是依循僧肇的著述先後，分別對〈般若無知論〉、〈不真空

論〉、〈物不遷論〉，以及〈涅槃無名論〉等四論，作紮實的義理解析功

課，並隨文解決有待商榷的《肇論》詮釋議題。希冀反溯僧肇的思想理

論，並在僧肇展示基源問題的解答中，進行理解與詮釋，勾勒出僧肇整體

的義理架構與思想全貌。 （四）〈涅槃無名論〉真偽考：第六章，旨探討

〈涅槃無名論〉真偽考。先是在限有的文獻條件之下，詳實爬梳該篇真偽

考史，爾後在繼承前人的研究成果下，進一步提出一己的論據，證明〈涅

槃無名論〉是僧肇作。 （五）《肇論》及其詮釋的檢討：本文末章，旨在

檢討《肇論》本身的詮釋難處，以及檢討《肇論》詮釋本身不足之處。可

謂是進行本文研究後的小小省思。 （六）結論：旨在對本文的研究成果作

一彙整、檢討，並提出未來可進一步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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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六月，頁一○九—一一六。 劉貴傑：〈支道林思想之研究〉，《華岡

佛學學報》第四期，一九八○年十月，頁二四五—二七三。 張春波：〈論

發現《肇論集解令模鈔》的意義〉，《哲學研究》第三期（月刊），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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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二九四。 余崇生：〈僧肇「體用相即」思想述論〉，《國際佛學研

究》第一期，民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頁六十九—八十四。 董濟民：〈鎮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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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期，二○○一年，頁四○—四十五。 王月秀：〈僧肇〈不真空論〉對般

若三宗「有」、「無」概念之駁正〉，《輔大中研所學刊》第十一期，二

○○一年六月，頁七十九—九十八。 錢奕華：〈修辭哲學中轉識成智過程

之析論──以僧肇〈不真空論〉為例〉，收錄於《第三屆中國修辭學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桃園：銘傳大學），二○○一年六月一日，頁一○六

四—一○八七。 羅因：〈僧肇〈物不遷論〉後設基礎的檢視〉，《中國文

學研究》第十五期，二○○一年六月，頁七十五—一○八。 蘇樹華：

〈《物不遷論》中的體用思想探微〉，《宗教哲學》第七卷第二期，二

○○一年七月，頁一六六—一七三。 秦准：〈僧肇在兩種文化之間〉，



《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二十五卷第四期，二○○一年七

月，頁一○六—一一○。 張彬：〈論慧遠與佛教的中國化〉，《宗教哲

學》第七卷第二期，二○○一年七月，頁一四一—一四八。 陳作飛、張兆

勇：〈讀《涅槃無名論》二題〉，《准北煤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

版）》第二十二卷第三—第四期，二○○一年七月，頁三—四。 龔雋：

〈僧肇思想辯證──《肇論》與道、玄關係的再審查〉，《中華佛學學

報》第十四期，二○○一年九月，頁一三五—一五八。 王月秀：〈僧肇之

動靜觀再議〉，收錄於《現代佛學的研究──第十二屆佛學論文發表會論

文集》（嘉義：南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二○○一年九月，頁一○七—

一二六。 釋妙日：〈道安格義佛教思想述評〉，《普門學報》第五期，二

○○一年九月，頁一六三—一九三。 孫炳哲：〈《肇論》對時空真假的認

識──以《物不遷論》與《不真空論》為中心的探討〉，收錄於《詮釋與

建構──湯一介先生七十五年周年華誕暨從教五○周年紀年文集》（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二○○一年十二月一刷，頁三一九—三二五。 王

仲堯：〈僧睿、僧肇、周顒合論——中國佛教般若學之理論建設〉，《中

國文化月刊》二六七期，二○○二年六月，頁四十一—六十二。 孫金波：

〈牛頭禪與般若空觀的關涉〉，《普門學報》第十期，二○○二年七月，

頁六十一—六十九。 邱敏捷：〈從僧肇到印順──《肇論》研究史的回顧

與檢討〉，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

號：NSC90-2411-H-160-001-），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結案。 徐文明：

〈〈涅槃無名論〉真偽辨〉，《圓光佛學學報》第七期，二○○二年十二

月，頁二十九—四十八。 王仲堯：〈僧肇般若學與王弼易學〉，《普門學

報》第十四期，二○○三年三月，頁六十五—九十八。 盧桂珍：〈僧肇哲

學論述中「狂言」之研究——兼論其思想史上的意義〉，《鵝湖學誌》第

二十九期，二○○二年十二月，頁二十七—六十六。 孫長祥：〈僧肇對動

靜問題的辨治——〈物不遷論〉析義〉，收錄於《第七屆儒佛會通暨文化

哲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華梵大學哲學系），二○○三年九月，

頁二四六—二五四。 林傳：〈僧肇的“物不遷論”與文化交流的意義〉，

《哲學研究》，頁一一○—一一四。 （二）學位論文： 1、學士論文： 黃

淑滿：《論肇論對三宗之批判》，華梵大學哲學系第一屆學士論文，二

○○○年。 2、碩士論文： 古正美：《肇論淺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七○年八月。 馮健生：《僧肇、吉藏、智顗三家維摩

詰經註疏中──「不思議」義的發展》，香港大學新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一九七六年八月。 何充道：《僧肇三論哲學研究》，香港能仁書院哲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一九八三年九月。 蔡纓勳：《僧肇般若思想之研究──以

「不真空論」為主要依據》，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一

九八四年。 翁正石：《僧肇之物性論－空及運動之討論》，香港大學新亞

研究所哲學組碩士論文，一九八六年六月。 蘇順子：《中國格義佛教之研

究》，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一九八七年。 楊雪珠：《般若

學與中國玄學之交接研究──般若思想初入中土之歷程探討》，香港能仁

學院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八六年六月。 江建俊：《魏晉玄理與玄風

之研究》，一九八七年，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一九八七

年。。 黃百儀：《僧肇〈物不遷論〉思想研究》，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一九九一年五月。 楊士偉：《知識與行動──僧肇聖人概念的批



判分析》，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李春蕙：

《莊子思想詮釋的分際》，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三

年。 羅安琪：《魏晉「有、無」思想之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

碩士論文，一九九五年六月。 羅因：《僧肇思想研究──兼論玄學與般若

學之交會問題》，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五年。 陶文

本：《慧遠與僧肇般若學的比較研究》，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

文，一九九五年五月。 曾俞翔：《支遁「即色義」之考察》，東海大學哲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九年七月。 鄭梅珍：《僧肇與吉藏的般若中觀

思想比較研究》，玄奘人文社會學院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二○○一年

六月。 3、博士論文： 蔡振豐：《魏晉佛學格義問題的考察--以道安為中

心的研究》，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一九九八年七月。 羅

因：《「空」、「有」與「有」、「無」：玄學與般若學交會問題之研

究》，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二○○二年。 李明芳：《僧肇

中觀思想研究》，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二○○二年，七月。 

（三）外文期刊論文 松本文三郎：〈「肇論中吳集解」に就ぃて〉，《支

那佛教史學》第一卷第四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頁一—十一。 

板野長八：〈慧遠僧肇の神明觀を論じて道生の新說に及ぶ〉，《東洋學

報》第三十卷第四號，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昭和十八年），頁四四七—五

○五。 松山善昭：〈羅什?入寂年代??ぐ??——僧肇???般若教學展開?一樣

相——〉，《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二卷第一號（通卷第三號）（龍谷大

學????第２回學術大會紀要），一九五三年九月三十日（昭和二十八

年），頁一四九—一五○。 永[火＊田]恭田：〈魏晉佛教史?關??一考

察〉，《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二卷第二號（通卷第四號）（駒澤大

學????第 3 回學術大會紀要），一九五四年三月三十日（昭和二十九

年），頁一六七—一六八。 藤堂恭俊：〈僧肇?般若無知攷〉，《印度學

佛教學研究》第三卷第一號（通卷第五號）（大谷大學????第四回學術大

會紀要），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昭和二十九年），頁一三三—一三

四 。 塚本善隆：〈佛教史上にわける肇論の意義〉，收錄於塚本善隆

編：《肇論研究》（京都：法藏館），一九五五年（昭和三十年），頁一

一三—一六六。 橫超慧日：〈涅槃無名論とその背景〉，收錄於塚本善隆

編：《肇論研究》（京都：法藏館），一九五五年（昭和三十年），頁一

六七—一九九。 [木＋尾]山雄一：〈僧肇における中觀哲學の形態〉，收

錄於塚本善隆編：《肇論研究》（京都：法藏館），一九五五年（昭和三

十年），頁二○○—二一九。 服部正明：〈肇論における中論の引用をあ

ぐつて〉，收錄於塚本善隆編：《肇論研究》（京都：法藏館），一九五

五年（昭和三十年），頁二二○—二三七。 村上嘉實：〈肇論における

真〉，收錄於塚本善隆編：《肇論研究》（京都：法藏館），一九五五年

（昭和三十年），頁二三八—二五一。 福永光司：〈僧肇と老莊思想〉，

收錄於塚本善隆編：《肇論研究》（京都：法藏館），一九五五年（昭和

三十年），頁二五二—二七一。 牧田諦亮：〈肇論の流傳につぃて〉，收

錄於塚本善隆編：《肇論研究》（京都：法藏館），一九五五年（昭和三

十年），頁二七二—二九八。 宋?悟初道全集：《夢庵和尚節釋肇論》

（尊經閣文庫藏），收錄於塚本善隆編：《肇論研究》（京都：法藏

館），一九五五年（昭和三十年），頁一—九十八。 藤堂恭俊：〈僧肇?



曇鸞——『論註』????僧肇?役割〉，《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四卷第二號

（通卷第八號）（佛教大學????第 6 回學術大會紀要(二)），一九五六年三

月三十日（昭和三十一年），頁三七一—三七九。 橋本芳契：〈註維摩詰

經?思想構成——羅什?僧肇?道生三師說?對比〉，《印度學佛教學研究》

第六卷第二號（通卷第十二號）（高野山大學????第八回學術大會紀要

(二)），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日（昭和三十三年），頁一九八—二○二。 

鎌田茂雄：〈華嚴思想史???ぼ??僧肇?影響〉，《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十卷第二號（通卷第二十號）（東京大學????第十二回學術大會紀要

(二)），一九六二年三月三十一日，頁五十一—五十六。 三桐慈海：〈中

國初期般若教學????〉，《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十一卷第一號（通卷第

二十一號）（龍谷大學????第十三回學術大會紀要(一)），一九六三年一月

十五日（昭和三十八年），頁二三一—二三四。 望月一憲：〈維摩經義

疏?本義????〉，《印度學佛教學研究》十一卷第二號（通卷第二十二號）

（收錄於（龍谷大學????第十三回學術大會紀要(二) ）），一九六三年三

月三十一日（昭和三十八年），頁一一○—一一五。 鎌田茂雄：〈寶藏

論?三論元旨〉，《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十一卷第二號（通卷第二十二

號）（龍谷大學????第十三回學術大會紀要(二)），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一

日，頁二六○—二六三。 桐谷征一：〈肇論「答劉遺民書」?成立時

期????〉，《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十五卷第一期（通卷第二十九號）

（高野山大學????第十七回學術大會紀要(一)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

五日（昭和四十一年），頁一八○—一八一。 Walter Liebenthal, Chao Lun: 

The Treatises of Seng-chao. Hong Kong U.P., 1968. Sung-peng Hsu, A Buddhist 

Leader in Ming China: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橋本芳契：〈僧肇????大悲心?

問題——『肇論』?一考察 (上)〉，《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十六卷第二號

（通卷第三十二號）（佛教大學????第十九回學術大會紀要(二) ），一九

六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昭和四十三年），頁六十八—七十二。 橋本芳契：

〈僧肇????大悲心?問題『肇論』?一考察 (下)〉，《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十七卷第二期（通卷第三十四號）（佛教大學????第十九回學術大會紀要

(二)），一九六九年三月三十一日，頁九十七—一○○。 谷川理宣：

〈『注維摩經』(仏国品?方便品)僧肇注における中国的思考について〉，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二十四卷一號（通卷第四十七號），一九七五年十

二月，頁二四二—二四五。 林傳芳：〈「本無義」考〉，《印度學佛教學

研究》二十五卷二號（通卷第五十號），一九七七年三月（昭和五十二年

三月），頁二四二—二四五。 臼田淳三：〈注維摩詰經?研究〉，《印度

學佛教學研究》第二十六卷第一號（通卷第五十一號），一九七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昭和五十二年），頁二六二—二六五。 田中現詠：〈般若無

知論の聖心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二十七卷二號（通卷第五

十四號），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一日，頁二六一—二六三。 谷川理宣：

〈僧肇における「仏」の理解——至人と法身〉，《印度學佛教學研究》

二十九卷一號（通卷第五十七號），一九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昭和五

十五年），頁三○二—三○五。 橫超慧日：〈魏晉時代の般若思想——僧

肇の不真空論にみえる三家異說を中心として——〉，收錄於橫超慧日

《中國仏教の研究》第二（京都：法藏館），一九八○年七月十五日二刷

（昭和五十五年），頁一六二—一七六。 伊藤隆壽：〈唐?元康????〉，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二十九卷第一號（通卷第五十七號）（龍谷大

學????第三十一回學術大會紀要(一)）第二十九卷第一號，一九八○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頁三三五—三三九。 伊藤隆壽：〈宋代の華嚴學と肇論〉，

《印度學佛教學研究》三十二卷一號（高野山大學における第三十四回學

術大會紀要(一)），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昭和五十八年），頁二四九—二

五四。 谷川理宣：〈僧肇における「涅槃」の理解〉，《印度學佛教學研

究》三十四卷二號（通卷第六十八號），一九八六年三月（昭和六十一

年），頁二十二—二十九。 奧野光賢：〈吉藏における僧肇說の引用につ

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三十四卷二號（通卷第六十八號），一九

八六年三月（昭和六十一年），頁三○—三十三。 池田宗讓：〈竺道生の

空につぃ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三十五卷二號，一九八七年三月二

十五日，頁一一二—一一五。 柿市?子：〈六朝期における理につぃて

（その１）——肇論を中心として——〉，《東洋大學大學院紀要（文學

研究科）》第二十五集，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八日，頁二九三—三○六。 

伊藤隆壽：〈鳩摩羅什?仏教思想——妙法?実相——〉，《佛教學》三十

號，一九九一年三月，頁一—二十七。 林凡音：〈傷哉英傑——僧肇法

師〉，《廣東佛教》，一九九二年第二期（總二十四期），頁六十五。 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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