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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甚至不需要把佛教定位為是一種宗教。如嚴格說來，最
早期的佛教，即歷史上佛陀在世的時代，此佛教的宗教性

格淡薄，就像原始儒家、道家一樣，主要強調的是道德修

養、陶冶心性的教導。而佛教進入到大乘佛法的時代，如

印順法師所說，乃由於「佛涅槃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

念」，而發展出來的，而這樣懷念的形式的呈顯很多元，

遺跡的膜拜、造舍利塔、造佛像等都是其例，於是乎宗教

的色彩隨著時間流傳就愈來愈鮮明。近來有一些西方人即

不把佛教視為是一種宗教，倘若知道此背景，視佛教為無

神論（Atheist）的論調也就不足為奇。Stephen Batchelor, 
Buddhism Without Beliefs: A Contemporary Guide to Awakening, 
Berkley Pub Group, 1998. Stephen Batchelor, Confession of a 
Buddhist Atheist, Random House Inc, 2011.
5 0  (T30, p. 18, c16-17)在《大智度論》也說：「非有亦非

無，亦復非有無，此語亦不受，如是名中道。」(T25, p. 

105, a9-10)其中「此語亦不受」，即標示出戡破有無的此一

戡破本身，也需要被戡破。提婆菩薩的《四百論》亦說，

「有無及二俱，若誰無是宗，雖長時於彼，不能說過失」

（奘譯「有非有俱非，諸宗皆寂滅，於中欲興難，畢竟不

能申」）。
5 1  如龍樹在長行所作之解說：「如是非我有宗，如是諸法

實寂靜故，本性空故，何處有宗？如是宗相，為於何處宗

相可得？我無宗相，何得咎我？」(T32, p. 19, a2-9)
5 2  見〈觀行品〉第二頌：「虛誑妄取者，是中何所取，佛

說如是事，欲以示空義。」以及第八頌：「大聖說空法，

為離諸見故，若復見有空，諸佛所不化。」
5 3  即「空」與「不空」固然皆不可說，就是亦空亦不空

的「共」，與非空非不空的「不共」，也都不可說，以貫

徹空義，此可說是《中論．觀如來品》第十一頌所要表達

的。而此也是接續般若思想而來，如《放光般若經》：「

世尊所說諸法亦不可得，以諸法不可得，空亦不可得。」

(T08, p. 91, a2-3)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空中空亦不可

得」(T08, p. 265, b5)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一切法一

切法性空，空不著空，空亦不可得。」(T08, p. 407, c13-14) 
5 4  一行禪師表示："for a Buddhist to be attached to any doctrine, 
even a Buddhist one, is to betray the Buddha" (p.55) 此外，他也
說："we must let go not just of our notions and concepts about 
the ultimate but also of our notions and concepts about things 
in the phenomenal realm" (p. 159). Thich Nhat Hanh, Living 
Buddha, Living Christ, Parallax Press, 1995.
5 5  Ibid., p. 197.
5 6  《金剛經》顯著的教導亦是在說明此點；如說：「所

謂佛法，即非佛法」、「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

相，即見如來」等。而在空無自性的觀點，不只沒有宗教

的自性，對於在家與出家、男與女、佛教與基督教等等二

元性的區別，都是暫時性的。
5 7  例如印順法師談《中論》之特色時，其中一個特色是

「有空無礙」；有、空之所以可以是綜合貫通，而非對

立的，即在於二諦思想的掌握；對此，印順法師提出了三

點：一、依緣起法說二諦教；二、說二諦教顯勝義空；

三、解勝義空見中道義。參見《中觀論頌講記》（新竹：

正聞，2000新版）：17-28。

5 8  〈觀四諦品第二十四〉第一到第六頌云：「若一切皆

空，無生亦無滅，如是則無有，四聖諦之法。以無四諦

故，見苦與斷集，證滅及修道，如是事皆無。以是事無

故，則無有四果，無有四果故，得向者亦無。若無八賢

聖，則無有僧寶，以無四諦故，亦無有法寶。以無法僧

寶，亦無有佛寶，如是說空者，是則破三寶。空法壞因

果，亦壞於罪福，亦復悉毀壞，一切世俗法。」
5 9  該品第七頌云：「汝今實不能，知空空因緣，及知於空

義，是故自生惱。」
6 0  《中論．觀四諦品第二十四》第八到第十頌云：「諸佛

依二諦，為眾生說法，一以世俗諦，二第一義諦，若人不

能知，分別於二諦，則於深佛法，不知真實義，若不依俗

諦，不得第一義，不得第一義，則不得涅槃。」
6 1  《大智度論》 (CBETA, T25, no. 1509, p. 255, a26)此外，
《大智度論》〈問相品 第49〉亦說：「般若波羅蜜，離二

邊，說中道：雖空而不著空，故為說罪福；雖說罪福，不

生常邪見，亦於空無礙。」 (CBETA, T25, no. 1509, p. 551, 
a10-12)
6 2  但是佛教可能可承認有所謂的基督徒的佛弟子，但基督

宗教是否會承認所謂佛弟子的基督徒呢？從此觀點似可探

究兩種宗教基本信仰立場之異同。
6 3  見印順法師《佛法概論》 ( Y 8p173)及《佛在人間》( Y 
14p106)
6 4  見印順法師《中觀今論》 ( Y 9p77)及《無諍之辯》( Y 
20p110)
6 5  如此，宗教信仰未必有絕對的正誤、優劣、真假、高低

等區分，而僅有契不契機、契不契理的差別；而對不同的

根器的人，相應的教法也有所差別，而這些不同教法就「

信仰價值」而言應是平等的。即以佛教權實、方便究竟之

別，來說明不同的人適合不同的宗教信仰，進而肯定不同

宗教傳統的「信仰價值」。

個人的價值觀。而宗教的選定，可視為是個人追求人生

方向的踏板，使能助於實現生命之意義和價值。而正因

為有多元的價值，所以不免會有多元的宗教信仰存在；

如對於「求真」、「求美」之不同的價值取向，即影響

了「不分宗教」（重於「求美」）或「宗教分殊」（重

於「求真」）兩個不同的主張。而不同宗教之間如何能

在「思想上」交互激盪、激勵，並在「行動上」能相互

合作，成了宗教互動間的一大課題。

總之，不同的取角面向，例如從理智和情感等不同

面向切入，將會帶來不同的判定，如《莊子．德充符》

說：「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觀之，

萬物皆一也。」宗教之間的同異，自其同者與自其異

者觀之，會有不同的判斷；或者，從情感面來說，以及

就理智面來談，都會有不同的結果。若用理想、情感及

大愛的觀點來想，宗教的方向可說是一致的，但從根本

教理教義的理性抉擇來說，卻是相當不同的。換言之，

若以理性探究真實，情感的取徑恐有所限制；理性的作

用在於作區分，使我們能辨別差異，分析宗教間的不同

之處，而感性之愛則去異求同，而把大家融合一起。而

以此理智和情感兩種面向，看待「不分宗教」與「宗教

分殊」的兩種觀點，其間的對立應可得到消解。　　　

　

五、試論中觀學義理下的宗教會通

以上以理智和情感兩種面向，來消解「不分宗教」

與「宗教分殊」兩種看似對立的論調。意即，理性上重

視「宗教分殊」，而情感上則強調「不分宗教」。此

外，對於這兩種論點，中觀學義理思想或可幫助解讀，

如在中觀的二諦思想，在勝義諦層次，一切宗教皆是空

無自性，因此皆是相同的，而在世俗諦上，所有的存在

皆是暫時性的方便施設，而顯示出個別差異。以下即作

進一步介紹，並援引佛使比丘（Buddhadasa Bhikkhu ）

的觀點作補充。

（一） 中觀義理下的宗教立場
中觀學蕩相遣執的無畏精神，雖然願力宏大、志節

高揚，但也感覺出其排他性，而少了一份寬容。佛教固

然可以多談同、少說異，或者淡化宗教信仰色彩，49 而

說「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但

佛教不共世間之處，和其它宗教主要差異，也必須格外

留意，其中「緣起」和「空」的義理即不能輕忽，否則

不易掌握佛教信仰之特質，而「緣起性空」正是中觀學

的核心要理。換言之，佛教的形上學基礎建立在緣起無

自性空，正因如此，印順法師和達賴喇嘛都認為佛教和

其它宗教立論的根基即大不同。而如何在空義基礎下進

行宗教會通，乃是可嘗試的點；以下即以「二諦」（包

括「空」和「假名」）思想，試論中觀學的宗教立場。

１、沒有宗教（無自性空(破)）──勝義諦層次
中觀學的基本立場是「空」，連「空」的本身（即

真理的本身）也是「空」；而中觀學「空」的立場，也

就是沒有任何特定立場之意。在龍樹《中論．觀行品第

十三》第八頌即云：「大聖說空法，為離諸見故，若復

見有空，諸佛所不化」，50 可知中觀學的破，只是單純

的否定，破僅是破，只是為了「離諸見」，而無所肯

定，並不另立正見，而把它當作是一種特定的「見」

（drsti／view）。或如同龍樹在《迴諍論》所說的：「

若我宗有者，我則是有過，我宗無物故，如是不得過。

」龍樹本身沒有自己的主張或立場，一切僅是要標示諸

法實相的寂靜空性而已。51 換言之，龍樹認為其僅是應

病予藥，其用意僅在於對治、破斥他人的邪見無明；一

旦病除，藥也將不起作用。

因此，在《中論．觀行品第十三》即指出空義的展

示，乃是對治虛誑妄取者；但若未能了解「空」離諸

見之用意，反把「空」當作實，將徒增邪見而難以教

化。52 是以，《中論》雖談「空」，但同時也會就其所

說之「空」，作進一步的遮遣；而以近乎四句否定的形

式，把空、非空、空與不空共，及空與不空不共之四種

可能的立場悉數戡破，如此才能貫徹空義的顯現，最後

達到空亦復空、空亦不可得的境地。53 而此一義理用在

宗教之間，也是相通的；例如一行禪師表示，佛弟子若

執取任何的教義，即便那是佛教的教義，也還是違背佛

陀的教導；而且不只對實相的概念要放下，還包括現象

界事物的概念也要放下。54 而一行禪師之所以表示在你

成為真正喜樂的基督教徒之時，也就是一名佛教徒，也

在於佛教並沒有獨立的自性。55 

總之，在中觀的立場下，諸法皆空，在此意義下，

不只沒有宗教，而且也沒有佛教；56 而既然沒有佛教，

宗教間的對立可說毫無必要。可知，若宗教的對話和會

通建立在此「空」前提下來進行，不僅符合佛教之根本

法義，而且也可消弭不必要的對峙、衝突。

２．各種宗教（假名安立(立)）──世俗諦層次
體認佛教空性之理，同時也接受世俗之假名安立，

顯示釋尊之中道正見，此從中觀學關鍵性的二諦思想可

以得知。57 在《中論》〈觀四諦品第二十四〉，陳述有

人責難空義的過失，認為如果一切皆空、廣破諸法，

則一切法皆不成，所謂的四聖諦、四果修證、三寶因

果、罪福之法，以及一切世俗法皆悉數毀壞，58 此時佛

所說的道理，即有自相矛盾之虞：因為佛所說的四諦等

道理全不成立了，佛法似出現重大破綻。對於這樣的疑

慮，龍樹認為是問難者沒有真正了解空義，59 於是接著

闡述二諦思想，60 表明佛陀為眾生說法的本意，認為勝

義諦（paramārtha-satya）的達成與涅槃的實現，乃是
不離世俗諦的，所以儘管佛教以第一義諦與涅槃解脫為

目標，但並沒有否定世間所安立的一切現象；相反的，

必須在肯定世諦的基礎下，才能證悟到最高的實相和涅

槃。可知，質難者對空義產生執著，落入斷見，所以《

中論》進而強調世俗諦之重要，而達於不常不斷的中道

見，而回應了空將毀壞一切世間言說的質疑。

可知，在勝義諦層次說諸法皆空，但卻不否定世俗

諦假名有，即「先分別諸法，後說畢竟空」，61 因此在

勝義諦的層次當中，雖沒有所謂「佛教徒」的自性，但

在世俗諦層次，不只有佛教徒，基督徒、回教徒等各個

宗教徒皆成為可能，甚至所謂的天主教式的佛教徒、基

督教式的佛教徒、儒者式的佛教徒等，可能都可以因

不同區域、文化而施設；各種宗教徒的形成只是一個「

假名」，而有其適應性的方便。62 從此世俗諦的觀點，

似可回答「信仰倫理」的問題，即從二諦說可以知道佛

教的倫理學立場。佛教認為倫理規範的訂立，存在著因

人、因時、因地的適應性，即相對於不同文化、不同脈

絡背景，而有不同的規範，未必會有放諸四海皆準的絕

對性。如「戒律」是佛教倫理規範中最明確的顯示，然

戒律在佛教屬「世間悉檀」，63 相對於不同人、環境而

有不同的可能，因此雖說「戒為無上菩提本」，但也說

「心平何勞持戒」，其中主要仍在於戒律精神的把握。

以上從二諦，意即「世俗假名有，勝義畢竟空」64

的立場，論述中觀學對宗教的可能立場。而此二諦

思想，也顯示中觀的中道正義，即避免走向兩種極

端，而擺脫偏激、固執的意識型態，以和基本教義派

（fundamentalism）保持距離。可知，一昧地擯斥外

教、破邪顯正，其本身也即違背中道。所以正確的佛教

信仰態度，即在於中道的立場，而佛教的二諦、四悉

檀、權實等概念，以及佛教所重視的「契理」和「契

機」，亦可說是指明此理。65

（二）佛使比丘之見
以上中觀學的宗教立場於此已昭然若揭，此猶如

泰國佛使比丘（Buddhadasa Bhikkhu ）在《何來宗教》

（No Religion）書中所表示的：佛使比丘認為有「法的
語言」（Dharmma language）及「人的語言」（People 

language），前者是內在的語言（Inner language），只

有悟道的人才能表達的，而後者是一般人的語言，為大

家所共用。此「法的語言」及「人的語言」之分，恰如

二諦理論所揭示的；如佛使比丘表示，在「人的語言」

「不分宗教」與「宗教分殊」之哲學反思：

一個中觀學的進路（下）
■  林建德

專題論述

佛教VS宗教

四念處禪修法簡介 ■ 果儒

四念處禪修法出自《長部》第22經《大念處經

》，此經相當於《中阿含》98經的《念處經》(T.1. 

P.582b)；《大念處經》對如何修習四念處有詳細的說

明。在本經佛陀說：「諸比丘！為眾生之清淨，為度憂

悲苦惱，為斷啼哭，為獲得真理，為證得涅槃，唯一趣

向之道，即四念處。」可見本經是多麼的重要。

一. 身念處
《大念處經》首先介紹身念處，內容包括

①如何修習觀出入息（安那般那念）

②如何修習四威儀：必須具足正念「於行知行，住

則知住，坐則知坐，臥則知臥。」

③正知：「比丘出入時，正知之；觀前旁顧時，正

知之；屈伸時，正知之；著僧伽梨(袈裟)及諸衣缽，皆

正知之；於飲食嚼嚐，皆正知之；於大小便利，皆正知

之；於行住坐臥，眠寤語默，皆正知之。」

④可厭作意（不淨觀）：觀察身體的三十二種成分

（髮、毛、爪、齒、皮、肉、筋、骨等）「如是於身

內，觀身而住…。彼當無所依而住，亦不執著世間任何

事物。」

⑤界作意：「知我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風

界… 如是於身內，觀身而住。」 

⑥九種墓地觀：「比丘應觀察被棄於塚間之死屍…

死屍膨脹，成青黑色，生膿腐爛。見此死屍，彼知我此

身亦復如是，亦將如是，終不得免。…比丘應觀察被棄

於塚間之死屍，骨白如螺…彼如是思惟：我此身亦復如

是，亦將如是，終不得免。…諸比丘! 比丘如是於身，

觀身而住。」

《中部119經》說︰「勤修身至念(身念住)，可獲

十種功德。」而《中阿含經》也說：「修習念身有十八

種功德。」（T1.557.2-3）

二.  受念處（受隨觀）
接著解說受念處：「諸比丘! 比丘如何於受觀受而

住? 比丘感受苦受時，即知我感受苦受；感受樂受時，

即知我感受樂受；感受不苦不樂受時，即知我感受不苦

不樂受…或於受，觀生法而住，觀滅法而住；或於受，

觀生滅法而住。立念在受，有知有見，有明有達。彼當

無所依而住，亦不執著世間任何事物。諸比丘! 比丘如

是於受，觀受而住。」

三．心念處（心隨觀）
其次解說心念處（心隨觀）：「諸比丘! 比丘如何

於心觀心而住 ? 比丘心中有貪，即知心中有貪；心中

無貪，即知心中無貪。心中有瞋，即知心中有瞋；心中

無瞋，即知心中無瞋。心中有癡，即知心中有癡；心中

無癡，即知心中無癡。心昏昧，即知心昏昧；心散亂，

即知心散亂…心有定，即知心有定；心無定，即知心

無定；若心解脫，即知心解脫；心未解脫，即知心未解

脫。…或於心，觀生法而住，觀滅法而住；或於心，觀

生滅法而住。立念在心，有知有見，有明有達。彼當無

所依而住，亦不執著世間任何事物。諸比丘！比丘如是

於心，觀心而住。」

四. 法念處（法隨觀）
最後解說法念處（法隨觀）：

①五蓋：「諸比丘！比丘如何於法觀法而住?比丘

於五蓋，觀法而住。比丘如何於五蓋，觀法而住?比丘

內心有貪時，即知內心有貪；內心無貪時，即知無貪；

知未生之貪欲如何生起，知如何斷除已生起之貪欲；亦

知已斷除之貪欲，未來將不生起。…諸比丘！於五蓋，

比丘如是於法，觀法而住。」

②五蘊：「復次，諸比丘！比丘於五取蘊，觀法而

住。比丘如何於五取蘊，觀法而住？比丘知：此是色，

色如是生起，如是滅盡；此是受，受如是生起，如是

滅盡；此是想，想如是生起，如是滅盡；此是諸行，諸

行如是生起，如是滅盡；此是識，識如是生起，如是滅

盡。…諸比丘！於五取蘊，比丘如是於法，觀法而住。

③十二處：「復次，諸比丘！比丘於內六處、外六

處，觀法而住。比丘如何於內六處、外六處，觀法而

住? 諸比丘！比丘知眼知色，知緣此二者生結縛。亦知

未生之結縛如何生起，已生之結縛如何斷除；知已斷除

之結縛，未來將不生起。知耳，知聲…；知鼻，知香…

；知舌，知味…；知身，知觸…；知意，知法，知緣此

二者生結縛，知未生之結縛如何生起，已生之結縛如何

斷除；亦知已斷除之結縛，未來將不生起。…比丘如是

於法，觀法而住。」

④七覺支：「諸比丘！比丘於七覺支，觀法而住。

比丘如何於七覺支，觀法而住? 比丘內心有念覺支，即

知有念覺支；內心無念覺支，即知無念覺支；亦知未生

之念覺支如何生起，已生之念覺支如何修習圓滿。內心

有擇法覺支，亦復如是，乃至修習圓滿。內心有精進覺

支，亦復如是，乃至修習圓滿。內心有喜覺支，亦復如

是，乃至修習圓滿。內心有輕安覺支，亦復如是，乃至

修習圓滿。內心有定覺支，亦復如是，乃至修習圓滿。

內心有捨覺支，即知我有捨覺支；內心無捨覺支，即知

我無捨覺支；亦知未生之捨覺支如何生起，已生之捨覺

支如何修習圓滿。…比丘如是於七覺支，觀法而住。」

⑤四聖諦：本經對苦、集、滅、道四聖諦有詳細的

解說。

在經文的最後提到修習四念處可獲得兩種果位：或

於現法中，得究竟智（阿羅漢）；若有餘者，可證得不

還果。

本文作者果儒法師，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及法光佛
研所畢業，後負笈斯里蘭卡求學，獲kelaniya大學之
文學碩士及哲學碩士等學位，著有《佛國之旅—斯
里蘭卡見聞記》及譯有《觀禪手冊》、《內觀禪修
之旅》、《不存在的阿姜查》、《阿姜查的內觀禪
修》等十餘種書籍。

主壇法師： 上淨下行上人　引領法師：行河法師　

緣起：

祈願國泰民安，檀信解冤釋結，消災增福慧，身心安

康，一切吉祥如意，特依藥師佛十二大願，開壇禮懺。

一、法會時間：民國101年10月20日（週六）至10月27日（週六）
二、法會地點：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3樓
三、法會內容：恭誦藥師經、拜藥師懺、供燈繞佛、拜十二祈願
　　文、止觀、開示、放生、齋天、解結、放大蒙山。
四、報名時間：即日起至十月十九日（電話、通訊、傳真、劃撥或
　　親臨皆可）
五、報名地點：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7樓
六、報名電話：（02）23613015、6  （02）23814434
七、傳　　真：（02）23141049
八、劃撥帳號：19726167號   帳戶：靈山禪林寺

法會中設有多種功德項目，歡迎踴躍隨喜報名參加！

藥師消災祈福超荐大法會通啟

歡迎參加台北靈山講堂舉辦的「禪坐健身班」教學！

透過禪坐，您可以更接近自己、更認識自己；知道如何運用智
慧來抒解生活的壓力以及解決生命所遭遇的問題；而配合氣功
的教學，使您學會如何舒通筋脈，健全體魄，達到動靜皆宜，
生活充滿喜悅與自在的人生。
一、時間：2012年11月1日(四)起每週四晚上7：00～9：00 （為期二個月）

二、地點：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3樓 

三、內容：佛教禪坐與氣功健身教學。

四、報名地點：台北靈山講堂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7樓  

五、電話：2361-3015、6    

六、注意事項：報名請攜帶相片兩張。

285期 禪坐健身班開始招生了

一、緣起：

我們經常不經意間就把時間、精力耗費在無

意義的瑣事上，為了提醒大家「時刻觀照你

的心」，茲舉辦「八關齋戒」法會，提供同

修們互相切磋、彼此共勉的機會，冀望大家

能在佛道上有更深一層的體悟。

一、時間：民國101年12月23日(日)

             （上午8：00至下午5：00）

二、地點：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

             號3樓 

三、內容：正授八關齋戒、念佛、靜坐。

四、報名地點：台北靈山講堂台北市忠孝西路一

             段21號7樓  

五、電話：2361-3015、6    

八關齋戒法會

目次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
地點

活動內容 報名時間及電話

001 優婆塞戒經講座
每月第一、三個星期日上午
09:00至11:00

台北
講堂

敦請行新法師主講「優婆
塞戒經講錄」（太虛大師
著）

1. 即日起報名
2. 報名電話：  
   (02)2361-3016
3. 報名地點：
   台北靈山講
   堂 （台北市忠孝
   西路一段21號七
   樓）
   

005
藥師消災祈福超薦
大法會

2012.10.20(星期六)至
2012.10.27(星期六)即農曆
2012.09.07至2012.09.13

台北
講堂

006
禪坐健身班285期開
課

2012.11.01每星期四下午07:00
～09:00

台北
講堂

禪坐及靈山氣功

007 八關齋戒 2012.12.23上午08:00
台北
講堂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1年10月-12月）

名　稱 主　講　人 時　間

梁皇寶懺法會 行河法師主持 週二 晚上07：30～09：00

梁皇寶懺法會 行河法師主持 週四 上午09：30→上午12：00    

禪坐健身班 張文菘老師 主持 週四 晚上07：00～09：00

藥師經法會 每月第二週日 週日 上午09：00～13：00

禪林出坡 每月第四週日 週日 上午09：00～

優婆塞戒經

講座
行新法師

每月第一與第三個星期日午上

09：00至11：00

地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7樓（捷運 台北車站3號或7號出口）
電話：（02）2361-3015～6

名　稱 主　講　人 時　間

藥師寶懺共修 行河法師主持 每週 週四晚上07：30～09：30

法華經法會 行河法師主持
（每月第三週。週六、日）

早上8：30～下午6：00
周日下午　甘露施食

地址：台中市進化路575號16樓之1（國產大樓）
電話：（04）3702-0688～9

台
北
講
堂

台
中
講
堂

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專題論述／佛教VS宗教

（下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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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活動報導

101年8月功德錄

．專題論述／佛教VS宗教

﹝禪林建設﹞

10,000元 黃李銀枝

5,000元 吳致緯

2,000元 王相光、蔡欽終

1,500元 蔡玉英

300元 黃登雲、古棠炎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禪林建設-上人寮房﹞

3,000元 陳楷捷

﹝禪林建設-禪林修繕工程﹞

30,000元 董王書英

12,500元 曾世守、鍾有蓮

﹝護法﹞

25,000元 高棟梁閤家

12,000元 曲德祥

1,800元 林進籃、林吳阿素

600元
呂金欉、吳銅、吳
宗益、吳貴莉、吳
淑貞、

500元 曾淑珠

300元

高啟瑞、林腰、李
楊來發、李聰明、
黃麗鳳、李易軒、
李韋萱、龔裕欽

200元

陳燕美、黃俊凱、
黃彥智、黃祺雯、
黃葉喜、簡源彰、
黃登雲、簡淑婷、
簡榮慶、簡淑華、
柯棠中、柯馨媛、
柯惟媛、黃佳怡、
呂國章、呂藍金枝

﹝弘法教育-月刊﹞

5,998元 林崇安

1,227元 尤淑如

500元 蔡欽終

﹝弘法教育-夏令營﹞

3,000元 靈山文教基金會

2,000元
三寶弟子、陳玉美
王珍莉

1,000元
賴玉英、余咪玲、
李廣民

600元 王辰勻

﹝供養上人﹞

5,000元 吳致緯、黃貞焜

500元 葉瓊鍈、黃登雲

300元 趙釗鐶

250元 陳炳武、詹金桃

200元 陳卉娟

100元 張秉筑

﹝供養常住﹞

2,000元 吳德美

1,000元 胡哲熙、張堂欽

800元 胡文豪

500元 吳致廷

100元 蘇淑惠

﹝供養三寶﹞

2,000元 劉張麗貞、劉連火

1,500元 謝秀芬

1,000元 劉張麗貞

﹝救濟﹞

3,000元 武振東

2,000元 蔡欽終

﹝放生﹞

5,000元
高崧碩、高文璽、
朱惠卿

100元 林貞雄

﹝譯經﹞

10,000元 (亡者)楊清吉

8,000元
顏良恭、顏庸、
顏晞

6,000元
黃素蓉、吳德美、
薛安秀、吳德慧

5,000元

吳南禎、周淑真王
傳樹閤家、吳致緯
胡玉欣、高崧碩、
高文璽、朱惠卿

4,500元 廖雪鳳

3,000元
李怡德、李怡慧、
林文峰、張能聰

2,000元 呂許盡、武振東

1,500元 林本長

1,200元 周李寶玉

1,000元

黃彥智、黃祺雯、
李唯瑄、鄭敏江、
胡秀娥、釋清光、
李冉來、黃素娥、
張玟琪、沈榮欣

700元 古棠炎

500元

賴柏嘉、胡秀娥、
郝政道、楊炳太、
楊小胖、楊陳明葉
黃麗淑

400元 張婉筠

300元 趙芳儀

250元
孫台興、黃淑鎂、
孫如欣、孫沛文

220元 楊碧惠

200元

陳燕美、黃俊凱、
陳昶宇、李佳紘、
李桂蜜、王黃鳳、
香包狗、鄭立專、
林歆惠

100元

蘇琳雅、蘇毅恩、
吳映儀、賴蓓瑩、
彭品瑄、陳德生、
陳澍樂、程瑜、
邱紹隆、邱奕修、
邱裕綸、陳德慧、
林貞雄、柯茂全、
林素珍、陳聰明、
林阿抱、林世偉、
許麗霜、林品儒、
林庭瑜、蔡博任、
王馨苹、許雪、
李榮森、李偉翔、
許來傳、許卓碧雲
李冠廷、李宜馨、
簡淑婷、簡榮慶、
簡淑華、柯棠中、
柯馨媛、柯惟媛、
黃佳怡、姚樹宏、
張秉筑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楊碧華、楊進發、
吳姿陵、吳姿婉、
吳明儒、楊小黃

﹝譯經-台中講堂﹞

1,000元 陳麗華.莊大億閤家

﹝其他專款-尼泊爾法器﹞

30,000元 陳惠玲、劉連火

20,000元 蔡新鑫、呂理宗

15,000元 高崧碩

10,000元 黃偉建

6,000元 鄭本立

5,000元

朱法蓉、朱莉宇、
陳參、陳惠珍、
陳清銓、陳健民、
陳廷昱、陳廷曜

4,000元 馬紹章

3,000元 范民揚

2,200元 陳越鳳

1,000元

呂信雄、呂詹好、
黃騰輝、呂玉茹、
薛昀軒、呂忠洋、
呂忠諺、陳昭惠、
許巍繼、許博仁

500元 林芳雅

﹝隨喜﹞

500元 丁權福、楊衍春

300元
何燕娟、何燕蓓、
何志勤、賴武村

200元
鄧晉陽、鄧韻華、
莊瑞吉

﹝隨喜-講堂﹞

500元 蔡欽終

﹝隨喜-禪林鐘鼓﹞

30,000元 劉連火

1,000元 江碧玲

﹝隨喜-蔬菜乾燥機﹞

20,000元 林玫伶、林玫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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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分宗教」與「宗教分殊」間之初步省
　　思

以上分別簡介一行禪師、證嚴法師、達賴喇嘛及印

順法師的觀點，從中可看出四人對宗教各有看法。其中

一行禪師、證嚴法師較重視宗教間的共同處，如一行禪

師認為走向靈性過程中，宗教之間是相通的，而證嚴法

師認為在「大愛」之下，所有宗教都是一樣的。相對

的，印順法師認為所有宗教根本上即不同，特別對神教

信仰有所評破，而達賴喇嘛認為宗教之間根本上是不同

的，但在倫理教化和實踐上可相通。

雖然以上皆為當今教界高僧，但觀點的不同卻相當

明顯。其中印順法師以佛教義理思想之論述、開演為

主，深受龍樹中觀學影響，因此論理性格十分鮮明。而

理論的闡述主要是理智的活動，重於分析和辨異；如

此，印順法師主張真正的佛教和其它宗教大有不同，而

強調佛教「不共」（āvenika）之處。然而，相對於印

順法師所走的學問路線，證嚴法師以柔弱比丘尼之姿，

從事入世的宗教實踐工作，長時間和世上不同階層、不

同宗教、不同國籍的人互動，因此更強調情感上的認

同，主張以「大愛」來消弭差異，著眼人性情感面之共

通點和相同處，進而廣結善緣、廣納人才，形成當今華

人社會最大的佛教慈善團體。

至於一行禪師和達賴喇嘛則介於兩者之間，兼具理

論和實踐兩種面向。一方面兩人都有豐富而深厚的佛

教義理思想背景，40 長期從事佛教經論的講學和著述，

因此對於佛教思想與其它宗教的不同，可說是清楚知悉

的。然而，就另一方面來說，兩人也具有入世實踐的關

懷和使命，經常和廣大的人群保持互動，因此除了理

論面向的析探外，也多一份現實的關注，特別是兩人長

期在西方弘揚佛法，如何把佛法根植在異（教）文化之

中，也成了他們思索的要點，因此對不同宗教的觀點有

所抉擇、衡量乃至取用。41 

如此，關於「不分宗教」與「宗教分殊」的差

別，不見得有很大的對立，42其中涉及思想性格及身

份定位之取向，如宗教學者（scholar）和宗教行者

（practitioner）的差異，或者說是思想家和宗教家的不

同，因而使看事情的角度有所區別，或各有不同的強調

點。所謂「理論求異，實踐求同」，意即在此。

因此，如果依理智的方式來分析所有宗教都是一樣

之宣稱，將遇到各種困難。其一是不同的宗教教義，如

何可能一樣，或走向同一目標。例如在修行實踐上，信

仰基督宗教可否達到佛教的涅槃，實現佛教的解脫境

界，而證阿羅漢或成佛？或者，修學佛法是否可以成為

基督教的聖徒、通往天國？而這如何可能？此外，宗教

間的差異，是否僅是名相概念之別，實際內容卻是相同

的，而所謂的不認同，僅止於語言表面上的字詞使用而

已？再者，當佛教徒宣稱所有宗教都是一樣的，其它的

宗教信仰也未必認可，如倘若所有道路都通往上帝，那

不信上帝、甚至是反上帝存在的異教徒，是否也會和基

督教徒一樣通往上帝呢？……凡此可知，在理性思考的

層面上，有諸多待解釋的空間，成為宣稱所有宗教都是

一樣的一項挑戰。

換言之，所有宗教都是一樣的宣稱，在理智上會有

解釋上的限制，畢竟不同宗教的聖者們，所具的特質原

是有所差異的；而佛教所謂的「不共」，即表達出和其

它宗教（以及其它佛法教門）之別。否則，所有宗教

如果都一樣，個別宗教信仰之主體性喪失，如以佛教

為例，就未必一定要信佛、學佛，也沒有傳教或所謂弘

揚佛法的必要，而所有宗教的教義似乎都是多餘的。

或者，所謂五教合一、融合的觀點，即「一貫道」的立

場，可能是最正確的。

然而，一貫道式的會通方式，雖試著統攝各個宗

教，但卻未必得到所統攝的宗教之肯定。除此之外，所

謂天主教式的佛教徒（Catholic Buddhist）、基督教

式的佛教徒（Christian Buddhist）、儒者式的佛教徒

（Confucius Buddhist），也可能面臨「信仰倫理」的問

題。即現今的倫理關係，不只存在於人與人之間，或所

謂傳統儒家所說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

也含括了人與自然界、人與生態的關係，而有所謂的環

境倫理或生態倫理，以及人與動物之間，而有所謂動物

倫理、動物權的探討。而人在面對超越界，如人與神之

間，是否也存在一定的倫理關係，似是值得思考的；而

此可姑且稱為「信仰倫理」。此「信仰倫理」或可歸為

「宗教倫理」的一部份，但卻與「宗教倫理」有別，因

為「宗教倫理」所探究的很多時候是宗教內部的行為規

範問題，即所謂的「戒律」或「誡命」。相對的，佛教

徒可以受洗嗎？佛教徒受洗後還可以稱作是佛教徒嗎？

或換個方式問，基督徒可以皈依嗎？基督徒皈依後還可

以稱作為基督徒嗎？這些或可為「信仰倫理」探討的範

疇。43

事實上，所有宗教都是一樣之論調，可視為是情感

面的抒發和信仰實踐上的宣示。因為此處所謂的「一

樣」、「不分」或「相同」等，未必是指兩個不同的名

稱指涉同一個事物，例如晨星（morning star）和暮星

4 0  如達賴喇嘛具有西藏「格西」（佛學博士）學位，亦相

當重視科學理論及科學研究成果，不時和科學家、哲學家

進行對話；而一行禪師曾任教於美國康乃爾、哥倫比亞等

大學，對學術活動有一定的認識。
4 1  因此，當一行禪師宣說佛陀和耶穌是兄弟，並在供桌上

同時擺放兩位的聖像時，此究竟是權說、還是實說，頗值

得探討。此或可說是佛教傳入異文化地區不得不的調適與

轉化。
4 2  例如一行禪師、證嚴法師等宗教師們，雖較強調「不分

宗教」，但在談尊重、包容、諒解等觀念時，即隱含差異

性的存在，甚而是對其它宗教的不認同；意即我不認同你

的信仰，但我尊重、包容及諒解你的信仰。

4 3  例如佛教徒在「三皈依」儀式中，宣誓自願發心皈依

佛，以佛為師，生生世世不皈依外道天魔；皈依法，以法

為師，生生世世不信奉外道邪教；皈依僧，以僧為師，生

生世世不跟隨外道門徒。同樣的，「信仰倫理」在一神論

的宗教也是被重視的，即一神教也要求虔誠忠貞。對於信

徒與上帝之間的關係，基督宗教類比為「一夫一妻制」，

而要信眾認定上帝是唯一的真神，基督教徒不該信仰上帝

以外的對象。不過，佛教「信仰」雖很重要，但個人行為

更重要，佛教不認為不信佛教就會招受審判或下地獄，來

世仍是由因果業力來決定，而不是由至高的神來審判。

基督宗以夫妻、父子的關係來比喻神人關係，可見若望

保祿二世著、楊成斌譯《跨越希望的門檻》，台北：立

緒，1995，頁118及222。

（evening star）的區別，44 或者如單身漢（bachelor）

和未婚男子（unmarried man）間的關係，否則將遇到

理智解釋上的難題。相對的，如從「宗教語言」的特性

來考察，所謂「所有宗教都是一樣的」，應如同「我們

（人類）都是一家人」，未必是事實的陳述，而主要是

情感的召喚和認同，而情感的認同雖也是一種認同，但

卻和理智的認同有所差別，其中包含對宗教間和平的期

許，以及人類互信、互愛的嚮往，45 而不在於論究事實

的真相。

所以當說不分宗教，或者說所有宗教都是一樣的，

其中的意涵，乃是要大家和諧共存，齊心合作，而未必

是說兩者一樣而沒有差別。而「一貫道」認為「道」乃

「一以貫之」，世界的真理只有一個，只不過是形式

展現的不同，而以儒、釋、道、耶、回五大宗教的不

同形象來教化人心，但其宗旨皆相同無異，殊途而同歸

――此一說法除顯示中國人重圓融的思想傾向，背後也

蘊涵對和諧的盼望，而認為所有宗教都是一樣的。46 同

樣的，十九世紀發展的巴哈伊信仰（Bahai舊譯「大同

教」），其基本教義可概括為「上帝唯一」、「宗教同

源」和「人類一體」，重視宗教間的一致和相通，認為

整個宗教的歷史，乃是神差遣先知亞伯拉罕、摩西、佛

陀、基督、穆罕默德等先知，對人類進行教化的過程，

既然都是神的使者，所有的宗教皆同源；而且所教導的

人類，原本也都是一家，不應形成對立和衝突，而要走

向和諧、和平的大同世界。由此可知，和平、祥和等的

期盼，乃是「不分宗教」背後最大的心理動力。

簡言之，所謂一切宗教都是一樣的、不分宗教或宗

教同源等說法，可說是情感面的信仰告白，而未必是客

觀事實的論定，乃祈願所有宗教放下歧見，共同透過勸

人為善、愛和關懷，來顯發人生的光明面和正向意義，

指引人類安身立命。其它如海納百川或百川歸海之意

象，以及唐君毅所云：「在遙遠的地方，一切虔誠終當

相遇。」47 此些美好的論調，主要仍是美學、情感式的

抒發，而未必能以理性來細究真假，也未必需追究其事

實的真實性如何。

相對的，世界的真實樣貌究竟是什麼，並不是情感

的問題，而是事實的問題；例如地球的形狀、玉山的高

度、臺灣的地理位置等，這些較能有客觀的答案，或者

可以用科學方法來驗證檢測的。而是否有一種特定的宗

教，能幫助我們正確的認識這個世界，則是可以追問的

問題。意即，究竟宗教所說的真理，僅是宗教內部的真

理，還是宗教說出了世界的真理，成了所有理性思維者

想要探問的；一些高度的主智論者甚而反對把宗教內部

的真理，視為是宗教說出了世界的真理。48  

無論如何，所有宗教都是在面對人世間的苦難問

題，而面對苦難，一切的宗教、宗教徒皆需要謙卑；畢

竟那裡有苦痛，那裡就需要宗教，在宗教的慰藉下，苦

痛將淡而化之。如此，未必有所謂最好的宗教，而只有

最適合特定的人、特定區域的宗教。換言之，從普世價

值和人道的觀點來看，先談現實問題、談作人，再談理

想、談神聖和信仰，可成為面對不同宗教的一種態度。

而宗教信仰的不同，或可說是價值觀的不同，牽涉到每

個人不同的價值抉擇；如此選擇一種宗教，即是在選擇

4 4  意即白天看到叫晨星，傍晚看到就叫暮星，意思
（sense）雖不同，但指涉（reference）相同。
4 5  倘若如此，所有宗教都是一樣的宣稱，更精確的說，可
以是：所有宗教對世人的愛都是一樣的；或者說，所有宗

教對世人苦痛的觀照都是一樣的。因此，當一行禪師表示

基督教和佛教間並沒有很大的差異，表示「真理是沒有界

限的」時，與其說真理沒有界限，更恰當的說，應是「愛

沒有界限」，所謂「大愛無國界」，意或在此。
4 6  當然，其中也有所謂以賭注心理來抉擇宗教信仰，從多
種信仰的敬拜中徒得一個穩賺不賠的模式，也就是說不要

把賭注都放同一個菜籃子，多拜多保佑，此以賭徒心理的

信仰模式，亦是接受多重信仰的一種可能。
4 7  唐君毅《青年與學問》，三民：2008年（二版三刷），
頁140。
4 8  近百年來一些哲學家如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羅
素（Bertrand Russell）等人，即以理性論究的方式展開對基
督宗教的批判；而近年來反基督宗教著作也在英語世界成

為暢銷書，他們認為基督宗教所提供的世界觀和真理，乃

和理性和科學相違背，而有反基督宗教的聲音。Christopher 
Hitchens, God Is Not Great: How Religion Poisons Everything, 
Twelve Publisher, 2009. Richard Dawkins, The God Delusion, 
Mariner Books, 2008. Sam Harris, The End of Faith: Religion, 
Terror, and the Future of Reason, W. W. Norton, 2005. 當然以
上著述也引起基督教信仰者的強烈回應。

■ 林建德

「不分宗教」與
「宗教分殊」之哲學反思：
一個中觀學的進路（下）

專題論述

佛教VS宗教

（下接第四版）

中，會有謂的佛教、基督教、回教等宗教，但如果深入

諸法實相，在「法的語言」裡，所謂的「宗教」根本不

存在，既沒有佛教，也沒有基督教、回教等。66 佛使比

丘說：

 如果一個人能夠了解宗教的要質（法），他將對所

有宗教一視同仁。雖然他或許會說名目上有佛教、

基督教、回教的不同，但他也會說實質上卻無兩

樣。不過，如果他一層又一層地深入了解「法」直

到體悟「最高真理」（最高的法）時，他將發現根

本沒有一般人所謂的宗教這種東西──沒有佛教，

沒有基督教，沒有回教。因此，它們怎麼可能是同

一宗教或互相衝突的宗教呢？這是完全不可能的

事。因此，「何來宗教」（No Religion）這句話，實

際上是最高層次的「法的語言」。 67

佛使比丘以「水」作例子，一般人可區分出雨水、

井水、地下水、河水、渠水、污水等，以外表來判知他

們都是不一樣的，但如果進一步觀照，這些水中都有純

淨的水，例如把雨水、河水、污水等淨化後都成為乾

淨的水，可知水的種類雖多，但水的基本性質卻完全

相同，皆是由氫氧之成份組構而來；而由於水是因緣條

件所成，水也是無自性的，所以實際上沒有水或獨立

的水的本質，水會隨著各種條件而變化，其乃是空性的

存在。同樣的，所有宗教都是相同的，所有宗教也都是

因緣和合的存在、空性的存在，因此它們的基本性質一

樣，只不過呈顯的外在形相有別。

事實上，佛使比丘以「水」作喻，在漢譯佛典也有

相似之例，只不過佛典所說的是修行法門，而不是指不

同的宗教。如《無量義經》表示：「法譬如水，能洗垢

穢」，而不管是井水、池水、江河、溪渠或大海，皆能

洗一切垢穢，佛法亦復如是，各種法門都能洗眾生諸煩

惱垢。可知，江、河、井、池、溪、渠、大海雖各各別

異，但「水性是一」；而法性亦復如是。但值得注意的

是，《無量義經》緊接著也表示：水雖俱洗，而井水非

池水，池水非江河，溪渠也非海。68 如此，既說同、又

說異，可說顯示出佛法「二諦」之兩個層次的思想。

可知，佛使比丘從佛教「空」的立場來看各種宗

教，在空性底下各種宗教可說是相同的，都是空性的存

在；69 而如果視為是不同，那是世俗諦外在形相下的判

斷。依佛使比丘之見，任何人深入到真理的層次，在法

的語言的面向，沒有所謂的水，同樣的也不會有所謂的

宗教；而在這個層次中沒有固定的概念指涉，雖可稱之

為「法」或「真理」，但它就是如此，法爾如是，不屬

於任何宗教，不能以貼標籤的方式作限定。70 而之所以

會有佛教、基督教、回教之別，那是不是法的語言的層

次，而是落在人的語言的面向上談。71  

總之，所有水都一樣，乃表示所有的雨水、河水、

污水等都是無自性空，連水本身也是空的，在這樣的意

義底下可說一樣；同樣的，所有宗教皆是空無自性，因

此可說所有宗教都是相同的。可知，中觀知見下的宗教

觀，一方面在「人的語言」下認可各個宗教之差別，但

另一方面（「法的語言」）又說「宗教」根本不存在，

如沒有佛教、基督教、回教等，進而說所有的宗教都一

樣。如此雙面刃的思維模式，可說是中觀思想的特色所

在，也是空智慧的獨到處。

　

六、結語

「不同宗教信仰未能和平相處之前，世界和平是不

可能的」――此已是諸多宗教人士的共同想法。然而追

求和平雖是共同目標，但未必需要一昧地去異求同。而

如何同其所同、異其所異，能在「異中求同」中「愛其

所同」，而且也在「同中存異」裡「敬其所異」，彼此

之間保持和諧、但又存在差異（即「和而不同」），應

是宗教互動、對話過程中可參照的面向。

本文根據現今佛教大德們的觀點，指出對宗教兩種

不同的意向，一者主要從宗教間的相同處著眼，另一則

主張宗教間根本立場即不相同；而本文試著探討此兩

者，指出這之間的不一致，主要是理論和實踐、理智和

情感間不同的強調面向。此外，本文試著以中觀學的

理論模型，提供宗教對話可能的啟發，其間中觀學核心

法義如緣起性空、二諦圓融等思想，都可提供參照的依

據，而提出「空義基礎下宗教會通」的可能；如此，對

於「不分宗教」與「宗教分殊」兩個對立主張或可得到

另一向度的理解。

總之，中觀學在「破邪顯正」之外，在二諦、中道

等義理下，或可談宗教的融會、相通，因此中觀思想未

必會帶來宗教間的緊張關係，反而可支持宗教間的和平

對話和相互融合。而這樣中觀式或空義基礎下的宗教會

通，有別於一貫道式的宗教會通；而且，佛教除了從「

大愛」的立場下談不分彼此、不分宗教外，亦可以從「

空」的觀點來切入，而提供今日宗教融合、對話者一個

思索的可能。（全文完）

6 6  見佛使尊者著、鄭振煌譯《何來宗教》（No Religion）
，慧炬出版社，1992年，頁45及頁65。
6 7  同上註，頁45。

6 8  《無量義經》〈說法品〉說：「善男子！法譬如水，

能洗垢穢，若井、若池、若江、若河、溪、渠、大海，

皆悉能洗諸有垢穢。其法水者，亦復如是，能洗眾生諸煩

惱垢。善男子！水性是一，江、河、井、池、溪、渠、

大海各各別異。其法性者，亦復如是，洗除塵勞等無差

別，三法、四果、二道不一。善男子！水雖俱洗，而井非

池，池非江、河，溪、渠非海，而如來世雄於法自在，所

說諸法亦復如是。初、中、後說，皆能洗除眾生煩惱，而

初非中，而中非後，初中後說，文辭雖一，而義各異。」

(CBETA, T09, no. 276, p. 386, b3-12)
6 9  可注意的是，佛使比丘所說是「各種宗教都是空性的存

在」，但不是說「各種宗教都談空性」，兩者實有很大差

異。
7 0  也就是說，在「究竟真實」（ultimate　truth）底下，
並無所謂的「宗教」存在；人類只是依著自己的想望對「

究竟真實」作認定，如以「法」、「真理」、「上帝」

、「道」等來稱之，但我們不能把「究竟真實」說是佛

教的、基督教的、道教的、猶太教的、耆那教的、回教的

等，「究竟真實」不屬於任何宗教，其不能被符號和概念

所掌握和限定，而一旦以任何的形式去定位「究竟真實」

，即是沒有理解「究竟真實」之本身。
7 1  見佛使尊者著、鄭振煌譯《何來宗教》（No Religion）
，慧炬出版社，1992年，頁45-46。

本文作者林建德老師，係國立臺灣大學哲學博士，目
前是佛教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學術
專長為「佛教哲學」、「人間佛教思想」及「佛道比
較宗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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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淨行
淨行上人
開示錄

甲、前言

乙、本論

三、解脫之道的道德意義

（二）六度四攝
在根本佛教的發展中，佛陀面對當時印度宗教界的

苦行風尚，採取了融攝適應的態度，佛教於是而有出家

制度。出家，是放棄財產、眷屬的佔有，遠離天倫之樂

與世俗的享受，專心辦道的修行方式。個性上適合這種

生活型態的人，多半厭離心重，頗有脫俗絕塵的傾向。

佛陀接引如此根器的修行者，通常以三法印為悟入次

第，即從觀察自己身心的無常、苦、無我開始，然後再

推及自身以外的一切，厭此而欣彼，勤修戒、定、慧，

向涅槃解脫前進（註七）。

然而，像這樣的修行方式，即所謂聲聞乘，固然把

握住解脫道的中心—證慧，可是卻偏重於此，只見其消

極的止惡，卻不見其積極的行善，乃至只求個人的解

脫，卻不理會他人的苦難，獨善其身而不兼善天下，自

利而不利他（註八），在道德上不免有所缺陷。因此，

就出世法而言，聲聞乘在證得的境界上，即不能達到

究竟圓滿的果德；就世間法而言，聲聞乘將世間、出

世間，生死、涅槃，一分為二，有可厭有可樂，遁世離

群，反求自證，長此以往，只會與人間社會更形脫節，

無法應付眾生求度的需要。於是，回歸佛陀出家修道、

成道說法的本懷，以佛陀自己修行的經歷為典範，效法

佛陀在過去世中世世利益眾生，難行能行，難忍能忍，

而至成佛的修行方式—菩薩乘，便愈來愈受到廣泛的重

視。

聲聞行者證得的最高果位即阿羅漢。阿羅漢的確已

解脫生死、永離輪迴，但由於這樣的解脫，始終不曾在

自他關係上著力，所以在一切有關於圓滿自他關係應具

的德行及能力上，便顯得不足；如與究竟圓滿的佛相

較，阿羅漢尚有「習氣」，也就是阿羅漢雖已證慧解

脫，再不造與貪、瞋、癡等煩惱相應的不善業，但外人

由其身、語、意的行動看來，某些還是與煩惱脫不了干

係。其實這是無始以來隨順煩惱動念行事的習慣，猶如

犯人去掉手銬腳繚，手腳尚不得活動自如；然而，佛是

習氣已斷，在攝受眾生上，便表現出阿羅漢所不能及的

圓融無礙（參見《大智度論》卷廿七）。

菩薩，不以聲聞的解脫為標的，而願在無數的生死

輪迴中，利益眾生，漸趨成佛。菩薩乘不共聲聞乘的特

色，主要有三：信願、慈悲、般若（註九）。

聲聞以厭離心為出發點，菩薩卻以菩提心為出發

點；發菩提心，即發成佛之心，成佛，不在急證自了，

而是透過利他來成就自己，因此行菩薩道，必須堅定信

願，即如《菩薩瓔珞本業經》所言：「要令尚未度脫苦

趣的眾生，度脫苦趣，要使尚未瞭解因緣和合道理的眾

生，得以瞭解；要令尚未老實修行的眾生，安於辦道；

要令未得涅槃的眾生，達到涅槃之境。」漢傳佛教，多

依「六祖壇經」而言「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

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所謂四弘誓

願。

菩薩，在救度眾生的事業上，需秉自他一體、眾生

平等的慈悲精神，以眾生的苦難為自己的苦難，不分你

我，不計親疏，不別貴賤，一律施以援手，即使犧牲自

己，也在所不惜。

菩薩要能堅定信願，長養慈悲，最重要的，需掌握

本文作者淨行上人，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家文學
博士，創辦台北靈山講堂、靈山禪林寺及靈山現代
佛教月刊等。目前擔任世界靈山佛教會僧統及世界
靈山大學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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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的勝義。聲聞以觀無常、苦為入門，菩薩卻以遍觀一

切法空為入門（如《中論》所示），亦即一切現象緣起

而有，依因待緣，無常無自性故空，一切作無所得想，

蓋知其空故而不執著。涅槃是空，能不急求涅槃，生死

是空，能安住生死；一切自性是空，故自他平等，一切

依因待緣，故自他互依，不分彼此，如是則能生大慈悲

心；在一切自性空的原則下，深探緣起因果法則而加以

運用自在，讓世間的利他功德成為出世間的資糧，世、

出世間絕無分別，更不厭此欣彼，因為入世絕不障礙出

世的解脫。菩薩生生世世，在利他之中，信願愈趨堅

定，慈悲愈趨深厚，智慧愈趨圓滿，最後因緣具足，水

到渠成，自然究竟佛果。

菩薩乘的實踐方法—成佛之道，是在八正道的基礎

上，體現上述的三種特色而更深化八正道的道德意義，

綱舉目張，則是六度四攝。

附註
註七：《雜阿含經》卷一：「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色無常，

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如是觀者，是名

真實正觀。如是受、想、行、識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

我，非我者亦非我所。如是觀者，名真實觀。聖弟子，如

是觀者，厭於色，厭受、想、行、識，厭故不樂，不樂故

得解脫，解脫者真實智生。」 
註八：在出家眾中，有一類「阿蘭若」（即遠離、寂靜之

意）比丘，最是離群獨住，不問世事，苦行氣息最濃。如

「苦行第一」的大迦葉，就非常不願意為大眾說法（見《

雜阿含經》卷四十一）。

註九：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四百一十二廣論之「一切

智智相應作意」、「大悲為首用」、「無所得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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