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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哲學和哲學之於生命這雙向的關係，而且在生命哲學和生物學、人

導 論

生哲學、生命研究、生死學、或死亡學等相關學科之間，做出適度的
釐清，使生命哲學意何所指，從對照的視角，可更加鮮明予以理解。
【貳】〈生命意義之佛教哲學的反思〉，以生命之意義為焦點課

這一本以《佛教視角的生命哲學與世界觀》為標題的學術專著，

題，從事佛教哲學的檢視與反思，而入手的論題，則為「生命之意義

關切的重心在於進入生命世界的有情，尤其聚焦在有情的心身構成、

是什麼」。此一論題，主要在詢問「生命之意義意涵著什麼」，換言

心路歷程、生命歷程、住地反思、心身安頓、生命出路、生命實踐、

之，在於詢問「『生命之意義』可以被解開而理解成什麼樣的情

修行道路、與生命開展。這些課題，可濃縮為生命與世界。由於大致

形」。根據〈第一義空經〉，以六項知覺裝備為置入式覺察的入手

採取哲學的研究進路，「生命哲學」與「世界觀」，即成為本書的二

處，解開、覺察、認知、而通達地理解六項知覺裝備的因緣生滅的條

大密切相關的探究領域。至於依據的文獻，主要來自佛教解脫道與菩

理，確認生命世界並非限定為任何本身之存在，亦非限定在任何所誤

提道眾多的經典，包括《阿含經》、《般若經》、《首楞嚴三昧

認的邊界之間。如此揭露出來的生命之意義，不僅達到極致的、究竟

經》、《說無垢稱經》、《不增不減經》、《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

的程度，而且可稱之為空性。扼要言之，生命之意義，可以被解開而

經》、《入楞伽經》、與《密嚴經》。這些經典都提供非常獨特與豐

理解成「第一義空」，其意涵為「就極致的意義所顯發的空性」。

富的「佛教視角」，猶如利器，可在如何地觀看、考察、思惟、反

【參】〈觀看做為導向生命出路的修行界面〉，從檢視「觀看」

思、與論議，以解開與打通的方式，用以探究有情的心身構成乃至生

入手，至於加以檢視的情形，包括觀看普通的身相和觀看諸佛如來之

命開展。

身相，試圖藉由《大般若經．第九會．能斷金剛分》與《大般若經．

整本書分成四大部分，總 共由十六章所構成。第一 個部分，以
「生命哲學」與「生命出路」為標示，包括第一到第三章。

第四會》的詮解，鋪陳佛教在觀看相貌的哲學思惟，彰顯觀看之智
慧，進而助成生命出路的打通。總之，觀看諸佛如來之身相，不必滯

【壹】〈生命與生命哲學〉，將生命做為一個學術概念，以及生

留在觀看的表面。如果藉由開發穿透式的觀看智慧，所謂諸佛如來之

命哲學做為一套學問或一門學科，提出界說和釐清，勾勒外貌，並且

身相，即為「法身」在因緣變化之流透過眾多構成要項組裝的顯現，

針對相關的若干概念或論題，做成初步的思辨。首先，將生命界說為

其實並非有其身相本身的存在，因而了悟其之為空性或無自性的「法

「使生命之顯現得以成為如此的生命歷程之一貫的根本、機制、或道

性」。觀看上，一旦切進因緣變化之流，並且徹底打通因緣變化之

理」。這樣的生命界說，可避免通常的生命界說以有機體為著眼的褊

流，則諸佛如來之身相，不論一般世人怎麼論斷或設定時空之邊界而

狹、固著、和封閉之缺失，可更加清楚看出生命和人生、生物、生命

弄出生時或滅時、來處或去處之類的相對概念，基本上，就是「法

體、生命現象、生存、生活、或死亡等相關概念的差異，而不至於混

身」一貫、「法性」一貫，從而了悟諸佛如來之所以為「如來」。因

為一談，以及更適合據以展開生命哲學、宗教哲學、或佛教哲學的探

此，修行的道路，不自我拘限在任何生滅或來去的論斷或設定，跟著

究。其次，將生命哲學界說為「以生命為關切的重心，展開哲學的探

就無限貫通。

問與思辨，從而形成的整套學問的鑽研」。接下來，除了解說生命之

第二個部分，以「修行道路」與「禪修實踐」為標示，包括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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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大致可整理成如下的特質：實踐性、基礎性、延續性、涵攝一味

【肆】〈抉擇佛教所施設 的多樣的修行道路之基本 原則〉，以

性、貫徹通達性、功能性、高超性。經由本章的鑽研，不僅使禪定學

《大般若經．第四會、第十六會》為主要的引證來源，探討的主題，

與生命哲學可結合在學術研究，而且由於《首楞嚴三昧經》深奧的內

在於佛教所施設的多樣的修行道路：根據什麼樣的理解線索、指導原

涵，開啟禪定學與生命哲學嶄新的視野。

則、和學說要點，才得以較為貼切地認識多樣的修行道路，做出較為
合適的抉擇，以及營造較為適當的相互安處方式？結論顯示以智慧、

第三個部分，以「不二中道」與「心身不二」為標示，包括第七
到第十一章。

道路、多樣、選擇、心態、轉換、和通達為關鍵詞的一個基調：透過

【柒】〈「不二中道」學說相關導航概念的詮釋進路〉，最主要

般若波羅蜜多的修學，佛教的修行道路是多樣的；選擇是多樣的；每

的任務，在於解明「為什麼將生命世界看成不二中道」，「如何看成

一條修行道路都是徹底打通的；行走在修行的道路是可以轉換跑道

不二中道」，以及「看成怎樣的不二中道」。本章按照非我、無常、

的；以及在選擇適合的修行道路時，當事者或修行者的心態特質是重

生死、緣起、緣滅、空性、中道的順序，這些都是佛教哲學極具特色

大的衡量項目。此外，〈菩薩所學的專業內涵及其相應研究〉、〈以

的基礎概念，串連成共通的主軸，基調在於拆解日常語言的慣用所衍

「大乘」做為說明「宗教」的一扇門戶〉，這二則幾乎一氣呵成的短

生的遮蔽、限定、或封閉，包括對象化、事物化、個體化、外殼化、

文，應有增強本章論述的作用，因此列為附錄。

區別化、概念化等問題，從而由縱貫順流的取向一躍而入，搭配因緣

【伍】〈佛教禪修做為心身安頓〉，以基礎觀念與關鍵概念為線

生滅變化的視角，將生命世界的實相，一層又一層揭露開來。在這一

索，從心身安頓的角度探討佛教禪修。關鍵的要領在於，藉由念住、

連串由基礎概念接續運作的進程，一棒接著一棒，登向巔峰的，正好

止、觀、靜慮、等至、等持等禪修課業，專精於心身觀照與心態鍛

是不二中道，亦即，拆解相對概念的區別化，從區別化的對峙與桎梏

鍊，從而開發心態活動的內涵之品質與運作之能力，包括清明、覺

掙脫而出，傾全力打通緣生緣滅的接連環節，進而趨向覺悟和涅槃。

察、安住、平靜、專注、洞察、深沈、寂靜、清淨、平等、抵達、專

《阿含經》不勝枚舉的經證在在顯示，不二中道藉由非實體觀念，從

一、持住。就這樣，一方面，不必由於追逐生命世界褊狹的對象物而

個體的閉鎖獲得釋放，並且藉由非二分式的思惟形態，從周遭邊界的

追逐在生死輪迴的流程；另一方面，憑藉所練就的心態工夫，將調正

封閉得到釋放，以如釋重負的姿態，心無旁騖地導向時間縱貫的因緣

的心路歷程，切換為高超導向的修行道路。藉由生命歷程浮現的任何

生滅的變化之流，生命世界的實相就這樣一一豁顯而出。本章完成的

的心身組合，持續禪修，而且持續行走在修行的道路，則生命歷程所

最主要的任務，在於從一連串基礎概念的理路推演，找出詮釋不二中

浮現的心身，即持續安頓在生命實現的修煉與度化。

道的一條線索，而這樣的一條線索，正好在於導向時間縱貫的因緣生

【陸】〈《首楞嚴三昧經》的禪修設計〉，包括對首楞嚴三昧的
界說、禪修設計理念、設計者、和執行者，並且及於心身安頓處所的

滅的變化之流，搭配非實體觀念，甩脫二分式的思惟形態，進而解開
生命世界的全面實相。

抉擇。一言以蔽之，首楞嚴三昧關聯的禪修設計，主要在設計以成就

【捌】〈論「有無」並非適任的形上學概念〉，從「有無」做為

十地菩薩為導向所應當具備的三昧。以無比勇猛的姿態拉出禪修之

論斷式的概念入手，探討有和無這一組論斷式的概念直接用成形上學

道，往禪修的大方向貫徹行進，《首楞嚴三昧經》禪修設計的基礎理

概念的適格與否的情形。經由研究主題的釐清，詮釋上的參考框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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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以及《阿含經》、《般若經》、《密嚴經》、和《入楞伽經》

經典一樣，《入楞伽經》不僅將一般有情的生命體的構成要項的組

的引證，本章在論述主軸的結論，一再地指出，「有無」並非適任的

合，看成心身動態變化的流程，而且看成由煩惱、妄想、與業報帶動

形上學概念。至於論據，則可簡化成如下的二個要點。其一，「有

的生死輪迴當中波段式的產品。從這樣的角度看進去，根本沒必要被

無」概念，其涵義過於靜態或相對固定，幾乎完全不足以應付現實世

動地接受或僵固地維持當前的心身狀況，反而還可想出辦法予以脫離

界所論斷事情高度的動態與繁複的變化。其二，「有無」概念，並非

或轉化。然而，談到主動地脫離或轉化，關鍵在於優先排除一直在被

認知上最基本層次的項目，而是運作分別式認知、捕捉相貌所衍生出

動承受甚至還緊抓不放的事情；而首先亟需大刀闊斧去調整的沈痾，

來的語詞上的相對設置。因此，一拿出「有無」概念，如果想要直接

則為受制於在現狀的表面做成的認定或見解。著實言之，恰好由於就

論斷實在性，應該還有更為優先的工作，亦即，敏銳覺知並且擺脫由

心身的現狀之表面，做成固定的、本身存在的、或本身實質的認定或

分別式認知、捕捉相貌、和語詞設置所形成的機制對「有無」概念的

見解，結果反而受限於且受制於由此所做成的認定或見解；再者，恰

箝制。接下來，即不必苦苦地拿著受到箝制的「有無」概念再度去箝

好由於就心身的現狀之表面，做成截然的區分，結果要不是片面地投

制實在性；而形上學立足在有能力擺脫一大堆的平庸見識之前提，也

靠在所區分出來的其中的一方或一邊，就是整個受困在由此所做成的

才有可能做出貨真價實的形上學。

割裂或對立之框架。有鑑於此，在心身課題的探討，排除「隨言取

【玖】〈心身課題在佛學界的哲學觸角與學術回顧〉，把焦點放

義」，不聽任「心身分別想」混淆諸法實相，排除「身見」，排除

在佛學界的心身研究，一方面，打開心身課題往哲學涉獵的觸角，另

「心見」，這些從消極面做出的捨離或排除之措施，即逐一上場，不

一方面，針對佛學界的心身研究，發而為初步的學術回顧。首先，扼

僅拋開被平庸有情很容易誤認為宿命的心身枷鎖，而且替心身課題在

要鋪陳佛教經典基礎層次的心身觀。其次，藉由與心態哲學或身體哲

積極面的學理探究與能力開展，以清掃障礙的方式，奠定了相當切要

學形成廣義的關聯，與所謂的心身問題形成狹義的關聯，以及從心身

的預做鋪路的工作。

之學的應用面，不僅打開佛教哲學在心身課題的涉獵觸角，而且提示

【拾壹】〈以菩提道的進 展駕馭「感官欲望」所營 造的倫理思

一些可行的入手處。第三，指出心身課題在著手研究的一些必備認

考〉，根據《大般若經．第十二會．淨戒波羅蜜多分》，以菩提道的

識，進而強調應該致力於尋求研究上的一些出路對策。第四，按照中

修行得以進展為脈絡，以駕馭感官欲望為著眼，就實存經驗的感官欲

文、英文、和日文出版品的順序，分別展開學術回顧，然後再給予綜

望，展開倫理學的考察，而歸結為如下的六個論點。其一，菩薩很努

合的評論。結論指出，佛教經典其實蘊藏心身探究在出路上極其豐富

力修行，導向最極高超的覺悟，而在不背離修行目標的情形下，如果

的寶藏，但是佛學界在心身課題涉獵的觸角仍然有待打開，而且哲學

維持居家的身分，以及受用感官欲望的諸多歡樂，都是可被容許的，

的專業運作也有待加強。藉由這一份前置作業的鋪路，將有助於往後

並不算菩薩犯戒。其二，有必要認清感官欲望可能引發的過失，包括

以心身課題為專題研究更為順暢的進行。

煩惱與執著；不應該放任這些過失的蔓延與氾濫，而誤蹈犯戒之差

【拾】〈《入楞伽經》的心身不二的實相學說〉，以心身課題的

錯，乃至於毀損專業的努力，而應該做出克制或對治的工夫，並且以

檢視與探究為主軸，針對通常所認為的心態與身體乃分別為二個存在

克制力或對治力，奠定專業的素養。其三，雖然屢次出現和感官欲望

體的見解，分析且批判那樣的見解之所以構成的模式。和佛教多數的

搭上線的不正當的心思，更應該將菩提道專業修行的優勢能力發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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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藉以脫離感官欲望可能變質而成的困境，並且顯發倫理導正的作

間住地和生死輪迴，一貫地培養出越來越灑脫、超脫、通達、和自在

用。其四，感官欲望所衍生的生死煩惱，由於推動生命相續或生死輪

的能力。伴隨著住地反思的展開，如何看待形形色色的世界觀，此一

迴，提供了菩提道修行的大好機會；如果著眼於菩薩行因而可長可

論題也一併予以考察。《不增不減經》基於一法界的世界觀，首先，

久，感官欲望甚至還有不小的恩德。其五，以菩薩行專業來衡量，花

從因緣而共生的角度，看待多樣的世界觀；其次，面對堅執成見者，

掉再多的生命時光在修行，如果不是持續導航在菩提道，其修行的工

則出之以包容的見解與胸懷，導向共同的成長。

夫，尚未走到菩提道的菩薩行的地步，因此不足以得到專業倫理的肯

【拾參】〈以心身安頓為 著眼對「住地」的哲學檢 視〉，根據

定；連帶地，所花掉的生命時光，以及持續推動著長遠的生命時光的

《阿含經》和《大般若經．第四會》，以住地課題為焦點，以心身安

要角，例如生死煩惱，由於還談不上幫了菩薩行什麼忙，同樣得不到

頓為著眼，展開以概念、視角、與觀點為構成要項的哲學檢視，從而

專業倫理的肯定。其六，如果能將感官欲望或生死輪迴往菩提道導

奠定佛教住地學說建構上的基礎工作。如此的研究主題，以心身安頓

航，並且由助成菩提道的要項積極地發揮菩薩行的作用，則整套的作

為著眼，也就是將所要觀看的角度，設定為生命歷程 當中的心身變

業程序，都深獲菩薩行專業倫理的肯定，連帶地，如此借用的感官欲

化，或心身一再地經歷結合又解散的波動或震盪，追問要如何安頓，

望或生死輪迴，都可公開予以讚揚，因為有助於菩薩行的進展。

或要安頓在什麼境域，所謂的心態和身體，才算是確實安頓了。本章

第四個部分，以「世界觀」與「住地學說」為標示，包括第十二
到第十六章。

在研究主題的探討，可以扼要整理成如下的五個論點。其一，放眼生
命起伏不定的流程，任何的住地，包括此生住地，都是無自性的。其

【拾貳】〈一法界的世界觀、住地考察、包容說〉，根據《不增

二，任何的住地，就其單純為住地而論，由於是無自性的，都不足以

不減經》，以世界觀為視野和論述系統，從生死輪迴的角度，思考住

單獨做為心身安頓合格的選項。其三，若以為心態和身體可永久或固

地遷移、以及有情與世間住地的關係，目標在於適切地理解住地之遷

定安頓在任何的住地，則不僅見解不正確，埋下情意攪動的禍根，而

移，以及針對住地之遷移，提出切要的論斷。《不增不減經》帶出的

且造成心身誤置的局面。其四，大乘菩薩以安住於般若波羅蜜多之修

世界觀，煩惱、錯謬的見解、一法界、如來藏、甚至生命實踐，都可

學，達成心身安頓。其五，大乘菩薩以引導有情安住於三乘之修學，

設想為廣義的住地。像這樣的世界觀，拓展住地觀念的多重視野，扭

助成有情的心身安頓。

轉褊狹的住地觀念，進而導向以生命實踐為進入生命世界在住地觀念

【拾肆】〈佛教住地學說 在心身安頓的學理基礎〉 ，以《阿含

的要旨。一旦以廣大的視野和動態的眼光，將有情之生死輪迴設立為

經》、《入諸佛境界智光明莊嚴經》、《入楞伽經》、《大般若經．

「主軸」，而世間住地充其量只是此一主軸的「衍生事項」與「短暫

第四會》為主要的文獻依據，將焦點設置在心身安頓的學理基礎，藉

依託」。就此而論，有助於徹底排除任何以世間住地為「主位」去等

以提供佛教住地學說乃至生命哲學在基礎思考的建構。所依據的經典

同、認定、歧視、或宰制有情的想法或做法。總之，《不增不減經》

都以「無住」與「常住」這雙重面向所合璧的「法住」，做為學理基

將有情之生死輪迴的機制一一解開，而解釋為有情界、一法界、如來

礎的代表概念，不僅說明實存世界的事項何以是「無住」的，以及應

藏等概念，既根本於法身，且導向於生命實踐。經由生命實踐，更加

該以「無所住」、「無所執」、「無所得」為因應的原則，而且說明

認清生死輪迴的困苦，更加不會染著在任何的世間住地，並且面對世

實存世界的事項之因緣生、因緣滅所透顯的法性何以是「常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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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應該就如此常住之法性，在心身安頓上，或者如實地了悟，而修

【拾陸】〈心態、身體、住地之可能的極致開展〉，根據《妙法

成「法住智」，或者成就因緣滅，而實證解脫之涅槃，或者透過修行

蓮花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以哲學的方式，探討心態、身體、住

的轉變接通如來真如，而得以不論怎麼轉變都一貫地安住法性之不來

地這三大概念在佛教菩提道的實修與運用上的可能的極致開展。在心

不去。研究方法方面，學理基礎層次的探討，不必然落入知識學當中

態之課題，由觀自在菩薩所體現的開展式的心態觀與心態實踐，在形

的基礎主義之窠臼。研究觀點方面，將諸法因緣生、因緣滅所透顯的

式上，一方面，排除知覺上或認知上的各式各樣的壁壘，另一方面，

法性說明為「無住」的與「常住」的，不必然犯下「斷見」與「常

依於平等的、暢通的知覺形式或認知形式，就時空綿延的生命世界，

見」之錯謬。至於研究架構方面，由「法住」此一學理基礎的代表概

發而為普門之觀照；至於在內容上，則透過專精的心態修煉，出之於

念所撐開的「無住」與「常住」之雙重面向或雙重面貌，也不必然抵

普遍的關懷與廣大的慈悲，不僅覺察眾生為怖畏或煩惱所困苦之因

觸實相上的不二中道。這些都是本章力求超脫的問題，或突破的瓶

緣，而且安排與交付可協助眾生脫離心態困擾的工具、線索、或辦

頸。

法。在身體之課題，一者，不做身體方面任何「反開展」的事情；二
【拾伍】〈「確實安住」如何可能置基於「無住」？〉，力求深

者，修煉出「幻化身體」的高超能力；三者，幻化身體是為了普遍地

入學理基礎的層次，探討《說無垢稱經》的「安住」學說。《說無垢

救度各式各樣的眾生或修行者。在住地之課題，從消極面排除「反開

稱經》在論理上，基於覺察而洞察進去有情之諸法之得以運轉，一貫

展的住地觀」，從積極面接連地看清住地基本的情形為緣起乃至幻

地皆非處於「停住」或「居止」的情形，從而將如此的情形標示為

化，由此形成的開展式的住地觀，在住地之功用方面，並不拿認同、

「無住」。有情之諸法，不僅其內在的論理，適合標示為無住，而且

歸屬之類的伎倆，或生老病死之類的事件，將特定住地用成閉鎖式的

隨著內在論理的逐一打通，還可展開以無住為骨幹之至少如下的九個

或局限式的憑藉或依附，而是將所有可用的住地都用在救度眾生的貫

面向的論述與實踐：

無住做為一切法之得以成

徹上。因此，救度眾生得以開展；住地做為住地觀與住地功用，亦得

做為禮敬對象或學習典範的諸佛如來本身也是無

以開展。總之，一旦深入檢視菩薩行的構成觀念，要解開菩薩行何以

立的根本或基礎；
住的、無依的；

諸法都是無住的；

做為菩提道修行目標的無上菩提也是無住的；

行既不應該追求居住，也不應該追求住所；
為苦，而且還可引發歡樂；

修

無所居住不僅絲毫不以

體認心態方面的項目不居住在時間向度

或空間向度的任何段落或所在，從而達成心念之平息；

可能與如何可能極致的開展，則菩薩行之隨順「緣起之機制的條理」
與「幻化之救度的條理」，即為關鍵的二大條理。
以上總共由十六章所構成的學術專著，若論其特色，大致以如下

知覺時以不

的六點，尤其值得表彰。其一，不僅重視生命、有情、心態、身體、

住於能知所知的二分為原則，禪修時亦以不住於沈思或不沈思之二分

住地、和世間，而且考察這些活生生的事情的處境、構成、問題、出

為原則；

菩薩行不住於有為之輪迴與無為之涅槃的二分。總之，探

路、修煉、轉化、與實相。其二，不僅以《阿含經》乃至《密嚴經》

討安住應該先正視生命世界之無住。經由適當地理解無住，而且以無

為依據，而且將這些經典解讀與消化之後，盡可能適切地、生動地運

住為行事策略之指導原則，如下的三種方式，皆可達成確實安住：其

用在學術課題與學術論題的處理。其三，不僅設定生命哲學、佛教哲

一，智慧上安住於法住；其二，行事上安住於修行道路的持續不斷的

學、或世界觀的論題，由界說與釐清入手，進行哲學的考察，而且強

推進；其三，施作上安住於度化法界一切有情。

化在觀看視角、義理思辨、後設認知、與哲學批判的運作程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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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僅每一章可自成一格而為單篇論文，而且總共十六章，串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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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態、身體、住地之可能的極致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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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度各式各樣的眾生或修行者。
在住地之課題，從消極面排除「反開展的住地觀」，從積極面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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