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首先歡迎大

家前來參加

今天的演講，也

謝謝慧炬南區分社和台

南文化中心。今天來跟大家

報告的主題是「生命歷程的思惟與生

命智慧的開發」。個人在學術上可能

有一點學歷；在社會的工作上也還保

有一分職位。可是對於佛法的探討，

以及生命的觀察和思惟，我一直認為

自己只是一個學生，也希望能夠成為

一輩子的學生，不敢說在佛學上或者

生命的學問上，會達到什麼樣的地

步，就當做我們一直在學習。今天就

以同樣是學習者的身

分，和大家分享一些

個人的心得。

大家今天能夠

走到這個地步，是

至少一生的歷程，都

在不斷地成長，只是有些

人比較順利，有些人就不見得如此。

無論如何，生命的歷程，和人們是如

此地連接，可是人們不見得能夠說出

個所以然，更不必講有多少理解或智

慧。在一生當中發生重大事情時，例

如生病，或生離死別之類的，人們可

能手足無措，或者糊裡糊塗地過日

子，乃至糊裡糊塗地死去。

對此，我們可以共同來探討兩個

議題：第一，如何對生命的歷程進行

生命歷程的思惟與生命智慧的開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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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惟和觀察？第二，又該如何就生命

的理解和智慧加以運作？

這兩個議題，可以從消極面和積

極面來著手考量。消極面：當人們想

對生命做觀察，以及理解出一個所以

然時，是不是已有的經驗或觀念會像

絆腳石一般，把自己絆倒在裡面？積

極面：如果人們想對生命的歷程有所

觀察並深入理解，是不是有什麼樣的

線索或程序，可以方便人們一步一步

地走進去？

首先，談消極面。事實上，生命

一直在進行動態的歷程。相對於此，

人們是不是一直用一些靜態的或固定

的眼光，在看待生命？如果是這樣，

是不是可以把這些或可稱為絆腳石之

類的看法或觀念給抓出來？就此

而論，可以提出人們一

天到晚在使用的兩

個語詞：一個

是「個人」；

另一個是「自

我」。

所 謂 的 「 個

人」，是指人們在觀

看世間時，會習慣性地把所觀看

的對象當成一個「個體」。經由對象

的外貌、或對象所帶有的一些資訊，

抓取特徵後就加以區別，說成是一個

人、一隻狗、或一隻貓，據以認定那

是一個「個體」。當那個「個體」呈

現人的形態，就稱為「個人」。

至於「自我」，則是在進行一

個個體和其他個體之間的區別時，如

果以講話所在位置做為核心，指著自

己的鼻子，說這是「自我」，其他一

個一個的「個體」，就稱為你、或你

們；不在於你我之間的，就稱為他、

或他們。這麼一來，就造成「個人」

的看法、「自我」的看法；依於「自

我」的看法，就關聯出這些人稱代名

詞的使用，而有「你、我、他」的區

別。

這種「個人」的或「自我」的

看法，有必要進一步加以檢查，

看看如何形成人們在觀看

及思惟生命變化的流

程時可能的絆腳

石。假如只是

模模糊糊地看

事情，以及

習慣性地與人

交談，此種「個

人」的和以「人稱代

名詞」所帶出來的「自我」的說法，

是相當便利和有效的；但所謂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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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自我」是不是本然的事實，

可能就很少有人進一步探究了。

其次，就積極面，針對「個人、

自我」做稍微嚴

格的檢查。這又

關聯到一個問

題：是不是

只 有 做 哲

學 或 宗 教

學的專業領

域，才需要這

樣探討？還是，即使

只想好好過一輩子，也有必

要去認清生命的道理或歷程？

對於人們習以為常的觀念加以

檢查，可以表現在學術上很專門的運

作，也可以用在現實生活上。如果本

然的事實是怎麼樣，那就是怎麼樣，

而不會因學術、宗教或現實生活而

異。

回過頭來檢查，拿著「個人」或

「自我」的想法觀看及思惟生命變化

的流程，大致會有兩個過失：

第一個過失：稱為「個人」的或

「自我」的認定，主要是從外表的樣

貌或特徵入手。這是從外表所帶出來

的概念，比較難以觀進稍微深刻的層

面。

第二個過失：以固定不變的「個

人」或「自我」的方式，卻面對不

斷變化的歷程。人們通常會這樣講：

以前身體怎樣，現在身體怎樣；以

前觀念怎樣，現在觀念怎

樣。用這種方式思惟或

談論，就區分出主要和

次要的部分。主要的部

分是「個人」或「自

我」，是以自己為主體

來指稱的；相對地，過去

怎麼樣、未來怎麼樣，就

成為附帶的。這種思惟方

式，不變的是「個人」或「自我」，

而變化的只不過是關聯到時間上過去

的哪一點，或空間上延伸的哪個地方

而已，並沒有在主要的部分就看出變

化。

我們大可從另外的角度入手：

以變化的歷程做為著眼點，然後關聯

到不同時空的點點滴滴，由此顯現所

變化出來的點點滴滴的樣貌。這就和

先前的看法不同了。先前的看法從外

表入手：從外表抓出外貌或特徵，認

定為事物、個人、或自我，然後才附

帶地或延伸地帶出一些變化的說法。

這另外的角度，則以變化之流做為主

軸，然後在時間上、空間上，以及就

生命歷程的思惟與生命智慧的開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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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特徵，看出不斷的變化。也就

是從底層變化之流，來看在變化之流

隨著關聯條件的不同，會一貫衝擊出

什麼樣的情形。

這另外角度的看法一經提出，就

可提出一道議題：如果人們只想好好

過日子，或碰到一些現實問題需要解

決時，它和先前那種只從外表觀看然

後就做認定的看法，在理論上或實踐

上，會有多少差異？還是說，二者之

間其實沒什麼差別，只不過是看法的

不同而已？

針對這一道議題，可以從一個

較為極端的情況入手，以便形成鮮明

的對照。每一個人終其一生，都會經

歷出生、成長、衰老、生病、死亡的

過程。以生病為例，因為是「我」的

身體或心理失常了，到醫院，立刻被

叫做「病人」或「患者」，一般人就

只好認了。這就造成一種情況：這個

人剛開始可能只是身體某一部分不舒

服，可是被叫做「病人」，好像不弄

出生病的想法、生病的心態，就對不

起「病人」這個稱呼了。如果只

是身體某個地方不舒服，

一兩天就好了，被叫

做「病人」，大抵

沒太大的妨礙；

如果是比較嚴重的疾病，拖的時間較

久，就很可能因為被叫做「病人」，

弄得整個人真的病倒了。

「病人」這一個稱呼的意思是什

麼呢？是整個人生病了。這是從外殼

的某些樣貌入手所做的全面論斷，而

不是打開外殼，檢查且顧及眾多的關

聯部分。很可能只是身體的一小部分

暫時不舒服而已，心態上並沒問題，

那為什麼好像整個人都生病了，被叫

做「病人」？

這是從外表的一些特徵進行總括

的論斷時，經常造成的問題，也使得

一般人很難從這樣的問題脫身而出。

想一想，何苦來哉！假如生病，然後

死掉；死掉的時候，又被稱為「死

人」，這是一個很奇怪的語詞。之前

活得好好的，為什麼當軀體「一動也

不動」的時候，整個人被講成「死

人」？

如果對於一生的歷程當中的剛出

生，就拿「個人」去加以認定，小寶

寶就成為一個人。如此的「個

人」活著，之後不動

了，卻改稱為「死

人」。以如此

的 方 式 做

出的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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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論斷，大概帶

有兩個特色：第

一，只看外表

或 局 部 的 特

徵，就做總

括的論斷；

第二，論斷

所表現出來

的語詞，幾乎不

涉及變化的歷程。一般人

通常只是這樣論斷個體，而對於更為

重要的諸如打開構成的部分、以及解

明變化的歷程，很可能大都「視若無

睹」。

成為人，或成為生物體或生命

體的其他樣貌，除了「人模人樣」的

外表、感受及心態內涵，還有貫穿於

其中的變化之流。以如此的變化流程

為著眼點，是不是人們原本就是人？

在變化之流到波段末端，而軀體一動

也不動時，是不是因此就什麼也沒有

了？就此而論，可以用幾個情況做為

譬喻，顯明以變化之流為角度的看

法。

第一，比如說，拿起手指頭，敲

著桌面，產生聲音，聲音就變化地持

續一段期間。可以檢查一下：聲音是

怎麼來的？首先，可以確定的，聲音

並不是靠自己而產生的；其

次，聲音是透過和聲音在

樣子很不相同的項目，經

由這些項目兜在一起而

短暫產生的。這些項目

包括手指頭、桌面、

空 氣 的 波 動 的 傳 導

等，然後還必須運用聽

覺作用來對應，才說得上是

「聲音」。

所以，聲音的表現，並不是依

靠聲音本身來構成，而是由變化之流

的其他條件來支撐、推動、促成的短

暫所對。同樣地，聲音產生之後，經

過一段時間，就波段式地結束，是不

是那個聲音本身死掉了，或整個都沒

有了？事實上並非那個聲音本身怎麼

了，只不過是關聯條件在變化之流的

結合與解散。相關條件結合成熟，就

可以產生對應的結果；這些聚在一起

的條件慢慢地變化或一旦解散，之前

相關條件結合所產生的樣態，也跟著

轉變或解散。

再舉一個譬喻。人們走到鏡子的

前面，就會現出鏡中像。思考一下：

是否在鏡子裡面存在著任何的影像？

這可以用兩個步驟來檢查。第一，造

成影像的運作；第二，對影像的覺

生命歷程的思惟與生命智慧的開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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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大抵只是這樣，並不涉及任何東

西存在於鏡面或鏡裡。當鏡子前面的

事物被移開時，之前的鏡中像，也就

隨著解散。因此，鏡中像並不存在於

鏡面或鏡裡，也談不上任何影像本身

發生了不存在或死掉的事情。

第三個譬喻。演講廳中的演講

者及聽眾。或許有人會說，「我們存

在於這一個演講廳裡面」。這一個說

法，可以解析出兩個層次的看法。首

先，表面的層次。人們感覺這一個演

講廳是存在的，實實在在的，而大家

也都是存在的，實實在在地就在這

裡。其次，變化之流的層次。在演講

之前，演講廳還是空蕩蕩地；接著，

人們陸陸續續前來，形成眼前的這一

個樣子；演講結束之後，大家一哄而

散。這是基於關聯條件的聚合，才組

裝成如此的樣貌。但是，這算是什麼

呢？叫做時空相續當中，關聯條件搭

配出來的樣貌統統都在轉變。

從以上的三個譬喻，或可了解，

如果對於事情都是用面對面隔開的方

式在觀看、思惟，首先，設定中心

立足點為自我；其

次，相對於自

己，就來

到 所 面

對的人物及周遭的環境。用這樣的方

式觀看、思惟，就很容易認定主體，

並且區別主體和客體。站在主體的位

置在人稱的指涉，主體就被講為自

我。如此區別出來的，就成為第二人

稱和第三人稱的說詞。

假如自我本身明明存在且固定存

在，生命體為什麼會死掉？所謂自我

本身，涉及怎麼看成自我，以及涉及

人稱用詞的區分，而不見得就是本然

的事實。先把自我概念擱置一邊，如

果從縱貫變化的歷程入手，主軸上，

表現為變化之流，由關聯的條件或項

目逐一促成。由於關聯的條件或項目

一直在改變，表現的情形，當然跟著

改變。處於變化之流，關聯的條件當

中，主要的成分、強而有力的成分，

稱為「原因」，或簡稱為「因」。次

要的成分，力量稍微薄弱的，或其位

子稍微遙遠的，則稱為「緣」。在源

源不斷的變化之流，顯現世間五花八

門的事情；隨著主要或次要的關聯條

件之結合、解散，一個波段又一個波

段不斷地轉變下去。 （待續）

（作者為美國加州伯克萊大學佛學博士，

現任台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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