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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經典詮釋的現代意義與生命教育意涵
尤惠貞
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系副教授

中文摘要
本文主要從關懷生命的角度切入，省思如何藉由較能為現代人所接受的
方式詮釋佛教經典，如探究《阿含經》的「如實正觀」、「所作已作、不受
後有」對離苦得樂、超脫生死輪迴有何助益？如何了悟《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的「照見五蘊皆空」，而確實「度一切苦厄」？如何透過《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所說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令身心安住而無執、無著？如何讀解行證《維
摩詰經》，才能如實地除病不除法？善財童子五十三參，引導一切眾生證成
《大方廣佛華嚴經》所展現之清淨佛法界的具體修證方法又為何？如何依循
《妙法蓮華經》而悟入佛的知見？而《六祖壇經》中六祖惠能最膾炙人心的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又對現代身心飽
受煎熬的眾生有何啟發與引導？具體而言，本文藉由開展佛教經典詮釋的現
代意義，乃至具體論析佛教經典中所可能蘊含的生命教育意涵，以期佛教經
典更易於為社會大眾所接受，並藉由佛教經典之詮解與實踐，進而對實存之
生命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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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Essence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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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care with thoughts on how to
interpret Buddhist scriptures that can be accepted by people today. For instance, it
investigates how “suchness and right observation” and “having accomplished what
was to be done, does not undergo subsequent rebirth” mentioned in the Āgama can
help people to lead sentient beings towards joy as well as transcend rebirth, life, and
death. In addition, it raises questions such as how to actually overcome all sufferings
through perceiving that the five aggregates are empty in their own-nature mentioned
in Prajñāpāramitā Heart Sūtra? How to study, understand, practice, and verify what
is taught in the Vimalakīrti Nirdeśa Sūtra in order to truly eradicate illness but not the
Dharma? How is it that the Fifty-Three Visits of Sudhana can be a concrete method
of practice, attaining the purity of the Dharma realm shown in the Avataṃsaka
Sūtra about guiding all beings to attainment? How to attain the Buddha’s insight
through the Lotus Sūtra? How can “Bodhi was a never tree, nor the bright mirror a
stand; since nothing ever was, where can the dusts alight?” from 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be of inspiration and provide guidance to the suffering of
beings today?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of Buddhist
scriptures’ interpretation and offers a concrete analysis of the possible implications
of life education in Buddhist scriptures. One hopes that Buddhist scriptures will be
more easily accept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With the interpretations and practices of
Buddhist scriptures, it can be beneficial to people of the modern age.
Keyword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meaning of lif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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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教經典詮釋的現代意義
前些時日，台灣社會關於中學國文課綱之文言文和白話文之爭甚囂塵
上，有認為是文學之爭者，亦有人表示是政治立場或意識型態之爭，其中亦
有不少人認為文言文很難讀懂，是否有必要花時間去研讀；這些爭議，不免
令筆者聯想到多年來，在大學的學術殿堂教授佛教的專業課程，亦不時要面
對學生的質疑：現在都什麼時代了，為何還要研讀如此艱深晦澀的佛教經典？
亦時有學生抱怨：佛教經典都是文言文，離現代的生活好遙遠，好難懂！誠
然，傳自印度的佛教經典，雖藉由漢譯之宣揚，然對許多人之持誦與解讀，
仍不免有所謂的文字障礙；再加上對於佛教信仰的不理解，乃至排斥，佛教
經典的弘傳並不是很普及。筆者曾就社會大眾對於佛教經典之態度，作過如
下之論述：「佛教經典之讀誦，仍較局限於寺院道場與佛教信徒早晚課誦或
少數對佛教義理感興趣者；至於佛教經典之義理及其對於生命之可能啟發或
助益，並未受到實質重視與普遍接受。」1
長期以來筆者持續關懷佛教經典與身心療癒之間的可能關涉，以及相關
文獻之解讀與詮釋，探究佛教所可能蘊含之生命教育意涵，並致力於如何將
佛教經典教義具體落實之可能與方法的研究。多年來除了自身進行研究與發
表研究成果外，亦從佛教經典與義理的面向，開設了一系列與生命教育相關
進而相結合的課程，2 所關懷之核心，大致可聚焦於：什麼是佛教經典？為什

1. 尤惠貞：〈佛教經典與生命教育之實踐—讀解行證《維摩詰經》之「菩薩淨土」〉，
第三屆讀經教育國際論壇，2013 年。
2. 如開設：天台性具思想與生命教育、華嚴性起思想與生命教育、般若哲學與生命
教育、唯識哲學與生命教育、佛教心理學與生命教育、佛教經典與生命教育、《大
乘止觀法門》生命教育專題研究、《摩訶止觀》生命教育專題研究、天台哲學生
命教育專題研究、華嚴哲學生命教育專題研究、《維摩詰經》生命教育專題、《勝
鬘經》生命教育專題、《六祖壇經》的人生智慧、天台教理思想的身心觀解、天
台觀行法門的身心實踐、生命關懷與哲學思惟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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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要讀誦乃至行證佛教經典？如何讀誦乃至行證佛教經典？讀解行證佛教經
典之教理，對於實存個體所可能開展之生命教育意涵為何？
吾人若進一步思索上述有關佛教經典所遭遇的質疑與困限，實關涉佛教
在此一時代是否仍具有弘傳的意義？對於現代人的身心是否仍具有引導與啟
發的作用？如若佛教仍有其時代的意義，則進一步必須思考如何在現代社會
弘傳佛教經典？本文主要從關懷生命的角度切入，相應於佛教經典與生命教
育可能之關涉與整合，省思如何將傳統佛教經典的義理與智慧，藉由現代人
較能接受的現代詮釋，如透過更多元的思惟與理解管道、更生活化的實踐方
式詮釋佛教經典，開展佛教經典詮釋的現代意義，乃至具體論析佛教經典中
所可能蘊含的生命教育意涵，以期佛教經典更易於為社會大眾所接受，並藉
由佛教經典之詮釋與實踐，進而對實存之生命有所助益。

二、佛教經典的生命教育意涵
從佛教思想之發生與傳世，其最核心之特質在於引導一切眾生離苦得樂，
因為面對印度傳統婆羅門思想對於恆常梵我之追求，以及當時社會出現否定因
果乃至業報斷滅之極端對反之諸見解，佛教最初的創始者釋迦牟尼佛所教化
者，乃是經由他自身有見於現實世間之生老病死，以及與其相關涉而由之所生
起之憂悲苦惱等諸多問題，因而出離王宮、追求解脫之道，歷經多年的苦修，
乃至最終如實照見世間真實之道，並因之而證悟正等正覺得解脫自在；其後更
慈悲喜捨分享其對於一切法的如實正觀與生命證悟，進而自覺覺他、自行化他
地引導一切眾生，確實修證所體悟之不落斷、常二邊的中道，如此的中道乃是
為了真正遠離個體身心由執著而生之苦，並由之斷除煩惱而得究竟解脫之樂。
由上述之論析，佛教既對於現實生命有其具體而獨特的觀解，且其終極
關懷在於令具體生命之身心無有煩惱、超越生死，乃至強調所有眾生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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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實際修證必能如佛般成就正等正覺的可能性，並達至真正的自在解脫；
如此的教理與修證實蘊含了關懷生命的教育特質，同時也具備了生命教育 3 所
欲解決問題的依據與方法。生命教育之所以受到重視，主要是用來回應我們
這個時代的需要；或者，也可以說，生命教育是這個時代對於教育問題或更
根本的人的問題的一種反省與對應。
依目前社會上有關生命教育的研究而觀，生命教育所含括與關懷的層面
非常廣泛，諸如認識自我、了解他人、情緒管理、感情婚姻、親子互動、倫
理品德、道德價值、宗教信仰、生涯規劃、服務學習、環境倫理乃至生態保
育等等主題。綜攝而言，其根本精神乃是對於生命存在各面向的深切關懷，
並對生命遭遇的各種問題探究其因，進而提供相應的參考資源與解決之道。
而近 20 年來，生命教育理念的宣導以及相關政策推行，生命教育逐漸成為重
視每一個體生命不可或缺的教育環節。
有鑑於生命關懷的重要與推行生命教育的必要，如何立基於傳統的經典智
慧與修證法門，以尋繹出可資參照與依循之道，實為筆者多年來關注與研究的
核心。佛教教理與修證既蘊含了人間修證特質，此即符合了人間佛教不離世間
覺之修證精神，乃至可推廣至行住坐臥皆是修行的實踐特質；然而若無客觀依
憑亦可能流於忙修瞎練，甚至誤解大乘佛教的方便意涵而淪為隨便行事。綜
攝而言，從傳統佛教義理思想之傳衍，以至於目前人間佛教之弘傳，佛教經
典之解讀與詮釋，皆是必要的實踐依據。誠如星雲大師不遺餘力地弘傳人間
佛教，其顯著之成效乃是有目共睹；同時大師亦明白展現其所堅信的理念：
3. 因應台灣社會所面臨的諸多關乎生命各面向的問題，教育部自 1997 年底開始推動
生命教育，2000 年教育部正式宣布設立「生命教育委員會」，在這段時期中，生
命教育由台灣省中等學校的一項專案計畫，逐步發展成為全國各級學校教學系統
的一部分，並逐漸成為社會教育所重視的一環。2014 年底教育部更正式於嘉義南
華大學成立「教育部生命教育中心」，積極落實資源統整、向下扎根、政策延續
以及全面推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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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的生命教育與傳統佛教義理、修行實踐，存在著緊密的承續關係。
滿義法師於《星雲學說與實踐》一書中所論述，或可具體而微地闡明，
佛教經典作為現代弘傳人間佛教不可或缺之理論依據：「雖然過去有人質疑，
認為人間佛教只重實踐，缺乏理論，但其實理論與實踐是不能分割的。理論
可以透過『言詮』，也可以藉由力行『實踐』來表述；反而是在實踐過程中，
如果沒有正確的思想理論為依據，往往會偏離、走樣。……人間佛教是融理
論與實踐為一體的，人間佛教既直承佛陀本懷，是佛陀一脈相承的教法，人
間佛教更相應人情、人性，是合乎人生所需要的佛教。」4
因此，現代弘傳佛教，尤其是人間佛教，應著重於如何相應地解讀佛教
經典以具體了解佛教義理，進而融攝佛教經典與生命教育之關涉與整合，透
過更多元的管道，更生活化的方式，從佛教經典所蘊含的生命教育意涵，即
對於具體生命關懷之面向，將傳統佛教經典的義理與智慧，藉由現代詮釋，
令一般的社會大眾，即使非佛教徒，亦能藉由理解佛教經典的義理與精神，
乃至在生活中具體實踐而有所助益與受用。

三、佛教經典詮釋所開展的生命教育
佛教弘傳以來，內在於印度本土之傳衍，由原始佛教、部派佛教而至大
乘佛教等不同階段的發展與演變，乃至東漢時期東傳到中土，歷經譯經、傳
介、格義，進而開展出諸多闡揚一切眾生皆可成佛之大乘思想與宗派。中土
佛教歷經各個朝代之開展與傳衍，及至清末渡海來台弘揚至今，台灣佛教界
的發展相當多元與蓬勃，尤其是目前盛行於台灣社會的人間佛教的演變與發
展，更顯現了別具特色的宗教信仰現象。由此可見，佛教作為一種宗教信仰
與生命修證的依循，尤其是倡導佛法不離世間覺的人間佛教，面對目前社會
4. 滿義法師：《星雲學說與實踐》，台北：天下文化，2015 年 5 月，頁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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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諸多問題與苦難，不但展現其獨特的觀解態度，同時也因此提供人世間諸
多眾生可能依循的解決之道。
依上述所論，佛教經典詮釋既有其現代意義，同時亦蘊含了當前社會身
心靈平衡極其需要的生命教育意涵，因此，如何具體地解讀、詮釋，進而擷
取佛教經典之精髓要義以作為生命之依循，實為開展佛教生命教育首要之務。
除了依相關之文獻將客觀義理闡明外，更應思考如何將義理落實於具體生命
中，因為佛教是佛陀從自身的生命探索與證悟歷程所體證的生命學問，因此
不能離開生活而獨立形構成一套思想體系。5
佛教經典詮釋或可從關懷生命的角度切入，並透過較能為現代人所接受
的方式詮釋佛教經典，以具體開展有助於實存個體的生命教育；藉由大小乘
佛教經論，吾人可以掌握佛教對於世間一切法，乃至生命之觀解與修證之道，
諸如苦、集、滅、道四聖諦、緣起法則，與緣生法、八正道、緣起性空、萬
法唯識、三界唯心，乃至轉識成智、悟入佛之知見。如探究《阿含經》的「如
實正觀」、「所作已作、不受後有」對離苦得樂、超脫生死輪迴有何助益？
如何了悟《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照見五蘊皆空」，而確實「度一切苦厄」？
如何透過《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所說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令身心安住
而無執、無著？如何讀解行證《維摩詰經》，才能如實地除病不除法？善財
童子五十三參，引導一切眾生證成《大方廣佛華嚴經》所展現之清淨佛法界
的具體修證方法又為何？如何依循《妙法蓮華經》而悟入佛的知見？而《六
5. 本文所強調之現代詮釋主要是立基於對佛教經典之理解，並側重於開展與落實生命
教育之面向，以具體闡釋其所蘊含之意義與可能產生之作用與影響。為了達至上述
之成效與目的，筆者多年來教學之規劃，曾多次與學校周邊之佛教道場合作，以生
命教育為關懷之核心，並藉由佛教經典之探討與傳授的媒介，提供選修相關課程之
同學與佛教道場之信眾，彼此認識與相互交流的管道，如此或許是理論與實踐合一
之有效途徑，同時也可能促進在國中、小乃至高中職執教之研究生，將所理解之佛
教經典的生命教育意涵，更具體而有效地落實關懷與教導真實生命的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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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壇經》中六祖惠能最膾炙人心的「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又對現代身心飽受煎熬的眾生有何啟發與引導？
從《阿含經》所聞之法義，乃是明了佛陀反復強調並教導多聞聖弟子應
如實正觀色、受、想、行、識五蘊乃無常、苦、空、無我、無我所，甚至貪、
瞋、痴及一切渴愛、欲求等，亦皆無常、苦、空、無我、無我所，其教化之
究竟目的在於令佛弟子明了諸法存在之真實情形與如實觀解一切事物之後，
能確實達到「所作已作，不受後有」。6《阿含經》所以反復強調從「如實
正觀」到「所作已作、不受後有」，對離苦得樂、超脫生死輪迴有所助益，
乃是因為一般人總是在事情發生後，遇到不堪之後果時才悔不當初或深感遺
憾，卻無法改變已造作的事實與影響；設想若能在面對任何事情的應對或作
判斷抉擇之前，參照在鐡路平交道前所豎立之警示：「停、看、聽」，聽一
聽自己的心念所思或周邊的音聲，停一停、看一看所面對的情境，所該認知
或考慮的種種因素，乃至可能產生的後果或影響等等，藉由如實正觀進而如
理作意，如此或能減少些許自己在不經意中造作不良的因所引生的後果。7
6. 《雜阿含經》卷 1 有云：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
尊告諸比丘：「當觀色無常。如是觀者，則為正觀。正觀者，則生厭離；厭離者，
喜貪盡；喜貪盡者，說心解脫。如是觀受想行識無常。如是觀者，則為正觀。正
觀者，則生厭離；厭離者，喜貪盡；喜貪盡者，說心解脫。如是比丘！心解脫者，
若欲自證，則能自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如
觀無常，苦、空、非我亦復如是。」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7. 此種由果溯因並由之以避免不良後果之觀解態度，實為佛教由因果以論諸事諸物之
緣起與緣滅的核心思想，而發展至大乘佛教，各經論不僅闡明諸法緣起性空的思想，
更進而強調「菩薩畏因，眾生畏果」，不但彰顯明白因果之關聯的重要性與影響力，
更進而由之勸導一切眾生應學習與效法菩薩之智慧與行儀。因為大乘佛教中所謂的
諸佛菩薩，具有自覺覺他的人格特質，如實明了一切法皆依待因緣，如是果必依如
是因緣而生，因此不隨意造作任何因緣以免後續須承擔不堪忍受的後果。吾人若能
如諸佛菩薩般具有覺照智慧，依正確的見解應對生活、價值抉擇等，著手播撒良善
之因緣種子，就不必畏懼生命中出現無法承受的結果。亦即每一當下皆能具足般若
智慧，而如實知見一切事物當該如何應對與處理，才不至於處在無明狀態下造作惡
因而不自知，以致引生不良的後果，對自己或他人造成影響或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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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非常簡短，且開宗明義即揭示「照見五蘊皆空，
度一切苦厄」，較易為學佛者所誦持；然則何以照見五蘊皆空，即能度一切
苦厄？從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無苦、集、滅、道乃至無智亦
無得，一路無到底之修證方法之特質為何？若能扣緊身心實存之問題，透過
思索探究與哲學思辨之方法，並輔之以靜坐禪修的實作，或較能揭示般若空
智對於身心存在乃至一切法之如實觀照，以及由之而可能臻至的心無罣礙、
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並由之開展離苦得樂的生命修證。
又，《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曾提出，正信之佛教徒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心時，「應云何住？」又「應云何降伏其心？」的問題，而佛陀在〈妙行
無住分第四〉中具體地回答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
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8 更由之教誨：「凡所有相，皆是虛
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而於〈離相寂滅分第十四〉中更強調：「菩
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
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則為非住。」《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隨
處宣說之無相、無念、無住，乃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9 之菩薩行法所聞解
之主要意涵，乃是般若系經典所強調之核心要義，目的在於令眾生具體明了
諸法緣起性空真諦，並由之破除對一切法之執著。因此，如何了悟《般若波
羅蜜多心經》的「照見五蘊皆空」，而確實「度一切苦厄」，如何透過《金
剛般若波羅蜜經》所說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令身心安住而無執、無著，
乃是佛教經典現代詮釋所應著重與用心所在。
《維摩詰經》是一部文學與戲劇色彩皆相當濃厚的大乘佛教經典，經中
的主角維摩詰以在家居士的身分，藉由種種善巧方便的方法，為現實世間的
8. 林光明編註：《金剛經譯本集成》，台北：迦陵出版社，1995 年 1 月，頁 39。
9.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
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見《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 1（CBETA, T08,
no. 235, p. 749, c20-23）

佛教經典詮釋的現代意義與生命教育意涵

313

一切眾生說不思議解脫法門，以令一切眾生皆能身心自在。依《維摩詰經》，
一切眾生所以有種種煩惱病苦，在於身心有所執著，而正本清源之道在於去
除執著（除病），此即維摩詰居士所強調的必須斷除眾生攀緣一切之「病本」，
乃能令一切眾生身心得到調伏。眾生所以有病，乃因其心不斷攀緣而妄生虛
妄分別與計著，並由之而有種種知見與障礙；若能如實了知諸法空無自性，
無有一法可得，如此即能當下斷除向外攀緣之心念而照見諸法實相。而如此
即於諸法當體即見實相之觀解態度，可說是雖斷心念之攀緣，卻不礙一切法
之存在，以一切法皆隨緣而生滅故也；又既通曉一切法隨緣生滅而不妄生計
著，則一切法本自清淨，自然不成束縛而令眾生身心不得自在，此即是「但
除其病，而不除法」之具體意涵。
《維摩詰經》中提到許多有關去除煩惱執著與修行悟道的法門，而重要
的是維摩詰居士最終極的目的，是希冀一切眾生皆能開示悟入諸佛知見，即
於現實世間共證佛果。《維摩詰經》隨處出現「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是為
宴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為宴坐」、「一切眾生即菩提相」、「一
切眾生畢竟寂滅，即涅槃相，不復更滅」，以及諸佛解脫當於一切眾生心行
中求等思想，究極而言即在於強調「行於非道即是通達佛道」、「六十二見
及一切煩惱，皆是佛種」、「塵勞之儔為如來種」等不捨現實世間即能證成
理想淨土的不二法門，更強調：「若菩薩成佛時，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
隨其心淨，則佛土淨。」而如此的修行法門，即是不思議解脫法門。
綜攝而言，《維摩詰經》所彰顯之義理，主要是立基於般若空智觀照一
切緣起法空無自性，即於一切隨緣起現之緣起法，依「但除其病，而不除法」
之「不斷斷」不思議解脫法門，以顯現不偏有無之中道實相第一義諦。10 又
10. 針對如何能自在地面對現實一切法而不為任一法所纏縛的問題，《維摩詰經》強
調必須依菩提正智如實勤修「無所求」的求法與「不斷斷」除病的方法，方能具
體實踐不思議解脫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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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經同時強調「心淨則佛土淨」，即是回歸至每一眾生當下之心念，來說明
所謂清淨佛土必須直心、淨行方得以成就，亦即不可離開每一眾生之心念而
言清淨佛土；由「心淨則佛土淨」至「不斷斷」，可說是具體而微地揭示了
理想淨土與現實世間存在著相即不離的關係，同時亦明確地彰顯了一條實踐
真正大乘佛道的途徑。透過如此的觀解與實踐，可說是積極肯定現實世間存
在的一切法而不逃避，即於當下一切法而如實修行，以進入現實世間與理想
淨土二而不二之不思議境界。11
《大方廣佛華嚴經》主要是在宣說已通達無礙、自在解脫之毗盧遮那佛，
究竟證悟所展現之事事無礙 12 的圓滿自在境界。13 此經亦同時闡明菩薩修證悟
入莊嚴玄妙佛法界的次第，以其既宣說「心佛與眾生，是三無差別」，更藉
11. 筆者曾於所開設之「《維摩詰經》生命教育專題」課程中，扣緊《維摩詰經》強
調「現實世間與修行理想兼顧」之義理思想，具體探討課程教學及實習應用上的
可行性與可能成效。另亦希藉由《維摩詰經》「但除其病，而不除法」之特殊意
涵與修證方法，亦即藉著《維摩詰經》對於現實世間存在的一切事物與所謂的煩
惱病苦之間的特殊觀解態度，來論證佛教對於現代社會所可能的積極影響與具體
作用。
12. 依華嚴宗初祖杜順之詮釋，緣起法界可分為四種法界，即：事法界、理法界、理
事無礙法界與事事無礙法界。杜順於《修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門》中，除了事法
界以外，以「真空觀」之會色歸空、明空即色、空色無礙、泯絕無寄相應「理法界」
而如實觀照；依理遍于事、事遍于理、依理成事、事能顯理、以理奪事、事能隱理、
真理即事、事法即理、真理非事、事法非理等十門成觀，以如實觀照「理事無礙
法界」；依事如理融，遍攝無礙，交參自在，有理如事、事如理、事含理事無礙、
通局無礙、廣狹無礙、遍容無礙、攝入無礙、交涉無礙、相在無礙、普融無礙等
十門，具體呈現佛周遍含融觀照一切法所呈現之事事無礙法界。
13. 依華嚴宗祖師之詮釋，如二祖至相智儼在《華嚴一乘十玄門》中曾詮釋《大方廣
佛華嚴經》之宗旨在於說明「一乘緣起自體法界」之義，亦即此種法界緣起乃是
佛自體之因與果：「所言因者，謂方便緣修、體窮位滿，即普賢是也。所言果者，
謂自體究竟寂滅圓果，十佛境界、一即一也。」（《大正藏》第 45 冊，頁 514 上 中。）佛自體法界緣起不同於大乘菩薩或聲聞、緣覺二乘之緣起，因為「大乘、
二乘緣起，但能離執常斷諸過等。」（《大正藏》第 45 冊，頁 514 上。）而此
經所明之一乘緣起乃是「一即一切，無過不離，無法不同。」（《大正藏》第 45
冊，頁 514 上。）依此可知華嚴宗依《華嚴經》所說的法界緣起，乃是就毗盧遮
那佛所證悟之圓果，以說明清淨無染之佛法界，更具體而言，華嚴法界緣起乃是
特指已臻事事無礙之佛法界，此有別於大乘菩薩或二乘所顯之境界。

佛教經典詮釋的現代意義與生命教育意涵

315

由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歷程，14 具體彰顯只要如實修習與體證，一切眾生皆
可悟入佛正覺而莊嚴之境界。佛的開悟融攝於一切存在，各類眾生也以自己
的方法悟入正覺佛道。如《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有云：「善財童子
見毘盧遮那莊嚴藏樓閣如是種種不可思議自在境界，生大歡喜，踊躍無量，
身心柔軟，離一切想，除一切障，滅一切惑，所見不忘，所聞能憶，所思不亂，
入於無礙解脫之門。普運其心，普見一切，普申敬禮，纔始稽首，以彌勒菩
薩威神之力，自見其身遍在一切諸樓閣中，具見種種不可思議自在境界。」15
因此，解讀《大方廣佛華嚴經》所可能蘊含之生命教育意涵，可以學習與理
解《大方廣佛華嚴經》所宣說的證悟正等正覺者，所呈現深玄絕妙的諸佛境
界，以及熟悉諸佛菩薩之修行證悟過程，汲取生命的活水源泉，以期能臻至
諸佛圓滿自在的境界。16
《法華經》屬大乘佛教非常重要的經典，17《妙法蓮華經》開宗明義
14. 《大方廣佛華嚴經．入法界品》（卷 62-80），詳細地記載了善財童子發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心後，為了如實了解如何修菩薩行、修菩薩道，從莊嚴幢沙羅林出
發南遊，次第參訪了 54 位善知識，始自已證十住位之德雲比丘善知識，歷經十行、
十回向、十地乃至等覺，終至妙覺位之彌勒、文殊與普賢等諸菩薩善知識，修學
種種不同的法門，如憶念一切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見光明法門、修學菩薩種種解
脫法門……乃至修學普賢行願等等。其目的在於修學諸種菩薩行願。見〈入法界
品 39〉,CBETA, T10, no. 279, p. 439, a2-7。
15. 見 CBETA, T10, no. 279, p. 435, a26-b4。
16. 在〈《華嚴經》生命教育意涵的現代詮釋〉一文中，曾具體論述所開設之「華嚴
哲學生命教育專題」服務學習課程，其中由同學們之學習心得分享，或可視為解
行並重所以可能的一種嘗試，同時亦可提供參與者更多元的管道，落實對於現實
生命的關懷，進而發揮生命教育的功能。
17. 《法華經》思想自西晉太康七年竺法護傳譯《正法華經》（10 卷）以來，即在中
國佛教界引起廣泛地研究與弘揚，目前最通行之《法華經》譯本為姚秦三藏法師
鳩摩羅什所譯之《妙法蓮華經》，共 7 卷 28 品。有關此經的註疏相當多，但後世
有關法華思想之研究，大體皆以智者大師之法華三大部，即《妙法蓮華經文句》、
《妙法蓮華經玄義》與《摩訶止觀》為主要之參考依據。相關研究可參看坂本幸
男所編《法華經の中國的展開》，京都平樂寺書店，1972 年；平川彰、梶山雄一、
高崎直道等編輯，林久稚譯的《法華思想》，文殊出版，1987 年。另參看橫超慧
日編著之《法華思想》，第 3 章有關中國法華的思想史，京都平樂寺，1980 年。；
尤惠貞著：《天臺宗性具圓教之研究》，文津出版社，1993 年，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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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表示：佛所以出現世間，乃基於一大事因緣，即為了開佛知見、示佛知見，
以令一切眾生皆能悟佛知見、入佛知見。18《妙法蓮華經．法師品》有云：
「不聞法華經，去佛智甚遠。若聞是深經，決了聲聞法，是諸經之王，聞
已諦思惟，當知此人等，近於佛智慧。」 19 此首偈頌不但顯示聽聞《妙法
蓮華經》之重要，也強調若能覺了《妙法蓮華經》之深意，則所成就之智
慧近於佛智。此中蘊含了「一切眾生皆可成佛」的肯定與可能性，誠如天
台宗智者大師（智顗）詮釋《妙法蓮華經》所謂「妙法之法」時，曾表示：
「南岳師（指慧思禪師）舉三種，謂眾生法、佛法、心法。如經為令眾生
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若眾生無佛知見，何所論開？當知佛之知見蘊在眾生
也。」20 此中即透顯一切眾生聽聞並解了《妙法蓮華經》之教義，則所成
就之智慧與佛相近，皆能如佛一般成就正等正覺，覺照一切法，並如實對
應。
智者大師讀解《妙法蓮華經》，並相應地提出其獨特的哲學詮釋，以
及依圓頓止觀歷緣對境、無求無作之實踐法門，在於其一方面深契般若
觀智之精神，所謂深切體證《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所說之「如來所得法，
此法無實無虛」以及「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之

18. 《妙法蓮華經．方便品》有云：「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時乃說之，
如優曇鉢華，時一現耳。舍利弗！汝等當信佛之所說，言不虛妄。舍利弗！諸佛
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所以者何？我以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演說諸
法。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唯有諸佛乃能知之。所以者何？諸佛世尊唯以一
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舍利弗！云何名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諸
佛世尊，欲令眾生開佛知見，使得清淨故，出現於世；欲示眾生佛之知見故，出
現於世；欲令眾生悟佛知見故，出現於世；欲令眾生入佛知見道故，出現於世。
舍利弗！是為諸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引自 CBETA, T09, no. 262, p. 7,
a15-28。
19. 參看《大正藏》，第 9 冊，頁 32 上。
20. 《妙法蓮華經玄義》卷 2，CBETA, T33, no. 1716, p. 693, a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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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理； 21 同時又具足無限之悲願與實證法華三昧，因此除了般若觀智之蕩相
遣執之外，更積極地彰顯一切教法之意義與特性，22 以期能令所有眾生皆能
隨順相應之修習法門，悟入佛之教法而究竟證悟圓融無礙之諸佛不思議境界。
因應目前社會所面臨之種種問題，特別是關乎身心存在，或與生命教育
相關之問題，《妙法蓮華經》所宣說的悟入佛之知見以及天台圓頓教觀 23 之
歷緣對境乃至無作實踐，或可提供現實存在個體不離於世間之教理與行證，
以其具體教導一切眾生如實悟入佛之知見，以了悟無明痴惑即是法性，一切
法皆是中道實相妙法：如實觀照生命自身所面對的種種境界，不趨亦不避、
不取亦不捨，學習讓自己安住而又如實了解諸法實相，才能令生命自在無礙。
同時亦開展具體踐行天台圓教不斷斷（又稱不思議斷，亦即不排除客觀存在
的任一事物，而是轉化主觀心念對於任何事物、情境之執著與障弊。）之修證：
明了生命的陷落與飛揚乃一體兩面，因為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生命中
出現的任何事物皆是令吾人體證真理的方便法門。
如此讀解行證《妙法蓮華經》與天台圓頓教觀，可視為生命圓滿自在所
21. 般若經系思想之特殊句型為「即非詭辭」，如《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所云：「所
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是故名一切法。」、「是實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來
說名實相。」（參看吳汝鈞之《金剛經哲學的通俗論釋》，台北：台灣商務印書
館，1996 年。）此種即非句型所顯現的空無執著之中道實相觀，重點在於蕩相遣
執，屬否定之遮詮。因此雖亦可言一切法趣，但只是趣於空無自性之中道實相理，
而未對於一切法的存在情形做根源的闡釋與證成。
22. 天台宗智者大師藉著眾生當下「一念無明法性心」之具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來
強調一念心之趣向一切法，此乃是就當下每一念心與根、塵相對應所生起之法，
如實觀照、轉識成智而證成每一法之為清淨功德法，亦即證成「佛種從緣起，是
故說一乘，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其觀照之精神雖仍是般若智之融通淘汰，
但卻同時積極地成就一切佛法。因此其藉由即空即假即中之「連三即」所證成之
一切法，實已同時肯定假名施設所成就之一切緣起法，以及經由般若觀智之融通
淘汰一切緣起法所證成之中道實相佛法。
23. 依智者大師所建構之天台教觀而言，其終極目標在於藉由「一心三觀」之圓滿頓
悟觀行，不但要令一切眾生悟入《妙法蓮華經》所宣說之佛之知見，同時更要具
體證成《華嚴經》所彰顯的「心佛與眾生，是三無差別」的圓融無礙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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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可能的義理依據與修證進路；而生命之圓滿自在亦有待於《法華經》唯一
佛乘思想之究竟通透，與天台圓頓教觀的具體實踐。因為生命是活潑而生動
的，每一當下之身、口、意，是無明沉迷或是清明覺照？是生死流轉或是涅
槃清涼？就在每一存在者不斷地觀照自心，不斷地開麤顯妙的當下，既是圓
教義理顯現的當體，亦是生命圓滿自在的時節。現實生命之具體修證歷程雖
是無窮無盡，但也因為諸佛菩薩之慈悲喜捨與無作弘誓，故而每一眾生之身
心存在實亦充滿了不斷提升與轉化之契機！
《六祖壇經》最膾炙人心之內容，應屬禪宗六祖惠能與神秀所證悟之偈
之相互對顯；神秀所悟之偈為：「身是菩提樹，心是明鏡台；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24 顯見是肯定眾生之身心為開顯智慧與禪修證悟之清淨本源，
所以務必時時勤拂拭，以免塵埃染汙。而惠能所對應之偈則為：「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25 五祖弘忍對神秀所作偈之回應為：
「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了
不可得；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
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實。若如
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26 而五祖見了惠能所作之偈，恐惠能遭人
損害，先以鞋擦去偈頌，後則密傳心法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
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同時啟稟五祖：「何期自性本
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
自性能生萬法！」因此，五祖知惠能悟本性，遂言：「不識本心，學法無益。

24. 見《六祖壇經．行由品第一》，參看佛光山宗務委員會監修之《中國佛教經典寶
藏精選白話版 18．六祖壇經》，高雄：佛光出版社，1997 年，頁 42。
25. 《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18．六祖壇經》，高雄：佛光出版社，1997 年，
頁 48-49。
26. 同註 25，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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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識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27
由惠能與神秀所作偈頌之對照，顯見惠能與神秀之所體悟顯然不同，而
其所以不同之最核心，在於惠能並未肯定一自性清淨心為修持之所依，而是
直就每一眾生當下之一念心而言修持證悟，因此，惠能強調：「若悟自性，
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若解此意，
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
去來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即得自
在神通游戲三昧，是名見性。」28 六祖惠能不但強調本來無一物，更由之超
脫煩惱與菩提之二元對立，惠能明白表示：「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
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
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
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
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
綜攝六祖惠能所說之心要乃是：「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
湛然常寂，妙用恒沙。」29
六祖惠能於傳法中亦隨時彰顯以無念為宗、以無住為本、以無相為體，
此所以法海禪師見六祖惠能，問「即心是佛」之諦義，惠能除開示：「前念
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更以偈頌總括
其對於「即心是佛」之證悟：「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
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而法海言下大悟，並以偈讚曰：
27. 同註 25，頁 49-50。
28. 見《六祖壇經．頓漸品第八》，參看佛光山宗務委員會監修之《中國佛教經典寶
藏精選白話版 18．六祖壇經》，高雄：佛光出版社，1997 年，頁 174。
29. 見《六祖壇經．宣詔品第九》，參看佛光山宗務委員會監修之《中國佛教經典寶
藏精選白話版 18．六祖壇經》，高雄：佛光出版社，1997 年，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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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30
至於「本來無一物的人生智慧」，對現代身心飽受煎熬、無所安住的眾生，
有何啟發與引導？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目的在於掃除繁複教相所可能帶
來的執障與滯礙，而特別彰顯「即心是佛」之修證宗風。《六祖壇經．疑問品
第三》中六祖惠能論及淨土有云：「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
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恆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
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萬；
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睹彌陀。」31 所謂「隨
所住處恆安樂」正是佛陀教化的本質，32 因此，佛教所弘傳的教理，不應是高
不可及的，同時其修證之目的更應該是讓人們可以親近與接受。

四、結論
就關懷生命的面向而言，思想義理與日常生活不應有隔，否則義理只成
為抽象的思想，與活潑潑的真實生命不但二分，同時亦可能只是虛懸於真實
生活之上而毫無助益。反之，具體生命之應對進退必須有所參考與依憑，否
則即有可能迷失方向或徒勞無功。而從吾人身心存在所面對之問題的現實性，
可見所謂的解決之道所具體含攝的修養工夫是不能離開具體生命所遭遇的一
切而談。簡言之，所謂的調適方法或修養工夫，必須即於日常生活中具體實
30. 見《六祖壇經．機緣品第七》，參看佛光山宗務委員會監修之《中國佛教經典寶
藏精選白話版 18．六祖壇經》，高雄：佛光出版社，1997 年，頁 127。
31. 參看佛光山宗務委員會監修之《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18．六祖壇經》，
高雄：佛光出版社，1997 年，頁 89。
32. 綜觀佛教經論所蘊含之思想乃至依之而開展的各宗教義與修證，其特質向來是重
視對於現實生命的如實觀解，且其終極關懷在於令具體生命之身心達至「所作已
作、不受後有」，乃至無有煩惱、超越生死；發展至後期大乘佛教，更強調所有
眾生都具有藉由實際修證必能如佛般成就正等正覺的可能性，並達至真正的自在
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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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如此才能在不斷淨化身心存在的過程中，達到身心自在。
觀諸釋迦牟尼佛在世間積極實踐自覺覺他的教化歷程，可知佛教的修證實
是直接對應現實人間的具體生活，不論是待人處事或倫理規範，皆須從生活中
扎根與落實，亦即須從身心乃至生命教育中去推行，以求生命困限的超克與解
脫。因此，佛教經典理論與生命實踐之間實存在著相輔相成的內在關聯，因為
佛教的義理詮釋若不兼顧人間世俗的教化實證，則易流於玄妙高深而抽象的理
解；而佛教的修證度化若無佛教之義理依憑，則有可能落入盲從與迷信。
就現實生命而言，從客觀的義理到主觀的修證之間，是否真能合一不
二？其首要條件，在於眾生是否願意下功夫，確實理解經典教理之意涵與修
證之具體方法；其次則是要能念念分明，必須知之而行，行之以知；依教起
觀，由觀證教。知教行觀在動態的辯證歷程中，永無懈怠，方有可能令一切
心念與行事，止於至善，得究竟解脫自在。此所以本文一方面論述佛教經典
詮釋所具有的現代意義，同時亦企圖闡釋佛教經典與真實生命之關係密切，
從生命教育的面向，具體思惟佛教經典詮釋與修持對於身心之啟發與作用。
綜攝而言，本文從《阿含經》的「如實正觀」、「所作已作、不受後有」
詮釋對離苦得樂及超脫生死輪迴之助益、藉由了悟《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
「照見五蘊皆空」，而詮釋確實「度一切苦厄」，乃至透過《金剛般若波羅
蜜經》所說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彰顯如何令身心安住而無執、無著；
並具體論述讀解行證《維摩詰經》，才能如實地除病不除法，闡明善財童子
五十三參之具體修證方法，引導一切眾生證成《大方廣佛華嚴經》所展現之
清淨佛法界；藉由解讀《妙法蓮華經》，而悟入佛所開示的知見，最終則是
以《六祖壇經》中六祖惠能最膾炙人心的「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
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具體論析「本來無一物的人生智慧」對現代身心飽
受煎熬的眾生可能的啟發與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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