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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儒家義利之辨是為人行事之準則，佛教亦透過業果法則指導人如何判斷善惡，二者

皆涉及內心自覺思擇的工夫論、動機―行為―生命相互影響之因素，與最後得利感

果之外顯結果。因此筆者認為儒家「義命觀」與佛教「業果親」實具多組可對舉比

較之重要概念，如：「仁義內在之性善―菩提自性」、「集義養氣―正知正念」、「逆覺

體證―隨轉修心」、「行義得利―感善惡果」、「天命―業果法則」、「命限與德福一致

―業力」、「無限心―無限生命」、「理義悅心―善法欲」等義理比較。筆者也觀察到

「道德情感」具有推動上述與「義」相關之道德實踐的作用，因此也探討「羞惡之

心―懺悔」、「苦其心志―苦功德」與「動心忍性―忍辱波羅蜜」之異同。本文以最

先提出義利之辨、對義命觀論述豐富的《孟子》，與堪稱佛教論著集大成、對業果觀

修行次第整理最具系統之《菩提道次第廣論》，作為比較的核心文本，論證儒家「義

命觀」與佛教「業果觀」，在「內在動機」、「中間影響」與「外在成果」乃具有異中

有同之共通性，故可作為儒佛工夫修養論之銜接會通處。 

 

關鍵詞：儒佛會通、義利之辨、義命、天命、羞惡、孟子、業果、正知正念、無限生命、 

        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道德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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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nfucianist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ightness and profit is the life guidelines. 

Buddhism also teaches people how to judge good and evil behaviors through the law of 

Karma. Both of them are the theory of self-cultivation, which involv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elf-awareness, motivation, behavior, fate, and results. Therefor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many important concepts between the views of Justice and Fate of 

Confucianists and Karma of Buddhism can be compared, such as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compared to Buddha-Nature, Judge to Righteousness and 

Mindfulness, Enlightenment by Reversed Awareness to Change one's mind, Profit to 

Result, Mandate of Heaven to Karma, Destiny limitation and the consistency of morality 

and happiness to Karma Influence, Infinite heart to Infinitee Life, and the Good wish. On 

the other hand, the author discovers that moral feelings like the mind of shame, repentance, 

hardships, suffering and endurance affect the promotion of moral practice. Since Mencius 

is the first to propose a distinction between righteousness and benefit with a bunch of 

discussions on the concept of Justice and Fate, and The Great Treatise on the Stages of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i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Buddhist treatises and the 

most systematic review of karma and practice, this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mpare the 

two schools of the theories to demonstrate the commonality of self-cultivation compared 

with the views of Justice and Fate of Confucianists and Karma of Buddhism. We hope that 

the discussions and comparisons can be applied as a linkage for Confucianists and 

Buddhism in the theory of self-cultivation.  

 

Keyword: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ightness and profit, 

Justice and Fate, Mandate of Heaven, the mind of shame, Mencius, Karma, Righteousness, 

Mindfulness, Infinitee Life, Tsongkhapa, The Great Treatise on the Stages of the Path to 

Enlightenment, moral fe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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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 

  讀書志在聖賢，乃儒者為學修身之終極目標，然在成聖成賢的道路上，必會遭遇許多持

守仁義與現實利益之間的衝突，甚至受到「命限」，而落入不能兼顧義利、或困在義先卻無利

後的兩難問題，因此在《孟子˙梁惠王上》開宗明義即是孟子（B.C. 372-289）與梁惠王（B.C. 

400-319）的「義利之辨」，以「義利合一」、「義先利後」，大倡以居仁由義為處事之準則，朱

子亦曾言「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顯現義利之辨作為孟學宗旨與儒者為學做人之重要性。 

  因此歷代學者對孟子「義利之辨」、儒家義利觀之討論不勝凡舉1，論點大同小異，實難在

其中創發出新觀點，尤其是「義利難以兼得」之困難2，仍是無法從儒家思想中找出解決方法。

目前學界曾有少數學者，以佛教的「自利利他」、「業果觀」與「儒家義利觀」加以比觀3，在

此基礎之上，筆者也發現儒家「義命觀」與佛教「業果觀」之間，可提出數組能夠兩相對舉

的概念與問題： 

一、「義」作為源於本心之道德價值判斷準則，孟子更以「持其志」、「養浩然之氣」，將

「放心」修養成合乎「義」之本心，此修養歷程是否類於佛教以「正知」調整「無

明」之心識，以維持「正念」，而能斷惡業修善業？ 

二、「利」即是利益，為一事完成之結果，而「利」具有兩義，一是相對於「義」、只為

己欲之私利，二是和「義」之大利4、公利；同樣的，佛教言「果報」也是人造業後

之結果，亦是根據所造為善惡業與造業的動機，而得到善果與惡果，這二者是否具

有相通之處？ 

三、承「利」之討論，與「利」緊密連結之概念即是讓人急於追求利益之感受狀態：「欲」，

除了人之原始欲望、私欲，亦有「隨心所欲，不踰矩」、「君子喻於義」等合道之「欲」，

是否頗似佛教中對「欲」之正面用法，如：猛利欲、善欲樂、欲修心，希望將眾生將

「愛」、「取」等原始欲望之力，轉化為對實踐善法、淨法的強盛欲望與動力？ 

                                                 
1《孟子》的歷代注疏繁多，例如：朱熹《孟子章句集註》、《孟子或問》與《孟子精義》，趙岐注《孟子》、焦循

《孟子正義》、胡廣《孟子集註大全》等歷代孟注，關於孟學詮釋史論之探討，可參見黃俊傑所著《孟學思想史

論》（卷二）（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7）。 
2 孟子義利之辨在實際修養所面臨「義利難以兼得」之困難，在《孟子˙告子上 10》便曾以「魚與熊掌不可兼

得」之譬喻，論及「捨生取義」與否之討論。 
3 關於目前學界曾將佛教「自利利他」、「業果觀」與儒家「義利觀」加以比較之研究，將於本章第二節闡述。 
4 本文將合乎「義」之「利」寫作「和義之利」，乃是取自《周易》乾卦《文言》：「利者，義之和也。」而言「和

義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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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義利之辨的困難點在於有時行仁義卻不能得利的「德福不一」，而出現「命限」及其

轉化為「立命」、「正命」之解釋。「命限」非能控制，但若轉化為「立命」、「正命」

的過程亦難以明瞭、掌握，則教人如何修養？而佛教所說的「業力」，乃是作為造業

所產生的一種促使「感果」之作用力，涉及修養工夫與時間觀，則「業力」與感果時

間未可明見之「後世輪迴時間觀」，是否可以補充說明儒家「義先利必後」之理論與

「天命」、「命限」？ 

五、論及修養工夫，除了探討道德判斷準則及其後續歷程外，驅動人自願自主去修養之

動力亦十分重要，且此驅動力應非為獲取利益而是人內心本有，即心之感性經驗――

「道德情感」，孟子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便是「以情論性」說明德行修

養之可能，而佛教亦有不忍眾生受苦而欲予樂之慈悲心、對自身造惡之慚愧、對師

長三寶之恭敬與淨信心……等感性層面作為修行之原動力，並從自身之感向外「推

移」至對他人之「同情共感」，故在探討儒佛之修養工夫時，是否同可加入「道德情

感」之元素，使理性道德主體德行修養更具有自願主動性？ 

  上述問題乃是筆者希望藉由佛教「正知」、「果報」、「業力」、「後世輪迴觀」、「無限生命

觀」等概念，會通儒家「義先利後」與「義命合一」之理論，更以「業力」突破「命」之限

制，彰顯儒家提倡工夫修養的深遠好處，同時筆者亦關注到心之感性經驗乃作為理性道德主

體之自然驅動力，故也在探討儒佛之修養工夫時加入「道德情感」之元素，以利說服人進行

德行修養時能更具有自願主動性，由此提出儒家「義命觀」與佛教「業果觀」可作為儒佛工

夫修養論之銜接會通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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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儒家「義命觀」與佛教「業果觀」會通之研究意義 

  儒釋道三教思想相互批判競爭與融合會通之歷史，從佛教於東漢時傳入中國始有，西晉

時佛教便以會通儒道之新道家為媒介，依其思想逐漸與儒家思想會通。林義正針對以往儒佛

會通的重要言論，歸納出八種會通類型：有名異實同論、教異道同論、跡異理同論、本末內

外主伴論、判教融攝論、殊途同歸論、萬法同源（一心）論、超越體證論，並對此八種會通類

型進行邏輯論證，以檢驗會通假設之成立性，其認為會通言論之論證過程需有效（valid）且

健全（sound），則結論才為真。5此八類會通類型可為本文之比較議題做一定位，而對思想會

通的嚴格驗證標準，更是筆者於研究過程所應時時自我提醒之精神，避免將二種思想含糊會

通，力求嚴謹之研究討論。 

  而黃俊傑更擴大此研究範疇，在撰寫《東亞儒家仁學史論》中加入佛門人士對儒家「仁」

的新詮，並先建構一套橫跨中日韓的「東亞儒佛論諍會通之思想發展史」學術體系：中國有

東漢牟子（生卒年不詳）援儒申佛的《理惑論》、南朝梁僧祐（445-518）撰《弘明集》、宋明

理學的興起得力於佛教刺激、明末四大高僧的儒佛會通潮流；朝鮮有己和和尚（1379-1433）

《顯正論》、《儒釋質疑論》與鄭道傳（1328-1369）〈佛氏難辨〉之辯駁；日本有林羅山（1583-

1657）與松永貞德（1570-1653）、山崎闇齋（1618-1682）與隱溪智脫（1704-1769）、佐藤直方

（1650-1719）與心安軒。6而後黃俊傑亦在東亞各國儒佛論諍的眾多問題中，提煉出「家庭倫

理關係：孝與出家」、「政治倫理問題：沙門與王權」、「華夷之辨問題」、「神識與形體關係問

題」、「因果與輪迴關係」五項共同議題，並在各議題中，分別舉出中日韓三國的文獻為例，

建構起東亞儒佛論諍會通的龐雜體系。7此外黃俊傑更進一步分析儒佛論諍的二種論述策略：

「由儒顯佛」與「在佛攝儒」。儒者嚴辨「自我」與「他者」，視佛教為夷教而其教義有違聖人

之教，並以「一個世界」、「以俗為道」的一元論來摧毀佛教二元的思想世界；佛人則採用引

儒家經典證佛教教義以達成儒佛互動一致的「由儒顯佛」，與以佛教為主體、儒家為客體、援

儒入佛、融儒於佛的「在佛攝儒」。8該章雖在佐證各論點的文獻舉例篇數不多，對於文獻的分

析也多僅以條列重點為主，然筆者認為該章所涉及的問題範圍與研究架構的設計，已為後續

研究儒佛論諍會通的學者，提供一套初步而詳細的參考依據，涵蓋中國、日本、朝鮮儒佛論

諍會通的歷史脈絡、重要爭論者、文獻資料表列、文獻內涵的重要議題彙整……等學術工作，

                                                 
5 林義正，〈儒佛會通方法研議〉，《臺大佛學研究》，7 期（2002 年 7 月），頁 198-226。 
6 黃俊傑，《東亞儒家仁學史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頁 214-227。 
7 同前註，頁 227-272。 

8
 同前註，頁 282-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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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性與內容份量皆對學界貢獻甚大。 

  承上述，中國從魏晉南北朝至當代與東亞地區的儒佛會通思想史及會通類型，已有學者

做一完整的論述，而目前學界以儒家「義利之辨」為題所作的儒佛會通研究並不多，曾有少

數學者試以佛教思想中的「自利利他」、「業果觀」加以比觀。儒家「義利之辨」與佛教「自利

利他」二者比較，陳堅認為在「切入向度」與「先後順序比重」有所不同：儒家的「義利之

辨」為「倫理向度」，重視先「義」而「利」在其中；而佛教的「自利利他」則是「境界向度」，

聖者透過修行、「覺悟」，先成就「自覺」而後成就「覺他」，因此佛教是以「自利」為先來平

衡自利利他。9然而佛教恐非是「以自利為先」，且對於陳堅所提出「儒家義利是不可兼得，佛

教自利利他是可以兼得」這麼黑白二分的論點存疑，筆者認為宜避免停留在儒佛二家的各自

分析，並對於觸及儒家義利觀所涉及「道德判準」之重要課題及相對的佛教「業果」思想深

感興趣。 

  儒家「義利之辨」與佛教「業果」觀，在表面行為合法性之規範是相似的，然不同之處

乃佛教倫理學是以「業」作為中心思想，包涵內在意念與外在行為（身業、口業、意業），根

據「造作」之善惡業，而感得善惡「果」，並以感果之好壞來決定自己是要造善業或惡業，因

此「利」與「果報」作為結果，而「義」與「正知」作為道德主體意識，其中的辯證關係便是

康德（1724-1804）所言的「德福一致」之道德兩難。楊祖漢認為人因肯定當然、普遍的道德

之理，無條件產生實踐理性行為的動力，並基於「合理的行為必會產生合理的結果」這個道

德法則之成立，深信有德必會招感有福；然行道者雖知德福本會一致，但實踐道德不應先行

考慮現實的利害，而應以無條件實踐道德法則的存心為之，且能接受德福不一致、不懷疑地

繼續實踐道德法則，如同孔子（B.C.551-479）說「天生德於予」、「知其不可而為之」，孟子曰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夭壽不二」，講求純粹動機即是儒家認為踐德之必然性10。 

  關於義利之辨的動機討論，以朱熹（1130-1200）與陳亮（1143-1194）對漢高祖（B.C.256、

247-195）與唐太宗（598-649）屬於王或霸之論辯最為出名，李明輝便從倫理學的角度分析，

將堅持孟子先義後利之朱熹歸類為「存心倫理學」，以「行爲主體之存心」判定一行爲之道德

意義；而認為義不脫離利、反對無利之義的陳亮，則屬於「功效倫理學」，甚至是「功利主義

倫理學」，即以一行爲所產生的「後果」，作為該行為道德價值之判準11。若以此詮釋觀察佛教

之道德價值判準依據，則不難理解為何有人會將佛教視為功利主義的結果論，例如：張善穎

                                                 
9 陳堅，〈儒家「義利之辨」與佛教「自利利他」比較研究〉，《齊魯學刊》，2007 卷 5 期（2007 年 9 月），頁 18-22。 
10 楊祖漢，〈比較康德的德福一致論與孔子的天命觀〉，《深圳大學學報》，31 卷 6 期（2014 年 11 月），頁 36-45。 
11 李明輝，《孟子重探》（臺北：聯經出版社，2001），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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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佛教倫理學是帶有功利色彩的「結果目的論」，未有儒家倫理學中以內在心性意志（即「道

德主體性」）來判別善惡的道義論，並從「業感輪迴」觀，對儒家提出「先義後利」卻不能同

時兼顧利益的困境作啟發，以證明「德福一致」之理論12。 

  筆者認為佛教「業」思想，確實能對儒家「義利之辨」中不能兼顧義利的問題作補充，

這也是本文欲繼續深入舉證的主題，然並不能忽略佛教亦認為人之內在本性皆有佛性，若單

以「業果」思想概括佛教為功利主義之結果目的論，則此論點似乎稍嫌偏狹。因此筆者將以

佛教中頗類於孟子義利之辨之「義」，皆作為在善惡業之間抉擇之自主意識――「正知」，對

二者所觸及之「心之本體義與本能義」的問題進行探討。略言之，佛教認為「心識」是煩惱雜

染之根源，是需要被調伏而能趨向善法，故當以作為抉擇一行為能作與否的「正知」來修行、

淨化，即是「以正知調心」；反觀儒家義利之辨中的「義」，其內涵與「正知」義理貼近融通，

然儒家認為透過心性修養，能使人回歸仁義本心，即孟子的「作為本體義之心」，強調的是「心

體」，心作為擁有價值創發的主體，因此孟子定義四端之心，都具先天固有的本體義。在定義

「義」上為「羞惡之心」，「智」上為「是非之心」，本身既具本體義（良知），又具能動義（良

能），此即孟子「義內」說的實質內涵。然而佛教的「心」本無自性，故無本體可言，僅多能

說「本能」，但這個本能需因緣而起，故心雖無自性，卻能因緣而起「功能」，也就是心本有

光明而覺知之本能，如同火本身也是無自性，其有熱性或可燃燒之性的本能，也需因緣而起，

方能燃燒，但不能說火的自性就是燃燒，因此筆者所提之「正知」皆是「心」觸緣而生，故言

「作為本能義之心」，儒佛在「心」的可比較性是在「本能義」上，佛教本能義的「心之正知」

頗類孟子「義內」的覺知功能。 

  此外，佛教造業所得之「果報」，似於儒家所言之「利」，善果為和義之大利，惡果為私

欲之小利，其善惡之別，端視其「欲（動機）」是否合乎「義」、「正知」。故儒家所言「取之有

道，得之有命」，意即行事取利應合乎道、由仁義行，然成果並非人為所能控制，乃由「天命」

裁決，此「命限」又似佛家認為從因到果之間，是由人們造業所形成的一股「業力」在影響。

二家皆認為透過修養工夫，可轉化命之所限，然因儒家未有詳細之步驟指導，無法解決「德

福不一致」之困難，故以佛教「後世輪迴時間觀」所述感果時間之未可明見，使儒家「義先

利後」之理論得以成立，彰顯儒家提倡工夫修養的深遠好處，其業果原理與實踐理論，亦補

充由「義命分立」轉化為「義命合一」之工夫修養論所未細言之處，以此可架接儒佛二家之

道德實踐法則。總言之，筆者認為儒佛二家在工夫修養論上，對於修行的「內在動機」、「中

                                                 
12 張善穎，〈佛教「業」思想與儒家倫理學――佛教倫理學對儒家倫理學的啟發〉，發表於 2006 年華梵大學哲學

系舉辦之「儒家倫理學之反思」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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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影響」與「外在成果」之論述，具融通之義，因而試圖在儒家「義利之辨」與佛教「業果

觀」的「義―正知」、「利―果報」、「命―業力輪迴」數組概念的比觀中，探究儒佛工夫修養

論之會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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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概述 

  本文以「文獻考察」、「經典解釋比較」的研究方法與林義正之會通方法論，先針對孟子

之「義利之辨」與相關條目，考察歷代重要注解，並與佛教修行論著集大成之《菩提道次第

廣論》所提到「業果」概念與如何抉擇之判別準則，二者進行多組義理概念的比較研究。筆

者以《孟子》原典中涉及「義利之辨」的〈梁惠王上〉第一條為主要文本，首先從基本的會讀

工夫著手，以朱熹的《孟子章句集註》為底本，佐以趙岐（？-210）所注的《孟子》、朱熹的

《孟子或問》與《孟子精義》、胡廣（1369-1418）《孟子集註大全》、焦循（1763-1820）的《孟

子正義》等歷代孟注，精讀孟子所言之「義」、「利」、「命」等義理。 

  而佛教的典籍則是採用佛教修行論著集大成之《菩提道次第廣論》為主要文本，雖佛教

與儒家是不同的思想，即儒家以「仁」作為核心觀念，重視現實當世之修為與人倫日常之關

係，而佛教則不圖現世利益，以追求究竟解脫生死輪迴、證得空性為目標，然而筆者就文獻

探討之基礎13，發現佛教在探討「業果」概念與如何抉擇善惡的相關修行步驟時，有一部如同

孟子「義利之辨」具有細緻探討的經典，乃是宗喀巴（1357-1419）之重要論著《菩提道次第

廣論》，是以儒家與佛教思想在工夫修養論上具有可比較性。《菩提道次第廣論》之譯者法尊

法師（1902-1980）介紹此論乃是「宗喀巴大師總攝三藏十二部經的要義，循著龍樹、無著二

大論師的軌道，按三士道由淺入深的進程而編成的。」即相傳為文殊師利菩薩化身的宗喀巴，

整合佛經三藏十二部之顯教各宗法義，引述《般若經》、彌勒所著《現觀莊嚴論》與阿底峽（982-

1054）所著《菩提道炬論》為論證藍本，且始終能循序漸進闡述修行實證，建構一套由道前

基礎、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成就佛果的修行之路，使《菩提道次第廣論》成為格魯派之

根本論著與佛教教義集大成者。 

  筆者以《孟子》與《菩提道次第廣論》為義理比較之核心文本，提煉儒家「義利之辨」與

佛教「業果觀」多組可對舉比較之概念：「義―正知」、「利欲―果報」、「命―業力輪迴」，並

對義理脈絡之比較所提出的數點問題，進行文獻舉證，逐步且清晰爬梳其異同之處，後再以

康德與席勒之「道德情感」理論，探討儒佛修養工夫中作為驅動道德主體自願主動的情感動

力，由此提出「義命觀」與「業果觀」二概念可會通儒佛之工夫修養論。在第一章「緒論」從

《孟子》與《菩提道次第廣論》提煉出儒家「義利之辨」與佛教「業果輪迴」等多組可對舉比

較之概念，針對這些對舉概念之異同提出研究問題，並論述當前儒佛會通之研究成果與儒家

「義命觀」與佛教「業果觀」會通之研究意義，再說明本文之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第二章

「儒家『義命觀』與佛教『業果觀』之研究考察」則分為三個部分：（一）從「義利之辨」到

「義命合一」之歷史背景與意涵、（二）佛教發展史與業果輪迴觀之意涵、（三）儒家與佛教

                                                 
13 第二章「儒家『義命觀』與佛教『業果觀』之研究考察」為本論文之文獻探討，將於下一章完整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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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德情感比較，先行理解儒家義命觀、佛教業果輪迴觀之義理，與道德情感運用於中國哲

學中之緣由，進而在這些研究基礎上，繼續展開筆者對於先秦儒家「義命觀」與《菩提道次

第廣論》「業果觀」之比較。 

  第三章「『得利有命』與『業力感果』之影響」則分為四個部分，證明儒家「利」、「命」

與佛教「果報」、「業力」、「後世輪迴觀」得以會通：（一）「『命』涉及的終極關懷」比對儒佛

的「終極關懷」有何異同；（二）「行義求利的原動力與斷惡修善的驅動力」比對二家求利、

求樂果的動力，與有所求或無所求所牽涉的「求取」與「命」之議題；（三）「從業力的觀點看

命之所限、正命立命與德福一致」提出佛教業果法則的「業力」如何將儒家不可自主的「命

限」轉化為具有主動性；（四）「心無死生的無限心與無限生命輪迴」則以楊祖漢依據胡宏（1105-

1161）所提出的「無限心」、康德的「靈魂不滅」與佛教的無限生命輪迴，說明儒家德福一致

何以可能。第四章「『義』與『正知』的內心覺照作用」開始將這些「利」或「果報」、「命」

或「業力」的外在影響，回歸到其原初最具關鍵性的內心修養工夫，分為三個部分：（一）「仁

義內在與菩提自性」比對儒佛心性論之共通性，即肯定光明靈覺之本性是具有「自覺」的作

用；（二）「集義養氣與正知正念」則比對孟子的「不動心」、「知言」、「持志」、「集義」、「養

氣」與佛教「密護根門」、「聽聞知法」、「住心」、「正念」、「正知」之修養工夫；（三）「反身而

誠的『逆覺體證』到自淨其意的『隨轉修心』」則比對儒家「自反」、「誠」、「逆覺體證」與佛

教心由隨境轉改為隨善法轉之「轉」，凸顯二家強調於「當下」具體情境對內心「覺察」、「動

轉」之修養工夫，而藉此探討儒家義命觀中的「義」與佛教業果觀中的「正知」、「正念」，皆

對內心具有覺照、抉擇作用。 

  第五章「以道德情感推動道德實踐」則是探討儒家成聖成賢之道與佛教修菩薩道中，那

股非為獲取利益，而是人內心本有、自願自主之驅動力――「道德情感」，分為三個部分：（一）

「理義悅心與善法欲」爬梳儒佛對實踐道德理性真理有「欲善」、「善法欲」之趨善力；（二）

「『義發於羞惡之心』與『懺悔』」更著力比對孟子「羞惡之心」與《廣論》的「四力對治」

懺悔，探討慚愧、羞恥之感如何引發改過遷善之共通處；（三）「『苦其心志到動心忍性』與『苦

功德到忍辱波羅蜜』」則深入闡述從身體受苦經驗感受產生「體知」，並以「苦功德」、「動心

忍性」、「忍辱」轉化為「苦其心志」之難耐，由此探討源於感性經驗之「道德情感」如何作為

儒佛修養工夫之原動力，使理性道德主體實踐道德法則之修養更具有自願主動性。最後提出

第六章「結論：儒家『義命觀』與佛教『業果觀』之比較」，以上述研究與經典文獻印證儒佛

二家在工夫修養論上，儒家「義命觀」與佛教「業果觀」二概念中之「內在動機」、「中間影

響」與「外在成果」，具融通之義，而可作為儒佛工夫修養論之銜接會通處，並提出本文之學

術價值與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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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儒家「義命觀」與佛教「業果觀」之研究考察 

第一節 從「義利之辨」到「義命合一」之歷史背景與意涵 

  孟子身處在楊墨之學熾盛、功利主義氾濫的時代，促使其在孔子所說之「義」上（「義」

是修己治人準則；「義」是有德者行事的本質或依據；「義」是隨應時變的準據14），提出「義

利之辨」、「義內說」、「捨生取義」的三個命題，以繼續維護內在人性之價值，且作為政治面

王霸之辨之依據。目前學界對於孟子「義利之辨」的研究文獻不勝枚舉，筆者將眾多研究歸

納為四種類型：義理探源與現代化新解、中西哲學比較研究、純粹類型方法學、思想史分析。

第一種、也是最常見的研究類型，乃是「義利之辨」的義理探源與現代化新解，孟子與梁惠

王、宋牼（生卒年不詳）的兩段論辯，明顯看出孟子視「義」與「利」為不相容的敵體，並說

服君主以仁義利國，司馬遷（B.C.145-86）、董仲舒（B.C.179-104）亦贊同此見，故學者多依

此脈絡將「義」視作代表以普遍人性尊嚴、應然道德理想為首、追求公利的價值觀；「利」是

代表以一己之私利、福祉、欲求為目的的價值觀，義利雖不同質，然袁保新強調「緣義以求

利」，而非輕視利，視「義」、「利」二者為「先後本末」之關係，並以「先義後利」作為行為

抉擇之價值取向15，提供充斥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社會一些平衡經濟利益發展與道德

價值提升的反思。 

  然而，也有學者對「義利之辨」提出不同的討論，質疑孟子主張國君不應「征利」、「悅

利」或「懷利」，是否意指「利」皆是不好的？對梁惠王所言之「利」，學界有兩種看法，一是

孟子認為梁惠王所言之「利」為一己之私利、小利，另一則是以「利吾國」之「利」非小利，

而是孟子認為是不合仁義之「利」。周策縱透過對「利」之完整探討，用以重新解讀〈梁惠王

上〉第一章之義理16，其先引東漢王充（27-97）所著的《論衡》，〈刺孟〉篇便對孟子否定「利」

有所批評，進一步將「利」之意，詳加區分為「安吉之利」和「貨財之利」兩種17。雖然王充

                                                 
14 韋政通，《中國哲學辭典大全˙「義」條》（北京：世界圖書出版社，1989），頁 633-635。 

15 袁保新，《孟子三辨之學的歷史省察與現代詮釋》（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頁 146。 
16 周策縱，〈孟子義利之辨別解〉，《書目季刊》，27 卷 4 期（1994 年 3 月），頁 18-31。 

17 周策縱引王充《論衡˙刺孟》批評〈梁惠王上〉第一章孟子所言的「利」，對「利」之意加以解釋：「孟子見梁惠

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

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易》曰：「利見大人。」

「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貞。」《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

語問惠王：「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財之利，乃可荅若設。令惠王之問未知何趣？孟子徑荅以貨財之利。如惠

王實問貨財，孟子無以驗效也；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荅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指，違道理之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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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孟子對「利」的理解，然周策縱認為孟子並非反對「利」，並引《孟子˙梁惠王上》為證： 

（孟子）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

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

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

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

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

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 3） 

孟子認為「王道之始」，並非立即要以道德教導人民，而是先顧及人民基本的生存需求，以「富

民」使人民的食物衣服等日常所用充足，且能養活家人與葬送長者，生活安心無虞，而後便

能真正實行孝悌人倫之義。此外，孟子深知一般常民之基本欲心，因此達成「富民」的基本

手段，亦有如同現代投資理財的觀念，即以「恆產」制民： 

（孟子）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

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

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

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梁惠王上 7） 

又周策縱追溯「利」用作動詞，在戰國多以「愛利」一詞，回頭觀察《孟子》中提及「愛」

字，大都是「喜愛」之意，可見孟子並不反對人民「愛」、「欲」富貴之正當心，而是由此提出

「仁政」，認為人君應滿足人民基本的謀利之心，然不可毫無限制、過度發展，以此對「利」

提出別種解讀論點。 

  第二種是中西哲學比較研究，以西方哲學思想的視角觀看「義利之辨」，比較異同之外，

更傾向為「義利之辨」提供一套較可具體說明的理論架構。例如從人學、社會倫理學中「個

體認同」的角度切入，寇東亮認為義利之辨乃是一種「我―他」模式，個體在群體社會生活

時，需在自我與整體利益、自我價值與社會責任義務之間努力，形成平衡適切的倫理互動關

係，而能內得於己（個體自我認同）與外得於人（個體社會認同），因此視義利之辨乃是幫助

個體形塑正確社會認同模式的人生觀。18 此外，王林、張方玉亦從西方倫理學所認為人類追

求的終極目標――幸福，分析孟子「義利之辨」中的幸福觀，包含德性原則、功利原則和理

性原則，提出孟子「義利之辨」可奠定孔子的德性幸福，並開展功利幸福的新空間，以儒家

                                                 
18 寇東亮，〈「義利之辨」的人學底蘊——在個體認同層面的展開〉，《鄭州大學學報》，38 卷 2 期（2005 年 3 月），

頁 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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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思辨消解成聖成賢之理想與現實生活之功利幸福的緊張性，實現二者合一的儒家幸福觀。

19第三種是純粹類型方法學，葉仁昌嘗試採用韋伯（Max Weber）的方法學，將學界眾多對孟

子義利關係的模糊描述20，建構出孟子政治思想中「義利之辨」的四種主要「純粹類型」（pure-

type）：「取代模式」的「以義斥利」、「條件模式」的「先義後利」、「化約模式」的「義即公利」

及「因果模式」的「以義生利」，並認為《孟子》原文應主要是在動機存心上視「義」為唯一

追求，即高濃度的「以義斥利」類型，並將「利」視為「義」所衍生的必然結果，同時又須合

理解釋《孟子》有些原文以稱王於天下的功利效果來說服國君行仁政，甚至要求國君須先照

顧民生利益，局部出現「先利後義」的原則，故提出孟子的「義利之辨」應更接近於可同時

涵融上述解釋之「因果模式―以義生利」類型。21 

  第四種研究類型乃是針對「義利之辨」進行「思想史分析」與「文獻脈絡解讀」。關於孟

子言義利之辨的思想史定位，黃俊傑提出孟子乃身處楊朱（B.C.440-360）墨翟（B.C. 501-416）

等功利思想充斥之時代，因而明辨義利之辨與提倡仁義價值內在之「義內說」，且詳細釐清「義」

在中國哲學的意涵演變，從《詩》、《書》的「義」僅作為客觀公共行為之美德，至孔子《論

語》始牽涉人的價值意志與個體修養之意涵，逐漸與「君子」、「禮」形成關聯而具有「正當、

道理」之意，透顯出「義以出禮」、「仁—義—禮」的道德架構――即以「仁」作為一切道德行

為創造的最高淵源，以「義」作為依仁心所做的事理當然判斷、以「禮」作為依仁合義的行

為表現。黃俊傑認為孔孟的義利思想涉及價值之「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命題，乃至發展

至荀子（B.C.316-237/235）思想，更是將「義」之內在個體修養推向外在群體禮治，因而導出

「公義」、「以義制利」等概念。22 

  而孟子的「義內說」，反對將「義」置之於心之外，甚至將「義」與「利」視為同一階層

之兩相矛盾的選擇，因此在《孟子˙告子上》中，孟子針對告子（生卒年不詳）所主張的「仁

內義外」提出「義內」，以及孟季子與公都子之論辯，皆是在探討「義內」與「義外」說，黃

俊傑曾對此二段之重要文獻作過集釋新詮23，牟宗三（1909-1995）亦曾有相當清楚之解釋，

即告子認為可由自我決定愛與不愛說「仁內」，故不管自心而須隨客觀外境事實判準的「同長」

                                                 
19 王林、張方玉，〈德性˙功利˙理性一一從「義利之辨」看孟子幸福原則的確立及其意義〉，《徐州師範大學學

報》，36 卷 3 期（2010 年 5 月），頁 124-128。 
20 葉仁昌列舉出學界對孟子「義利關係」的眾多模糊描述，如：以義斥利、以義代利、先義後利、後義而先利、

利而後可義、以利天下為義、以義制利、以義詘利、以利佐義、以義主利、以義生利、義中之利、利在義中、義

利交融、義利相容、義即公利、義以建利、義利相生、仁義之為利、義者利之本、義者利之和、利者義之和也……，

雖有其創見，然令人難以掌握，故葉仁昌欲以純粹類型方法學將之釐清、辨別和重組為純粹類型。 

21 葉仁昌，〈孟子政治思想中義利之辨的分析：四種主要類型的探討〉，《政治科學論叢》，50期 （2011年12月），頁1-36。 
22 黃俊傑，《孟學思想史論》（卷一）（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頁 112-113。 
23 同前註，頁 235-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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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義」乃是「義外」，但牟宗三認為告子之仁非儒家所言萬物一體、內於本性之仁，而是依

附在外在自然感性、食色之性的生理感受而定，消解「仁義」內發於人、生之謂性、定然善

性之道德意義；又言孟子就告子所舉之「敬長」之例反問「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明確區分外在情境的「長」只是客觀條件，而發於內心做出「長之」這樣敬重的行為，由於

發自內心的「敬長之義」才是「義」本身，因此證明「義」不只由外在事項而定，更應根於內

心所發而主張「義內」，更以同耆之同乃由於內悅且非必然相同，類舉不能以同長之義表示敬

長之義為外。牟宗三認為「仁義內在」不易明瞭，乃因不能清楚洞察仁義為道德價值層面之

本性，如同孟季子以處境之不同而行為有所不同之例，將「義」理解為隨外轉而定之「義外」，

即便依外在人倫禮教之規定隨客觀禮制而轉，敬長之義仍為人類道德心靈由內顯發之道德價

值而不變，故言「義內」。24 

  此外，袁保新則由孟子與滕文公論述義利的文獻，提出孔孟從「義內」、「義外」之辨到

「義命合一」之義理轉變，即道德自主範疇之「義」與存在事實範疇之「命」，二者原是「義

命之分」的關係，然孔子說「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以及孟子將「利」置於「命」

的範疇下看待，不為「利」犧牲「義」，區分「所性」、「所欲」與「所樂」，揭示二人面對現實

外在環境的利誘與命限，出處進退仍能以禮義為準，守其仁義本性真心，而能活出「義命合

一」的境界，即所謂「即命即義」，更凸顯道德實踐的自主性，是故袁保新以「義命之分到義

命合一」的課題，作為思考與實踐義利之辨的至高終極境界。25 

 

 

  

                                                 
24 牟宗三，《圓善論》（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22 冊）（臺北：聯經出版社，2003），頁 11-19。 

25 袁保新，《孟子三辨之學的歷史省察與現代詮釋》（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頁 15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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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佛教發展史與業果輪迴觀之意涵 

  佛教始於印度，其發展分期，大致可分為原始佛教、根本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四

個時期26。「原始佛教時期」乃是指佛教創立者釋迦摩尼（B.C.623/563/480-543/483/400）在世

期間，公元前六世紀古印度悉達多王子出巡民間，親見生老病死之苦，故離開王宮，決心追

尋生命真理與究竟離苦之方法，最終頓悟成為佛陀，並口傳佛法度化眾生，未留下任何著作。

直到佛陀涅槃後，其弟子與後代僧人透過「結集」，齊力將佛陀言教記載成為經典，故稱「根

本佛教時期」。而「部派佛教時期」約始於孔雀帝國阿育王（B.C.304-232）在位，在第二次結

集，因佛陀弟子眾多，對法義解釋各有不同理解，而始根本分裂為阿難陀師承之「上座部」

與優波離師承之「大眾部」二大部派，此二部派中又各有其枝末分裂，如附圖： 

 

圖 1 部派佛教（佛滅後 100 年至佛滅後 600 年；B.C.261～A.D.213）27 

直到公元一世紀貴霜帝國時期，部派佛教逐漸分離出大乘佛教一支，佛教始進入「大乘佛教

時期」，雖大乘佛教出現時間較晚，且與部派佛教間發生「大乘非佛說論諍」，然其核心教義

合於佛陀修菩薩道、不獨求自利而更要利益眾生之精神，故此教義特質可溯源至根本佛教、

原始佛教。透過弟子結集與各部派對教義解釋異同的論辯、交融，使佛陀在世覺悟時，僅以

                                                 
26 印度佛教分期的內容，可參考楊惠南所著《佛教思想發展史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8），頁 32-114。 
27 原始佛教會官網，印度佛教史簡表：https://www.arahant.org/yin-du-fo-jiao-shi-jian-biao。 

https://www.arahant.org/yin-du-fo-jiao-shi-jian-b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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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傳說法、記憶傳誦的「四聖諦」、「三法印」、「緣起性空」、「業力因果」……等佛教解答生

命種種問題之核心理論基礎，得以確立完備為三藏十二部，三藏即是經藏、律藏、論藏，十

二部則是依據佛陀說法的文體、方式與內容，分類為契經、應頌（重頌）、記別、諷頌、自說、

因緣、譬喻、本事、本生、方廣、希有、論議。 

  佛教認為「緣起性空」是宇宙與生命的本質，因而有「三世兩重因果」的生死觀，涉及

「業果」與「輪迴」等教義，筆者亦同上一節之論述，將目前學界對於佛教「業果」、「輪迴」

的研究文獻，歸納出二種較為常見的類型：義理探源及佛教中國化之勸善應用。第一種、同

樣也是最常見的研究類型，即是對「業果輪迴」之義理進行爬梳與探源，丁孝明提到當佛陀

覺悟了知現象界一切事物的各種生滅，實皆依循種種因緣條件聚合或消滅而成立，沒有真實

的自體，因此說是本性為空，並從生、老、病、死苦逆回觀察到「十二支緣起」，即老死、生、

業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行、無明，以十二因緣之輪轉，產生「生死輪迴

觀」、重視破除「無明」以證得「無我」，並結合古印度祭祀文化獻祭的「作業」之意，提出

「業報思想」。28「業報」又稱「因果」、「業果」，《瑜伽師地論》云：「成辦義，是果義。」29

「果」的本義即是完成的狀態，而有所完成，必定是前面有原因、有所作為，才產生這個結

果，因此「業報」即是論及「業因」與「果報」之關係：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隨人所作業則受其報。……若有故作業，我說彼必受其報，或

現世受，或後世受；若不故作業，我說此不必受報。於中，身故作三業，不善與苦果受

於苦報；口有四業，意有三業，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30 

不思議業力，雖遠必相牽。果報成熟時，求避終難脫。31 

「業」作為感果之前的相對原因，可依據不同的面向有各種不同的分類方式，若依「業」的

屬性，可分為「善業」、「惡業」與「無記業」；依「業」的形成來源，則分成「身業」、「語業」、

「意業」三種。林建德從《阿含經》與《成實論》中的「意業為重」，分析出佛教因「心為法

本」而最重視身、口、意三業之「意業」，分析佛教重視三業中之「意業」，即「業」具有一種

「造作」的動態義，這個動態過程，不僅僅是外在可見的身語二業，主導「業」之造作的初

始點更是由「內心」開始，即以「思之心」造作之意業，從心之善惡念而發諸身口之行動，產

生身口意之善惡業。因此如世親菩薩在《俱舍論》中說：「業謂思彼起，思即是意業，彼起身

                                                 
28 丁孝明，〈原始佛教的業報輪迴觀〉，《正修學報》，21 期（2008 年），頁 183-200。 
29 彌勒菩薩造，（唐）玄奘譯，《瑜伽師地論》，第 30 冊 No. 1579。 

30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第 3 卷，《大正藏》，第 1 冊 No. 0026。 

31 （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第 46 卷，《大正藏》，第 23 冊 No. 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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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業。」此處所說的「思」就是意業，又可稱「思業」；由「思」所引起的是身、語業，又可

稱「思已業」。由此觀之，小乘以具體表現行為的身語二「業」為實業，大乘則以此為假業，

而更重視促使「正發動身語之現行」的「思心所」，即心思所造作的意業，視此「業道」為招

感果的實業。故「意業」更涉及「行」、「思」而有「意即是業」的意涵，「意業為重」更具有

重視行為發生之根本原因、以「正見」為優先、重德性與心靈之涵養、重自律及理性精神、

唯心論傾向的道德觀、解脫層次的價值關懷等重要的倫理學特質。32 

  「業」、「果」、「報」皆是指一切眾生從生到死之輪迴中，自己造作某種因緣，而後產生

吉凶苦樂之果報，且由業因到感果當中，並非突然完成，需經過一個運作、引發的過程，佛

教便以「業力」這個名相，表達一種善業產生樂果、惡業產生苦果的作用力。眾生在本質為

苦之生死中，受到看似能見能感之微小安樂迷惑，並依貪、瞋、癡三毒之惑業業力，感得不

同的生命型態與生存環境，因此在未能領悟佛教所說的緣起性空、四聖諦等生命真理而解脫

前，便不能脫離永無止盡的三界六道生死輪轉、不得出離三有之苦，必須在生死交替之際不

斷循環、無限輪迴不已，故言「業力不可思議」，這便是佛教的「輪迴」時間觀。 

  第二種研究類型為「佛教中國化之勸善應用」，即佛教自西漢傳入中國後，許多教義皆受

到中國化，林偉認為其中佛教的三世業果觀，結合了中國敬天的天道觀及餘善、餘殃的善惡

報應思想，並更能以輪迴觀解釋現實中不公之現象與顯現樂善好施的意義，對中國民間信仰

的影響最大33，並以具有勸善教化意義的故事形式傳誦。黃啟江亦提到東晉時，慧遠（334-416）

依道安〈二教論〉著有解釋「現報」、「生報」、「後報」的〈三報論〉，其中以「現報」最

為盛行：「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

百生千生，然後乃受。」34「現報論」更常見於魏晉南北朝的筆記小說，如：《搜神記》、《宣

驗記》、《幽明錄》、《感應傳》、《冥祥記》、《冤魂志》等志怪小說，《太平廣記》的「報

應類」與《夷堅志》亦有收錄許多人物發生的因果報應故事，而最能充分表現中國人心深受

因果報應觀影響，莫過於明代文人馮夢龍與凌濛初（1580-1644）所編寫的「三言二拍」。35這

些小說故事少言佛教修行之信仰，而是強調因果報應之現驗與上天施報，並為勸懲教化社會

道德觀而作，也反映佛教因果觀之中國化，有諸多研究皆是針對這些文本中的因果報應觀。 

 

                                                 
32 林建德，〈佛教「意業為重」之分析與探究〉，《臺大文史哲學報》，80 期（2014 年 5 月），頁 145-178。 
33 林偉，〈「三世」概念與「善惡報應」――佛教中國化的一個範例分析〉，《現代哲學》2006 卷 1 期 （2006 年

1 月），頁 90-95。 
34 （南朝梁）僧祐，《弘明集》，《大藏經》，第 52 冊 No.2102。 
35 黃啟江，〈佛教因果論的中國化〉，《中華佛學學報》，16 期（2003 年），頁 254-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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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提及佛教歷史發展與核心基本教義之定義，可以見得佛陀所證悟之生命真相實多而

繁雜，若未經過多次結集寫下，並經過部派辯論統整成為三藏十二部，這些生命智慧又如何

能流傳至今？然而若對於這些基本教義之學習，僅是從「經藏」或應頌（重頌）、諷頌、譬喻

等定義性、覆誦性、語錄性、故事性之論述方式去理解，而無加以結構化與說明，實難理解

各教義之間的理論邏輯與前後次第關係，因此「論藏」、「論議」這種解釋經藏、反覆論辯教

義之典籍，便可提供修行者一套如何思惟法義、用心轉念與身體實踐之精準修行架構，而作

為三藏十二部集大成之《菩提道次第廣論》，便是一部詳盡闡述一條證得如同佛陀之「覺者（菩

提）」的道路上，如何依照次第步驟一步步修行的論典，此論之譯者法尊法師，便於譯後之附

錄寫下《菩提道次第廣論》之法源依據： 

本論教授的淵源，遠可以推到釋迦如來的一代言教，近的如本論（漢文本頁）自說：《總

道炬論》。這是全書總的根據。本論內容每一細支，又各有它所依據的經論或語錄。36 

《菩提道次第廣論》之作者宗喀巴，乃是藏傳佛教主流「格魯派」之創立者，其為一代祖師，

並被藏人奉為文殊菩薩之化身，而宗喀巴所著《菩提道次第廣論》之法源傳承，更是極其嚴

謹。此外太虛大師（1890-1947）亦在為《菩提道次第廣論》作序時，提到此論具有建立三士

道完整教理之重要性： 

經律論古疏早多散失，保之大藏者亦徒資供奉，或翻閱以種善根耳。空疏鄙陋之既極，

唯仗沿習風俗以支持。學校興而一呼迷信，幾潰頹無以復存，迄今欲扶掖以經論律儀，

亦尚無以樹立其基礎，而借觀西藏四五百年來之黃衣士風教，獨能卓然安住，內充外

弘，遐被康青蒙滿而不匱，為之勝緣者雖非一，而此論力闡上士道必經中下士道，俾

趣密之士，亦須取一切經律論所詮戒定慧遍為教授，實為最主要原因。37 

《大藏經》保存著三藏十二部至大至廣之法義，然因其內涵之解說注疏多已亡佚，故誦不能

明，或僅是保持著與佛法結緣種因之消極心態讀誦，而鮮為人誦讀實修，想必太虛大師筆及

至此多有感慨；但是，《菩提道次第廣論》完整闡述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戒定慧之完整

理論架構與修行次第的重要細節，使得藏傳佛教修行者有正確的教理依據來修心修行，實證

佛法內涵。 

  以筆者在前段爬梳佛教「業果」之概念為例，從原始佛教之各種《阿含經》，或《大般若

經》與《華嚴經》、《法華經》等佛教重要經典中，多只能從片段文字中摘取出「業果」的部分

                                                 
36 《廣論》，頁 592。 
37 《廣論˙序》，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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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而難以透顯修行之方法，如：業果的分類、要造善業才能感樂果、造惡業會感得令人

痛苦的苦果……，這些道理易懂，但實際遇到境界時卻還是不能控制自心，因此到底該怎麼

在平時用心，以及是否還有許多細微的法義是我們尚未思考到的，這些都在《菩提道次第廣

論》完整呈現，例如：宗喀巴在講述「業果」概念時，不只是單單闡述定義，更是將「業果」

概念置於「共下士道次修心」的修行架構之中說明，顯現「業果」是要拿來修心修行的意義。

宗喀巴告訴修行者在一開始的下士階段，應抱持的心態（意樂）為「發生希求後世之心」，以

及如何能夠使自心「依止後世安樂之方便」，並進一步針對此二者詳細說明，而其中「依止後

世安樂方便（合適的方法）」便有「趣入聖教最勝之門淨修歸依」與「一切善樂所有根本發深

忍信」，而「一切善樂所有根本發深忍信」便是指導修行者如何引發自心對善惡「業果」觀念

產生深刻不變之信心： 

 

圖 2 筆者依據《菩提道次第廣論》下士道中「深信業果」內涵科判所繪之架構表 

由上圖科判（架構表）所見，「一切善樂所有根本發深忍信」分為「思總之理」、「思別業果」、

「思已正行進止之理」三部分38。「思總之理」包含要針對總體的業果原理（業決定理、業增

長廣大、所未造業不會遇、已造之業不失壞）、十種善惡黑白業之種類、完成與感果輕重差別，

針對這些種種情況認真思惟與抉擇；「思別業果」則是在「思總業果」後能夠遠離十種不善而

                                                 
38 宗喀巴大師著，釋法尊譯：《菩提道次第廣論》（臺北市：福智之聲出版社，2015），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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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獲得善妙所依身之基礎上，繼續了解能進一步感得「圓具德相，能修種智，勝所依者」人

身之修道進程，包含「異熟功德」、「異熟果報」、「異熟因緣」；最後「思已正行進止之理」則

是總結透過思惟使內心對「業果」產生深信之修行方法，並補充「特以四力淨修道理」之重

點，即教導修行者可以「破壞現行」、「對治現行」、「遮止罪惡」及「依止力」追悔已造之惡

業，並扭轉自己的思想、行為，以改變造惡之罪過與習性。宗喀巴在《菩提道次第廣論》所

闡述的「業果」，乃是讓修行者透過思辨業果總體、個別之原理與其細微分別差異的修行指南，

使其能真實「深信業果」，並引發對於過去所造之罪惡追悔、防止現在與未來再次造惡之行動，

實具有濃厚的修養內涵，故筆者在討論佛教「業果觀」時，採用如同《孟子》具有思辨與修

養指導之《菩提道次第廣論》作為佛教文本，以求儒佛在修養工夫論上能有所比觀與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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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儒家與佛教的道德情感比較 

  人生而有理性與感性二面，然中國哲學自古多偏向「性理」的討論，而少言及感性之「情」，

先秦文獻中「情」之使用多與「性」密切相關而不可分離：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禮記．禮運） 

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荀子．正名） 

喜、怒、哀、懼、愛、惡、欲七種人情「弗學而能」，即是先天本具之「性」，這種「情出於

性」、「情生於性」之解釋，使「情」融入「性」之範疇，性情混用不分而逐漸被忽略，尤其

「情」易連結到非理性、不能自主的「情感」或「情欲」，如同荀子提出「性惡說」時亦併用

「情性」： 

若夫目好色，耳好聽，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者也；感

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荀子．性惡） 

將「情性」定義為耳目口鼻等感官所欲之快感，乃是德行修養應去除之物，故董仲舒亦提出

「性善情惡」之說，以消極、否定之角度看待「情」，抑或被用作「實情」、「真實」等不與情

感有關之解釋，使得人心感受之「情」鮮少被當作獨立核心概念探討。而佛教對於「情感」

亦多是持否定、消解之看法，說一切有部所提出的「十二因緣／緣起」為：無明、行、識、名

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而「愛」是由境界中所「受」之感而生貪愛，並

發展至「取」之強烈執著，因此佛教中視「情」、「欲」的根源乃是來自對不真實的自我所引

起之「我愛」與「我所愛」，並視為障道法，皆是以貶義釋「情」。 

  然而孟子的「四端之心」卻以「情」作為根源發端去論述「性」，牟宗三並將「乃若其情」

之「情」釋為「核實」，即「人之情」為「人之為人之實情」，具有此處「心的真切之情」非感

性之情感，而當視作以理言、不以氣言之「本情」39，「以情論性」揭示「情」屬於道德主體

之範疇，人具有發於自心之情願、自律、自然而為進行德行修養的特性，且在修養過程中獲

得愉悅之感，則不至感覺受他人逼迫而「必須」修養，面對禮教也不易有被束縛、被要求之

他律感，並避免修養工夫落入外在形式之弊端與以理殺人之嫌疑。此外《荀子》中「情」字

出現次數共有一百一十九次之多，具有多面向之豐富內涵，陳昭瑛對此分析出荀子情論之三

層意義：（一）「人情與實情」，承接孔孟之義，釋「情」為出於人性之本然、實情，或客觀事

                                                 
39 牟宗三，《圓善論》（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22 冊）（臺北：聯經出版社，2003），頁 22、352-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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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實情，故人之情具有普遍性，也連結到需藉由禮制加以限制修養之「欲望」，因此涉及道

德好惡與具有接受教化潛能之善根；（二）「情的主體性」則是荀子將情與性、心、欲作一聯

繫，認為「情性」是需加以「矯飾」的對象，並在道德修養中以「禮義」優先於「情性」，即

荀子「養情」類於孟子「養氣」，具有美化人格之作用，而養情至最高境界便是成就君子之情、

仁人之情、聖人之情；（三）「至情與至文」更是荀子注意到禮制中的「情」、「文」關係，並凸

顯「以禮養情」之轉化義，使單純人性層面的「情」被賦予了道德與美學層面之意涵，亦涉

及「內容」與「形式」之關係，即自然感性經過禮樂之教轉為公共感性之道德情感修養工夫，

而在儒家思想史上作為一種「美學的突破」。40而佛教對「情」之解釋亦非全指感官私欲，仍

有其正面之義，且佛法旨在教導眾生「離苦得樂」，「苦」、「樂」亦是精神層面之道德情感，

而修菩薩道者亦須利用「情」所具之強大動能，由愛己而外射為愛彼之心，轉化昇華成「慈

（予樂）」與「悲（拔苦）」。41 

  儒佛將中性乃至貶義之「情」作一正面解釋，皆是發現探討「情」之關鍵點應是修養工

夫，尤其當道德修養「自主性」之驅動力，難以歸於抽象形上的「天理」、「性善」，因其無有

實感，而需藉由形下世界可經驗到之感性經驗而來，令人體驗到自心本有源於天道之性理，

此時「情」便具有連結道德主體、天道與修養工夫之重要解釋，即新出土郭店竹簡〈性自命

出〉有一句「道始於情」42，黃進興亦言：「儒家倫理基本上是以『道德情感』為出發點，孟

子底『四端說』把此一特色表現得最清楚。」43此處以「道德情感」釋「性情」之「情」，並

將孟子四端說之仁義禮智歸於道德法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歸為道德情感，乃是

以康德所論述之「道德情感」理論為主。康德對「道德情感」的論述，在其前後期的思想中

曾經歷複雜的演變過程，李明輝曾撰寫德文專論詳細探討過，而後同樣也嘗試以康德後期理

解「道德情感」的倫理學性格，看待宋明儒者在理解孟子「四端之心」所透顯之義理間架。

李明輝提到康德早期將道德情感視為義務理性的「判斷原則」以及實質的「踐履原則」，並承

認道德法則（理性）與道德情感（感性）不分二層面之本質關聯，也未將道德情感排除於道

德主體之外，而承認「道德主體」同時兼具情感面與理性面。 

 

                                                 
40 陳昭瑛，〈「情」概念從孔孟到荀子的轉化〉，《儒家美學與經典詮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頁43。 

41
 釋昭慧，〈「性」與「愛」之佛教觀點〉，《生命教育研究》，4 卷 2 期（2012 年 12 月），頁 1-31。 

42 湖北省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頁 179。 
43 黃進興，〈所謂「道德自主性」：以西方觀念解釋中國思想之限制的例證〉，《食貨月刊》，14 卷 7&8 期（1984

年 11 月），頁 353-364。 



21 

 

  然而康德後期反對愛爾蘭哲學家哈澈遜（Francis Hutcheson，1694-1746）的道德感（Moral 

sense）倫理學，認為人對於道德善惡是沒有天生的感知能力，道德善惡的判別與個人行動格

準，仍是依於無條件的道德法則、道德律令，因此康德後期不贊成道德感，形成一個情感與

理性二分的主體性架構，以一切情感均是「感性的特殊形態」，而具有感性所特有的「受納性」

或被動性的「道德情感」，自不屬於本質為純理性、可制定道德法則的道德主體，因此日後康

德對「道德情感」一詞之使用，則意指「一種自然稟賦」、「一種習性」及「一種情感狀態」。

可以見得康德仍肯定人具有無條件實踐道德的「自由意志」，並承認人對於道德法則仍是具

有一種情感（Moral feeling），這種情感狀態涉及「對道德法則或義務的敬畏」，以及「與德行

意識相聯結的愉快或滿足之情、與罪惡意論相聯絡的不快或痛苦之情」，44即人可以認識道德

理性知識、理性事實，且按照理性思考即可肯定道德法則、義務的無條件，認知到依道德法

則該行而行才屬於道德行為。 

  康德後期因認為感性活動是缺乏意向性的感受狀態或快感，而將道德情感分立於道德主

體之外，釋「道德情感」僅限於感性層的論點遭牟宗三反對，牟宗三視惻隱之心這類的道德

情感有其先天普遍性，而此道德感能成為道德理性實踐之動力；席勒（Max Scheler, 1874-1928）

亦提出一些獨立於倫理學思想之外、存在先驗心之秩序與邏輯，而可克制情欲與衝動的「精

神性情感」：價值感（value feeling）、偏好（prefering）和愛（love），強調道德情感之普遍性

與動力性，在道德行為的動機中發揮具有理性認知的情感作用。45 

  康德後期較早期更明確分析出「道德情感」之理論架構，提供中國思想一套詮釋修養工

夫中情感層面之方法論，然筆者仍認同牟宗三在儒家思想中不分立之「道德情感」與「道德

主體」之觀點，並視儒家之「道德情感」具有道德理性認知，佛教之「道德情感」亦是如此，

例如佛教在教導人調心時所看重之造業動機，即「意樂」： 

意譯為阿世耶、阿奢也。此字含有休息處、住處、意思、意向等意味，故意譯意樂、意

欲、志願。凡心裡所欲之作為，皆稱為意樂。顯揚聖教論卷三舉出貪、瞋、癡等三種阿

世耶，俱舍論卷十四則分為善阿世耶、不善阿世耶兩類。46 

「意樂」字義本身無分好壞，即佛教中所有具意向性情感之總稱，因是「心裡所欲之作為」

而具有「引發」造業之動力，修行時欲去除之「貪」、「瞋」、「痴」三毒，即是不善阿世耶；而

趨向善法之「善阿世耶」、「增上意樂」便是「道德情感」，是修道者心中所應時時持有之心理

                                                 
44 李明輝，〈孟子的四端之心與康德的道德情感〉，《鵝湖學誌》，3 期（1989 年 9 月），頁 2-7。 
45 張子立，〈道德感之普遍性與動力性－謝勒與牟宗三的共識〉，《鵝湖月刊》，379 期（2007 年 1 月），頁 51-62。 
46 佛光大辭典，p5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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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並具有向善之「意向性」。總言之，佛教細分身、口、意三業，且「意業」為造業之初

始，若要防範惡業便是要從意業守住，並認為「心識」、「無明」是煩惱根源，故對「十二因

緣」深入研究，因而提出「正念」、「正知」、「密護根門」、「戒定慧」等循序漸進修養「心理」、

「情感」之工夫，可見佛教不只列舉理性判斷準則，更關心引發行為之感性元素，以求理性

與感性能相輔相成地修養，使人心終能趨向修菩薩道、發菩薩心之「道德情感」，這個論點與

孟荀從道德修養看待「情」之動能與將一般情感轉化為「道德情感」極其相似，因此筆者所

言儒佛修養工夫論之「道德情感」，較傾向牟宗三觀點之義。 

  關於儒佛在「道德情感」之比較研究，劉貴傑發現致力於會通儒佛之宋代高僧契嵩，曾

討論過儒佛之「心、性、情」，釋「心」為「萬物同靈」，並以心之「動」產生逆順、善惡之

情，連結朱子所言「動處是情，主宰是心」（朱子語類五．性理）。契嵩又言：「萬物有性情，

古今有生死」、「情也者，有之初也。有有則有愛，有愛則有嗜欲，有嗜欲，則男女萬物生死

焉」。將眾生萬物說為「有情」，乃是佛教之專有術語，即指一切具有心識、感情、見聞覺知

之生命體，並以「情」為宇宙生成、生死流轉之因，故契嵩不同於佛教罕言「情」，而視「情」

為「有」、「愛」之初始，即是受到朱子所言「以其已發而妙用者言之則情也」之影響。47除此

之外，筆者亦注意到在論及儒佛修養工夫中那股非為獲取利益，而是人內心本有、自願自主

之驅動力，或是從自身之感向外「推移」至對他人之「同情共感」，皆是心之感性經驗――「道

德情感」，如孟子以情論性之「四端之心」與佛教不忍眾生受苦而欲予樂之慈悲心、對自身造

惡之慚愧、對師長三寶之恭敬與淨信心……之情感類名詞或概念，便具有可比較性，如「惻

隱―慈悲」、「羞惡―慚愧」、「禮之辭讓―敬信與戒律」、「是非之心―空性智慧」……，從而

統整出儒家與佛教在修養工夫中對「道德情感」作為修行原動力之運用，使理性道德主體德

行修養更具有自願主動性。 

 

  

                                                 
47

 劉貴傑，〈契嵩思想研究──佛教思想與儒家學說之交涉：論心、性、情〉，《中華佛學學報》，2 期（1988 年

10 月），頁 18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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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得利有命」與「業力感果」之影響 

  儒家與佛教雖然有眾多共通之處，然其在型態上仍是不同的兩種思想，因此在比較儒家

的義利之辨、義命合一，與佛教業果、業力的關係之前，筆者需先比對二家的「終極關懷」

為何，因為儒家對於義、利、命限等辯證關係的思索，與佛教業因、果報、造作依準、苦樂定

義等觀念，皆是各自從其生命終極關懷往回推及而定。故本章第一節將先探討儒佛的「『命』

所涉及的終極關懷」，再由終極關懷之異同，於第二節「行義求利的原動力與斷惡修善的驅動

力」爬梳二家推動身心去求利、求樂果的動力為何；而後討論儒佛有所求或無所求所牽涉到

「求取」與「命」的關聯，並在第三節論述「從業力的觀點看命之所限、正命立命與德福一

致」的問題，試圖從佛教業果法則的「業力」轉化儒家不可自主控制的「命限」；最後第四節

「心無死生的無限心與無限生命觀」，則更進一步以楊祖漢依據胡宏所提出的「無限心」、康

德的「靈魂不滅」與佛教的無限生命輪迴作補充，凸顯儒家正命、立命與德福一致何以可能。

筆者希望透過本章的探討、闡述，將儒家義命觀中的「利」、「命」，與佛教業果觀中的「果報」、

「業力」、「無限生命觀」得以比對會通。 

第一節 「命」所涉及的終極關懷 

  「生命終極關懷」為基督教存在主義神學家田立克（1886-1965）所提出，他認為應傾盡

人生所有生命力與心意，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去追求與完足，且較其他事情更加重要的

便是宗教信仰，因此將「宗教信仰」定義為「終極關懷」48，認為正確的終極關懷對象，應是

完全聖潔的上帝。以此意涵類比到儒家對於道德實踐，認為君子應毫無理由、義無反顧而為，

同樣佛教對於證悟三主要道、成就一切智智、為利有情願成佛，亦是要求修行者絕不浪費每

分每秒全心努力，故「道德實踐」便是儒家的終極關懷，成就佛果則是佛教的終極關懷。 

  從孔子言「志於道」，可以了解「道德實踐」作為儒者的終極關懷與志向，因此儒者於日

常生活中皆要求自身實踐道德，並將形上抽象的道德法則，具體體現在人倫關係互動中。然

而這並不代表儒家只注重現實人生，而忽略超越性的道德價值；相反地，從孟子所言盡心、

知性、知命、知天即可得知，儒者是藉由現實世界的人倫關係，不斷修身、充實徳性，進而

                                                 
48 保羅‧田立克著，魯燕萍譯，《信仰的動力》（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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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許自己能在人生的有限性中，認識、實踐由天道下貫而為道德法則的無限性，這便是內在

而超越的道德實踐，即牟宗三提到： 

若吾人能展露出智的直覺，則人亦可知本體與物自身（此種知當然與知現象之知不同）。

如是，則人雖有限而實可具有無限性。49 

因此當人的知解能力得到轉化，道德實踐得以充實提升自己的人格時，便如孟子所謂「大而

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當人格昇華到聖人、神人，人便開展了無限性，這個論

點乃自孔子將先秦前的「上帝」，轉化為人人內在具有的道德主體後，孟子更以性善論、盡心、

立命，勾勒出儒家「天道性命相貫通」的世界觀與形上信仰，儒者便可透過充盡內在徳性的

修養工夫而了知天命，天命、天道不再是與人毫無關聯、遙不可及的超越境界，而是與人格

德性相互映照、體現的關係，這種「天人關係」便是作為一種「即內在而超越」的理論型態。

故唐君毅（1909-1978）寫到： 

唯是孔子先認定義之所在，為人之所當以自命，而天命斯在。此見孔子所謂天命，亦

即合於詩書 所謂天所命人之當為之「則」，而與人之所當以 自命之「義」，在內容上

為同一者。孔子所謂畏天命，確仍與孔子所重之反求諸己，行心所安，依仁修德之教，

可說為二而一之事。……行道是義，天使我得行其道是命。此固是命義合一。然在道

之廢時，則義在行道，而命在道之廢，命義相違；則此時求行「義」，正宜當非「命」。

此即墨尚義而非命之論所由出，而勢至順者。然在孔子，則於義在行道，而命在道之

廢時，仍只言人當知命，只直言畏天命，其 故何耶？然吾人之所以答此問者仍無他，

即自孔子之思想言，人之義固在行道。然當無義以行道時，則承受此道之廢，而知之

畏之，仍是義也。50 

孔子言「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孟子承之而更加以「無義無命」詳述「義命合

一」，並將當然之「義」定義為判斷是非善惡的準則，即儒者需無條件實踐道德的義務，而「天

命」便存在於人將「義之所在」視作「自命」之時，即「命」之所立之處（立命），且為「正

命」。由此可以見得儒者窮盡一生努力的終極關懷，便是透過內在仁義的道德修養，希望得以

體會高遠、絕對超越的天道，而能以有限人生中的安身，完成無限的立命。 

  而佛教的終極關懷，則更是從人生課題出發，來自於釋迦牟尼佛得道前身為印度王子的

悉達多，對於人生普遍存在的「生」、「老」、「病」、「死」問題，及其衍生的愛別離苦等，產生

                                                 
49 牟宗三，《現象與物自身》（臺北：聯經出版社，2003），頁 27。 
50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頁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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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徹底解脫生死、真正離苦得樂的疑惑，並決心找出解答而出家修行，最後悟證「緣起性

空」、「苦集滅道」、「業果」等真理，因而找到究竟解脫生死輪迴痛苦的辦法。因此源於厭惡

苦受而欲尋求徹底解決方法的動機，佛教的終極關懷便是「解脫生死」，進而開展一連串從聞

思到修行、從下士道到上士道的斷惡修善工夫，而何謂「解脫」： 

言解脫者，謂脫諸縛。此復業及煩惱，謂於生死是能繫縛。即由此二增上力故，若依

界判，欲界等三。以趣分別，謂天趣等或五或六。依生處門，謂胎等四，即於其中結蘊

相續，是繫縛之體性。故從此脫，即名解脫，欲求得此，即是希求解脫之心。又此解

脫，非為惑業諸行生已息滅，以諸生法，於第二時定不安住，不待修習能治等緣，則

不須勵力，一切解脫便成過失，故若未生對治，當於未來結生相續。由其發起對治力

故，結生相續即便止息。51 

宗喀巴在《廣論》中將「解脫」釋為擺脫諸多繫縛，認為眾生是被「業」與「煩惱」繫縛在生

死輪迴中，且「業」與「煩惱」作為二股力道，會相互輾轉增加，將眾生綁在欲界、色界、無

色界這三界的六趣中，並依據胎、卵、濕、化四種方式出生。當前面蘊滅，後面緊接著蘊生

的業感緣起未被截斷、解脫，「業」與「煩惱」即便生滅完畢，仍會因為習慣性尚在，而再次

生滅，使眾生將不斷地結蘊相續，推衍形成的五蘊身、蘊體，無止盡地受到「業」與「煩惱」

所綁。當釋迦牟尼佛證悟此理，演說的佛法勸勉眾生應希求解脫生死，並且應特別刻意以正

確如法的方法修習對治，竭盡全力從這個無有窮盡的生死繫縛中解脫開來，從此截斷、停止

這種無止盡受「業」與「煩惱」所苦的相續，才能真正解開生死輪迴。 

  然而「解脫生死」還只是佛教認為眾生最初步所應關注的終極關懷，宗喀巴在「解脫生

死」所產生的「出離心」基礎上，應進一步以「菩提心」攝持，與「空正見」圓滿斷除一切邪

執，才是真正的成就，這三者皆是眾生（尤其是修行者）最應傾盡生命致力追求通達的終極

關懷，即所謂「三主要道」： 

度誡禮敬至尊上師眾！ 

諸佛經典精華義，一切菩薩所讚道，欲解脫者之津梁，我隨己力而宣說， 

不貪三有之安樂，為使暇滿身具義，勤依佛悦之正道，具緣者當喜諦聽！ 

無有清淨出離心，求有海樂無法息，會執輪迴縛眾生，故當首先尋出離。 

暇滿難得壽無暇，於心串習斷此執，業果無欺輪迴苦，善思可斷後世執。 

修後於諸輪迴樂，剎那不生欲求心，晝夜欲求得解脫，爾時已生出離心。 

                                                 
51 《廣論》，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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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於此出離心，未以菩提心攝持，不成菩提樂因故，智者當發菩提心。 

受於四瀑流沖捲，緊束難遮業索中，因於鐵網我執内，無明黑暗所籠罩。 

輾轉投生三有中，三種大苦無間害，成此慘狀諸慈母，思維而發殊勝心。 

不具證悟實相慧，縱修出離菩提心，亦不能斷三有根，故當勤證緣起法。 

若人照見輪涅法，一切因果永無謬，一切所緣盡滅除，此人已入佛喜道， 

顯相緣起無欺惑，空性離一切承許，何時分別各執取，爾時未證佛密意， 

一旦無有輪換時，現見無欺之緣起，勝解境想悉盡除，爾時見析即圓滿。 

若知以現除有邊，以空遣除無有邊，性空因果顯現理，不受邊執見所動。 

如是三要道精髓，自己如實通達時，兒依靜處而精進，速證究竟之意樂。52 

宗喀巴言應以諸佛所說之經教典籍，皆是能令欲求解脫的人度脫之津口，而所謂「出離心」，

即是厭離三有的現世安樂、希求涅槃的「求解脫心」，修行者應思惟暇滿人身之難得、壽命無

常，以破除自己貪求現世五欲安樂的心，再思惟業果真實不虛、認清世間為苦所攝與三有流

轉輪迴的道理，發現三界輪迴如同火宅，應生佈畏而不可貪愛眷戀，而能以此「出離心」作

爲動機行事，願意修習戒定慧三學以追求涅槃，則所作功德皆能成爲解脫生死的資糧。宗喀

巴再進一步提到「出離心」若無「菩提心」攝持，那麼所修的一切功德，仍是會繼續在生死

輪迴中，或處於小乘果位，而不能成就大乘菩提、成佛的樂因。因此透由觀察自己受生死輪

迴繫縛所苦，推及體認到三界一切有情亦同被我執煩惱所縛，沉溺生死苦海受眾苦所逼，而

為了度脫一切有情出離生死痛苦，生起希求成就無上菩提之心，即是「菩提心」，以此心所造

作、修習的一切功德，如：金洲大師的七重因果教授、寂靜天論師的自他相換教授、六度四

攝等，這些即便犧牲自身安樂，也要堅持利他的菩薩行工夫，皆能積累到無邊的成佛資糧。

然而「出離心」與「菩提心」仍不能直接斷除輪迴根本，而是需要證得緣起法、得到「空正

見」，所謂「性空」並非全無，而是指一切法皆依因緣而生、依因緣而安立，從未有實際獨立

存在的自性，當體認到「無自性」的道理，才能斷除無始劫以來的妄執與習氣，即眾生所生

一切煩惱、輪迴生死的根本。 

  總言之，筆者認為儒佛的終極關懷，皆是要不斷擴充自身的意義，而究其本質，首先由

於二者在宇宙觀上有「實」、「空」與生命長度之不同，因此影響其各自對於達到終極關懷的

「目的」也有所不同：宋明儒者自覺儒家視無常為「生生不已」、「變易」之意，以學仁、成德

為樂事，視死為「終」、「成」而非苦，乃不同於佛教視生滅、生死無常為苦，因此二者在「為

                                                 
52  宗喀巴大師造，第一世蔣貢康楚˙羅卓泰耶釋論，堪布羅卓丹傑譯，《善緣解脫道：《三主要道》簡略釋文》

（新北：財團法人化育文教基金會，2014），頁 14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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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動機」53上，佛教在生命具有無限輪迴特性的前提下，成立究竟解決生死輪迴痛苦是可能的，

同時亦可以推及利益其他與我同苦的眾生，而欲以「解脫生死」、「成就佛位」作為終極關懷，

而展開學習佛法、三主要道（出離心、菩提心、空正見）的修行，是從生死苦痛之解脫問題

出發；儒家則是強調該生需要透過踐德，方能在自身上體現由天命所賦予的「義命」，從而恢

復自覺本有的「仁」心，以無條件的「實踐道德」、完成君子成德之教、尋孔顏樂處為人生目

的，故明道言「聖賢以生死為本分内事，無所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為怕死生，故苦說不

休，皆利心動之。」54象山亦言：「釋氏以人生天地間，有生死、有輪迴、有煩惱，以為甚苦

而求所以免之。……故曰利曰私。」55皆是宋明儒者駁斥佛教求超脫生死乃出於功利心。 

  雖然儒佛在達成終極關懷的「為學動機」上有所不同，但不論是儒家以當下純粹的仁心

無條件實踐道德，則便是踐德完足，又或者是佛教以「出離心」、「菩提心」、「空正見」修習，

斷除「業」與「煩惱」所產生的生死繫縛，這些皆是以內心活動為主，且需要透過情境中所

產生對應的心念、行為才能體現。最後二家對於如此崇高的終極關懷能否達成，皆是抱持正

面肯定的態度，即儒家認為人人內在具有的道德主體，透過道德實踐是可以轉化人格，使人

的有限性得以開展至無限而了知天命，這個論點與佛教認為佛陀並非「神」，而是人人皆可透

過修養，便能依次第從凡夫成就為佛陀這種最圓滿的人格境界，便具有相似之處。 

 

第二節 行義得利的原動力與斷惡修善的驅動力 

  上一節提到佛陀頓悟宇宙真理，提出最終極的關懷為「解脫生死」，教化眾生如何真實地

「離苦得樂」，而言及「緣起性空」與「業果」道理時，可以發現佛法是以感得苦果或樂果的

結果，回推至苦因或樂因，並以所種的是苦因或樂因，作為行事是惡或善之判斷，即認為會

感得樂果者為「善因」、白業，會感得苦果者為「惡因」、黑業： 

業決定理者，謂諸異生及諸聖者，隨有適悅行相樂受，下至生於有情地獄，由起涼風，

所發樂受，一切皆是從先造集善業所起。從不善業發生安樂，無有是處。所有逼迫行

相苦受，下至羅漢相續之苦，一切皆是，從先造集不善而起。從諸善業發生諸苦，無

有是處。《寶鬘論》云﹕「諸苦從不善，如是諸惡趣，從善諸善趣，一切生安樂。」故

                                                 
53 唐君毅曾探討〈宋明理學家自覺異于佛家之道〉的四點不同，其第一點即為「為學之動機」，收錄於《中國哲

學原論―原道篇（三）》（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頁 420-427。 

54 程顥、程頤，《二程集》（臺北：漢京文化公司，1983），頁 2。 
55 陸九淵，《象山先生全集》（臺北：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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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苦樂非無因生，亦非自性，自在天等不順因生，是為從總善不善業生總苦樂。諸苦安

樂種種差別，亦從二業種種差別，無少紊亂，各別而起。若於業果，或決定相，或無欺

罔，獲定解者，是為一切內佛弟子所有正見，讚為一切白法根本。業增長廣大者，謂雖

從其微少善業，亦能感發極大樂果，雖從微少諸不善業，亦能感發極大苦果，故如內身

因果增長，諸外因果無能等者，此亦如《集法句》云﹕「雖造微少惡，他世大怖畏，當

作大苦惱，猶如入腹毒。雖造微少福，他世引大樂，亦作諸大義，如諸穀豐熟。」56 

故無妄執理智無害與彼所成二事為一，說於名言，從諸善惡感生苦樂與自在自性造生

苦樂，是則俱是，非則俱非，邪分別處。自在自性造生苦樂與善不善感生苦樂，二雖

俱非觀察有無自性正理之所成立，然以正理違不違害，於一切種不相等故。57 

不論是凡夫還是聖者，其所感覺到的樂受，即便是在地獄受到種種苦痛之間，突然感受到有

一點點樂受，那都是由於善因白業所引發的，從未有造作不善之惡業還能感得樂受的例子，

不善業是感得惡果、苦受，任何人都無一例外。因此苦樂的感受並非無因而生，也非有其自

性而自己產生，都是源於善惡業，且根據造業意樂、行為等各種因素之差別，而會個別引生

不同種類、程度的苦樂受，由因感果的細微處絕不紊亂，是以業果法則為修行佛法的佛弟子

所應堅定相信之正見。佛教極為重要的業果正見，便是由「終極的苦樂受」與「其所形成的

善惡判斷準則」組成。 

  佛教這種以善惡概念作為實踐法則之經驗基礎，是以「造業對象」為首來決定善惡法則，

相較於孟子先提出「仁義內在」以建立本心性善之理論，並依循理性的「性善」所發出仁義禮

智之道德行為，則是以道德法則為先而引生出善惡概念，故是以「道德法則」為首、依天理行

事，同時也是康德所言「意志地立法性」，並視道德行為為「性分之不容已」的必然「義務」： 

如果善之概念不是從一先行的實踐法則而引生出，但反之，卻是用之以充當實踐法則

之基礎，則此善之概念只能是這樣的某種東西之概念，即「其存在足以許諾快樂因而

並足以决定主體之因果性去產生此快樂，那就是說，其存在足以決定意欲之機能」這

樣的某種東西之概念。 

現在，因為「要想先驗地去辨識什麼觀念將被伴以快樂，什麼觀念將被伴以痛苦」，這是

不可能的，所以「要去找出那根本上或直接地是善或惡的東西」，這將只有依靠於經驗。 

主體底特性（單只涉及此特性，此經驗始能被作成）是苦與樂底情感，此情感是一「屬

                                                 
56 《廣論》，頁 117。 
57 《廣論》，頁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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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内部感取」的接受性；這樣，只「快樂底感覺與之相連繫」的那東西必即基本上是

善者，而那「直接地引起痛苦」的東西必簡單地即是惡者。 

但是，因為這一說法甚至相反於語言之使用，語言之使用將快樂與善區別開，並將苦

與惡區別開，而且要求善與惡將總是為理性所判斷，因而也就是說，為那「共通於每

一人」的概念所判斷，而不是為那「限於個人主體以及個人主體之感受性」的純然感

覺所判斷；又因為縱然如此，快樂與痛苦也不能與任何先驗對象之概念相連繋，所以

那「認其自己被迫著必須以快樂之情感為其實踐判斷之基礎」的哲學家必將叫那「為

快樂之工具」的東西曰善，而叫那「是不樂或痛苦之原因」的東西曰惡，因為「基於工

具（手段）與目的之關係」的判斷確然是屬於理性的。 

但是，雖然單只是理性能夠辨別工具（手段）與目的之連繫（這樣，意志甚至亦可被

規定為目的之機能，因為目的總是意欲之決定原則），然而那從上面所說的「善只是一

工具」之原則而來的實踐格言必不能含有任何「其自身為善」的東西以為意志之對象，

但只含有某種「對某物為善」的東西以為意志之對象；善必總只是有用的，而「善對

之為有用」的那個東西必總是處於意志之外，那就是說，處於感覺中。 

現在，如果這作為快樂感覺的感覺真要與善之概念區別開，則在此情形下，必無什麼「根

本上或直接地是善的」東西，善只能在對某種別的東西即某種快樂為工具中被尋求。58 

如康德所言，以「內部感取之苦樂情感」作為「經驗」，直接簡單連繫著「善惡」概念，並形

成「意欲決定」的機能，近於佛教「業果」法則，乃至爲了符合「實踐理性」的哲學推論，將

二者――作為理性判斷的善惡與純然感覺的苦樂――不同屬性而難以被直接連結的概念，以

「基於工具（手段）與目的之關係」詮釋作「為快樂之工具曰善」、「是不樂或痛苦的原因曰

惡」，使得這個以苦樂連繫善惡的判斷屬於理性。然而儒家對於實踐道德，則是以「道德法則」

決定行為，對實踐意志的要求極為純粹、無條件，故不可能接受佛教為了「離苦得樂」之目

的而決定善惡意義與作為行為判準，更遑論以「善惡」作為達成「苦樂」的工具、手段，儒家

希望的是一種「根本上或直接地是善」的道德法則。 

  然而筆者認為正因為儒家要求依據道德法則無條件實踐道德行為，因此更須釐清這種「根

本上或直接地是善」的道德法則是如何肯定其真實存在？因為道德法則與其所涉及的善惡判

斷皆是一抽象概念，不可能先驗地得出，且儒家雖未明言苦樂與善惡之關係，但經典亦常提

及「安貧樂道」……等等苦樂用字，讓筆者想進一步探討儒家對於道德法則、善惡之判定，

                                                 
58 康德著，牟宗三譯註，《康德的道德哲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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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會與高層次苦樂之道德情感有所連結，因此再次將焦點拉回孟子的「義利之辨」，並探討

儒家踐德與佛教斷惡修善在「無所求」與「有所求」之間，是如何相互辯證的？ 

  從上一章對孟子「義利之辨」歷史意義的爬梳，可以得知目前學界對於孟子「義利之辨」

的研究文獻，大致歸納為四種類型：義理探源與現代化新解、中西哲學比較研究、純粹類型

方法學、思想史分析，而論點皆不脫離將「義利之辨」作為孟學的基本義。孟子言仁義之行

未嘗無利，於是歷代很多註解家便認為，孟子反對為我個人的功利主義，而贊成普遍為大眾

福利行義的功利主義，因次提出「先義而後利」、反對「後義而先利」，並以「先義後利」抉

擇、行事，視「利」非全然貶義，可單純視「利」為行事的結果，或亦有「大利」、「公利」等

褒義。然而，若依道德進路來看，則應非常要求存心的純粹性，道德行為、義務更是指人不

能有其他的目的、動機，即「為義」本身就是其目的，為「義」就不能為「利」，為「利」就

不會是為「義」的互斥關係： 

西山真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慾之私也，二者如冰炭之相反，然一於義，

則利自在其中。蓋義者宜也，利者亦宜也。苟以義為心，則事無不宜矣，不惟宜於己，

亦且宜於人，人己兩得其宜，何利如之？若以徇利為心，則利於己必害於人，爭鬥奪

攘於是乎興，己亦豈能享其利哉？」59 

作為道德法則之「義」與作為踐德所待有其他目的之「利」，二者是「冰」與「炭」不能相容

的關係，故為義就不能為利。然而因人不為利，只應該行而行，存心上便是行義，故最終結

果往往有利，是因這才是天理之宜，即孟子言：「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

修其天爵，以要人爵。」為了得到人爵而做好人，本心上已是為利而行義、持有「先義後利」

的念頭，故最後當其得到人爵之目的，同時也是棄其道德之天爵，甚至因德不配位，最終必

將因無德而亡失其位。有德者才可保住其位，且不能是為了保住爵位而踐德，此即為利行義，

反而是因修其天爵，自然人爵從之，故修天爵非為人爵，道德進路對於存心的要求，便是絕

不能有「先義而後利」的想法。因此論辯「利」之褒貶、可否求利這些論點，實非為切要，筆

者更注意到行事所依憑的「義」，因其為人心所本具，故所具有的「內在性」與「純粹性」，如

同孟子以「四端之心」說明踐德行義的原動力，並以此肯定「根本上或直接地是善」的道德

法則是真實存在： 

 

                                                 
59 陳夢雷編撰，蔣廷錫校訂，《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北京：中華書局，1934），第 602 冊，第 66

卷，頁 75。 



31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

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

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

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

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

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

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孫丑上 6） 

當見到孺子入井，生起不忍的惻隱之心與想要把他救出來的仁心，此時能不能把他救出來的

結果，或是否魯莽衝動亂救而應思考如何救人的思慮，這些都不影響「想」要去救他的純粹

「誠心」，與其發出救人仁義之行的價值。即孟子認為「為了什麼」而要去救孺子，體現出「無

條件」是作為「義利之辨」的第一義，有了這純粹的「誠心」，才能使行為有道德價值，因此

孟子提出「義利之辨」非指做事情不計後果，而是肯定本心、心體的純粹性，即本心稍加反

省，便自然知道何謂義務該行之行為、抱持什麼存心所做出來的才是道德行為，也知道附帶

其他目的、條件去做自己認為應該做的道德實踐是不對的。對道德法則的這些認知與了解，

不是從一般經驗知識而來，因此儒家難以給出一種經驗性的解釋，即人之行為不是通過行為

結果是欲樂或厭惡等經驗，來決定此行為屬道德與否，而是這個行為應該是以什麼存心去做

才是道德行為，人人一反省就知道，這便是屬於先天、理性知識的「良知良能」；同時因人人

皆知道這個道理，皆具有這種道德意識，故肯定「根本上或直接地是善」的道德法則之存在

不成問題，即康德所言：「善的意志之為善，並非由於其結果或成赦，即非由於它宜於達成任

何一項預定的目的，而僅由於意欲；也就是說，它自身就是善的。」60因此孟子言「非所以內

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便是呈現一種道德法則「無

條件」的應然性，以及「惻隱之心」是人人本具的內在性。 

  「義利之辨」講明「行義」是本身便該做、無條件的行為，即儒家所認為的道德進路，乃

是指道德具有內在性與應然性，人們在履行這些良善的道德行為時，是發自內在本具之仁心，

而不是為了這個行為的結果或其他原因才去做，故不爲任何原因、不管外在成敗就應該去做，

道德行為本身的道德價值也不是其他可以決定，即「義內說」是一種「無所為而為」的心態。

因此相對於佛教體悟「善因感樂果，惡因感苦果」的業果法則，如此指導修行者捨惡取善的

標準，儒家踐德不為了什麼、只是行內心認為該行而行，完全沒有功利或得到其他好結果的

                                                 
60 康德著，李明輝譯，《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臺北：聯經出版社，1990 年），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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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也不是因為想要藉由行義而獲得其所產生的好結果，宋明儒者以此義利之辨判別儒佛

之不同，乃至批判佛教這種行為準是屬於「有所為而為」，只能說是教人行善，但因其動機不

純粹、非無條件，故不能歸屬於道德進路。然而，筆者認為儒家強調道德行為需符合道德應

然性的準則，具有相當的危險性，因為若真正以「無所為而為」的心態去行事，則不能對所

謂的道德應然性提出任何質疑，必須完全無條件服從，而容易落入純粹的心之本體難以掌握

的困難；同時筆者亦有個疑惑，即為了追求義而行義，有一個對「義」的所求，是否為有目

的？若是，則是否不屬於無條件、該行而行的道德實踐？由此可見，儒家「無所為而為」地

踐德，應分析為二種層次： 

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盡心上） 

第一個層次是本心行出來就是「義」，例如：堯舜這樣的聖賢，按照本心而自然天性外顯，見

長者而自然長之，「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悌，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61，行出來就是

「義」，非為義而行，若不這麼做則本心不安，在該情境不得不、不能自已地由德性而發，屬

於「性之」的生命型態。第二個層次則是如湯武，因為嚮往「義」、反省自身應行義，故為了「義」

勉而行之、「身之」、「反之」，即孔孟提到人有一種對仁義有所嚮往的「志於道」、「士尚志」：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

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

由義，大人之事備矣。」（盡心上 33） 

「士尚志」代表士、君子具有高遠的目標，王陽明亦言「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62，君子

是有想要成聖成賢、完成天下大同的所求，然而雖在現實生活與應該成為的聖賢理想生命境

界有距離，尚不能如聖賢那樣純粹，但這種生命型態不能看作是有目的，因其不是為了別的

目的而這樣做，而是自身認為或經過反省就知道這是人人應該做的，同時再往前推而思之，

為何要成為一個君子？做為君子有什麼好處？則可以發現儒者心中認為培養自身成德是應該

為之的義務，不是為了任何好處，因此始有培養自己成為君子、聖賢的踐德義務，進而處處

以所認為君子聖賢應該如何做而居仁行義，此時對於「求取」的觀點也會有所不同： 

                                                 
61 此句出自王陽明所言：「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

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

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

知致則意誠。」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卷一，頁 6。 

62
 周敦頤，《周子全書》（臺北：廣學社印書館，1975），頁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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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

於得也，求在外者也。（盡心上 3） 

當所求為修仁行義踐徳之事，則求於自心便可得到，而孟子認為求取外在事物，需以合道、

修天爵的方式行之，但隨後是否能得到人爵，這些外在的得失皆為「命」所限，故言「求無

益於得」，為仁由己但富貴在天而不可勉強，是以孔孟雖未詳言「天命」為何，但二人皆非常

注重「知命」，並透過「知命」彰顯不顧當下名利榮辱而只進行純粹道德心理活動。在修養過

程中，對於達到聖賢居仁行義的境界有所求，只是因修養不夠而使「心」跟「理」分開，即應

該按照這個道理去做，但尚不能本心朗現、自然而然，因此以行應然的道德法則為我們所追

求的目的，不能視為有其它所求目的，故言踐德是無目的的。 

  由上述分析，筆者認為儒家的「無所為而為」應分為「性之」與「身之」這二種生命境

界，在「行義」上是具有高低層次與修養次第，前者該行而行所行出來即是「義」，後者則是

具有無條件行義的道德意識與理想，只是在現實中尚有距離而需經反省、努力達成，然而二

者皆是由自身的自由意志、行動主體、道德本心來決定道德行動，並非因為什麼叫作「義」

而做，僅是按照人應行的道德法則而行，「義」與「不義」便是依據是否具有這種「為了應該

行而行」的無條件存心來區分，即是「義內」或「意志的自律」自我立法的實踐。儒家這種不

求外在結果、沒有附帶其他目的的動機行義，所做的道德行為還是為了求道、爲了成為聖賢，

在這點上也是相通於大乘行者的所求；此外，印光大師也有討論到對「無所為而為善」的擔

憂，並提出「有所為」地勸善教化具有其必要性： 

夫無所為而為善，只可以語上智之人。中人以下，必資有所勸而後善。今曰無所為而

為，是阻人向善之路也。聖人以神道設教，幽贊於神明。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

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今以鬼神為虛誕，是廢先王之教也。既死歸

斷滅，無因果，無報應，則一切逆惡之行，凡可以得逞其志者，有何所憚而不為乎。亂

天下而禍人類者，必自此始矣。彼程朱只知勉君子無所為而為善，獨不慮小人無所畏

而為惡耶。63 

夫無所為而為善，實為為善之極則，乃聖人分上事，何可以此教普通人。若教普通人，

則是阻人為善，導人為不善矣。然聖人雖能無所為而為善，聖人亦嘗有所為，非完全

無所為也。64 

                                                 
63 印光大師，《印光法師文鈔續編（下冊）》（臺北：華藏淨宗弘化基金會，2010），頁 698-699。 
64 同前註，頁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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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光大師所言，便是需要根據眾生的理解程度，給予適合的教導，孔子雖不語怪力亂神而未

如佛教言因果報應，但仍會教化百姓向善，並防止為惡之事，則亦屬於「有所為」；而宋明儒

者以最高標準授人而言「無所為」，印光大師擔憂可能會讓眾人產生錯誤顛倒的見解，而批評

他人、難以實踐道德，甚至因無所依憑而讓小人無所畏懼地為惡。而實際上宋儒批佛的偏見，

馬一浮先生（1883-1967）亦曾在〈儒佛篇〉提到： 

先儒闢佛，祇就其小乘權教一邊說，如去人倫、怖生死、求福報，此殊悖於聖人，自是

偏小卑陋之說，不可以是為佛法。若其大乘實教圓頓之義，豈復有別？先儒容有察之

未精者，不可以耳為目。65 

馬一浮認為宋儒對佛教的批判，實只針對小乘佛教而言，容易誤以為佛法是與聖人志於道相

反，只求福報等自私自利而已，而應從包含大乘佛法的佛法整體觀之。即佛陀由於了解到每

個眾生都有「離苦得樂」的本能，而不要求眾生從一開始修行就完全不能求任何東西，不預

設有所求取便是錯誤的，因此佛法先透過眾生的「有所求」，轉為在道前基礎、下士道、中士

道、上士道的修行中，能一層一層提升修行者對「苦樂」的認識，一層一層提升修行者內心

的所求，使其所求漸趨淨化到最後回歸空性的根本義，不執著「所求」、「能求」與「求」，而

皆能了知其皆為無自性，這便是《廣論》依照三士道次第，逐步教導修行者漸次深入、增上

學修的特色。 

  因此《廣論》提醒，若認為學習佛法是為了解脫生死，故應該完全背棄所有一切生死中

的圓滿功德，這是一個過於偏激的分別邪執；相反地，宗喀巴教導修行者應求的有二種類別：

第一類是眼前自身的狀態應求為何，第二類是從無限輪迴生命最究竟應求的為何。前者意即

修行人即便目標為解脫死生輪迴，但尚在輪迴中時，仍應先希求身體、受用、眷屬、習性等

皆圓滿，因為求得這些圓滿，是爲了由此而能漸次增上，例如：修行需有師長教導、學習能

力、好環境與時間……，為了修行而希求這些必要的條件，最後才能得到解脫輪迴、究竟成

佛的目標。因此筆者認為佛法看似「有所求」，然而最高的境界仍是「無所求」，同時必須清

楚了解所謂「無所求」的內涵為何： 

除遣於此邪分別者。謂有一類，以佛經說，悉應背棄生死所有一切圓滿，為錯誤事。

作是念云，身受用等諸圓滿事，增上生者，皆是生死，發求此心不應道理。然所求中

略有二類，謂於現位，須應希求，及是究竟所應希求。生死之中身等圓滿，希解脫者，

於現法中，亦須希求，以由展轉漸受此身，後邊乃得決定勝故。非凡所有身及受用，

                                                 
65 馬一浮，〈儒佛篇〉，收入《馬一浮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第三冊，頁 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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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屬圓滿，增上生事，一切皆是生死所攝。以其身等圓滿究竟，即佛色身，圓滿佛土，

佛眷屬故。故《莊嚴經論》於此密意說云﹕「增上生謂受用身，圓滿眷屬勤圓滿。」此

說由前四度，成辦增上生。又多教典，說由此等成色身故。是故修種智者，經極長時，

修諸極多，諸極殊勝，戒施忍等，亦是希求彼等妙果，最極殊勝身等勝生。成辦究竟

決定勝者，謂如《入行論》云﹕「由依人身舟，度脫大苦海。」是須依止，以人所表善

趣之身，度諸有海，趣妙種智，此復須經多生，故能辦此身勝因尸羅，是道之根本。 

若善趣身而不圓滿一切德相，僅能成就一少分德，雖修諸道進程微少。故定須一最圓

滿者，此中護求寂等未圓學處，猶非滿足，故須勵力，護苾芻等圓滿學處。 

有作是說，護持尸羅，若是為辦諸善趣者，則近事等亦能獲得，何須艱難，義利微少，

諸苾芻等。又餘眾云，若別解脫所有要義，是為獲得阿羅漢故。然苾芻者，未滿二十，

則不堪受，近住之身，亦有能得阿羅漢者，應讚其身。難行少義，苾芻何為。應當知此

是全未知聖教扼要，極大亂言。應以下下律儀為依，受上上者，委重護持圓滿學處。

已說於共下士道次，淨修心訖。66 

佛法所說的「無所求」，至少有三重以上的意涵：第一重「無所求」即是不求現世安樂，若只

求現世快樂，畜生動物亦是如此，甚至可能動物做得還比我們更勤勞、做得更好，那麼人和

動物有何區別？似孟子所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故第一重是不求「現世安樂」，至

少所求應為「後世快樂」；第二重「無所求」即是了解所求的後世安樂，仍處在六道輪迴中，

因此應對這種生死輪迴中的安樂無所求，並提升為希求「從輪迴中究竟解脫的安樂」；第三重

「無所求」，是指不應該只求取「自己」從生死輪迴中究竟解脫出來的安樂而已，應該進一步

希求「所有眾生」都能從生死輪迴中究竟解脫的這種安樂，同時這也是佛教分有大乘與小乘

之區別，即小乘是希求自我解脫，而當修行者只求自我解脫的成就，那這種所求與利益仍是

爲了自己，但是《廣論》是走大乘，因此大乘行者會走上更加純粹利他；而最高境界的「無

所求」，乃不只希求自他一切有情都能解脫生死輪迴中的這種究竟安樂，更甚者是可以不將這

種最高層次的「所求」執著為「有自性」，即是把「所求」的眾生究竟安樂、「能求」的自己與

「求」這件事，都能了解其本質為「無自性」、「空性」，這便是最後面、層次最高的「無所求」。 

  歸結而言，當「義利之辨」以宋明儒者這種比較嚴格的角度、標準來看，認為儒者踐德

是無條件、無所求、無所為而為，應然之德行便是當下如此，這才是道德的進路，仁義是內

在本具而絕對的價值，而以此觀點看待佛教，則必然認為不論是大小乘，皆是為了「解脫生

死」這個結果，因此即便做出的種種善行，或提出「空性」、「無自性」，但仍是有所為而為、

                                                 
66 《廣論》，頁 15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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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了一個意，而非道德進路。然而佛教觀察到人生不出生死輪迴的特徵就是苦，這種煩惱痛

苦是一個普遍問題，即面對這個苦要求解脫也是具有普遍性，因此雖然它不是一個道德進路，

但通過這個解脫苦而去煩惱，使生命得安穩、安住、自由自在，那這個自由自在的生命，應

該也不會是不道德的生命，甚而不單是不會不道德，還應該會暗合於道德，近似於道家的無

心、虛靜，而可以培養出一種不爲了道德而自然合於道德。以政治哲學家以撒˙柏林 Isaiah 

Berlin（1909-1997）的「消極的自由（freedom from）」、「積極的自由（freedom to）」來看，通

過遵守戒律或禮法，使人在某個不受干涉、傷害的限度內以去掉煩惱痛苦，起碼可以表現出

一個不受束縛、限制而獲得「免於……的自由」的生命狀態，在這種情況底下，慢慢容易自

我立法，認為我應該做什麼就做什麼，開展不受外力而能自我主宰的「去做……的自由」。67

透過修養，可以從他律的消極自由逐步進入到自律、自我作主（self-mastery）的積極自由，因

此道家不會反道德，充虛自然、活在自由自在的生命狀態下，可能反而能夠呈現一種不是爲

了道德而表現出道德，同時佛教「著意」也非不符「緣起性空」，即「緣起性空」非全無一物，

且所著的「意」亦是為了淨化無明心識，故應在修行中不斷需要提醒自己反觀、拉正內心的

「正知」，與為了去化私欲而策發自己發心利益他人的「菩提心」，這些亦皆與儒家所謂「君

子喻於義」的崇高目標與追慕聖賢相似。 

  佛教不像儒家說人應該如何實踐道德，而是從去除煩惱的角度，以能否去煩惱、得快樂、

有無染著來界定善惡，因此筆者認為佛教是以「離苦得樂」作為刻意修習「斷惡修善」種種

行為的「驅動力」，這種動力是練習、修養而來，需要透過學習與思考去驅動的，而與儒家認

為人本具仁義之德心，並以此本心作為踐德的「原動力」不同，然而不論儒佛，若皆認為人

性本善或眾生皆有佛性，則佛教最終仍可透過去除煩惱染著，亦可以自然而然容易表現出良

善的一面，因此從消極而會通到積極，則不能說佛教這個進路違反了義利之辨，更不能歸類

為功利主義，即便是追求自身解脫的小乘佛教看似自利，然最終仍會走上大乘佛教的利他進

路，同時從緣起性空的基本義，證成佛教的「有所求」是由階段性的「無所求」組成，並期待

以證悟「無自性」辯證佛法可以是完全「無所求」的，同時孟子提到「求取」與「命」的關

聯，將在下節詳言。 

 

                                                 
67 以撒˙柏林著，陳曉林譯，《自由四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頁 225-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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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從業力的觀點看命之所限、正命立命與德福一致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罕 1）孔子極少論及「利」、「命」與「仁」，然並非這三個概

念不重要，程子註解說道：「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因此孔

子為了保存仁義而少言利，可避免在講述討論過程中，反而偏向利益的算計，而天命極為隱

微，仁道亦涵蓋所有道德條目，皆無法以言語概括論述清楚，張崑將將程朱這種詮釋立場稱

為「八字連讀、三事罕言」，而以焦循雖未斷句，卻將「利」、「命」、「仁」三者合為一事稱為

「八字連言，一事罕言」；又以荻生徂徠將此章斷句的詮釋方式為「八字斷句、一事罕言」，

認為孔子只是少言「利」一事，若言「利」則必連著「命」與「仁」，即在合於「命」、「仁」

的前提下，求得「人情同欲」的「利」是具有正當性的，如同孟子所言「求之有道」。68上述

所言宋儒、日本儒者乃至到現代學者，皆對「利」、「命」、「仁」、「與」字的解讀皆存有非常多

元分歧的詮釋，但總言之，孔子確實少言「利」，而《論語》雖多次出現「命」與「仁」，然未

有詳述亦是孔子謹慎罕言之意，而待到孟子才發展出「義利之辨」與其延伸出的「義命觀」。

「命」在三代、《詩》、《書》中，多與占卜吉凶、君權授命於天有關，依天子德行是否合於天

道而得以禪讓、得天下，即萬章問天下是否為堯所給予舜，孟子答天下非為天子所私自擁有，

身為天子的堯只能向上天推薦舜為禪讓人選，但不能確定上天是否會用之，然而上天不會言

語，因此上天透過民情來呈現上天之決定：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

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

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

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

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

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

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

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

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

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

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

                                                 

68 張崑將，〈荻生徂徠對「子罕」篇首章引發的詮釋爭議〉，收入張文朝主編：《日本江戶時代《論語》學之研

究》（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8），頁 6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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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萬章上 5） 

「以行與事示之」即是端看舜付諸於身之善惡言行，與其所處理祭祀、治理朝政等之天下事，

來顯示上天是否將天下授予給他作為天子來管理，並顯示於堯去世後，即便舜避於豫州，人

民還是歌頌他、找他處理國事。因此上天雖無形無語，但上天之視聽感受實顯現於人民之視

聽感受中，顧人民接受擁戴，便可確定上天授予天下於天子、天子應祭祀於天之現象，可以

見得「上天」、「天道」、「天命」被釋為天地萬物運行之法則，與檢視天子治理天下是否合乎

道德之標準。孟子進一步以舜、舜之子益、禹、禹之子啟等人之間從傳賢至傳子的變化，與

孔子不得天子所薦、桀紂為上天所廢、伊尹和周公不有天下等例，說明一切過程皆為天道、

天命之意，非人為所能決定，而言「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萬章上

6）認為「天」能自為而非人力所能為，「命」的到來也非人力所能引至招來的，體現出當時

的人有如孔子所言「畏天命」、「敬命」的心態。 

  然而筆者認為上述文獻所說的是三代時「敬天」與認定宿命的現象，而當孔孟說道「知

天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知天」，《中庸》開篇亦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則

是將「天命」、「天道」轉化為一種本心向上依歸之道體、德性，使儒者應當以此內化為行事

抉擇的善惡標準：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

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盡心上 1）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

也。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

『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

之不得曰『有命』。」（萬章上 8） 

孟子承孔子所言，認為透過修養工夫鍥而不捨、充盡道德本心之全體，便可感知到由天道下

貫於自身的德性，即吾心之實理，並順性而不害，因而可以了知天道運行之軌則且奉承不違，

故孟子視實踐仁義本性而全天之所付，為「立命」與「人當之以自命」，因此以儒家的道德進

路來說，當然儒者踐徳是重視誠心，如孔子出處進退皆依循禮義，而不在意踐徳後不能確定

的結果，即肯定純心行義的「當下」便是自命，但孟子又說：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

者，非正命也。（盡心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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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岐注云：「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

命為受其正也。」 

「莫非命也」再次凸顯孟子不能肯定人的德行是否能改變禍福生死的結果，故其認為盡修身

之道而壽終死去為「正命」，而行惡遭罪為「非正命」，而趙歧又更詳細註解，提出「受命」、

「遭命」、「隨命」三命之說，「受命」同孟子所言「正命」，而捨身取義雖可化歸為「正命」，

但「遭命」更具體指出踐徳卻不能徳福一致的困難。不論是孟子或趙歧的三命，單以結果論

來看，皆略有消極宿命論之感，因此徐復觀（1904-1982）提出命有二個層次：「天命」與「命

運」，即「命令義」與「命運義」69，儒者盡其一生無條件踐徳，以體現「天命」、「天道」下

貫於自心所賦予的道德義務，但對於不能肯定的「命運」，即便得失不定或受到災禍侵擾，仍

只能先體認、接受這些「命限」，進而向內心態上不受其限而超越，如同孟子對「性」與「命」

的判別：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

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

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盡心下 70） 

「性也，有命焉」是孟子在強調雖然人的耳目口鼻的喜惡欲望是「性」（天性），但對於這個

欲望人要安於限制，不是說有好吃的一定要吃，這即是「有命」；而後面的「命也，有性焉」，

則提到雖然父子兄弟之間有時有遺憾，我對他好但他一定對我不好，但是我還是要堅持對他

好，行仁義之事絕不能安於命，即是「性」的不容已，因此孟子以堯舜湯武為例，提到聖人

順性而為、君子如何有意利行並待天命所至： 

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

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盡

心下 79） 

堯舜作為徳性極致的聖者，不論言行舉止、待人處事與情感抒發，皆可合乎禮情，不需刻意

而為便可順而安行，反觀湯武雖然是透過努力修為以返回天性，即徐復觀的「復性」說，但

也是成功知性、知命、事天的君子，因此孟子勸勉君子應順天理而行，不計吉凶禍福功利而

等待天命。儒家認為命運不定，乃是因為其理隱微且非人力可自主控制，因而認為人只能盡

道，但不能要求「命限」合乎自己所想。 

                                                 
69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頁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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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肯定天地萬物共同本源之「天命」，且宋明儒者以「天命」不隨個人心慮起滅，批判

佛教知心而不知天命、不知性理，即張載（1020-1077）所言：「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

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70、「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

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為幻妄。」71然而唐君毅認為這是不當之評，乃因佛教以宇宙法界之

諸法自性、實性，為空內心所執之空性、無自性，並以「菩提自性」認同宋明儒者所言心具

有虚靈不昧、無所執著之本然狀態，故佛教是有實理可言，即是無自性之理，言諸法與我執

皆為依待緣生之畢竟空。72 

  以此觀之，筆者認為佛教言宇宙事物運行之實理，可謂「業果」法則，且有藕益大師與

日常老和尚以「因果」釋儒家之「天命」：日常老和尚（1929-2004）對「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八佾）之「天」解釋道：「從儒家來說，是『天』，但實際上這是說明因果的特點。」73並認

為易學與業感緣起法則相通而言「那儒家講的天是什麼？叫天命，就是它事情本來就是如此

的，那《易》的道理啊，真正《易經》上面最深的道理就是這個，佛家就是叫這個因果的必然

關係！」74而藕益大師（1599-1655）也在詮釋「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堯曰）提到「知命只

是深信因果耳。」75二人皆具有以佛法「業果」、「緣起性空」詮解「天命」之共通性。不論是

儒家所言的「天命」、「義命」或佛教的「業果」法則，皆是作為修行者深信且奉行於身心行

為之標準，然佛教更詳述造業需作用於「對象（事）」與「情境（緣起）」，凸顯這些因素對結

果之影響，而肯定人所作之善惡皆會真實對應地顯現於外在事物之上，且返回於自身，故筆

者認為佛教「業果」法則與「業力」，可以補充說明儒家「義命觀」、三命以為「命限」非人所

能自為的局限。 

  佛教的業果法則肯定眾生由身、口、意三者所作出的行為形成業因，且「造作」須滿足

一定的條件才能符合該業因之成立，而造業後感生的果報，是可以直接影響到後續感果所形

成的命運，並詳述造業時各個要素的每個差別，只要一個要素不同、產生不同的造業組合，

則其感生的果報便有所不同，因此佛教將儒家看似不能控制的「命限」，以自身可以選擇滿足

哪些造作要素而形成業果來詮釋。《廣論》便將造業過程中所包含的四個要素分別命名為「事」、

「意樂」、「加行」、「究竟」： 

                                                 
70 張載，《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 年），頁 26。 
71 同前註。 
72 唐君毅曾探討〈宋明理學家自覺異于佛家之道〉的四點不同，其第三點即為「心性與天理」，收錄於《中國哲

學原論―原道篇（三）》（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頁 431-434。 

73 釋日常講述，福智之聲出版社編輯，《論與摸象記（中）》（臺北：福智之聲出版社，2005），頁 54。 

74 釋日常講述，福智之聲出版社編輯，《孝經講記》（臺北：福智之聲出版社，2009），頁 310-311。 
75 藕益智旭，《禪解四書周易》（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頁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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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殺生。攝分於此說為，事想欲樂煩惱究竟五相，然將中三攝入意樂，更加加行攝

為四相，謂事意樂加行究竟，易於解釋，意趣無違。 

事者，謂具命有情，此復若是殺者自殺，有加行罪，無究竟罪。《瑜伽師地論》於此意

趣，說他有情。 

意樂分三，想有四種。於有情事作有情想及非情想，於非有情作非情想及有情想，初

及第三是不錯想，二四錯誤，此中等起（由思惟等之心的作用，以引發起業者）若有

差別，譬如念云，唯殺天授，若起加行誤殺祠授，無根本罪，故於此中須無錯想。 

若其等起於總事轉，念加行時，任有誰來悉當殺害，是則不須無錯誤想。如是道理，

於餘九中，如其所應，皆當了知。 

煩惱者謂三毒隨一，等起者謂樂殺害，加行中能加行者，謂若自作，或教他作，二中

誰作，等無差別。 

加行體者謂用器杖，或用諸毒，或用明咒，隨以一種起加行等。 

究竟者，謂即由其加行因緣，彼爾時死，或餘時死。此復如俱舍云﹕「前等死無本，已

生餘身故。」此中亦爾。76 

「事」即是當事人造作行為所觸及的對象（受者），「意樂」是造業時當事人的心態，並且包

含「想（認知、想法）」、「欲樂（想要去做）」、「煩惱」「加行」則是造業的方式，「究竟」是這

件事最後的結果是否符合當事人的意樂所希望的結果，造業的四相皆須滿足，若在各各相上

滿足的程度不同，則影響感果的為輕業或重業。若以殺業為例，殺業究竟成立根本罪的要素

為：以其他有生命的有情為對象，且念頭上確實將有生命者當作有生命，而殺害到欲殺害的

對象而沒有錯殺其他有無生命的眾生，當下也產生想要、好樂殺害的煩惱，再以某種方法做

出殺害的動作、加行，最後該對象也確實被殺死而非殺人未遂，如此殺業才算滿足各種要素

而成立，且只要其中有一個要素略有差別，感果的輕重也會受到影響。除了上述基本的造業

四個要素會影響感果輕重的原因，還有四種「具力業門」需特別注意，顧名思義，「具力」即

是感果會有「擴大」的力道，分別為：福田門、所依門、事物門、意樂門。 

  第一個「福田門」指的是對於佛法僧三寶、自己的師長、父母等人，只要對他們稍微造

作善或惡業，便能獲得巨大的福報或罪業。第二個「所依門」指的是當事人的身分差別，差

                                                 
76 《廣論》，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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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分為「依智愚而有輕重」、「依戒」二種，例如：以身口意造作同樣的罪業，智者因懂得追

悔、誓願防護不再造惡、發露懺悔不覆藏罪業，並能於往後精勤修持善法、對治惡業，則智

者的罪業便較不知悔改的愚者更為輕微。持戒者同樣因為依仗戒律的功德，因此造業感果之

福報或罪業也會特別深廣、擴大。第三個「事物門」則是指在佈施供養的東西為何，所有佈

施供養的事物中，以正法佈施、正行供養（法供養）最為上等。第四個「意樂門」便點出造業

的核心之處，即造業時內心所想的是善或惡，是為自己或為別人，以及造業時心力的強弱與

持久度。因此即便修行者的身、口已造作了如法的善業，但由於抱持不同意樂的差別，導致

所感果的程度就會差很多，甚至若內心非以相同的心態去做，那麼在意業上仍然是累積苦因，

則感果可能會變成完全相反的苦果，可以見得造業的「意樂」是具有關鍵決定性的作用。 

  佛教所重視的「四力業門」中，前三者與儒家以人倫關係互動體現徳性，因此重視踐徳

的對象、自身身分、行孝內容的差別相似，第四者「意樂門」更與儒家認為「動機」是否純

粹，乃是決定踐徳是否合乎道德進路的最關鍵因素是相通的。從而見得佛教言「如是因，如

是果」的對業果法則，實以細緻謹慎的闡述化解「命限」之不能肯定，而讓修行者了知修練

身心時應觀察、依憑的原則，藉以清楚了解自己每個意念、行為的造作，當下的抉擇都是可

以自主控制的，並且將對自己的生命形塑出一種影響力，即「業力」。在《廣論》中處處都在

講述調整無明煩惱心識與如何將身口意三業的業力由惡轉善的修養工夫，其中有個「等流」

概念，近似於孔子言「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與孟子言「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

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的「習慣」，習慣除了「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荀子˙勸學）

的環境影響外，儒家未提及這種終身由之的習慣是從何而來，而佛教便可從業力中的「等流」

來討論如何扭轉業力。 

  所謂「等流」，如同河流之水，不用特別的力量卻會自動且不斷地流動，佛教認為眾生因

為受到「業」與「煩惱」繫縛而不斷困在生死輪迴中，透過心識中的無明煩惱所造作的惡業，

與其所引生的苦果，這個惡因、苦果不間斷輾轉產生的過程，會逐漸形成一種同一流類的習

慣，若未加以觀察、截斷、克制這個惡性循環的「等流」，則它會愈發鞏固，如《釋量論》所

說：「由前等流種，漸次增長故」，不論造作或善或惡何種業因，皆會受到因前念不善心而產

生後念之不善心或不善業的「等流相續」影響： 

雖以四力淨所造罪而得清淨，而與發生上道遲緩無相違義，故有一類，雖壞佈施護戒

之果圓滿身財，然不能壞修習能捨及能斷心作用等流，後仍易起施戒善根。又有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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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壞施戒作用等流同類相續，然未能壞發生圓滿身資財等。77 

在對治煩惱惡業時，宗喀巴提到應以「破壞現行力」、「對治現行力」、「遮止罪惡力」與「依

止力」這四力淨化煩惱，但已精勤防非止惡，卻未能在修道上看見有所進展，便如同造惡業

時，雖能破壞佈施持戒所感得圓滿受用的異熟果報，然卻不能破壞「能捨」、「能斷」這些能

夠修善的善根，這種「能心」的作用便是「等流」，也可謂「等流習氣」。相反地，即便造作許

多善業，然未能完全拔除惡業，同樣是因為受煩惱牽動的造惡「能心」所形成的「等流」為

被破壞，即《俱舍論》提到：「無慚、慳、掉舉，是貪之等流。」（卷二十一（大二九‧一○九

下））「無慚」這些行為或意志，皆是由「貪」煩惱所形成的等流流出，因此「貪」煩惱為同類

因、遍行因，產生無慚、慳、掉舉這些「等流果」，並分為「造作等流果」與「領受等流果」，

前者是習氣會推使自己由意念而起身口業的造作，後者則是需接受隨著造作所感得的果報： 

等流果者。謂出惡趣，次生人中，如其次第，壽量短促，資財匱乏，妻不貞良，多遭誹

謗，親友乖離，聞違意聲，言不威肅，貪瞋痴三，上品猛利。諦者品及《十地經》中，

於其一一說二二果，謂「設生人中，壽量短促多諸疾病，資財匱乏與他共財，眷屬不

調或非可信妻有匹偶，多遭誹謗受他欺誑，眷屬不和眷屬鄙惡，聞違意聲語成鬥端，

語不尊嚴，或非堪受無定辯才，貪欲重大不知喜足，尋求無利或不求利，損害於他或

遭他害，見解惡鄙諂誑為性。」諸先尊長說縱生人中，愛樂殺生等事，是造作等流果。

前所說者，是領受等流果。78 

佛教認為眾生因心識具有無明煩惱而造作惡業，故無始劫來必因惡業曾墮惡趣，然又因造作

善業而仍會脫離惡趣、再次回到人身當中，而仍然會受到往昔惡因與貪瞋煩惱影響，感得壽

量短促、資財匱乏、妻不貞良、多遭誹謗、親友乖離、聞違意聲、言不威肅這些領受等流果，

並在經歷令人痛苦的領受等流果當中，又再次生起貪瞋煩惱這些造作等流果，而繼續造作惡

因，因而不斷產生惡業的「等流習氣」，必須刻意發精進心努力斷除「等流。在精進波羅蜜中，

亦提到需以「發勝解力」、「發堅固力」、「歡喜力」、「暫止息力」四力精進修行，其中「堅固

力」便是對治惡業的等流習氣： 

堅固力者。謂於何事發起精進，即於彼事究竟不退。此初不應率爾而行，當善觀察，

見其能辦次乃進趣，若不能者則莫趣入，與其既行中間廢捨，莫若最初不趣為勝。其

因相者，以於中間棄捨誓願，若成串習，由此等流，則餘生中亦棄所受學處等故。於

                                                 
77 《廣論》，頁 288-289。 
78 《廣論》，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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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法中增長眾惡，於餘生中增長苦果。又因先思作此事故，未修餘善，退捨先作其果

下劣，即此一事亦未究竟，故其所作終無圓滿。總之誓作何事，其事未成亦障餘事，

由其等流，令其誓願所受律儀，亦不堅固。如云﹕「先應觀加行，應作不應作，未作為

第一，作後不應退。餘生亦成習，當增諸惡苦，障餘及果劣，此亦未能辦。」79 

由於善業只能破壞將感得的惡果，但並不保證能破壞造作惡因的煩惱等流，因此修行便應對

斷惡修善始終堅持不退，不能輕率行動。透過辨明善惡，了知進退與應不應行之取捨標準後，

進而發誓不能造作者絕不再造作，警惕自己在修行過程中，絕不能放棄這個誓願，因為一旦

稍有鬆懈，則過去串習煩惱惡業的等流，便會破壞自己修行的一切努力，並再次啟動造惡因、

感惡果且持續不斷增長惡業的惡性循環中。因此同樣地，若修行者能透過精進斷惡修善，將

這種持續不斷的「等流」、「業力」的力量，轉移到增上生、決定勝的方向，則修行亦會事半

功倍、日趨得力。 

  關於儒家「命限」與佛教「業力」的觀點，皆涉及到踐徳或造業與其結果的問題，即康

德所言「德福一致」的課題。中國歷史或學術史上對於「義」與「利」關係的論辨，前一節已

提到儒家認為在存心上，道德實踐是為義就不能為利，應是無條件依循由天命而來的道德法

則，並發於自心本有的德性，即實踐道德的意志是普遍的。然而踐徳行應然為之的義務，當

自身行為與天徳相配時，是否可以相信《詩經》所言「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不言「先義後

利」，但可否對於順應得到合道之遭遇有所盼望？康德認為只問為義而行、不求利益的這個人

是個真正實踐道德的有德者，是世間上最配有福、最應該也最值得有福的人，並認為如果這

種人沒有福澤，則沒有天理。因此有德者該有福，實際上如同佛教所提出的「業報」，是維

持宇宙天道運行的合理性，做如是因則感如是果，因此做好事將得到好福報是應該的；然而

有德者一定是為了該做而做、無條件地做才是有德，絕不是為了福而做，乃至愈有德的人愈

沒有考慮到行為對他有什麼好報，即便義所當行時感到痛苦，也就接受痛苦，接受世間苦樂

好壞的遭遇，行善有好遭遇便是「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行善沒有好遭遇則是「貧賤

憂戚，庸玉女於成也」80，儒者就是面對不同的情況，都希望自己可以給出一個正確回應的態

度，因此不擔心福報為何。 

  由此反觀在實踐道德時，若想著、盼望著藉踐德而獲得福，此時這個人就不是有德者了，

故歷來儒家（尤其是宋明儒者或當代新儒家學者）對於佛教的批評，儒家所嚮往的是真正無

條件的實踐，該怎麼做就怎麼做，沒有任何可以再放進道德進路的其他目的，而佛教不論是

                                                 
79 《廣論》，頁 314。 

80 張載，《张載集˙西銘》（北京：中華書局，1978），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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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眾生的得度，或以自己得度為條件，而表現同體之大悲，都是有一個遠離個人、眾生、徹

底超脫「離苦」的條件、目的，因此不論高低，儒佛思想在終極關懷的預設前提上，確實存

有踐德有無條件的不同。但是在儒者如此強調無條件地做該做的事時，為何孟子、康德與牟

宗三還要肯定有德者必有福，認為「德福一致」是一個實踐道德過程中該有的理想與合理的

要求： 

在最高善（圓善）中（此最高善對我們而言是實踐的，即是說，是因我們的意志而成

為真實的），德性與幸福被認為是必然地相結合的。因此，這一個設無其他一個附隨之，

它使不能為純粹實踐理性所認定。81 

康德所說的「德福一致」，亦是提出相應的幸福會伴隨踐德產生，可謂「最高善」或「圓善」，

如果沒有這個要求，實踐道德過程不能夠使有德者有福，那麼天下就沒有正義――非一時的

正義，而是「宇宙性的正義」――天地世界存在的合理性就在於是否有「宇宙性的正義」，

因此「德福一致」這個要求、盼望，非要肯定不可，如同《中庸》所言「故大德，必得其位，

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且涉及宗教的起源，即德福必然相結合，這種相信、必

求德福一致是屬於宗教信仰的層次，孔子遭遇各種危難，但他仍說「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

其如予何？」（子罕）、「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相信

上天對於有德者能行道於天下的保佑，上天不會虧待有德者，孔子非常清楚表現出這個希望，

這裡便存在一種道德性的信仰，不能歸為踐德應當符合道德法則對意志的必然決定，因此康

德又進一步辯證這個結合是「綜合」而非「分析」的，且是原因與結果的連繋。 

  然而雖肯定「德福一致」必應存在，但現實中是否能達到，康徳認為「幸福底欲望」不

可能是「德行底格言之動力」，即如前所述，若以幸福私欲作為決定踐徳的意志，則不屬於道

德進路；但相反地，「德行底格言必須是幸福底有效因」也難以肯定，畢竟現實世界變化迅速，

無法保證這個理之當然、應該有的天理，在現實上沒有時會如何影響我們實踐道德的信心，

且對幸福或德福一致的「盼望」是否合乎道德意志，即行義是不能有所求、不為任何的目的，

義利如冰炭不相容，那這樣的盼望是否都不能存在？這種道德信仰認為上天是不會辜負有德

者，且認知到好好踐德就會有後面的福，是否近於想要藉由行義得到其所產生的好結果，而

陷入「先義而後利」的思惟中？更遑論還有可能出現德福不一致（背反）的威脅，如同儒家

所言之「命限」，那麼「命令著我們去促進最高善」的道德法則，是否會因無法促進最高善而

變得空無目的，？ 

                                                 
81 康德著，牟宗三譯註，《康德的道德哲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頁 35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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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對於純粹實踐理性底背反底這種解決，隨之而來者便是：在實踐原則中，我們至少

可以思議「道德底意識與作為道德之結果的那相稱的幸福之期望這兩者間的一種自然

而必然的連繫」為可能，雖然並不因此可思議隨而即可說：我們能知道或覺知（理解）

這種連繫；另一方面，隨之而來者亦可說：幸福底追求之原則不可能產生道德：因此，

道德是極善（圓善底第一條件），而幸福則構成圓善底第二成分，但是只當它是道德地

被制約的，然而卻又是前者（即道德）底必然結果時，它始能是圓善底第二成素。只

有依此隷屬關係（即幸福隸屬於道德這種隸屬關係），圓善始是純粹實踐理性底整全對

象，此對象，純粹實踐理性必須必然地思議其為可能，因為實踐理性命令著我們去把

我們的力量貢獻給「此對象（圓善）之實現（真實化）」貢獻至最高度。但是因為「被

制約者（有條件者）與制約之條件底這様的連繫之可能性」完全是隸屬於事物之超感

性的關係，而且它不能依照感取世界底法則而被給與，雖然這個理念底「實踐的後果」，

即「意在於實現圓善」的那些行動，是屬於感取世界的，因為是如此云云，所以我們

想努力去建立那可能性之根據，即第一，就那直接存在於我們的力量之中者，第二，

就那不存在於我們的力量之中者（雖不存在於我們的力量之中，但理性卻可把它當作

我們的無能――無能於那「依實踐原則而為必然的」的「圓善之實現」，這種無能之補

充，而呈現給我們），就此兩方面去建立那可能性之根據。82 

康徳認為至少可以肯定道德與幸福是屬於隸屬關係，並以道德作為圓善的第一條件、幸福作

為第二條件，因此實現道德理性是將圓善「真實化」的命令，即便德福不能一致，亦能如同

孟子所言，即便面對不同的遭遇仍能「夭壽不貳」，儒者始終服膺於道德義務，修身以待天命

而無有懷疑，如董仲舒所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然而「正其誼，不謀

其利」的同時，君子聖賢仍對於有德者必有福有所盼望，更多的是對這個宇宙正義的體會、

感受，即當人愈去實踐道德，愈能於心中感受到天地間是有其真實的道理，這便是「盡心」、

「知性」、「知天」，相信天地萬物一切存在皆有其絕對的合理性，而且朗現於踐德者心中，

確信當我們愈在合理的路上行走，愈能表現出合理的世界；亦即《中庸》所言「致中和，天

地位焉，萬物育焉」，天理不只是認知了解，更是個人實踐而讓天地萬物正常合理的存在，

因此天理的價值與意義便是通過實踐而朗現出來，於是有德者才會對於個人遭遇、做法產生

一種有自信的信仰，且對於有德者必有福、德福一致的宗教性盼望，不僅是真實存在於心，

更是一種推動自身別無所求的行義、而盼望能使道行於天下的支持力量，因此孔子才會在明

知「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的種種困難的情況下，他沒有灰心喪志、只消極做該做的事而已，

                                                 
82 同前註，頁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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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仍然想要靠著自身努力，總可以扭轉世道的盼望，堅持「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無

條件地行君子所應當行之仕、「學而不厭，誨而不倦」，因此可知聖賢君子對「德福一致」的

盼望，不是將行義作為達成「德福一致」這個目的的手段，行義本身仍是目的，但是愈是行

義，心中愈是真實深刻體會到的宗教性、道德性感受，更是一種在個人宗教境界上的自我肯

定，而不是帶有功利主義、先義後利的渴求。 

  然而由於不能肯定現實世界中是否真能行道，因此孔子自知個人有限，故留有這份盼望

而言「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將道之存廢交給天命而體現出「義命」

之意涵，這也是康徳進一步解釋從實踐道德理性與幸福的自然而必然的連繫，是屬於「超感

性關係」而不能在「感取世界」被給予，即便「圓善」為可能，但因不屬於感取世界，故不能

被直覺感知，甚至康徳又提出「靈魂不滅」，以肯定「直接存在於我們的力量之中者」（類於

佛教的「業力」、「等流」）來補充我們對於實現圓善實現之「無能」，以保證圓善的真實可能。

而佛教亦以「業果法則」的宇宙論（建議）來看待儒家「命限」之不可自主控制，並給出一套

修養的功夫次第，一步步透過身口意造業的淨化，努力改善、慢慢轉變自身與周遭環境之業

力，造下好的善因而於未來轉為好的命運，實更有「操之在己」的意涵。佛教這個解釋與修

養過程得以成立，又涉及儒佛對生命時間觀的異同比較，因此下節將詳述儒家的「無限心」、

康徳的「靈魂不滅」與佛教的「無限生命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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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心無死生的無限心與無限生命觀 

  在儒家的生命觀中，並沒有佛教「生死輪迴」、「無限生命」的觀念，也未明言死後世界，

例如：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但這並不代表儒家否認死後世界的存在，或對於鬼神之事一竅不

通，而是如同孔子教誡季路「未知生，焉知死」所呈現「生死並論」的論點，由於生死屬於內

觀且直覺的個人經驗，尤其是未能明見的「死」之經驗，更難以用客觀且外求的知識道盡，

因此儒者著眼於「生」的現實世界當下，即孔子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凸顯道德主體透

過人倫關係踐徳自覺為先，以達到安身立命的終極目標，從生到死皆是由仁義行，故不需一

味探求死後未知之事，但孔子此話也是消極承認鬼神之存在，並將對鬼神所進行的宗教性祭

祀，攝於人文性的禮法制度中，將生死之事提升為一種具有修身學問次第的「道德的宗教」。

83然同時儒家又認為道德之心如同天命般，則代表人之德心具有恆常、超越而絕對普遍的特性，

因此便有儒者對孟子的「盡心」產生疑惑： 

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者能盡其心。」居正問為

仁。曰：「欲為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如何？」⋯⋯「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

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間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之，養而充之，以至

於大，大而不已，與天同矣。」84 

彪居正（生卒年不詳）認為人如何能以有限的認知與生命，盡其無窮的德心呢？對此，楊祖

漢便提出孟子是在道德實踐工夫的層面而非窮盡之義言盡心，胡宏亦從齊王不忍為仁心發端，

及其後續無限發展擴充而言盡無限之心。由此可知，即便人身有限，然若能充盡生命中的「仁」，

則盡無限心便為可能，此即是聖者、仁者，而其「仁心」的無窮無盡，即是「無限心」的具體

內容，如張載所言： 

大其心，則能體天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

盡性，不以見開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

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85  

當覺知心中本有的「仁」，乃至進而體察天道善化、生生萬物、無窮無盡的德性，從這種遍及

一切、踐仁盡性之工夫而言心，便是孟子所謂「盡心」、「知性」、「知天」，也是胡宏所謂「心

                                                 
83 釋慧開，〈《論語》「季路問事鬼神」章解讀疏證――一個生死學進路的義理探索〉，《生死學研究》，1 期 （2005

年 1 月），頁 9-63。 
84 朱熹，《朱子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 24 册，頁 3560-3561。 
85 張載，《張載集》（北京：中華書局，1978 ），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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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死生」的「無限心」之意。儒家雖不言生死輪迴，但卻十分強調人心貫通天理的超越性，

而若要解釋心體的超越性，則亦必須涉及心是否有生死的問題才得以理解，因此胡宏在《知

言》便提到： 

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死生。」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知其

死矣，而問安在耶！」或曰：「何謂也？」曰：「夫惟不死，是以知之，又何問焉？」或

者未逹。胡子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心，而以心觀心，則知之矣。」86 

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以成性者也。87 

所謂「心」，就張橫渠所言有「存象之心」88，以及從天理下貫至人心而具創生性的「道德之

心」。知象、存象之心的作用，是指一般知識論的認知，而可了知天地道理、主宰萬物、成性

的這種超越心體，則是胡宏所認為無死生的心，即人身生命雖有形、有限，然就天道恆常存

有而言，道德心是不會消亡的，因此不以形氣而言心，楊祖漢便將這種具超越性、能不死而

為延續的心，定義為「無限心」。就「道心」而言心之無限，即便似於佛教的無限生命觀，且

受到朱子大力駁斥，但卻不能否認儒家原有的觀念，即在形氣所生的身體、耳目之見聞以外，

仍有一種非生於形氣，而是內在本有天德所呈現的「心體」，可感知德性且不受生命消亡所限，

即是孟子所言「盡心」便可「知性」、「知天」的「心」。而康德也以「靈魂不滅」的假設為可

能，說明圓善得以實現於現實世界的設準： 

  「圓善底實現於世界」是那「因著道徳法則而為可決定的」的一個意志之一必然

的對象（目標）。但是在這樣的意志中，「心靈與道徳法則之完全的相符順」是圓善之

最高條件（究極條件）。因此，「心靈之完全的符順於道德法則」必須是可能的，恰如

此意志之對象（案:即「圓善之實現」這一對象或目標）之為可能的，因為「心靈之完

全的符順於道德法則」是包含在「促進此對象（圓善之實現）」之命令中。現在，「意

志之完全的符順於道德法則」就是神聖性，神聖性這一種圓滿，沒有感觸世界中的理

性存有能夠在其存在之任何時（在其有生之日）具有之。縱然如此，但是因為它被要

求為「實踐地必然的」，所以它只能被發見於一無限的進程中，即「朝向那完全的符順

而趣」的無限進程中，而依據純粹實踐理性底原則，去認定這樣一種實踐的進程以為

我們的意志之一真實的對象（目標），這乃是必然的。 

                                                 
86 胡宏，吳仁華點校：《胡宏集》（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333。 
87 同前註，頁 328。 
88 張載，〈正蒙˙大心篇〉：「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收錄於《張

載集》（北京：中華書局，1978 年），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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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種無底止的進程只有在「同一理性存有底存在與人格性之無底止的延續」

（譯註）之假設上才是可能的；「同一理性存有底存在與人格性之無底止的廷續」即被

名曰靈魂不滅，依是，聞善，實踐地說來，是只在「靈魂不滅」底假設上才是可能的；

結果，這靈魂不滅，由於其不可分離地與道德法則相連繫，是故它是純粹實踐理性之

一設準。（所謂地粹實踐理性之一設準，我意謂是一知解的或理論的命題，此命題即如

其為一知解命題而規之，它不是可證明的，但它卻是一無條件的先驗實踐法則之一不

可分離的結果。）（但它卻是一先驗無條件地妥當的質踐法則之一不可分離的系理。――

依拜克譯。）89 

符順於道德法則的意志具有神聖性，即儒家所言天道性命相貫通之內心德性，這種理性意志

若無無限的進程，則不可能存在於有限理性的感觸世界，因此康德提出「靈魂不滅」來肯定

無限的圓善得以為人所實踐，近似佛教以「無限生命」的生命觀，肯定眾生在六道輪迴中，

能透過無限的生生世世修行，接續不斷提升至解脫生死、證得涅槃與究竟圓滿佛地。《廣論》

中雖也沒有直接提及「輪迴」一字，但大量使用「前世」、「現世」、「後世」，亦可見得「輪迴」

觀念，並一步步說明如何超脫輪迴、成就圓滿佛果的修行次第。在起步第一階段「共下士道」

的修心方法，便強調要透過思惟「此世不能久住，憶念必死」與「後世當生何趣二趣苦樂」

二種面向，並生起「希求後世」的意念，以後世安樂為短期修行目標。 

  宗喀巴首先點出一般人心中會認為「一切恆常存在」、「我不會死」的錯誤認知，並說明

這個邪執是必須要刻意對治、破除的，原因在於當我們生起可以久住現世的欺誑認知，則會

耽著現世的利益安樂，即近於孟子所說的「耳目口鼻之欲」，而在求得這些欲望的過程中，也

常引發三毒惡因而於身口意造作惡行，並弱化我們想要修行善法的力量： 

若不作意此執對治，被如是心之所蓋覆，便起久住現法之心，……不生觀察後世解脫，

一切智等大義之心，故不令起趣法之意。設有時趣聞思修等，然亦唯為現法利故，令

所修善勢力微弱。復與惡行罪犯相屬而轉，故未糅雜惡趣因者，極為希貴。設能緣慮

後世而修，然不能遮後時漸修延緩懈怠，遂以睡眠昏沈雜言飲食等事，散耗時日，故

不能發廣大精勤，如理修行。如是由希身命久住所欺誑故，遂於利養恭敬等上，起猛

利貪。於此障礙，或疑作礙，起猛利瞋，於彼過患蒙昧愚痴。由利等故，引起猛利我慢

嫉等諸大煩惱及隨煩惱如瀑流轉。復由此故，於日日中漸令增長，諸有勝勢，能引惡

趣猛利大苦，身語意攝十種惡行，無間隨近，謗正法等諸不善業。又令漸棄能治彼等，

                                                 
89 康德著，牟宗三譯註，《康德的道德哲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頁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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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妙宣說甘露正法，斷增上生及決定勝。所有命根，遭死壞已，為諸惡業引導，令赴

苦痛粗猛，炎燒非愛，諸惡趣處，何有過此暴惡之門。 

其中難獲修法之時，縱得一次堪修之身，然未如理修正法者，是由遇此且不死心，故

心執取不死方面，是為一切衰損之門。其能治此憶念死者，即是一切圓滿之門。90 

單單只是內心執取一個「我不會死」這麼細微的錯誤認知，在宗喀巴眼中卻是「暴惡之門」、

「一切衰損之門」，因為不死邪執會漸次成為造惡的原動力，導致我們不願趨向善法，甚至受

到惡業牽引而損壞命根、墮入惡道。因此欲修行者實應刻意對治這個邪執，思惟死亡隨時會

發生，且發生得迅速、不可預期，如同《佛說八大人覺經》所言：「第一覺悟，世間無常，國

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陰無我，生滅變異，虛偽無主；心是惡源，形為罪藪；如是觀察，漸離

生死。」就連儒家也有這種無常觀念：「死生者，身之常也；存亡者，國之常也；興廢者，天

下之常也；絶滅者，非常之變也。」（胡宏《知言˙卷一》）以此產生「今明定死」的堅定見

解，避免受到上述欲望的誘惑與惡業的障礙，發起勇猛精進之心，修行皈依、持戒等善法，

如同《集法句》對「生死無常」的譬喻﹕「應達此身如瓦器，如是知法等陽燄，魔花刃劍於此

折，能趣死王無見位。」身體有病苦，且終會衰老死去，如同一碰就碎的「瓦器」，而我們所

面對到世間的萬事萬法其實如同夏天的「陽燄」，看似感受得到，但卻看不見，且非恆常存在，

而當我們了知肉體生命是會消失的、是空的，那麼世間一切利益安樂，不論是如「魔花」利

誘或如「刀劍」威逼我們，都不能折損到修善的信心，見到貪、瞋、癡等煩惱障礙，便如同見

到冤敵立刻痛恨斷除，則終能去到閻羅死主找不到之處。因此宗喀巴十分讚揚能「憶持死無

常」的心念，便是開啟修行善法的「一切圓滿之門」，故將此方法放至正修行的第一個次第。 

  從此章中，筆者自儒佛的生命終極關懷論及二家對於求利、業果的動力異同，進一步探

討為何在有限的人生中應盡力踐徳、修善，與如何達到無限的知天命、圓善與解脫生死，並

歸納出以下結論與統整比較表格： 

（一）儒佛的終極關懷在「目的」略有不同：儒家透過踐德體現天命所賦予的「義命」，佛教

則是為了解脫生死之苦，然二家皆希望在有限的人生中，擴充自身意義以致無限究竟，

並著重內心活動為主。 

（二）佛教是以「離苦得樂」作為刻意修習「斷惡修善」種種行為的「驅動力」，而儒家是以

人本具仁義之德心作為踐德的「原動力」，然而不能就此認定佛教的進路違反了義利之

辨或直接歸為功利主義，佛教是由階段性的「無所求」組成（不求現世安樂→不求自

                                                 
90 《廣論》，頁 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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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解脫→為利有情願成佛），期待證悟「無自性」而完成究竟「無所求」。 

（三）儒家的「求取」與「命限」相關，其無條件以為義就不為利之純心，依循由天命地踐徳

能否真實得到對應之幸福，更涉及「德福一致」、「最高善（圓善）」是否可能的課題，

並可以佛教的「業果法則」、「業力」轉化儒家「命限」之不可自主控制，更有「操之在

己」的意涵。 

（四）儒佛都同樣體認到現實世界中的肉身生命為有限的，而也同樣地希望在有限的生命中

能夠充盡內心的力量，儒家透過盡心踐徳達到知性、知天，佛教透過思惟死無常與輪

迴痛苦，產生誓願斷惡修善的力量，同時也說明為何人在義利之辨中應取義而非利、

應斷惡而修善，只是佛教已明確提出生命是具有輪迴後世與超脫之「無限生命觀」，故

可接續修行，而儒家是透過胡宏的「無限心」與康德的「靈魂不滅」來證成儒者能以

有限人生體悟無限天命的可能性。 

 

 

比較 孟子 佛教、《廣論》 

終極 

關懷 

踐德體現天命、義命 為了解脫生死之苦 

在有限人生擴充自身意義以致無限究竟，著重內心活動 

求取 

動力 

由仁義行之德心為踐德「原動力」，但

非完全無所為而為，亦求「志於道」 

以「離苦得樂」作為刻意修習「斷惡修善」 

的「驅動力」，由階段性「無所求」組成 

求取與

命限 

以為義就不為利之純心無條件踐德，但

能否對應得到德福一致、最高善？ 

以「業果法則」、「業力」轉化儒家「命限」之

不可自主控制，更有「操之在己」的意涵 

有限盡

無限何

以可能 

胡宏「無限心」與康德「靈魂不滅」 輪迴後世與超脫生死之「無限生命觀」 

表 1：「得利有命」與「業力感果」之影響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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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義」與「正知」的內心覺照作用 

  如前章所述，儒家能否求得利益、幸福與佛教感得善或惡的果報，實涉及「命」或「業

力」的問題，然而佛教以業果法則與業力辯證儒家所認為「命限」不能自主的論點，並較儒

家更為凸顯身口意的造業對生命的影響力。但不論命限或業力對生命的影響是直接或間接、

可見或不可見，從孟子言盡心知性與《廣論》言意樂、等流，皆可以見得儒佛在修養工夫上

同樣非常著重內心的問題，即關鍵皆在於內心的調整，因此筆者以第一節「仁義內在與菩提

自性」先了解儒佛的心性論有何異同，並提出二家皆肯定這種光明靈覺之本性是具有「自覺」

的作用；進一步探討孟子的「不動心」、「知言」、「持志」、「集義」、「養氣」與佛教的「密護根

門」、「聽聞知法」、「住心」、「正念」、「正知」對比，提出第二節「集義養氣與正知正念」乃具

有作為判別覺察自心之道德法則的共通性。最後筆者在第三節「反身而誠的『逆覺體證』到

自淨其意的『隨轉修心』」，以儒家所言的「自反」、「誠」與牟宗三提出的「逆覺體證」，對比

於佛教言心如何由隨境轉改為隨善法轉之「轉」，更凸顯二家皆強調應把握在「當下」的具體

情境中，立即「覺察」、「動轉」內心之修養工夫。筆者希望透過本章的探討、闡述，將儒家義

命觀中的「義」，與佛教業果觀中的「正知」、「正念」對內心具有覺照、抉擇作用的道德法則，

得以比對會通。 

第一節 仁義內在與菩提自性 

孟子提出「性善論」的背景，乃是其身處於以「生之謂性」這種中性、材質義為主要人

性論的混亂時代，嚴重傷害仁義價值內在的人性尊嚴，因此孟子承襲孔子的仁義之道提出「性

善論」，以捍衛「仁義內在」的人性意涵。何謂「性善」？孟子說道：「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

矣，乃所謂善也。」（告子上 6）從順應人性之情，則可以做出具體善行（事善），由此體現人

性具有為善的能力（體善），即從「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與「生死交關心

性體悟」的啟發性例示，提出人心所具之情為善性之發端，而以「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

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

體也。」的四端之心證成「性善」，相反於中國傳統思想與告子所主張的「即生言性」，孟子

所提出的「人性」則是「即心言性」的義理性格與孟學脈絡。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幾希」的人性論，非是傅佩榮所說在客觀分類原則下由人性向善論定義為性向善的「定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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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91，而是牟宗三所說的「具體的實踐生活之本源或動力」（人之為人的「實現之理」）92，

以具有自覺明察、實現仁義道德價值的「心」，作為人禽之辨的「幾希」、「真性」所在，「即心

言性」使中國思想史上的人性論問題，由感性層、實然層，跨到超越的當然層。故袁保新認

為孟子所言「即心言性」的人性，是以「先驗本心、本性」的躍動經驗，確立「人所以為人之

道德價值內在」與「應然進路」的「性善論」93。 

雖然孟子提出仁義內在的性善論，但仍需面對「人之為不善」的實際現象，孟子認為人

心本有「仁」，並以「義」作為通達安身立命的道路，若不順性而踐德，則人心便會外放亡失，

只能任耳目之官而逐物外求，求無益於得且居於心性之下一層次的各種耳目之欲（小者），甚

且其得失是為之「命」所限，是故「心官」的「弗思」，是造成人得不到仁義本心的「心官」

實有之主因，即人心之「陷溺」：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

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 11） 

人心之所以會有「陷溺」處，乃因本心亡失，因此孟子認為求回這顆放失的心，使之回歸自

覺自主，則人心便可歸於居大者之「性」，凸顯心對自然生理生命，具有涵蓋性、順承性、內

在性、主宰性，故孟子的「身—心—性」生命整體結構中，「心」具有優位、主導性，而能將

自然生命轉化爲道德生命，因此孟子提出性命對揚。然而形軀並非完全被動，其亦具有回反

影響心的力量，志與氣、心與神相互滲透，而為載沉載浮的行動決意的主宰機能，由此容易

歸結出孟子的心二分為仁義本心的「道德心」與在形軀、世界中的「實存心」。不過二心並非

歧義，「實存心」是具有自主自由選擇的價值意識，人在未與物接時，不受日常生活中人事物

的影響、誘引時，使實存心能隨內在好善惡惡的本性，返回「本真存在」的狀態，則實存心

便是道德心、仁義本心；然若實存心順軀殼起念影響、可為不善、需明善存養，則僅為一般

的實存心。 

而反觀佛教對於「心性」的看法，則可以從《佛說八大人覺經》看出，即教誡佛弟子應

日夜誦念的八種覺悟中，第一覺悟便提到「心是惡源，形為罪藪」94，認為未經教化、修養的

人心，乃為「妄心」，其所產生的意念多圍繞貪、瞋、癡等無明煩惱，故妄心為造惡之源，再

經由外境觸發，便會於身口產生罪惡。「心是惡源」相對於孟子所認為人本具四端之心的性善

論，致使佛教看似如同荀子言性惡，然而《華嚴經》又言：「一切眾生皆有如來智慧德相，但

以妄想、執著而不能證得。」95《圓覺經》也說：「一切眾生本來成佛」、「一切眾生本來是佛」

                                                 
91 袁保新，《孟子三辨之學的歷史省察與現代詮釋》（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頁 46。 

92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義》（臺北：聯經出版社，2003），頁 162-163。 
93 袁保新，《孟子三辨之學的歷史省察與現代詮釋》（臺北：文津出版社，1992），頁 49。 

94 （後漢）安息國三藏安世高譯，《佛說八大人覺經》，《大正藏》，第 17 冊 No.779。 

95 （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大正藏》，第 10 冊 No.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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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意即一切眾生皆有光靈明覺的覺性、佛性、菩提自性，即佛教所認為的無明心識，實類於

孟子言本心亡失之陷溺，煩惱並非眾生之本性。因此佛教的心性論所談及「心是惡源」與「皆

有佛性」這二種論點之間，便近於孟子言道德價值內在的性善論與心官弗思而為不善，同具

有辯證關係。 

在世親菩薩所造的《佛性論》中，便引分別說部破除說一切有部等部派所主張的論點。

一切有部認為眾生無先天本有的「性得佛性」，只有後天透過修行而得之「修得佛性」，並將

眾生分為「一定無佛性」、「不定有無佛性」與「定有佛性」三類眾生。然而分別說部則對此

辯論，認為「一切凡聖眾生，並以空為其本，所以凡聖眾生，皆從空出故。空是佛性，佛性者

即大涅槃。」即分別說部以「空」為「佛性」，若一切眾生皆從空所生、以空為本，則眾生本

性皆具佛性。至於為何要特別強調「眾生皆有佛性」？世親菩薩進一步說明佛陀宣說「眾生

皆有佛性」的因緣，乃是悲憫眾生，為令眾生除去五種過失、生起五種功德： 

除五種過失者。一為令眾生離下劣心故。二為離慢下品人故。三為離虛妄執故。四為

離誹謗真實法故。五為離我執故。 

五功德者。一起正勤心。二生恭敬事。三生般若。四生闍那。五生大悲。97 

第一種過失為「令眾生離下劣心」，佛陀認為眾生如果不知佛性內涵，乃至不知自身可以進步

到得佛性，則會產生自己是很下劣、自暴自棄的想法，而絕不可能發菩提心，因此以眾生有

佛性之理，鼓勵眾生發心、捨棄下劣想法。第二種過失為「離高慢心」，較前者更進一步提出

是「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則聽聞此理者不會因此認為自己有佛性、開始發心，而高傲自恃、

輕慢他人不能。第三種過失為「離虛妄執」，所謂「虛妄」即是對於本無的人我認知為有所產

生的「人我執」，並因執著而起無明煩惱，進而造作業因、產生果報，但這些過程實無根本，

而佛性正是說明人法二空，故可使眾生虛妄執離。第四種為「除誹謗真實法」，空性乃是佛教

根本義，若不說佛性、執實有，則是誹謗真實空性，而不能成就。第五種是「離我執」，與第

三種離虛妄執類似，但更進一步希望眾生不起虛妄過失、了解佛陀真實功德後，還對一切眾

生起大悲心與平等心，不分彼此而破除我執。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的論點所產生的「生

正勤心」、「生恭敬事」、「生般若」、「生闍那」、「生大悲」等功德，亦是希望藉由五功德，一

一對應、加強破除五種過失的力道，加速證得菩提，佛陀因此宣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希望

產生能策動眾生致力斷惡修善的作用，與體現眾生皆本具證得「菩提自性」之可能性。 

總言之，儒佛在心性論上，首先二家在「性體」上皆肯定人本具有「仁義內在」的善性

或「菩提自性」的佛性，只是二家論證的進路有所不同：孟子大力強調人所以為人且應然的

性善論，在從此前提補充說明人之所以為惡的原因，而佛教則相反，所有教義皆側重於「心

                                                 
96 （唐）佛陀多羅譯，《大方廣圓覺經》，《大正藏》，第 17 冊 No.842。 

97天親菩薩造，（南朝陳）真諦譯，《佛性論》，《大正藏》，第 31 冊 No.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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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惡源」、煩惱、無明、惑業，而容易讓人誤解為佛教乃是「性惡論」。再者，在論證進路與側

重點不同中，二家在作用上仍是相通的，無非是希望達到「勸善」的效果：儒家欲使仁無條

件實踐道德、盡心以達知性知天，佛教則同樣希望眾生透過精進斷惡修善而能離苦得樂，只

是佛教更忠於論述世間現象，包含論及「苦集滅道」四聖諦，而孟子在其歷史背景下，不得

不強力著眼於仁義之道上。最後，由於儒佛皆肯定性善、佛性，且以此導引出修養工夫何以

可能及其重要性，而更凸顯二家這種光明靈覺之本性具有「自覺」的作用。 

孟子的「知天」有別於孔子言語間流露出「人格神」意義的「天」，或中國傳統思想以天

道生化萬物與運行法則所呈現宇宙論意義的天，而是關聯著人在歷史進程中要求人性價值理

想實現之意，即以「盡心」可以「知性、知天」顯其「內在性」，以「存心、養性」來「事天」

顯其「超越性」，「天」需透過人的「盡心、立命」才能顯現其在人間世界的價值意義。因此孟

子所要自覺的對象為善性，即當仁義之心愈是發用充盡（盡心），所得之樂會使我們體會到仁

義禮智乃是人之為人的本性（知性），特別凸顯本心本性自由選擇的主導價值，在無盡的道德

實現中，能推擴、超越形軀的侷限，使仁心無外地感通到「天道體物不遺而生化萬物」的原

則，由此通道窺見天之所以為天（知天），而能透過「盡心立命」、「以思明善」的「自覺」工

夫，使「身—心—性―天」相通而為一，實現「即心即性即天」的關係。 

而佛教所言眾生皆有以空為本的佛性，即是「菩提自性」，「菩提」本義便是「覺」，「覺」

又可分為三層次的進程，即「自覺」而後「覺他」，最後達到「覺行圓滿」，而所要自覺的對象

為染汙心識的無明煩惱。對比孟子「盡心」之自覺便僅止於當世為求道德上踐善，尚未到達

佛教厭離世間、體證空性的「自覺」，且也還未有「覺他」、「覺行圓滿」的論述，但二家在「自

覺」能覺照自心的作用上仍有所相通，即佛教亦需覺察自心由於五根見聞念處執無為有而產

生無明煩惱之「虛妄執」，如同《佛說八大人覺經》中的「心是惡源」便是指「虛妄執」為惡

源，而非等同「性惡」，實可透過覺察「世間無常，國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陰無我；生滅變

異，虛偽無主」，了解一切事物皆屬無自性的真實空性，藉以逐步去除「虛妄執」這個惡源，

則能明辨業因果報，漸漸遠離生死輪迴，恢復光明的菩提本性。因此筆者將於下一節進一步

探討儒佛自覺之修養工夫為何，即孟子如何集義養氣、佛教如何維持基本的正知正念，以時

時守護本有的善性或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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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集義養氣與正知正念 

  孟子肯定人本具有「仁義內在」的善性，且認為「仁義」是一個超越而絕對的道德法則，

因此踐德即便希望能幫助他人，但其成效結果絕不影響其本身應然而行的道德價值，也非由

其所做出行為的大小來判斷價值優劣，即孟子所言：「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

也」（公孫丑上 2）、「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

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離婁下 47），即便義行再小，應為者就應為、不可為者便是不

可為，本心表現若能自然而然發於仁義而行，則對於當下這樣做的行為，其價值便是「當下

完足」、不可比擬的。儒者透過修養力求恢復自心，然而應當將自心修養至何種境界，才是貼

近仁義本心？孟子便曾與公孫丑討論「不動心」的意義與類型：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

子先我不動心。」 

朱熹認為公孫丑提出「動心否」，是想探問孟子若得位行道而能成霸王之業時，是否會因責任

重大、心生恐懼疑惑而動心？然而在孟子如孔子言「四十而不惑」之語回答「四十不動心」

時，公孫丑又繼以衛國勇士孟賁比喻，孟子便可知其弟子所言「動心」，尚僅停留在似於趙岐

所注「動心畏難，自恐不能行」的層次，即李明輝認為「不動心」的表面意涵即是「不受任何

外在原因之刺激而動搖其心」98。孟子認為這個以外力制心而非內發、屬於他律倫理學層次的

「不動心」，其實並不困難，甚至認為主張「義外」的告子還能較其先做到，並進而以北宮黝、

孟施舍之養勇與曾子自反而縮，來說明「不動心」之道與其四種類型：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橈，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

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

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

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

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

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

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公孫丑上 2） 

第一種不動心的類型以北宮黝為代表，其「勇」之表現為不論外在境界之小大，皆一律直接

                                                 
98 李明輝，《孟子重探》（臺北：聯經出版社，2001），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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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反抗，心無分別地以相同氣力還擊回去，故朱子註解道北宮黝之心皆是以外求必勝為

主而為不動，仍在依待血氣、在氣上養勇；第二種不動心的類型以孟施舍為代表，朱熹認為

其較前者更能掌握不動心之要領，即量敵慮勝乃是在意勝負，然其知勝負乃屬外在而無定，

但能否養勇為自心所能決定，故孟施舍向內力求心能「無懼」為不動心，故孟子以其於內心

主體有所守而比擬為曾子言「守約」；然與第三種以曾子為代表的「不動心」類型相比，其超

越勝負得失之心，仍屬於朱子所言守一身形體之「氣」，尚未達到曾子以「自反」、「反身循理」

在心上用工夫的「守約」，即實踐道德理性來養勇。99 

  而《廣論》中有一種界於孟施舍與曾子之間的守心工夫，即是「學習四種資糧」100中的

「密護根門」，當修行尚未達到對善法堅固不退的程度前，皆應謹慎防護「眼」、「耳」、「鼻」、

「舌」、「身」、「意」這些「六根」、「六入處」（感覺器官、感覺受器），不要輕易接觸到會引發

貪愛或厭惡的「色」、「聲」、「香」、「味」、「觸」、「法」這些「六境」（外境、外在刺激），當

「根」與「境」未合，因而較不易引發煩惱三毒雜染的「眼識」、「耳識」、「鼻識」、「舌識」、

「身識」、「意識」這些「六識」（感覺）；而即便根境相合，也要能「不取行相，不取隨好」，

當下斷除再接觸該行相，且不要在內心中持續隨之增加貪愛。這種透過直接阻絕心與境相合

以避免引生惡念的「密護根門」，看似類於孟施舍藉由守一身之氣來使心不動，甚至類於徐復

觀所詮釋告子的不動心工夫： 

告子達到不動心的工夫，既不同於勇士，也不同於孟子，而是採取遺世獨立，孤明自

守的途徑。一個人的精神，常常會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因而會發生擾亂（動心）。告

子的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對於社會上的是非得失，一概看作與己無關，不去管它，

這便不至使自己的心，受到社會環境的干擾。 

他的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乃是把自己的心，和自己的生理作用，隔絕起來，免使自

己的心，被自己的生理作用要求所牽累而動搖。因為心既求助於氣，氣便可拖累及心；

不如乾脆把它隔斷。101 

徐復觀言告子認為心會受到外在環境之擾動，因此透過完全將心與境、心與感受作用阻隔開

來，即可達到「不動心」，然而宗喀巴僅是以「密護根門」作為在熟練如何時時提持正念之前

所應進行的修行基礎，即佛教真實接受眾生的感受是不可能不受外境牽引，若於初修行之時，

                                                 
99 李明輝，《孟子重探》（臺北：聯經出版社，2001），頁 6-8。 
100 《廣論》所言「學習四種資糧」，是應於修學後續的奢摩他道、毘缽舍那道時，所需準備之正因，所謂「學習

四種資糧」即是「密護根門」、「正知而行」、「飲食知量」、「精勤修習悎寤瑜伽，於眠息時應如何行」四者。 

101 徐復觀，〈孟子知言養氣章試釋〉，收錄氏著《中國思想史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5），頁 1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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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想一味憑藉內心力量與如同瀑布流水沖瀉而下的三毒煩惱拉拔，不但需要耗費很大的心力

拼命向上划，更甚者是惟恐毫無功效而持續造惡、無法堅持修行。因此宗喀巴提出透過「密

護根門」，先適當地以阻斷易生煩惱的外境，所欲達到的作用仍是協助內心鞏固正念，保護修

行者能常恆殷重地串習、維持正念與正知，進而帶正念有力時能反以保護根門，而不再只是

以不接觸外境的方式守護根門，能真正地以提持內心的正念正知來守護、主導身語意之造業。

宗喀巴也更看重後續淨化自心的次第，逐步修持到具有觀照能力的「不散動心」即依循《廣

論》所寫種種法門之次第修行到止觀時，如《大般涅槃經》所言：「由止力故如無風燭，諸分

別風不動心故，由觀力故，永斷一切諸惡見網，不為他破。」102透過圓滿的奢摩他止力能遮

擋外境攪擾內心之風，使原本如受風攪擾而極為搖動的燭火的散亂自心，而成就「毘缽舍那

不散動心」。乃至宗喀巴更以「譬如燈能照色，是從前念燈火而生，非從遮風帳幔等起，燈固

不動，則從幔生」103之燈燭與擋風布幔間的譬喻，說明燈燭本具能照光的本質而明辨「心」

本具觀察、覺照之功用，而止力是使心固定不散之輔助，故筆者認為宗喀巴言不能將「不散

動心」主歸為由修止而成，最主要能令心安住於善所緣而不亂仍是源於觀察修，更是近於孟

子所肯定曾子能守心要的「不動心」。 

  對比完前三者北宮黝、孟施舍與曾子的「不動心」類型，接著孟子也批判告子所言的「不

動心」，並提出如何透過「知言」、「持志」、「集義」、「養氣」之工夫來達成「不動心」：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

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

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

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李明輝對於「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的詮釋爬梳甚詳，包含批判朱子

的詮釋與馮友蘭所認為「持志」是一種「把持強制」、「涉於人為」104的工夫而歸為告子得不

動心的方法，最後重新透過語法分析改寫作「除非得於言，勿求於心；除非得於心，勿求於

氣」105。孟子認同告子言若心有不安，則應當制其心、固守其心不動而非更求助於氣，本末

之關照為是；但反對當言詞不達時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此則內外兩失。關於「知言」為何如

                                                 
102 《廣論》，頁 341。 
103 《廣論》，頁 342。 

104 馮友蘭，〈孟子浩然之氣幸解〉，見其《三松堂學術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頁444。 
105 李明輝，《孟子重探》（臺北：聯經出版社，2001），頁 20。 



60 

 

此重要，一切言語皆是說出內心的所思所想所感，既然言由心發，便可以心知言，同時也可

透過言語，了解主宰一個人言行舉止的思想、價值感，即李明輝所認同岑溢成之說法： 

借用當代英美倫理學家之術語來說，孟子所判别的「言辭」，不是描述性的語言或事實

陳述，而是規令性的語言或道德判斷。……在孟子之思想中，「知言」即是「知反映人

生態度的道德之語言之正誤」，故此判別人生態度之正誤即判別道德之語言之正誤。106 

「知言」是面對社會上這些有弊病的言辭，如「詖辭、淫辭、邪辭、遁辭」，從而深入了解、

給出這些言論與內心的毛病，故孟子批評楊朱、墨翟，並透過論辯來承繼他所嚮往的三個聖

人（夏禹、周公、孔子）的看法。因此「言辭」是具有道德判斷意義之規令性語言，因此不論

是辨別是非善惡的價值觀、明察每個內心的「動機」或想修正踐德上的弊害過失，皆必須透

過「知言」來知曉道德判定，並以之覺察自心，例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

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公孫丑上 2），便是從言語行為上的詖、淫、邪、遁，觀察到心

中的蔽、陷、離、窮，並以「知言」避免發生「邪說誣民，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

食。」（滕文公下 14）的惡相，達到「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滕文公下 14）

的作用。 

  孟子以「知言」體現道德主體自覺可得的道德判斷之律令，本具可判定成德之仁的修養

工夫，而佛教則強調修行人作為學生，需透過師長（善知識）聽聞正法，以學到如何正確修

行的法類與次第，二者在習得判斷修養工夫的來源上，雖有內發與外來之差別，但仍不能否

定「知言」或「聽聞正法」，是在修養工夫之始所需先了知道德意義之規令性語言，在修養

工夫的次第上與具有判斷道德行為之作用上，二者可謂相近。宗喀巴在《廣論》中引用《聽

聞集》所言「由聞知諸法，由聞遮諸惡，由聞斷無義，由聞得涅槃」一句，實也具有孟子「知

言」工夫的作用，即透過聽聞學習正確的思想，語王堅穩尊者對此有詳細說明何以聽聞有極

大勝利（好處）： 

無知為引生墮罪之門，而由聽聞，則知苦樂皆是自業之果、三有性苦、唯佛為救彼依

怙等。昔有天人白世尊曰：「由何知諸法？由何遮諸惡？由何斷無義？由何得涅槃？」

酬彼所問，世尊答曰：「由聞知諸法，由聞遮諸惡，由聞斷無義，由聞得涅槃。」 107 

                                                 
106 岑溢成，〈孟子「知言」初探〉，《鵝湖月刊》，第40期（1978年10月），頁40。 
107 宗喀巴大師造論，巴梭法王等合註，釋如法、釋如密譯，《菩提道次第廣論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 1》（臺北：

福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6），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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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之所以會有煩惱惡業，乃是源於會引發造罪的「無知」，因此必須透過聽聞佛法、了知

佛語（知言），才能了解所受苦樂非從其他原因產生，而是源於自己造業感果，以及在輪迴

三有世界的本質本來就是痛苦的，從而願意相信了解這一切生命真相的佛陀，是能讓自己依

靠、給予救拔的唯一皈依處。宗喀巴也引《法集要頌經˙多聞品》中「以聽聞佛法作眼目想」

的譬喻，提到即便一人具有能看見事物的眼睛，與具足思惟判斷的能力，也難以在沒有光亮

的漆黑暗室中，看到其中種種東西，說明修行者即便有智慧，然一樣在未經聽聞時，在無明

輪迴中也不能清楚了解何者是善法、惡法與取捨的標準。雖筆者以上對比出孟子的「知言」

與佛教的「聽聞佛法」皆為了知規令性的道德判斷的工夫，然仍不能否認二家道德價值判斷

來源是不同的，即孟子肯定「仁義內在」，故其道德價值是非判準仍是源於內在之道德心，

非建立於外在客觀標準之上、似告子所言「義外」之認知心108；而佛法雖認同眾生皆有佛性，

然此「聽聞佛法」的修行仍是外於自心，以外在所學得的教理來醒覺自心。 

  「知言」後要能反求於心，即所謂「自反而縮」、「反身而誠」，反省自己之言語、思

考、動機與行為是否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誠實磊落，並產生無所畏懼的自信，當為人具有

合義的氣魄、勇氣時，便是以理生氣、養浩然正氣之始，因此孟子進一步闡述如何「持志」。

「志」是心之所之，「氣」則是作用於視聽言動之中而充斥於肉身之生命力，而「志」具有統

帥於全身之「氣」的功能，因此修養需先顧及、敬守內心之「志」，方能從而調集且時時養護

「氣」，使「氣」集中充塞於內心，乃至達到「至大至剛」、「塞於天地之間」的最大程度，

並在「志」與「氣」之間達到一種專一而動態的平衡，不使「氣」隨意暴露或動搖於「心」，

以達內外本末交相培養之效。因此「持志」是一個動態的修心過程，故孟子所言之「心」並

非完全不動，而是自然不失、不妄動之意，此可通於宗喀巴在《廣論》中以「調象喻」、「正

知鈎」歸結以「正念」、「正知」調心的修行心要： 

如調象喩，譬如於一堅牢樹柱，以多堅索繫其狂象，次調象師令如教行，若行者善，

若不行者，即以利鈎數數治罰而令調伏。如是心如未調之象，以正念索縛於前說所緣

堅柱，若不住者，以正知鈎治罰調伏漸自在轉。如《中觀心論》云﹕「意象不正行，當

以正念索，縛所緣堅柱，慧鈎漸調伏。」《修次中編》亦云﹕「用念知索，於所緣樹，

繫意狂象。」109 

無始劫來受到業與煩惱所控制而難以自主的無明心識，如同未經調伏的狂象一般，若不欲放

任意象肆意而造惡造亂，則需以多條堅固的繩索（正念索）將之繫縛於堅固的樹柱上，並加

                                                 
108 李明輝，《孟子重探》（臺北：聯經出版社，2001），頁 24。 
109 《廣論》，頁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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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調教其造作善者，若不服從，則更需以「正知」利鈎多次地對治、調伏，終將令意象舜於

自己的決定而行，令自心於所緣境相續能安住明記，當將要或已經沉掉時，亦能以正知覺察

了知，再次拉回沉掉的心識而使之不隨轉、能安住於根本所緣事，因而筆者認為孟子所言「持

志」與《廣論》言以正念索調意念之狂象、以正知鈎勾住正念，皆具有令自心不散亂、妄動

之作用。繼以「持志」令心不妄動，孟子又言如何藉由「集義」以「養氣」：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閒。其為氣也，配

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

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

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

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公孫丑上 2） 

由自心體驗而難以用言語形容的浩然之氣，是人生而自天地得此無可限量且堅毅不屈之正氣，

本充斥於體內，需「以直養而無害」、「配義與道」地以「集義」來「養氣」，善加養護而不使

之衰餒，方能使氣合乎道義而有助於人從「義」與「道」行事，使行為勇斷而無所疑懼。養氣

的工夫論便是「集義」，朱熹認為「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趙岐亦認為「養氣」

應是「養之以義，而不以邪事干害之」，即順著人內在本有的仁義之性（義內）、由仁義行而

向外擴充，不以人為私欲干擾，更不要從外襲取助長而妨害（義外），而使內心隨時保持而不

失本有的義與道，則能使日常生活每一言行舉止皆由內在仁義德性行應然之事，日益培養出

廣大的浩然正氣。當人之行事始終合於義，自省正直而無愧怍，進而提到「非由只行一事偶

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更是強調「慎獨」的重要，以「義」作為恆常的行事準

則，並以向內心省察更重於外在行為，故以此證成「義內」而非告子所言的「仁內義外」與

「勿求於心」。對於「集義」的工夫，在行義時不能求取結果，更不能看輕內心工夫或忘做無

義之舉，故孟子以宋人耕耘為例，告誡公孫丑勿舍之不耘而失養心中之義，乃至揠助之長、

強迫制心而有害義之弊，因此養浩然之氣固然重要，但如何善養自心、使心不動搖尤為關鍵。 

  孟子以持守內心之義，使當下能夠合道而完足天命，並藉以養浩然正氣而充斥全體的修

養功夫，筆者認為在佛教中修行者所應時時保持的「正知」、「正念」，實與孟子之義相通。若

能具足且時時憶念正知，則能正確修習佛法，乃至利於引發後續修習止觀之正因，那何謂能

使我們具足正知的方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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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所有若晝若夜一切現行，悉應憶念，了知其中，應不應行，於進止時，一切皆應

安住正知，謂我現前正行如是，若進若止，若如是行，則現法中不為罪染，沒後亦不

墮諸惡趣，諸道證德未獲得者，即住能得正因資糧。110 

「正知而行」則分別從「五行動業」（身事業、眼事業、一切支節業、衣缽業、乞食業）及「五

受用業」（身事業、語事業、意事業、晝夜二業）這十種對象，說明日夜生活當中何者為該做

的、正確的行為，以及反之不應行之事，進而能不放逸自心、保持「正念」與「正知」來做這

些事，並從言行舉止的端正、去所是否合於善法、時間點是否正確與能否自我覺察這四個行

相，來清楚說明「安住正知」的標準，甚至於飲食、睡眠亦不忘失正念，提醒自己不斷善修

清淨梵行，使善欲樂相續。而到上士道修行靜慮波羅蜜與奢摩他（止）時，因需要將心念相

續專注、安住於所緣所修之上，因此宗喀巴引用《莊嚴經論釋》對於二種修行方便的定義加

以說明，一是「於根本所緣令心不散」的「正念」，二是「於已散未散將散不散如實了知」的

「正知」： 

如《莊嚴經論釋》云﹕「念與正知是能安住，一於所緣令心不散，二心散已能正了知。」

若失正念忘緣而散，於此無間棄失所緣，故明記所緣念為根本。由此正念於所緣境住

心之理，謂如前說明觀所緣。若能現起最下行相，令心堅持，令心策擧，即此而住莫

新思擇。念如《集論》云﹕「云何為念，於串習事，心不忘為相，不散為業。」111 

「正念」幫助修行者將心安住於所緣上而不散亂，「正知」則是在心散亂時加以察覺、導正，

因此宗喀巴又進一步詳述維持正念的三種要素，一是「所緣境差別」，即需先明確觀察、決定

要串習的所緣境，才能確實生起相應的所緣相；二是「行相差別」，即維持正念、安住所緣的

是否能達到「心不忘」、「言不忘」的程度，使自心明記、不忘所緣，能憶持師長言教，進而產

生第三個「作業差別」，即令心不散後，心識相續便具有守護自心的力量，甚而能開始造作調

心、不散亂的業。因此修念與其所成就的定知相，便是引生三摩地的主因，「修習具足定知有

力之念」才是正念正知的正確目標，否則若修定者沒有定知相，只是憨然而住的話，則這樣

的三摩地是有過失的，非但沒有以正念安住所緣，更不能生起覺察、破壞內心細微沉掉的力

量，即「正知」： 

正知云何生耶，答，前修念法，即修正知重要一因。以若能生相續憶念，即能破除忘

境流散，亦能遮止沉掉生已久而不覺，故生沉掉極易覺了。又覺失念之沉掉，與覺未

                                                 
110 《廣論》，頁 49。 
111 《廣論》，頁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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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念之沉掉，二時延促觀心極顯。112 

宗喀巴再次反複補充說道，「正知」是由記師長教言、安住修所緣境、守護意念之「正念」而

生，「正念」先生而始有正知，而「正知」便是在修念時，能覺察餘散、未散之沉掉而持守修

心。所謂「沉掉」即是「昏沉」與「掉舉」，前者為「謂癡分攝，心無堪能，與一切煩惱及隨

煩惱助伴為業。」即心於所緣的執持力逐漸趨緩不明，此時身心沉重而無修行之堪能性，符

順於癡煩惱；後者則為「淨相隨轉，貪分所攝，心不靜照，障止為業。」即因貪色聲境等而牽

動自心，使心貪愛散亂、不能自在，而透過勤修有力正知，則極細微的沉掉皆能覺察破除，

因此宗喀巴認為要能引生住心，可以透過含融正念正知修法的「六力」達成：一是「聽聞力」，

說明初始要抉擇安住所緣時，絕非自己數數思惟便能知道何者為應安住的所緣，因此需透過

聽聞他人所說的善法教言與住心教授而行；二是「思惟力」，即心安住所緣後，應當不斷思惟

串習，守護正念；三是「憶念力」，即是若將外散，應先憶念攝錄於內心的所緣境，令心不散；

四是「正知力」，即以正知調伏隨煩惱產生的惡念或亂心；五是「精進力」，即透過前者正知

力察覺散亂沉掉煩惱時，要能勤勉用功將之斷滅，並繼續朝著住心的方向努力修行；最後為

「串習力」，即透過前五力不斷反覆練習，逐漸堅固住心後，甚而能達到不用特別用功即可任

運自在地進入三摩地之中，成就真正的奢摩他，這便是修習念定的最高境界。 

  總言之筆者認為，孟子言「不動心」共有四種層次，其中孟施舍守氣之約與曾子能自反

守心，可以佛教藉由「密護根門」防止感官觸境而令心念不散亂作為中間過度之修養工夫，

再以「知言」或「聽聞知法」得到規令道德之思想、價值觀，而能依此道德法則「自反」、「持

志」或與佛教所言「住心」、「正念」，令意志保持在仁義本性、善所緣境上而不要發散於外，

最後以「義」與「正知」作為判別覺察自心的道德法則，透過「集義」踐德、「正知」覺察守

護正念而修善，使儒家能充養浩然正氣，佛教能時時提持正念修行下去。 

  

                                                 
112 《廣論》，頁 367-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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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反身而誠的「逆覺體證」到自淨其意的「隨轉修心」 

  不論是孟子所言盡心、知言、持志、集義、養氣，或是《廣論》提出的正念、正知修行，

儒佛的修養工夫方向，始終是向內為主，一切先從自身內心的修正開始。孟子言：「萬物皆備

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盡心上 4）了知萬物天理之仁心

早已充備於自心，儒者僅需以「誠」之工夫反求自心，進而推己及人，則能求回原有的仁心，

而「反身而誠」揭示出儒家即為重要的二個命題，一是「誠」之修養工夫，，二是標示修養方

向的「反」。歷來學者皆認為「誠道」是《中庸》的根本思想，孟子亦曾引用《中庸》之言：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

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

善，不誠其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

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離婁上 12） 

所謂「誠者，天之道也。」即以「誠」作為天道，是作為萬事萬物之根源，朱熹認為「誠者，

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天道之本然也」，而「思誠者，人之道也」則是將天道與人道並論，

朱熹釋思誠者為「欲此理之在我者皆實而無偽，人道之當然也」，故如同盡心、知性、知天般，

期望透過「明善」達到「至誠」的境界，即「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

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中庸）當發揮人性、物性，窮極宇宙萬物生成演化之

理而達到至誠的最高境界時，孟子以「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

動，動則變，變則化；為天下至誠為能化。」（中庸）而認為至誠能化而無有不能動之處，故

趙岐言「子言此故誠者是天授人誠善之性者也，是為天之道也；思行其誠以奉天，是為人之

道也。然而至誠而有不感動者，必無也，故曰未之有也。」因此「誠」具有二大特質：一是作

為由下而上的「天人合一之道」，二是由內而外的「內聖外王之道」，前者即言以「誠」作為

貫通天人之道，然不加以發揮「天道」意志，而是以「至誠如神」、「至誠無息」將形而上、抽

象、玄妙的境界，用一人心皆具有、可理解的「誠」字，強調「誠」字「反諸身」的精神力量

及其作用，作為落實到現象界的基礎。而後者則是人生由內在修身，推至向外治人的實踐之

道，透過修身以「自成」，存養本具自身之內的的德行，並顯發之，即是「成仁」，是為內聖之

根本；而「誠」除了「成己」，還要「成物」才能完成，「成物」具有二重意義：了解萬物生存

法則，使之和諧發展；通達人類社會事理，使人們安居樂業，了解萬物，才不會干預損傷之，

「成物」便是「成知」。因此在朱熹註解《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時，便言「所以行之者，

一也。」的「一」，即是指作為儒家政治基本精神的「誠」，是由內聖通往外王的動力，也是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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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所言能達成悅親、友信、治民之「動」。 

  而標示修養方向為返回內心自省、檢視之「反」，在《孟子》中十分常見，「反身而誠」、

「反而求之」、「自反而縮」、「湯武，反之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

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孟子更以能夠「自反」存心為

何者是異於人之君子：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

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

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

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

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

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

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離婁下 56） 

以仁禮存心的君子，若遇到外境之不順，絕非先責怪他人，而是認為「我必不仁」、「無禮」、

「我必不忠」，並返回內心觀察、調整回具有仁、有禮、有忠，這種逆返回自心的體察，牟宗

三認為是「内在的體證」之「逆覺」工夫，即「逆覺」是一種「反而覺識」本心，進而產生具

有「直下肯認」之義的「體證」，且進行反察覺識本心與肯認體證的時機點，是在現實生活中

處處皆可為之，即其所言「當下即是」，而相對於這種現實生活中的「內在的體證」，透過隔

絕現實生活、静坐閉關以進行逆覺者，牟宗三則名為「超越的體證」。不論是內在體證或超越

體證的逆覺，「逆」也代表著「不溺于流，不順利欲擾攘而滾下去」之義，即返回觀照內心，

使知復歸合道之人意本性，而能令自心不隨利欲奔流而下。113而所謂「當下即是」，唐君毅亦

曾說道「直下承擔」： 

此處除直下承擔當前所遇，去其所膠固於彼，使不無明於此，另無人慕天國 樂者，

此向外希慕之念才動，即已是出明入幽，先自陷於無明，而使人生雜入不真實之成

份。......由此心靈之昭明靈覺之新新不已，即以見天命流行之泉原不竭，而皆清淨無染

之謂。114  

 

                                                 
113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二）》（臺北：聯經出版社，2003），頁 494。 
114 唐君毅，《人生之體驗續篇》（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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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高遠抽象的踐德，唐君毅透過「直下承擔」將恆常普遍卻空泛而難以理解的天命，落實

於人生所遭遇的每個時間點，若能在不離自己現實人生的每個當下都能「反求諸己」，去除外

求的無明膠著，而使自心恢復靈明醒覺的狀態，可以見得孟子的義利之辨、義內與君子的所

性所樂，皆是闡明「由仁義行」乃是「本心」是否能夠達到「當下完足」的無限絕對價值。 

  孟子在面對每個境界的「當下」進行「反身而誠」之工夫，牟宗三亦釋為在該情境下逆

反內心作「逆覺體證」，即儒家在修行對象主要著力於內心意念上而合乎「存心倫理學」，且

以「直下」、「當下」為修行的關鍵時機點，而《廣論》亦有言「初若未能直識其我．則亦不能

知無我義」，以「直」釋為「當下」115，即修行應觀察、認識到每個「當下」的起心動念為何，

是正在造作善因還是惡因。宗喀巴更引用樸窮瓦所言「我雖忽被煩惱厭伏，後我從下而為切

齒」、博朵瓦（1031-1105）所言「若能如是，當下即退」與女絨巴所言「煩惱起時不應懈怠，

當下應以對治遮除」116，在在說明修行之時不在於追憶過去消逝之行為或期待尚未發生的未

來能有所改變而已，關鍵時機點在於「當下一念」，在當下情境中認得自己的心念為何，並當

下對治所生起的煩惱、自淨其意，即是於心上動轉的「轉」工夫，具有隨著、依憑因緣而起

生之作用而言「隨轉」： 

《集論》云﹕「云何為思，謂令心造作意業，於善不善及無記中，役策心為業。」謂令

自相應心，於境轉動之心所意業。117 

其中調伏者，謂尸羅學。《別解脫》云﹕「心馬常馳奔，恆勵終難制，百利針順銜，即

此別解脫。」又如分辨教云﹕「此是未調所化銜。」如調馬師，以上利銜調儱悷馬，根

如悷馬隨邪境轉，若其逐趣非應行時，應制伏之。學習尸羅，調伏心馬，以多勵力制令

趣向，所應作品。118 

佛教認為造惡業是由心中受外境牽引動轉，產生這種「境轉動心」之意業，宗喀巴便將我們

未修養的心比喻為隨著境界流轉而奔馳不已的狂馬，由於其隨邪境轉而多產生煩惱惑，心又

因無明執著而產生錯誤的分別心、非理作意，因此戒學重在調伏自心，並這匹心馬若未加以

努力控制、導正至對的方向，則其將拉著我們造作種種不應行之惡業，故應先攝心不散、不

再隨邪境而動轉，但也不是停留在不動心之層次，而「轉」以正確的分別心、正知見來如理

作意，則能做到斷惡修善。至於如何轉以正確見解作意，則同樣需先聽聞知道正確的依準，

                                                 
115 日常老和尚講述，《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第 19 冊（臺北：圓音有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 120。 
116 《廣論》，頁 199。 
117 《廣論》，頁 173。 
118 《廣論》，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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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聽聞隨轉修心要」119，在聽聞正法當下則是需要立刻令心隨正法而轉動，達到宗喀巴

所引用《寶雲經》之語：「於其善法隨順而行，於不善法應不順行」120，要能令心由隨不善法

轉變為隨善法轉，而不再符順惡行。因此儒家重視當下的道德意志修養，佛教同樣也重視造

業的關鍵是當下隨緣而「轉」的「思心所」、「意樂」所造之因，即眾生遇境所會產生第一個

相應而起的起心動念稱為「等起」： 

辨阿笈摩亦云﹕「應護諸言善護意，身不應作諸不善，如是善淨三業道，當得大仙所

說道。」由善了知十黑業道及諸果已，於其等起亦當防護，使其三門全無彼雜……。

云何殺生……煩惱者謂三毒隨一，等起者謂樂殺害……。瞋恚心中……等起者，樂打

等欲，云何令其遭殺遭縛，若由他緣，或自任運耗失財產……。邪見……等起者謂樂

誹謗欲。121 

律儀戒中最主要者謂斷性罪，攝諸性罪過患重者，大小乘中皆說斷除十種不善，故於

彼等善護三業，雖等起心莫令現起。《攝波羅蜜多論》云﹕「不應失此十業道，是生善

趣解脫路，住此思惟利眾生，意樂殊勝定有果。應當善護身語意，總之佛說為尸羅，

此為攝盡尸羅本，故於此等應善修。」122 

《聲聞地》說，由欲尋思等諸惡尋思，及貪欲蓋等諸隨煩惱能擾亂心，先應於彼取其

過患，於諸尋思及隨煩惱不令流散。七最極寂靜者，謂若生貪心憂慼昏沉睡眠等時，

能極寂靜，如云﹕「貪心憂等起，應如是寂靜。」《聲聞地》說，由失念故，若起如前

所說尋思及隨煩惱，隨生尋斷，能不忍受。八專注一境者，為令任運轉故而正策勵，

如云﹕「次勤律儀者，由心有作行，能得任運轉。」123 

宗喀巴辨明十黑業的「事」、「意樂」、「加行」、「究竟」四種要素時，更詳言每一個黑業的「等

起」，令修行者可以在遇境時觀察自心的第一個念頭為何，當發覺符順煩惱的「等起」現起時，

立刻警惕自己加倍防護，善護自己的「等起」，而能於身口意三門造業上無有染著，乃至到修

習奢摩他法門（靜慮波羅蜜），在觀察自心是否受到貪欲等煩惱所覆蔽擾亂時，也是須從發覺

自心「等起」而令其惡念熄滅寂靜，甚至一次次以戒律策勵「等起」「轉」為正念，而能任運

安住寂靜，此時的「等起」便是合乎正法，且應令其增長廣大： 

                                                 
119 《廣論》，頁 16。 
120 《廣論》，頁 36。 
121 《廣論》，頁 120-121。 
122 《廣論》，頁 284-285。 
123 《廣論》，頁 376-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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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善趣因，先已作者，由此攝故，增長廣大，諸新作者，亦由此心為等起故，無窮盡

際。畢竟利義者，謂諸解脫及一切種智，亦依此心易於成辦，若於現時畢竟勝利，先

無真實欲得樂故，雖作是言，此諸勝利從發心生，故應勵力發起此心，亦唯空言，觀

自相續，極明易了。124 

戒雖有三，此約律儀尸羅增上，說為斷心，此復若具等起增上，斷十不善是十能斷，

若就自性增上，斷七不善是七能斷，身語業性。《入中論疏》云﹕「此由不忍諸煩惱故，

不生惡故，又由心中息憂悔火，清凉性故，是安樂因，為諸善士所習近故，名為尸羅。

此以七種能斷為相，無貪無瞋正見三法為其等起，故具等起尸羅增上說十業道。」125 

透過持守戒律斷惡修善，將自心的第一個念頭逐漸修養「轉」而為善，以善等起自然造作善

業，又善業增長廣大，便開啟無窮盡的善循環，即所謂「等起增上」，是以斷不善、不生煩惱

惡念、熄滅心中煩惱之火而得清涼，乃至解脫生死、成就一切智智成為可能，因此宗喀巴勸

勉修行者，應親近善知識，修習尸羅（戒律），並從心念開始調伏，使之淨化為無貪無瞋而具

有正見的「等起」。待心漸趨伏順，則進一步要能使心保持上節所探討的「正念」、「正知」中，

使己心能安住於禪定與修行善法之中，將過往不受自己控制而向著煩惱障礙而轉的心識，轉

變為自己所能控制而能抉擇自己身語意之造業： 

所言修者。謂其數數於善所緣，令心安住，將護修習所緣行相。蓋從無始，自為心所

自在，心則不為自所自在，心復隨向煩惱等障，而為發起一切罪惡。此修即是，為令

其心，隨自自在，堪如所欲，住善所緣。此復若隨，任遇所緣，即使修者，則於所欲，

如是次第，修習爾許，善所緣境，定不隨轉。返於如欲善所緣境，堪任安住，成大障

碍。若從最初令成惡習，則終生善行，悉成過失。故於所修諸所緣境，數量次第，先須

決定。次應發起猛利誓願，謂如所定，不令修餘。即應具足憶念正知，而正修習，如所

決定，令無增減。126 

《廣論》先概要性定義「修行」的整體綱領，即不斷地保護我們內心所應攀緣的行相，分為

「緣我」或「緣法」二種，前者乃是未修行以前，心中「我愛執」所執取的三毒煩惱，後者則

是善用這種內心抓取的力量，轉換成攀緣使自他都能得到善果的「善所緣」（對象）。「行相」

之「行」，即是「受想行識」之「行」，點出我們受到外在境界刺激時，雖外在動作還未觸發，

但內心狀態早已有細微的改變，甚至內心行相是具有非常猛烈的力道，使我們不斷受此「識

                                                 
124 《廣論》，頁 69。 
125 《廣論》，頁 281。 
126 《廣論》，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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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宰，而於無始以來流轉生死煩惱之中，因此「修行」便是要能及早察覺內心由貪瞋癡

三毒所萌生的小漏洞，不待其外顯於身口行為之大洞才填補，達到自心受自己所願安住在善

所緣境的目標。 

  然而，若只以此方法嘗試一二次，便認為自己能控制自心，則易養成修行過失的惡習，

乃至之後對到善所緣「定不隨轉」。因此應於修行之始先清楚了知修行的綱要，即「所有」善

所緣境的本質、體性、數量的圓滿以及一步步修習的次第，而後發起堅定不移、絕對要達到

目標的「猛利誓願」，往後整個修行的精要便在上節所言，應時時「憶念正知」，「正念」是正

式修行時十分清楚的善法意念，「正知」則是感知到自己處在正念上，若意念散去則要隨時將

其拉回來，而能維持在正確修行的軌道上。 

  當儒者透過「反身」、「自誠」、「逆覺體證」，佛教透過聽聞正法，使原本隨外境轉的心念，

轉而為隨順正法轉心之工夫，究竟是要修養到什麼程度，才能真正達到儒家所言「誠明」、「至

誠」或佛教所言「一切種智」的最高境界？孟子所提出道德之性根於心之性善論，與康德以

純粹理性判斷成立道德法則的先驗性，這種形而上、哲學式的道德判斷，又如何能說明白達

成最終成就之標準呢？筆者欲以《周易˙繫辭上》言「感而遂通」與王龍溪所說「神感神應」

的境界作為補充。「感」即是感覺、感受和感應，「感覺」是一種直接性的經驗，「感受」是接

觸外境而被動接受，「感應」則是從意志上主動與他人他物接應，產生不同境界、物類「相通」

之關聯，乃至回應天命之感通而體現「即義見命」之「知天」、「知命」；這種包含「自覺」到

「擴充」、認知到實踐的「感通」，使一切生命心靈之活動皆能存在於自覺之心靈中，而能互

相透明、相通相明，即為一種從直覺所感至直接理解肯定其存在之「直覺的理解」。127因此孟

子言「堯舜，性之也」，聖賢那股本心極為純粹，一看到孺子入井或其他情境，無須經過反省

思索，便自然依循天性如此地直接反應於言行，亦即王龍溪所言「神感神應」： 

先生曰：「顏子德性之知與子貢之多學以億而中，學術同異，不得不辯，非因其有優劣

而易視之也。先師良知之說仿於孟子，不學不慮，乃天所為，自然之良知也。惟其自

然之良，不待學慮，故愛親敬兄，觸機而發，神感神應。惟其觸機而發，神感神應，然

後為不學不慮自然之良也。」128 

王龍溪繼陽明提出自然良知，進一步闡述良知使人不需透過學習或思慮，便可在作為契機的

各種人事情境中，觸機自然發於良知本心，因而能「神感神應」。儒家這種透過自覺本心能夠

                                                 
127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頁 152-156。 
128 王龍溪，《王龍溪先生語錄˙卷六˙致知議略》（臺北：廣文書局，1960 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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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進行的「感通」、「感應」，即為唐君毅所言「人對其他人物之直接的心的感應上指證」129，

從心的直覺經驗所提煉出來的特殊指證方式，在佛教中也有，即佛教本以佛陀證悟之經驗來

判斷是非善惡，以獲得快樂為善因、獲得痛苦為惡因，雖非是道德進路，卻也是一種心的直

接感應指證。當佛教修行者依著佛法，從凡夫一路修養達到究竟圓滿的境界、果位，即佛陀

的心所獲得之認知、感知能力稱作「一切種智」，這個佛教的最終成就所具備的一種行相，便

近似儒家「直下肯認」之「體證」與直覺指證之「感通」。 

  《四家合註》中引到妙音笑大師對「一切種智地位」的解釋為「於一剎那頃無餘現前證

知如所有、盡所有相之究竟智，是一切種智的性相。」130究竟的「一切種智」，是此心能以「一

剎那頃」的極短時間，毫無遺漏地在眼前親見、證知所有事物的本性，即是「現量」，而不用

透過各種思惟、推論方式（比量），就可以全部清楚了知。所謂「量」，即是構成認識的過程

與判斷是非的標準，而「現量」是尚未加入思惟、分辨、推論等概念作用，只需以五官能力

直覺感知外界現象而成，分為「真現量」與「似現量」，但通常用以表示前者，即「正量」，經

過悟證所產生的正確現量： 

若許由名言眼識等成者，彼是能成之量不應道理，彼等是量已被破故。如《三摩地王

經》云﹕「眼耳鼻非量，舌身意亦非，若諸根是量，聖道復益誰。」《入中論》云﹕「世

間皆非量。」131 

「世間皆非量」不是指世間都沒有「正量」，而是說明世間無法確立何為「正量」，因「正量」

須以真實正確的標準來衡量，而在世間一切事物皆為無自性的前提下，一般凡夫的五官於五

境所產生的「量」皆非真實，因此以此不能確立「正量」而言「世間皆非量」，須待至證得「一

切種智」時，「一切種智」的「證量」將會呈現在五官所產生的感受，而可稱為正確的「現量」。

故在《廣論》六度波羅蜜中的「般若波羅蜜」，便提到三種慧：通達勝義慧、通達世俗慧、通

達饒益有情慧，而通達勝義慧是「由總相覺悟」或「由現量覺悟無我實性」，通達「勝義慧」

者便能任蘊透過「現量」真實認識無我自性，因此其「現量」即便是一種感受，也是作為「正

量」的正確感受。 

  從此章中，筆者透過探討儒佛心性內涵之異同，加以比對二家的內心修養工夫論，即儒

家的「集義養氣」、「反身而誠」、「逆覺體證」，與佛教的「正知正念」、「自淨其意」、「隨轉修

                                                 
129 黃冠閔，《感通與迴盪：唐君毅哲學論探》（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8），頁 76。 

130 宗喀巴大師造論，巴梭法王等合註，釋如法、釋如密譯，《菩提道次第廣論四家合註白話校註集 1》（臺北：

福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6），頁 92。 
131 《廣論》，頁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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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並歸納出以下結論與統整比較表格： 

（一）孟子以人心本具的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作為仁義禮智之發端，而提出性善，

佛教則是認為心識受無明煩惱所惑，然又以「無自性」之「性空」證成「一切眾生皆有

佛性」，因此二家皆相信人有行善、完成究竟之善的可能，並肯定「仁義內在」之善性

與「菩提自性」具有自我覺照、攝心的能力。 

（二）孟子以「義」作為源自於心的道德法則，而其言「不動心」的四種類型，可以佛教中為

了令心念不散亂而防止感官觸境之「密護根門」，作為從孟施舍守氣之約過度到曾子能

自反守心的修養工夫，而能達到能持守內心的「持志」或「正念」。進而孟子提出「知

言」而知道道德法則，並得以不斷「集義」，使自心每個當下能夠合道、養浩然正氣而

充斥全體、完足天命，則亦近於佛教言必須透過「聽聞」才能知道正法，並加以用「正

知」判別善惡與監督、拉回忘失之意念，使自心安住正念、斷惡修善。 

（三）反求自心觀照、省察之修養工夫，即孟子所言「反身而誠」，透過牟宗三提出的「逆覺

體證」，最終達到天人合道之「至誠」，而佛教中亦通過將隨順邪境之惡念「轉」為隨

順善法之善念，不斷在境界「當下」淨化自心，一步步依循次第破除因無明執著所產

生的錯誤的「分別心」，並以業果法則建立正確的分別心――正知見，最終修養至成就

佛果的「一切種智」，則該境界的「證量」會呈現在五官感受時，便可稱為正確的「現

量」。「現量」即此心能在「一剎那頃」的極短時間，不用透過各種思惟、推論方式（比

量），就可以毫無遺漏地在眼前親見、全部證知所有事物的本性，而能清楚認識、明辨

是非判斷的標準，近於王龍溪言自然良知的「神感神應」，牟宗三所言「反而覺識本心」

並產生「直下肯認」的「體證」，與唐君毅言透過自覺擴充到與一切生命心靈之活動「感

通」，產生理解肯定其存在之直覺理解，即「人對其他人物之直接的心的感應上指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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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 孟子 佛教、《廣論》 

心性論 

人性本有仁義內在之善性 心是惡源，但以無自性證眾生皆有菩提自性 

皆相信人有行善、完成究竟之善的可能，具有自我覺照、攝心的能力 

如何令

心不動 

孟子言「不動心」共有四種層次 

孟施舍守氣之約→曾子自反守心而不動 

以「密護根門」防止感官觸境 

生煩惱，以保持住心、正念 

了知道

德法則 
知言：自心覺知道德規令性言辭 聽聞正法：從師長學得正確善法與修行準則 

義―正

知正念 
「集義」使自心合道、養浩然正氣 以「正知」判別善惡與監督自心安住「正念」 

心的逆

反覺察

與轉念 

依道德法則自反、持志、反身而誠、 

逆覺到天人合道之「至誠」 

將隨順邪境之惡念、等起，「轉」為隨順善法

之善念，以業果法則建立正確分別心―正知見 

境界 

成就 

神感神應、直下肯認的内在體證 

人對其他人物之直接的心的感應上指證 

成就佛果「一切種智」的境界，其「證量」呈

現在五官感受為正確的「現量」，心一剎那頃 

即可證知事物的本性與明辨是非判斷的標準 

表 2：「義」與「正知」的內心覺照作用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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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以道德情感推動道德實踐 

  當儒佛藉由持志集義、正念正知的修養工夫，使修行者心中淨化到人心原有的善性、佛

性，並能使自心進入踐德、安住於善所緣上，在此具有內心自覺「義」與「正知」實踐理性道

德法則的基礎上，筆者更進一步在第一節「理義悅心與善法欲」爬梳儒佛心中皆共有的一種

喜悅真理、「欲善」、「善法欲」之趨善力，開展出以偏向感性的「道德情感」推動理性道德

實踐之可能，即筆者接著緊扣本文「義命觀」之主軸，於第二節「『義發於羞惡之心』與『懺

悔』」著力比對孟子四端之心中的「羞惡之心」與《廣論》的「懺悔」，探討二者作為「道德

情感」是如何引發改過遷善之共通處，進而又發現與羞恥有關之羞辱感受，在二家也共同具

有這種需涉及「忍」的修養工夫，故於第三節「『苦其心志到動心忍性』與『苦功德到忍辱波

羅蜜』」深入闡述從身體上受苦之經驗感受該如何體知，並進而以「苦功德」轉化為「苦其心

志」之難耐感。 

第一節 理義悅心與善法欲 

  當藉由持志集義、正念正知的修養工夫，使修行者心中淨化到人心原有的善性、佛性，

並能使自心進入踐德、安住於善所緣境的狀態中，開始充養浩然正氣與斷惡修善，則此時修

行者對於所要實踐的道德理性或善法善業，會產生一股「欣喜」的感性感覺：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

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

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

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

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

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

之悅我口。（告子上 7） 

由於人的感官之性皆相似，因此孟子認為眾人對於口味、聲音、外貌有著相似的喜好，則心

所喜愛的應該也會有所相似，並從較我更先求回外放之心的聖人觀之，聖人心喜理義，故言

「理義悅心」、「樂道」，此時心便是通達於天道，達到朱熹所言「心即理」之感。而孟子又進

一步分析君子的「所欲」、「所樂」、「所性」是有所不同的三種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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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

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

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盡心上 21） 

一般言欲望，多屬「芻豢之悅我口」的感性之欲，如口腹、榮華富貴、名利權勢等較為低層

次的欲望，而孟子此處言君子之「所欲」，較利己之私欲又更進一步擴及國家人民，但仍僅屬

於政治層面而言自利；若此舉涵蓋道德之志、有功而得利於天下百姓，那才屬於君子「所樂」，

而非僅是暴君滿足稱霸天下之野心而已。由於此處所言「所欲」、「所樂」，或君子最重視的基

本三樂（家庭天倫之樂、修身無愧怍之樂、文化傳承之樂），其在現實層面上，皆是「求之有

道，得之有命」，因此實為有欲求、有條件、有待於外的相對價值，並非性分中本有之事，屬

於幸福原則。然而末者「所性」，即根於心的仁義禮智，卻屬於性分中本有、無條件、無待於

外、必然的絕對價值，「求則得之，舍則失之」而僅需在我心中求之內聖修身。那麼如何知道

一個人是否已透過修養，其言行與所求從「所欲」層層漸次純粹至「所性」的程度呢？孟子

說：「生色」，即仁義禮智根於心的所性，這個「真生命」的本心需具體呈現在顯著可見的外

在形象上，著見於君子的眼目、面容、脊背、四肢動作之中，如「德潤身」般全身充塞、流露

著道德的真生命，即人之絕對價值所在、判斷行為之標準，故「所性」實屬於理性道德原則，

君子須依所性盡性而行以成德，如同孟子言及「可欲之謂善」：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

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

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盡心下 71） 

孟子認為「可欲之謂善」的「善人」是一個階段，「有諸己之謂信」的「信人」是一個階段，

而此處的「欲善」之「欲」便不是尋求感官喜惡的感性欲望，而是將「欲」用於道德理性，渴

求透過踐德通達天命的這種純粹「尚志」，便是進入「所性」，如同佛教共下士道棄捨所有現

世飲食安樂，而欲進一步依照業果等法門修行、淨化內心。此外孟子也有以自身事例，說明

「所樂」與「所性」的差別：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

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

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

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公孫丑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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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如同聖人君子的所欲、所樂，以承擔治理天下之責為樂，甚至對此積極不退讓而視為己

任，因此在辭退齊宣王還鄉時，不但明確辭退封賞、不欲財利，面對弟子充虞以平時老師所

教誡的待人處事心態來寬慰自己，仍然說出在當下的處境時，是會因為焦急於輔佐君主治理、

興盛天下而怨尤不喜，這份情感充分展現君子並非僅以理智在踐德，而是全身心、熱切地投

入奉獻。 

  雖「所欲」、「所樂」、「所性」有層級之分，且「所性」乃是「求在我者」之自我可掌控

者，但不能直接斷論為只需求取「所性」而不需求取「所樂」。個人或社會不僅僅需有理性之

應然，同時也是一種有限制之「存在」，需要種種得之有命、有待於外的條件（如「幸福」、

「所樂」）以滋養其存在，因此「所樂」與「所性」二者是不可偏廢之本末關係，以「所性」

為根本，「所樂」須以「所性」為判斷價值之條件、準則，成為較高級、具有道德價值的幸福，

以肯定人格之絕對價值。牟宗三將「所樂」與「所性」二者之本末關係稱作「綜合的」，而非

絕對二分、有規律前後順序之「分析的」132，因現實生活中，依循所性並不一定會得到所樂、

幸福，反之，得到幸福也不代表其為有徳，因此產生有德與有福是否能一致的問題，即如前

章所探討孟子所言「得之有命」而難以明言之「命」義，甚至對於儒家而言，為德是必然、定

然、應然之道德價值原則，故也不是那麼在乎為德後是否有福，始終未能詳言德福之間綜合

交錯的本末關係。其實佛教中被稱作極為隱晦、難以明辨的業果關係，也同樣屬於難以釐清、

三世以上的因果關係，因此只能從康德所定義有徳且有福為「最高善」、「圓善」之概念，約

略深入理解。康德所言「最高善」、「圓善」，即是指「究極至上」、「整全圓滿」的善，此善不

隸屬或受限於任何東西，為兼具德性與幸福而最根源的善。「最高善」具有一切理性判斷價值，

即無限存有的圓滿意志，而使人值得求取該求取的幸福，亦使其所需的幸福有道德價值，又

能不執著地參與於幸福之內，由道德意欲發出行動，使得德福一致而為準確的配稱，以圓滿

此一最高善。 

  總言之君子的「所欲」、「所樂」、「所性」之分別，並非以客觀上的事功大小觀之，而是

觀待之所以這樣做的不忍人之心與無條件的實踐，因此在限時客觀世界的大大小小系統之下，

符合道德理性且當下完足的「所性」便是絕對的大。而對於儒家「樂道」之具體內涵，孟子

也有以事例說明「樂道」之形象，即伊尹之「樂道」與如何依道抉擇言行： 

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

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

                                                 
132 牟宗三，《圓善論》（牟宗三先生全集第 22 冊）（臺北：聯經出版社，2003），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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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

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

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

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

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

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萬章上 7） 

伊尹從原先修身於己、耕於田野之隱者，義以行之、慕道樂道，即是「所樂」，後更轉為發揚

聖道、濟世於民之聖者，欲實踐堯舜之道再次親見聖道盛行於世，擔起先知者、先覺者醒覺

後知後覺者之責任，如同佛教大乘成道者的「自覺覺他」目標，即是「所性」，且孟子所言「聖

人之行不同」，亦與佛陀說法廣開八萬四千法門以因應不同的緣起與救度合適的眾生（應機、

所化機），根本皆同需以道德、戒律潔身為條件。因此孟子言「士尚志」，以尚友古人、加以

效法、不考慮現實的衣食榮辱名利稱為「士」，「可欲之謂善」言能夠喜歡善便是「善人」，能

夠要求自己守住品格則是「信人」，這種種用心於內到某種程度，便是代表自己踐德到某種位

階，亦如同《廣論》所分上士道、中士道、下士道，此可相比處將在末章結論闡述。 

  在佛教中亦有現實安樂的「口腹耳鼻之欲」與「可欲之謂善」之「欲」，《集法句》中便曾

言：「如見衰老及病苦，并見心離而死亡，勇士能斷如牢家，世庸豈能遠離欲。」如同孔子所

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佛教認為勇士由於了知不論受盡多少安樂，若未能解脫生死

則中將有老病死之苦，則現實安樂的「口腹耳鼻之欲」皆為空言，故視之為牢獄而欲斷，並

勤修善法，然而世俗平庸之人不能了解解脫生死的重要性，而愚昧地享受、不知遠離，這段

世庸對舉之言，也常常見於孔子對舉而言君子小人之不同。雖然佛教以眾生畏懼惡果之恐怖、

心喜善果之好處，作為啟發眾生斷惡修善的動機，易於讓人聯想為陳亮的詮釋，即以一行爲

所產生的「後果」，作為該行為道德價值之判準，而認為義不脫離利、反對無利，屬於功效倫

理學、功利主義倫理學；然而如同「君子喻於義」、「理義悅心」之「欲」，佛教中也同樣有這

種「欲善」之「欲」，是依順著眾生感性上的欲望去善巧引導，其最終目的仍是希望將眾生的

原始欲望，以「欲」「借力使力」地轉化成對實踐善法、淨法具有強盛的欲望與動力，即「善

法欲」，如同康德、儒家在實踐道德所崇尚的純粹動機，《菩提道次第廣論》便有中有數段提到：  

此中諸菩薩所欲求事者，謂是成辦世間義利，亦須徧攝三種種性所化之機，故須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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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等諸道。133 

由講聞法所獲眾善，應以猛利欲心回向現時究竟，諸希願處。134 

如是修行解脫之尊重，乃是究竟欲樂之根本，故諸欲求依尊重者，應當了知，彼諸德

相，勵力尋求。135 

應將所集眾多福善，以猛利欲由普賢行願，及七十願等，迴向現時畢竟諸可願處。……

有欲修心，即便截止，則於後次心欲趣入。若不爾者，見座位時，即覺發嘔。136 

三者謂應作是思，如我今日勤修悎寤，及諸善法，明日亦應如是勤修，由是，於善欲

樂相續，雖忘念中亦能精勤修上上品。137 

若多了解大菩提心，及六度等希有諸行，則於此等諸不退信，欲樂精進，漸能增廣。如

是一切皆依觀慧，觀察經義修習而起，故諸智者應於此理，引起定解，他不能轉。138 

「欲」如同孟子義利之辨之「利」，常被做負面解釋，然菩薩希望成辦世間之善利乃是一種「善

欲」，急切趨近、修行善法的「猛利欲」、「善欲樂」、「欲修心」便是「善法欲」，這種「欲」並

非佛教中認為五根（眼、耳、鼻、舌、身）染著五境（色、聲、香、味、觸）所引起之「五欲」

這是我們「應捨」的「自欲」；相反地，《瑜伽師地論》提到：「加行者。謂為獲得自勝義利。

猛利樂欲為所依故。或怖當來墮諸惡趣。或怖現法他所譏毀。於諸學處常勤護持。無間所作

殷重所作。」 139皆是說明眾生應追求最究竟「欲樂」，便是依止了知修行解脫之道的老師（尊

重），依靠著這樣的「增上意樂」、「猛利樂欲」，而能促使眾生對於怖畏遠離惡趣、修行善法

生起強而有力之信心，產生推動眾生實踐善法的「精勤」動力，而能得到最為究竟的一切「利

樂」、「勝義利」。因此在上士道修行「精進波羅蜜」時，宗喀巴更是提出修行者應以「勝解力」、

「堅固力」、「歡喜力」與「暫止息力」這四力，幫助自己積集修習「精進波羅蜜」的順緣資

糧，其中「勝解力」與「歡喜力」即是一種「善法欲」，何謂「勝解力」： 

諸論中說，欲為進依，此中勝解即是欲樂。須發此者，如云﹕「我從昔至今，於法離勝

解，感如此因乏，故誰棄法解，佛說一切善，根本為勝解。」勝解如何而起者，如云﹕

                                                 
133 《廣論》，頁 8。 
134 《廣論》，頁 22。 
135 《廣論》，頁 26。 
136 《廣論》，頁 45。 
137 《廣論》，頁 51。 
138 《廣論》，頁 55。 
139 彌勒菩薩造，（唐）玄奘譯，《瑜伽師地論》，第 30 冊 No. 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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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此之根本，恆修異熟果。」此說修習從黑白業，生愛非愛諸果道理。諸論又說信

為欲依，以從二種深忍之信，能引取捨二種欲故。140 

「信為欲依」、「欲為進依」即是指透過信心產生好樂之欲，將墮落三惡趣、輪迴生死、只求

自利的異熟果，以勝解力之「信樂」，轉化為進入增上生、解脫生死與菩薩行，誓願精進斷惡

修善、慕滅修道、修菩薩行，而能淨化自他惡習、引生自他功德圓滿。當透過勝解力生起精

進修善之心念，並以「堅固力」使此精進心已生不退後，進而要以「歡喜力」使自己對於這

種趣向善法的精進心，產生無有飽足之感： 

發歡喜力者。如是由其猛利欲樂勝解之力，精進未生能令生起。又令已生不退之因，

謂由成就堅固之力或我慢力。最初入時歡喜而入，已趣入時，於其事業不欲斷絕無飽

意樂者，即歡喜力，故應引發。應發何等無飽之理，如云﹕「此於所作業，如欲遊戲

樂，應著其事業，喜此業無飽。」謂應勵力發起喜心，如同小兒遊戲之業，無飽足心。

又如樂果無所飽滿，其因之業亦應無飽，如諸俗人於安樂果能不能得，尚有猶豫且策

勵轉，況行此業決定能生安樂之果。如云﹕「成樂否無定，尚為樂作業，若業定感樂，

不修云何樂。」又以此理亦不應飽足，如云﹕「諸欲如刀蜜，尚且無飽足，況福感樂

果，寂靜何故飽。」如鋒刀蜜雖亦略有甜味可嘗，但若舐之必能割舌，可愛欲塵雖與

現前少分安樂，然生現後極大痛苦，其受用者尚無飽足。況諸資糧能與無罪現前久遠

無邊安樂，何應飽足。如是思已，應當發生無飽意樂，故為圓滿所修善業，乃至未生

如日中時，日熾諸象趣向可意蓮池之心，應善修習。如云﹕「為圓滿業故，如日中熾

象，遇池而入池，亦應趣其業。」141 

這種對於精進修善之心的無飽足感，即如同小孩非常喜歡玩遊戲般的心情，想一直玩下去而

不欲停的喜愛，或者如同大象在炎熱的正午時會有種非常想要跳進蓮花池獲得清涼的好樂感；

進而宗喀巴又對比俗人對於如刀上之蜜的現世安樂，即便舔了會割傷舌頭，但眾生都能如此

喜愛而無有飽足，何況是對於不會引生惡果、只會感得樂果的善因，因此提出眾生更應產生

無飽足的精進修善意樂。由此可知，宗喀巴對於「欲樂」的說明與引發，並非一般人所認知

的功利主義結果論，非為求得結果而行道，而是如同康德與儒家知道道德之理為當然與普遍

之存在，乃是人所應行之理，佛教亦是知道善法為究竟之理，為眾生所應行，因此積極地善

用眾生與生具有的感受欲求能力，將之昇華成純粹想要猛利行善法之理性「欲樂」，是力求更

貼近人心感受的轉化方便，亦將儒家聖人崇高純粹而難以企及之理想形象，變得親切而人人

                                                 
140 《廣論》，頁 313。 
141 《廣論》，頁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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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同時不只是這種非感性欲望的「欲善」、「欲仁」可以幫助我們踐德修行，即便是感性

的欲望，實也可提供給我們的道德意志所用，下節將更深入探討孟子言「義」所發於「羞惡

之心」的這種「道德情感」。 

 

第二節 「義發於羞惡之心」與「懺悔」 

  儒家視「義」為判斷是非善惡、理性面的道德法則，而孟子進一步說到「羞惡之心，義

之端也」，認為「義」是發端於一種自慚形愧的「羞惡之心」，進而對道德法則產生「尊敬」

之感而行義，康德亦認為人實踐道德義務，是出於對法則「敬畏」而會產生的必然行為： 

有人可能指責我，說我在「敬畏(Achtung)」一詞後面僅托庇於一種隱晦的情感，而不

用一個理性概念明白地答覆此問題。然而縱使敬畏是一種情感，它卻不是透過影響而

接受的情感，而是透過一個理性概念而「自生」的情感，且因此與所有可歸諸愛好或

恐懼的前一種情感不同類。我直接認定為我的法則者，我是以敬畏認定之；而敬畏僅

意謂「我的意志服從一項法則，而無其他對於我的感覺的影響之中介」的意散。法則

之直接決定意志及此種決定底意識謂之敬畏，因此做畏被看作法則加諸主體的結呆，

而非其原因。敬畏根本是一項傷害我的我愛的價值底表象。是故，敬畏之為物，既不

被視為愛好底對象，亦不被視為恐懼底對象（雖然它同時與這兩者均有類似之處）。因

此，敬畏底對象只有法則，並且是我們加諸我們自已、且其自身有必然性的法則。就

其為法則而言，我們服從它，而不顧慮我愛；就我們將它加諸我們自已而言，它可是

我們的意志底一個結果。它（譯者按：依文法，此「它」字當指「法則；但依文義，則

當指「敬畏」。這恐怕是康德一時的疏忽。）在第一方面類乎恐懼，在第二方面類乎愛

好。所有對於一個人的敬畏其實只是對於法則（正直等底法別）的敬畏，而此人為我

們提供範例。由於我們也把「發揮我們的才能」看作義務，則我們在一個有才能的人

身上彷彿也看到一項法則（即靠練習在這方面向他看齊）底範例，而這構成我們的敬

畏。一切所謂的道德興趣僅在於對法則的敬畏。142 

康德提到當人認識到道德法則，且不斷加強而愈加認識到道德法則的意識：自己應做人本該

做之義務行為，不能有別的目的；此時會發覺現實的自我與理性所認識到要求純粹的道德法

                                                 
142 康德著，李明輝譯，《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臺北：聯經出版社，1990 年），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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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相差甚遠、實無可自傲之處，但本心也無法使自己棄之不顧而逃避。因此在這種命令自

己應做、卻又做不到的情況下，人會對這個差距產生一種「慚愧」的心情，進而對道德法則

始有「尊敬」，並提出「敬畏法則」。「慚愧」、「尊敬」是人人都有的情感，故具有先天

性，且非是一般喜好厭惡之感性情感，而是生於理性認定法則，因此願意服從道德法則，產

生推動人按照理性無條件的道德法則去踐德的作用。 

  所謂「羞惡之心」是指在知道是非對錯標準的前提下，意識到自己做錯了，「對自己」

感到羞恥、受辱、惱怒、慚愧、懊悔、痛心、厭惡等複雜的情感，並藉著「羞惡於己」的情

感，開始對錯誤的念頭與行為，產生一股想要悔改、提升的動力，這樣的情緒才能稱為富有

道德意涵的「道德情感」，而非僅是當自己受到羞辱後，毫無自覺地對他人瞋怒的一般氣憤、

憎惡情緒。因此儒家經典中提及「羞」、「恥」、「辱」、「惡」，與發現自己的動機、行為

是否有違善惡標準的「反求」工夫，便皆與「義」相關，是含有「羞惡之心」意涵的關鍵字。

而在佛教中，也有「懺悔」法門，同樣是當修行人發現自己造作惡業，心中生起強烈的懊悔、

慚愧等「羞惡」情感，引發其極力想改善錯誤、不再造惡的修養力量，在《廣論》中稱之為

「四力對治」，即「破壞現行力」、「對治現行力」、「遮止罪惡力」與「依止力」，並對此

過程有詳盡闡述。 

  從孟子的性善論觀之，人人皆有能發出「義」的「羞惡之心」這種道德情感，因此孟子

言「羞惡之心，義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人受命於天而本具「好善惡惡」、「知廉

恥」的本能，故羞惡內發於心，使人謹言慎行，不致遭遇禍害或蒙受太大的屈辱，並經過教

養、努力修身擴充，最終人人皆可成為君子。那麼何謂合於義的「羞惡」，應以何為「羞恥」？ 

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離婁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萬章下）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

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

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里仁）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

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

者，惡訐以為直者。」（陽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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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比于上，欲比于下。德比于上，故知恥；欲比于下，故知足。恥而知之，則聖賢其可

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申鑑˙雜言下） 

孔孟認為君子著重個人修德，對於會潰敗自己善德的名利，與厭惡不合道義之行，會特別謹

慎看待，絕不會因養生安樂而背棄禮義。因此可以看出，君子不是以卑賤貧窮為恥，而是以

名實不符、言而無信、出言而未能行、看不應看、聽不應聽、揚人惡者、攀附權貴、無禮者、

自不量力者、居而求利、不忠不廉、甜言蜜語、表裡不一、不修德等不能立義為恥。更甚者，

君子雖不與人爭，但在德行修養上，會特別與修養更好的人爭相比較，讓自己不會過度自滿

於現有的修養成就，故能以羞恥的情感，作為激勵自己持續向上的動力，故能逐步努力達到

聖賢境界，而在生活層面上，反而是與不如自己的人比較，則能使知足少欲，即便生活不富

裕，亦能如顏淵般安然修道。  

  不只君子個人修德如此，對於仁政不能行於天下，則以天下不道為大刑而感到羞恥；當

天下有道時，厚德者以禮義忠信教化百姓，封有德者為爵尊，以養德有功者制祿，雖君子不

似小人以權貴名利為所求，但孔子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泰伯）即明王當政，此

時名利權貴之所歸，並非出於個人私欲妄執所求而得，乃至可以爵祿之厚薄，觀見此人之德

功時，則君子若不能使自己尊重富達，不就代表自己修德不力？更應感到恥辱，乃至這應是

君子之「至羞」。然而也需釐清孟子所言可以生出「義」的羞惡之心，也不是隨意對某件事

產生羞恥即是，有很多是屬於錯誤的羞惡：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離婁上） 

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為辯，狡訐懷詐以為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

能，小人也。」（孔子家語˙顏回）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里仁） 

孔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潛夫論˙斷訟） 

孟子認為自然的天理是：自古而來，當天下有道時，各諸侯、國家聽命效仿於誰是取決於德

行大小，即便天下無道，也是以強弱來決定。然而在孟子身處的亂世，小國只效學大國之荒

淫享樂，卻以受大國之命令為羞恥，更遑論小國能不自覺地以修德自強？如同師生關係般，

作為學生卻不以接受老師指導為常，竟以接受教誨為羞恥，這種以自己不能、不行為羞，卻

不願恥學於人者，又或者願意學道，卻只在乎衣食惡劣與否，不會以自己不仁為恥，不畏禮

義者，這些在孔子眼中也只是小人罷了。既知有錯誤的羞恥，那相反地也有不應以之為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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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如孔子說：「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公冶長）、「行己有恥，使於

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子路）由此可知孔孟皆認為「恥學」、「恥命」、「恥惡衣

惡食」、「不恥不仁」是錯誤的羞恥，如同荀子所言「君子不羞學，不羞問。」（荀子˙談

叢），可恥者應是那些毫無己志、隨意由人、無羞恥之心者，而不應以修德為學之事為羞恥，

因此具有羞恥之心而知改過進德，與對於修德為學之事不應修恥，實為一體兩面的詮釋。 

  「羞惡」之心可以帶給君子改過修德的情感動力，故孟子認為「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

恥，無恥矣。」視沒有羞恥心的人最為可恥，因其將變為機變之巧者，可以為了達到目的而

不顧合乎道德與否，無恥地不擇手段，甚至孟子認為這種人無法與人相提並論比較，故言「恥

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可以見得這種羞恥感

對於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人生在世非僅為了生存、為了求利，而應以行仁義、盡天所賦予

之性命，且具有羞恥之心而知改過進德，以此作為人與鳥獸之間的差異所在。而在佛教中也

有對自己所作的種種不善及其所結不善果等惡業，產生羞恥、慚愧之感，近似孟子「羞惡之

心」這種道德情感，並因怕苦、求安樂而願意悔除放逸惡業、樂修善法： 

由見苦是不善果故，於諸惡罪極生羞恥。143 

放逸對治者，謂於取捨所緣行相，不忘憶念及以正知，率爾率爾觀察三門，了知轉趣

若善若惡，依自或法增上力故，羞恥作惡是為知慚，恐他譏毀羞恥為愧，及由怖畏惡

行異熟，懷恐懼等，當如是學。144 

學習佛法、了知善惡業因後，要能對治容易造惡的放逸心，則須在每個剎那，以內在的「憶

念正知」觀察自身應取應捨的「所緣」，及以戒律防護外在的身、口行為，特別是要靠自身心

力提起起心動念的善念，即自力增上、法力增上。當自己造惡感惡報，便會於內心引發出「慚」，

或見他人行善法而自覺不如，則會引起「愧」，且由於「慚」、「愧」這兩種內心行相，會讓修

行者生起努力改過、學習、增上之心，因而懷著這樣的心念便是最佳的白法、善法。 

  那麼修行者針對自己因放逸、煩惱等因素所造作的惡行，是否可以透過修養工夫，更生

起強烈的羞愧、懺悔、甚至痛恨的情感，更發奮想要努力改呢？宗喀巴便進一步提出「懺悔」

法門中的「四力對治」，是較儒家更為詳細闡述「羞惡之心」的修養工夫次第： 

如是勵力，雖欲令其惡行不染，然由放逸，煩惱盛等增上力故，設有所犯，亦定不可

                                                 
143 《廣論》，頁 86。 
144 《廣論》，頁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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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放置，須勵力修，大悲大師所說，還出方便。此復墮罪還出之理，應如三種律儀

別說。諸惡還出者，應由四力。《開示四法經》云，「慈氏若諸菩薩摩訶薩，成就四法，

則能映覆諸惡已作增長，何等為四，謂能破壞現行，對治現行，遮止罪惡及依止力。」

作已增長業者，是順定受，若能映此，況不定業。145 

修行者無不希望自己的造業，不為惡行所染汙，但因修行未到圓滿究竟的成就，因此難免會

受煩惱侵擾而造作惡行。此時彌勒菩薩便提出可依照造惡的不同狀況，進行四種解決方法，

且各方法會產生對應的作用，有次第地依序使已造作的惡行，甚至是逐漸增長惡業的惡行，

得到映蔽、覆蓋，乃至完全對治、斷除的力量，因此稱作「四力對治」，這四種力道便是：破

壞現行力、對治現行力、遮止罪惡力與依止力。第一個次第、步驟便是「破壞現行力」： 

此中初力者，謂於往昔無始所作諸不善業，多起追悔，欲生此者，須多修習感異熟等，

三果道理，修持之時，應由勝金光明懺及三十五佛懺二種悔除。146 

「現行」是指修行者自身在行為與心理表現的常態，如同儒家君子「知恥」、「自恥」般，在

改過前，一定需要先知道自己當下或過去曾做過的行為與心理狀態為，是錯誤、不善的，於

是生起慚愧、追悔的心境，並且開始下定決心想要破壞這個不善的現行與過去無始以來的不

善業。宗喀巴還特別指導，若修行者還不能分辨孰善孰惡，因此造惡還不自知，不能生起羞

惡、追悔之情，則應多加學習業果的道理，才會知道造業的善惡標準，以令自己生起想對治

惡行的羞惡之心，同時對於過去已造作而不能改變、抹滅的惡業，也要修習金光明懺或三十

五佛懺等懺悔法門，藉此希望能減輕惡果，甚至懺除、破壞尚未感惡果的惡因。對於往昔不

能化減為無的惡業，修行者只能至心追悔，然而正所謂「逝者已矣，來者可追」，因此在破

壞過去惡業的力量之後，接續第二個次第、步驟便是「對治現行力」。 

  第二個次第、步驟便是「對治現行力」，即是對治自己當下常有的惡行，要了解惡行是

源於自己無始以來的煩惱、習氣，才會造作出不善的行為，而煩惱、習氣又源於雜染的心識，

因此如何對症下藥地對治雜染心識？即是需要以「正知見」的正確認知、心念來直接對治，

其中詳言六種獲得正知見的方法：依止甚深經典、勝解空性、念誦咒語、建造佛像、供養佛

與佛所、依止佛菩薩名號。依止甚深經典即是讀誦般若波羅蜜多經等，並透由聞、思、修這

些與智慧相應的經文，徹底領悟空性的法理。除了聞思經典與法理，還可以透過儀軌持誦咒

語與持守戒律，便能以精進修行與戒風摧滅惡業、點亮惡業之黑暗，正如《妙臂請問經》所

                                                 
145 《廣論》，頁 144。 
146 《廣論》，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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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如黑暗中燃燈光，能遣黑闇罄無餘，千生增長諸惡闇，以念誦燈能速除。」同時可以塑

造佛像，見像對佛菩薩生起信心，或供養、持誦佛名，累積諸多資糧。而儒家同樣是在具有

羞恥之心的前提下，產生改過進德的動力，並透過「反求諸己」將羞惡之情連結到實際開始

改過進德的工夫：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唯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

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

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

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

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公孫丑上 7） 

孟子以矢人與函人的職業性質是否符合行仁，說明謹慎選擇職業的重要，若該職業需懷著不

仁的心，那這個錯誤的選擇也顯示自己的不智，甚至毫無禮義；但若因此在心中生起一股羞

恥感，如同修行者對於自己的行為把持不善而感到羞恥，對此孟子認為何不改為仁？而仁者，

最初步的修養工夫便是「反求諸己」，由此可見從生起羞恥感到慢慢進入行仁，中間是需要

經過「反求諸己」這個階段。簡言之，《周易˙恆卦》有言：「不恆其德，或承之羞。」修

養、堅守著德性，乃至記得一言一行不僅代表自己，也背負著父母、宗親家族的顏面，而警

惕自己不做不善或有辱的事，即便不小心犯錯時亦能自知，所謂「知恥近乎勇」，勇敢面對

恥辱之事去修正，以道德法則與「自恥」作為衡量的標準，便可以使自己與父母不必蒙受羞

惡，以完善自身道德修養來盡孝。 

  當修行者追悔自己過去的惡業，努力透過懺悔與學習業果道理，對過去的惡業產生「破

壞現行力」，再透過讀誦經典、聞思甚深的空性法理，以持有正知見、隨時處於正念的狀態，

當下的起心動念產生「對治現行力」，讓修行者在當下不會造惡。宗喀巴進而在前二力的基

礎上，繼續提出第三個次第、步驟，即生起「防護心」，令後續未來不再自己造作、叫他人造

作、或看到他人造作十種不善惡業而產生認同之心喜（隨喜），即為遮止造惡的「遮止罪惡

力」。反之，若僅對過去現行進行破壞，而不能對未來生起這種遮止罪惡的防護心，則是空

言，因為還是會持續造惡，只能一直追悔、懺除，而不能根本性地解決惡果的問題，因此具

有防護防治不再造惡作用的「遮止罪惡力」是非常重要的。最後一個次第、步驟是「依止力」，

是以整個佛法內涵中極為重要的歸依三寶、善知識與策發菩提心法門，讓修行者在懺悔遮罪

時，不僅是因為怖畏痛苦而勵力修行，而是提高修養動機，淨化為尊敬、聽從師長教導，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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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欲令師長傷心、擔憂之孝心，並以發心為了利益所有有情，而做此修行工夫，讓懺悔對治

惡業變為更加純粹的修心工夫，以此用心作為「四力對治」法門的統攝。 

  總言之，儒家內心具有「羞惡之心」的道德情感，當自己做不合乎道德之事時，心中自

然會有種羞恥、慚愧、厭惡之情，並產生想要悔改、實踐「義」這個道德法則的修養動力，與

佛教中亦是對於自己所造惡業，有著強烈痛惡的情感，並進而以「四力對治」自覺，勤加改

過、防護不造，日常老和尚更在詮釋《廣論》時，特別欣賞袁了凡〈改過之方〉所提出的「恥」、

「畏」、「勇」三方法，並將其在「羞惡之心」如何連結到改過修善之理作一儒佛會通： 

《了凡四訓》的〈改過之方〉當中提出三個辦法來：「恥」，然後呢「畏」，第三個「勇」。

恥，恥些什麼？就是了解了這個道理以後，覺得：唉呀，我怎麼這麼差啊！所以佛法

裡面說慚愧，慚愧兩個字，啊！一切白法的根本。……什麼叫慚愧呢？一個惡行的人，

當他辨別清楚是非以後，一看自己覺得：我怎麼這麼糟糕！拿我們中國人來說，恥呀！

自己不如、不對！所以你一定要如理地辨明邪正、是非，然後自己覺得：自己不好啊！ 

單單這個不夠！我們更要進一步，他是說「畏」，畏什麼呢？就是了解你的根本原因所

以貪，是求快樂，結果你貪了半天的話，不但得不到快樂，反而大大地傷害你，那時

不但有恥而且有畏。前面、旁邊都策勵你的力量，後面推動你的力量，那個時候你有

了這個正確的認識以後，這個正確的認識叫正信，所以「信為欲依」，你那個善法欲就

生起來。有了這善法欲，那個勤精進就跟著來了，所以就有一種精進的力量。世間聖

人說「知恥近乎勇」，不是就是勇喔，近乎勇！147 

日常老和尚將袁了凡與《廣論》中所言自心是如何產生「羞恥」，而又為何會由之引生「怖

畏」，最後透過學習，將這種羞惡之心翻轉為精進「勇猛」前行的力量，因此筆者認為二家

皆同具以「羞惡之心」、「懺悔」這種道德情感，推動儒者或修行者實踐「義」、「善法」這些道

德法的動力，而《廣論》中的「四力對治」更是將悔改的修行歷程清楚寫出，亦可作為儒家

如何修養、擴充「羞惡之心」之參考。 

 

                                                 
147 日常老和尚講述，《菩提道次第廣論手抄稿》第 15 冊（臺北：圓音有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 12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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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苦其心志到動心忍性」與「苦功德到忍辱波羅蜜」 

  上一節探討能引發儒家實踐道德、佛教斷惡修善的情感，非是一般感官感受的感性情感，

而是屬於理性的道德情感，並仔細比對孟子的「羞惡之心」與佛教中的「懺悔」。由於「羞惡」

這種羞恥、厭惡之感受的範圍實為寬廣，筆者透過其中的一種「受辱」之感受，進一步發現

二家皆有涉及此羞惡、受辱之情的「忍」之工夫，且儒家的「憂患」與佛教的「受苦」皆有涉

及苦樂經驗感受的相近性，即孟子所言「苦其心志」、「動心忍性」、與佛教的「苦功德」、「忍

辱波羅蜜（忍辱度）」具有可比較性。在孟子提出「苦其心志」之前，經典文獻中使用「苦」

字的意義，除了甘苦之味以外，其餘多是將身心上之「苦」分別使用，即身體上經歷外在生

活的照養、貧窮、災難戰亂、疾病死亡，視作「勞苦」、「貧苦」、「勤苦」之事，心中所感受到

的則為「愁苦」，也提及天子治理天下，需以民之苦樂作為是否符順天命之衡準： 

有子七人、母氏勞苦。（詩經˙凱風）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

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禮記˙禮運） 

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遞起，城邑數屠，因以飢饉疾疫愁

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漢書˙天文志） 

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陰陽者、以天為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

天以民為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民以君為統，君政善則民和治，君

政惡則民冤亂。（潛夫論˙本政） 

從上述原典可見，「苦」之意義尚停留在指出身心上的「苦」為何，未有後續如何透過修養工

夫轉化苦受，而直到孟子言「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

才提出如何將「身體」上不斷經驗辛勞、飢餓、貧困之「困苦」外境，或「心理」上感覺到的

「愁苦」感受，轉化至「道德主體（心體）」上產生「動心忍性」的修養作用，這個詮釋的轉

換與提升，是孟子令「苦」字開始具有心性修養工夫的思想史意義。孟子說道天命予賢都會

先令其有所準備，透過種種磨難而增補其能力，故以舜、傅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里

奚之例證之：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

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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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

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

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告子下 15） 

當未達完滿之「盡心」時，孟子提及修養過程是要能不斷透過「苦其心志」，打破不斷未盡之

心的侷限，並時時以「憂患意識」面對外境不斷變異的各種考驗，使自己的心得以「竦動」

而恭敬，並能安然「忍」其善性、慢慢擴充其心。這種從身體上的磨難跨越到心理層面的感

知與修養，則如同黃俊傑所說的「身體及其器官本身就是思考者（body thinking）」的「體知」

148工夫類型，即對於踐德工夫的知解，非藉由認知語言或道德語言（知言）而得，反而是透

過身體實際親身經驗、體驗為基礎而能以身體心、以身盡心。中國哲學中的「身」字有作為

「仁義之道」、修德養心之身的意義，在郭店竹簡中，「仁」字便有寫作「上身下心」的字形，

如： 、 ，代表人德修養是「身」不離開「心」，為了「使心安於仁義、保全自身的道

德修養」，即便須捨身取義，也在所不惜：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衛靈公）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盡心上） 

儒家面對受辱的態度與回應，乃是先反求諸己，若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便決定積極正面回

應，此時呈現「士可殺，不可辱」的精神，對於求自身的道德完善是反而不能忍的，因此朱

熹註解「殺身成仁」時，認為有志之士，在不合乎仁義之道的狀況下，即便遭遇臨危之際，

仍理應赴死，不應畏死而捨棄仁義之道；「以道殉身」與「以身殉道」看似不同，然皆是呼應

《中庸》所言「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有道則身出行道，無道則身沒守

道，乃至以死與道相從，對於「捨身取義」義無反顧，以完成整全一生的「正命」。同樣在《廣

論》中也曾提及為了求法或修行佈施時，可以不惜生命、願捨頭目腦髓的概念，並在修行忍

辱時，也有對於「身」與「心」是否一體，與不願以不義之身苟活之論證： 

心非有體非他能害，若直害身間損於心，毀等於身亦不能損，既於身心二俱無損故應

歡喜，如是思已斷除憂悒，憂悒若滅，瞋不生故。 

若作是念，雖他不喜無損於我，然由依此，即能障礙從他人所獲得利養，故於毀訾毀

謗傳惡名者而發憎憤，所得利養須置現世，瞋他之惡隨逐而行，故無利養速疾死沒，

與以邪命長時存活，前者為勝。設獲利養長時存活，然於死亡終無免脫終須有死，至

                                                 
148 黃俊傑，《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經典與理念：互動、轉化與融合》（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頁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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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終時，先經百年受用安樂，與唯一年受用安樂，二者相等，唯為念境。爾時苦樂無

差別故，譬如夢中受樂百年與唯須臾領受安樂，二睡醒時，樂與不樂全無差別。如是

思惟，若於利敬能破貪著，則於毀訾揚惡名等不生憂悒，以不求於他顯我殊勝，雖不

顯揚喜無退故。亦如論云﹕「能障利養故，若我不喜此，我利置此世，諸惡則堅住。我

寧今死歿，不邪命長活，我縱能久住，終是死苦性。夢受百年樂，若至於醒時，與受須

臾樂，若至於醒時。醒已此二者，其樂皆不還，壽長短二者，臨終唯如是。設多得利

養，長時受安樂，亦如被盜劫，裸體空手行。」149 

之所以面對損害會如此痛苦，是因為感受到「我」的「心」或「身」被傷害了，然而在佛教

「性空」這個根本義下，「心」不是一具體有形之物，若是無形體，怎會被傷害？又言「身體」

被傷害會連帶也傷害「心」的話，那在「心」無體故不能害的前提下，「身」也未嘗被真正傷

害，則「身」、「心」二者皆無受損，故有何需瞋惱？如果羞辱、損害對於身心是無作用的，而

且佛教認為世間一切本性皆是苦性，終會歸於死滅，那麼世間利養，除了能讓生命存活，享

受如夢幻泡影般、總會消失的世間安樂外，又有何利？因此即便會死去，也寧可毫無利養，

不應為了延長苟活的「邪命」，而有損自己的善業，如同儒家取利益需合道，即「取之有道，

得之有命」，讓自己活出通於儒家合乎義之「正命」。是以儒佛皆認同身體所經歷的外在苦辱，

不能影響心中所應堅持的道德法則，而是應以「道德心」、「正念」、「正知」去轉化「苦」的感

受， 如同孟子言犯錯才能改正，心思困頓才知奮發，有執法之大臣、輔佐君主的賢士與可相

抗衡的外患侵擾，使人常保「憂患意識」而得以提升，即是觀察到「苦」對於提升道德生命

的好處：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說苑˙正諫》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勞苦之事則爭

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愨誠信，拘守而詳；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

而心埶詐，術順墨而精雜汙；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

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辟違而不愨，程役而不錄：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棄。

（荀子˙修身） 

劉尚引用《孔子家語˙六本》所說「藥酒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藉藥雖苦

但能治病之喻，指出不順耳之諫言對於行為亦是有利，擴至將人生苦難轉為道德修養，則能

如荀子將二種人所作的對比，具有溫良恭儉讓之美德且願意承擔勞累事的人，與驕傲縱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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詭詐爭利、不願勞苦而偷懶之人，眾人當然喜愛前者、厭惡後者，以此凸顯身心勞苦具有利

於道德修養之作用，乃至在自覺後還能推及至對他人、萬物之「感通」： 

知己之欲與不欲或愛惡，即是一內在之感知。此內在的感知，即是己與己之一內在的

感通。人之此內在之感知感通，各有其不同之深度與廣度，而其推己及人之忠恕，亦

有種種不同之深度與廣度。150 

由此心之內省不疚，無所愧疚，則人之生命心靈即無所虛歉，而有其內在的一致與貫

通，或內在的感通，亦有一內在的安和舒泰，故能樂。151 

儒家的道德修養，都是從自身的覺知開始，進而推及覺知他人與天地萬物，故苦樂感受亦是

如此，即范仲淹在〈岳陽樓記〉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孟子言「萬物皆備

於我」、荀子言「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性

惡篇），這種透過道德覺知，從對自己的内在感通，推及到對他人的感通，乃至到對天命鬼神、

萬物的感通152，達到與天下萬物同苦樂之共感共通，即是儒者轉化苦受後，得以承接天降大

任、體現仁心之具體成就。孟子最後論及如何能常保國家興盛，提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的「憂患意識」，對此，筆者認同徐復觀所提出的「憂患意識」之定義： 

憂患心理的形成，乃是從當事者對吉凶成敗的深思熟考而來的遠見；在這種遠見中，主要

發現了吉凶成敗與當事者行為的密切關係，及當事者在行為 上所應負的責任。憂患正是

由這種責任感來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難而尚未突破時的心理狀態。所以憂患意識，乃人類精

神開始直接對事物發生責任感的表現，也即是精神上開始有了人地自覺的表現。153 

徐復觀從歷史思惟轉變的過程中考察出「憂患意識」形成之緣由，並認為「憂患意識」的出

現，乃凸顯人們開始從鬼神信仰中承擔起自身行為影響力之自覺，即中國的人文精神之所在，

而牟宗三更以此為基礎，著力論述「憂患意識」的道德意義： 

中國人的憂患意識絕不是生於人生之苦罪，它的引發是一個正面的道德意識，是德之

不修，學之不講，是一種責任感。由之而引生的是敬、敬德、 明德與天命等等的觀

念。……憂患的初步表現便是「臨事而懼」的負責認真的態度。從負責認真引發出來

的是戒慎恐懼的「敬」之觀念。154 

                                                 
150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頁 100。 
151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4），頁 105。 
152 黃冠閔，《感通與迴盪：唐君毅哲學論探》（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8），頁 364。 
153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頁 20-21。 
154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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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認為中國哲學之道德性是源於「憂患意識」，「憂患」使人終生積極修養，並擴及至天

地萬物之共感，相較於基督教的「恐怖意識」、佛教的「苦樂意識」是以人生之「罪」與「苦」

進入修養，其認為儒家更具有正面意義。筆者認為佛教確實是提出四聖諦的「苦諦」，認為世

間真相即一切皆是苦性所攝，如《入行論》所言：「樂因唯少許，苦因極繁多。」但實非完全

負面對之，因佛教對「苦」的界定及如何面對、轉化，是有著詳盡的分析與工夫論述，即代

表佛教乃希望修行者不能因為遭到害利、受苦，合理化自己的瞋恚，或怯弱於克服習氣，反

而應該積極了解這些苦受都是過去業感而得，更正面地勇於修養善行。因此宗喀巴特別教誡

修行者，如何透過思惟「苦的功德」，讓自己易於安然面對苦受與如何觀察到「苦」對修行的

幫助，近於孟子言「苦其心志」有利於踐德之原因為何： 

功德有五，謂若無苦，則於苦事不希出離，故有驅意解脫功德。由苦逼迫壞諸高慢，

故有除遣傲慢功德。若受猛利大苦受時，則知其苦從不善生，不愛其果，須止其因，

故有羞恥作惡功德。由苦逼惱希求安樂，若求安樂須修善因，故有歡喜修善功德。由

比我心度餘有情，知皆是苦，於諸漂流生死海者，能發悲愍。以上諸德及此所例諸餘

功德，自應先知數數修心，謂此諸苦是所願處。如云﹕「無苦無出離，故心應堅忍。」

又云﹕「又苦諸功德，謂以厭除慢，悲愍生死者，羞惡而喜善。」155 

宗喀巴提到「苦受」有五個功德，一是因為有苦受，修行者才會感受到痛苦而想出離輪迴，

因此苦受有驅動我們離苦的作用；二是由於苦受逼迫，而可引發自省、破除驕慢；三是由於

苦受強猛、令人難耐，因此才會讓修行者感受到惡因感果是令人厭惡的，而生起想要遮止惡

因的羞恥心，並決心不再造惡；四是受到苦惱逼迫，更渴於希求希求安樂，進而願意依照業

果法則，歡喜修習善；五是從自身苦受，推及到感受眾生皆同我在生死輪迴中不斷受苦，因

而能發起悲憫心，想要救度眾生。 

  如同孟子言「苦其心志」後要能「動心忍性」，佛教在面對苦受、思惟苦之功德後，也一

樣要透過六度中的「忍辱波羅蜜」，當身心遭遇不合理、不舒服、受辱的困境時，如何從業

果道理觀之，以淨化自心為目標，將錯誤認知與憤怒羞恥的感受，轉變為願意抱持「忍耐」

的態度去承受，也就是不急於當下回應的態度，而更著重修養自心與行為，當下「忍」此「辱」

而絕對不再造作下一個惡因，致力以忍辱工夫轉化瞋恚煩惱，力求將所有的無明愚痴全部斷

除的究竟結果。筆者認為雖然「體知」因落實於身體經驗上而受限於時空條件，需以具體實

例說明，但孟子仍少言「動心忍性」之理及其修養方法，因此欲藉《廣論》中有詳言定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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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本質）與次第修養工夫論的「忍辱波羅蜜」補充之： 

耐他怨害，安受自身所生眾苦，及善安住法思勝解。此等違品亦有三種，初謂瞋恚，

次謂瞋恚及怯弱心，三謂不解無其樂欲。156 

宗喀巴說明面對「苦」的境界或感受，要進行「忍辱」之工夫有三個面向：一是能忍耐外在、

他人所給予的怨害，二是能安於自身所受之苦，三是在忍耐這些困境時，仍能善於使自心安

住在法義中聞思，並產生甚深的信念、定解。同時，他也明確列舉出與此相反、非忍辱的三

種狀態，即一是對於他人怨害生瞋恨，二是對於自身受苦生瞋恨與怯懦、畏縮之心，三是不

能理解領會甚深法義的好處，因此不能產生想要去求法的喜悅、樂欲。因此《入行論》以自

腳穿戴鞋墊，即可不用以皮革墊滿大地之喻，說明修習忍辱波羅蜜，不需等待外境是否順利、

不論如虛空般那麼多的有情是否已遠離暴惡，而是透過調伏自心，希望能滅除內心的瞋恨、

忿恚、煩惱，便是圓滿成辦忍辱波羅蜜的修行，即《入行論》所云： 

惡有情如空，非能盡降伏，唯摧此忿心，如破一切敵。 

如是諸外物，我不能盡遮，應遮我自心，何須遮諸餘。157 

那麼如何容易地進入修習忍辱波羅蜜？宗喀巴是向修行者說明修習忍辱的好處（勝利）與不

修習忍辱的壞處（過患）。修習忍辱的好處即未來不會有怨敵、親友不會因自己常生氣而遠離、

心不會隨外境不順或他人責罵而受影響、臨終無悔恨、因無惡業而往生善趣、不會因生氣棄

捨利益有情心而犯菩薩根本墮、不會憤恨而奪取善行、能忍辱和善待他而受大眾禮讚、獲勝

丈夫人天莊嚴色身。而不行忍辱、隨自心瞋恚外發時，便會產生「毀壞善根」的「不現見過

患」，與「意不調柔、心不靜寂」的「現見過患」，即不修忍辱、隨意讓憤怒恣意而發時，那種

憤怒如同箭一般，會刺傷自己的內心，使心念不寧靜、影響情緒，也會破壞自己的長相，失

眠、不舒坦，親友棄捨遠離，且因忘失正念而失去觀察、思惟的能力，愚痴迷茫而陷入自私

自利、患得患失等等壞處。因此佛教深信透過修忍辱，守護自己的善根，能使自己不因失念

而做出損人害己、背棄禮義的惡業，乃至獲得諸多修行之好處。此外宗喀巴也分析害己的對

方，其動機、本性、直接或間接、發動傷害之因等四種角度，來破除修行者認為可以瞋恨的

理由： 

若是客現亦不應瞋，如虛空中有煙等現，不以烟過而瞋虛空，應如是思滅除瞋恚。……

若瞋間接令生損害能作害者，如刀杖等為人所使，其人復為瞋恚所使而作損害，應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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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瞋。……故不瞋杖，亦不應憎能使之人，若瞋能使，理則亦應瞋其瞋恚。158 

宗喀巴以天空譬喻有情的本性，以黑煙譬喻煩惱，分析令人不喜的應是如同黑煙、遮蓋住天

空的煩惱，而非天空本身，又以人持刀棍傷人之喻，說明雖然是刀棍直接傷害我，但亦不能

責怪不能自主的刀棍，同此也不能責怪被煩惱控制而不能自主的他人，乃至對不能自主的他

人產生憐憫之情，並以過去惡業感果而遭遇此之業果法則觀之，使己不願再以會受苦的方式

去面對當下的苦受，而能安忍這些磨害、不生氣，由此連結至對「煩惱」發起瞋恚厭惡之情，

進入轉煩惱為菩提、轉過患為功德的忍辱修行。 

  除了如何轉苦為修行，宗喀巴也說明面對利譽被阻礙也不需瞋恨。佛教認為利譽除了讓

自己心情愉悅外，無法讓自己長壽健康或得到後世的福報，這不代表佛教較儒家更為功利，

因為佛教也提及利譽的壞處，即「非義令心散亂，壞滅厭離，令嫉有德，退失善事」，認為利

譽會讓修行者難以持守正念，而亦做出背棄法義、有損德行的不善事，實近於孟子義利之辨

中以「義」為優先的道德修養，因此面對他人損害自己的利譽，宗喀巴提出完全顛覆我們的

觀點：「是於惡趣救護於我，斬除貪縛遮趣苦門，如佛加被，如是思已，應由至心滅瞋生喜」

故修行者應心生歡喜接受奪去利譽的損害，因為這正是能斷除因貪心而造惡、墮惡趣的可能

性，故因心喜滅除瞋惱，提持正知、如理而行，正如孔子所言：「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君子更渴求道義勝於利益，在這點上儒佛有相似之處。 

  先秦兩漢的經典中，雖未有以「苦」為關鍵概念之思想，歷來學者對此研究也甚少，但

透過筆者上述的爬梳，可以見得自孟子提出「苦其心志」及其開展至「動心忍性」所轉為身

心修養工夫的思想史意義，並能此作為「憂患意識」之來源；對比於佛教雖秉持「性空」、「離

世」與「苦樂意識」，看似脫離現實、不切實際與負面，但在論述五個「苦受的功德」與「忍

辱波羅蜜」時，卻是務實地道出眾生之所以要修行，便是為了自身所感受到最急迫的「苦樂」

問題，並轉化為修養工夫，實與孟子言「苦其心志」與「動心忍性」具有共通性，甚而相較於

儒家的言簡意賅，《廣論》論述藉由「苦受」修行「忍辱」的優劣說明、外境各種因緣要素之

分析與修行者的內心行相，逐步談起眾生如何藉由這種苦受難忍的現況，以痛苦的感受化作

步上修行之道的動力，乃至依此思惟，一念念往上銜接到發菩提心，確實更為詳細而讓人易

於深入思考、在心上用功，且將這種「忍」心，從不欲自受苦，進而到化「耐怨害忍」之境界

為功德，將之視作修善的好機會，最後從「安受苦忍」推及到「不忍」眾生受苦，而發起廣大

的菩提心，如同儒家以「羞惡之心」的道德情感，作為生出「義」這個道德法則的修養動力，

                                                 
158 《廣論》，頁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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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透過轉化自身苦受與推移之工夫，產生「萬物皆備於我」之苦樂的共感共通，因此證成

這種道德情感，是輔助引發修行不可或缺的源頭。 

  從此章中，筆者比對儒佛心中所共有一種喜悅真理、「欲善」、「善法欲」之趨善力，並

加以探討孟子四端之心中的「羞惡之心」、「動心忍性」與《廣論》的「懺悔」、忍辱波羅蜜」，

二個道德情感與其推動道德實踐之修養工夫有何異同，並歸納出以下結論： 

（一）儒佛對於口腹耳鼻之私欲，皆認為是修行者需棄捨而不能妄求之欲，然而孟子言「所

樂」、「所性」，乃至「理義悅心」這種欲求道德法則的「欲善」、「欲仁」，與佛教中對修

學善法的「猛力欲樂」、「善法欲」、「勝解力／信樂力」、「歡喜力」，皆肯定這種合道的

感性欲望（道德情感）乃能作為推使儒者實踐道德理性、修行者修學善法的強大動力。 

（二）孟子抉擇行事之「義」實由於「羞惡」之情，即儒者皆有好善惡惡、自恥自羞之心，故

能改過而厭惡行惡，而《廣論》中亦有言懺悔法門之「四力對治」，透過了知善惡業果

之判別，而能對惡行產生厭惡、對治之力，努力斷惡修善。此外，儒佛亦共有由羞惡

之情所延伸的「苦其心志」與「苦功德」，並透過「動心忍性」與「忍辱波羅蜜」，將

「憂患」、「受苦」的苦樂感受轉為修養自心之工夫，乃至產生與眾生共感之。故筆者

認為儒家「羞惡」與佛教「懺悔」皆屬於一種可推動實踐道德理性的「道德情感」，並

可以《廣論》所提出的「四力對治」與「忍辱波羅蜜」修養工夫論，補充說明孟子未詳

言之處。 

（三）孟子將道德情感作為道德法則之發端，這種「即心言性」的詮釋，不僅證實人之本性

為善，也使得看似相對的「性」與「情」，能在「即情見性」與「性發為情」之間，如

蔡忠道爬梳王弼對「道―萬物」、「無―有」、「崇本―息末」的註解，所呈現出不即不

離、母子互存的「本末體用的雙迴向關係」159；而此雙迴向關係所運作之動態互動過

程，更是一種「互動循環而提昇的螺旋結構」，可借用陳滿銘所提出「陰陽雙螺旋互動

論」之方法論；  

大體說來，對於任何思想體系之形成，關涉得最密切的，莫過於「本末」問題。就

以中國哲學中的「理」與「氣」、「有」與「無」、「道」與「器」、「體」與「用」、

「動」 與「靜」、「一」與「兩」、「知」與「行」、「性」與「情」、「天」與「人」......

等 「陰陽二元」之範疇而言，即有本有末。它們無論是「由本而末」或「由末而

本」，均可形 成「順」或「逆」的單向本末結構。而一般學者也都習慣以此單向來

                                                 
159 蔡忠道，〈王弼《老子注》的詮釋辨證〉，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XVI，1（2012 年），頁 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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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它們，卻往往忽略 了它們所形成之「互動、循環而提昇」的螺旋結構。160 

除了中國哲學中常有這種看似二元對立，卻又有互動互補、相反相成之性質的觀念，

佛教也有「世俗諦（俗諦）」與「勝義諦（真諦）」、「緣起」與「性空」、「現前增上生」

與「究竟決定勝」、「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161、

「廣行」與「深見」、「一一度中攝六六度」162、「福德」與「智慧」、「止」與「觀」、

「常」與「斷」等隨因緣變化而不應墮入二邊對立的教義，且元代念常所撰《佛祖歷

代通載》提到，佛陀為應不同眾生之緣起，而將一佛乘演說為八萬四千法門，使得「多

門」佛法如同由「經緯」線縷來織成錦布般，可令種種眾生趨入修行；《廣論》亦援引

諸多佛經，說明依此經緯輾轉「增長」善業與慧力等，而能使生命境界漸漸「增上」： 

修釋氏之訓者務三而已。曰戒定慧。斯道也始於發心成於妙覺。經緯於三乘。

導達於萬行。而能事備矣。昔法王出世由一道清淨。用一音演法。機感不同所

聞益異。……故經曰。雖說種種道。其實為佛乘。163 

如《集法句》云﹕「譬如舒經織，隨所入緯線，速窮緯邊際，諸人命亦爾。」164 

若由多門，能見解脫所有勝利，故亦於此猛利希求。若多了解大菩提心，及六

度等希有諸行，則於此等諸不退信，欲樂精進，漸能增廣。165 

總諸至言及解釋中，由各各乘增上力故，雖說多種，然於此中所說知識，是於

三士所有道中，能漸引導，次能導入大乘佛道。166 

清淨一佛乘之常道如同經線，而其他隨緣起而變化的方便多門則如同緯線，修行者應

在短暫易逝、如同飛梭穿梭經緯線的難得人身中，依循下士、中士、上士道各次第所

能引發之增上勢力，漸漸生起猛利「增上意樂」，此「增上意樂」猶如母親見到心中最

愛幼兒痛苦而頓生悲痛，則不需特別策勵便能引發想救拔一切眾生的大悲心，轉而為

希求究竟之菩提心，即以「道德情感」推使修行善法之動力。此外，佛教中也有似儒

                                                 
160 陳滿銘，《章法學體系建構歷程》（臺北：萬卷樓出版社，2017），頁 174。 

161
 龍樹菩薩造，梵志青目釋，（姚秦）鳩摩羅什譯，《中論》，《大正藏》，第 30 冊 No. 1564。 

162 《廣論》，頁 252。 

163 （元）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大正藏》，第 49 冊 No. 2036。 
164 《廣論》，頁 79。 
165 《廣論》，頁 56。 
166 《廣論》，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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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以「孝」作為「德之本」、「教之所由生」、「為仁之本」，即以「孝」所產生對善知識

的「恩」、「愛」、「敬」、「信」之情感，作為踐德、修善之動力： 

《十法經》云﹕「於長夜中，馳騁生死尋覓我者，於長夜中為愚痴覆而重睡眠，

醒覺我者，沉溺有海，拔濟我者，我入惡道示善道者，繫縛有獄解釋我者，我

於長夜，病所逼惱為作醫王，我被貪等猛火燒燃，為作雲雨而為息滅，應如是

想。」167 

《寶炬陀羅尼》云﹕「信為前行如母生，守護增長一切德，除疑度脫諸暴流，

信能表喻妙樂城。信無濁穢令心淨，能令離慢是敬本，信是最勝財藏足，攝善

之本猶如手。」168 

宗喀巴援引《十法經》與《寶炬陀羅尼》二經提到，善知識對修行者具有多種恩德，

如：以法乳滋養、熄滅煩惱、解脫生死輪迴痛苦等，故當修行者因從「念恩」而想要親

近、敬重具修行證量之善知識，且「相信」其教授，後再以華嚴九心（孝子心、金剛

心、大地心、輪圍山心、世間僕使心、除穢人心、乘心、犬心、船心）169向其學習、承

事，則更能獲積集資糧、淨治罪障、廣發正願與趨入所有修行法門之力量，使修行者

對於修行善法獲得「歡喜踴躍，於諸善法應隨順行，於不善法應不順行」的增勝上進

勢力，甚而產生相互助長進展的作用，則更易於增上達到無上菩提。 

  因此筆者認為佛教以「念恩」生起對善知識之信心、以悲憫眾生所引發「增上意

樂」及本章所爬梳懺悔等「道德情感」，推動修行者進入以一佛乘、三士道次第為經線，

以「多門」修行扼要為緯線之修行結構中，不斷反覆造善、循環互動地令善業勢力「增

長」、令修行境界「增上」，實則似於儒家肯定人自然本有的道德之「情」，具有輔助修

行者實踐形而上且抽象先驗的道德法則、體現本心「本性」的作用，而呈現一種「動

態互動、循環、提升、螺旋結構」的修養功夫，也是儒佛二家得以透過修養使「由凡入

聖」何以可能的根據。 

 

 

                                                 
167 《廣論》，頁 34-35。 
168 《廣論》，頁 31。 
169 《廣論》，頁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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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 孟子 佛教、《廣論》 

對道的 

欲求 

所樂、所性、理義悅心， 

為欲求道德法則的欲善、欲仁 

修學善法的猛力欲樂、善法欲、 

勝解力、信樂力、歡喜力 

羞惡之 

道德情感 

羞惡之情為好善惡惡、自恥 

自羞之心，能改過、厭惡行惡 

懺悔法門之四力對治，知善惡業果判別而能 

對惡行產生厭惡、對治之力，斷惡修善 

轉化苦受 
苦其心志、良藥苦口利於病、 

憂患意識、與天下苦樂共感之感通 

苦功德、苦樂意識、出離心、 

悲憫眾生之菩提心 

忍之工夫 動心忍性 忍辱波羅蜜 

道德情感 

推動道德 

實踐之結構 

「即情見性」與「性發為情」之間 

呈現出不即不離、母子互存的「本末

體用的雙迴向關係」，與一種動態 

「互動循環而提昇的螺旋結構」 

以對善知識「念恩」及信心、以悲憫眾生之 

「增上意樂」及其他「道德情感」，推動修行者

以一佛乘、三士道次第為經線，以「多門」修行

扼要為緯線之修行結構，不斷反覆循環造善地 

令善業勢力「增長」、令修行境界「增上」 

表 3：以道德情感推動道德實踐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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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儒家「義命觀」與佛教「業果觀」之比較 

  由於筆者一開始從文獻探討中，注意到孟子提出「義利之辨」、「義命合一」之概念，乃

是關懷儒者修身踐德、完成安身立命、成為聖人君子這個終極目標的過程，所會遭遇持守仁

義與現實利益等「命限」的衝突，似乎與具有內心動機、善惡判斷、行為與命運之關係等意

涵的佛教「業果觀」可兩相比對，同時藉佛教思想看待儒家「義命觀」中所難以解釋的「義

利難以兼得」、「德福不一致」之困難。經過上述章節的探討，可以回答筆者開篇所提出的五

個問題意識： 

一、儒佛皆認同人性本為光明良善之性，只是被欲望、煩惱所惑而為惡，然可透過修養工夫

來恢復良善本性。孟子以「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乃若其情，則可

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肯定人之所以為人是因本具仁義禮智之內在道德價值，以人

性善端提出「性善論」，然而孟子承認人心若「弗思」，仍會陷溺於感官之欲而為不善，

故需透過「知言」、「持志」、「集義」、「養氣」、「自反」的工夫修養，以作為恆常行事準則

之「義」養心，尤為強調向內心省察而重於外在行為，從自心「由仁義行」而使道德實

踐當下完足，以求回亡失之仁義本性。而佛教雖認為人的心識皆為煩惱、無明，然非等

同性惡論，即世親菩薩著《佛性論》依循「緣起性空」而言一切眾生皆以空為本，提出

眾生本性皆具佛性，故首先需發覺自心「等起」為惡念煩惱，並令其熄滅寂靜，再以戒

律策勵等起轉為「正念」，以正念將心安住於善所緣上而不散亂，並以「正知」緊盯著處

於正念中的心在散亂時能加以察覺、導正，乃至最後證得一切智智時，不需經理智思惟

分辨而產生的「現量」，更是具有自成正確價值的特性。因此筆者認為儒家中作為源於本

心之道德價值判斷準則之「義」，與佛教中以「正知」調整無明散亂心識以維持正念，二

者在修養自心的理論與作用上是相似的，而佛較最終極成就的「現量」更是合乎以「義」

為本心之特點。 

二、不論是非善惡，可以單純地將儒家的「利」與佛教的「果」釋為一個行為完成的結果，

而每個小結果推究至極，實則邁向「生命終極關懷」，並以之回推作為判斷每個結果是善

是惡的標準。儒家言「志於道」、「士尚志」，提出「道德實踐以安身立命」是為儒者的終

極關懷與志向，即在有限的日常生活人倫關係中，透過盡心、知天、立命之修養，無條

件實踐仁義道德法則的無限性，體現「即內在而超越」的道德生命型態，故在「義利之

辨」中是完全不言求利，合義之「利」完全是以「行本心之義」作為原動力，特別強調踐

德無所求的應然性。相反地，佛教則是從想要解決人生普遍存在的生老病死及其衍生的

愛別離苦等苦樂問題，提出追求「解脫生死輪迴，究竟離苦得樂」為其終極關懷；若以

嚴格的「義利之辨」比對，佛教從經驗上的苦樂果作為判斷善惡業因的標準，並以「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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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得樂」作為刻意修習「斷惡修善」種種行為的「驅動力」，雖因是有所求而非道德進路，

然去除普遍存在的煩惱惡業，至少不會是不道德的生命。故筆者認為因儒家與佛教的生

命終極關懷存在有無所求、是否符合道德進路的差異，故在定義儒家的「利」與佛教「果

報」是善或惡的標準也不同；然深入細究，行義而得合義之利與善因感樂果的修養過程

仍是相通的，且佛教的每個所求皆是為了更高一層的修行成就，而對應到不再追求前一

較低層次的所求，亦是無所求（希求後世安樂而不再求現世安樂→求自身解脫而不只求

後世安樂→求為利有情願成佛而不只求自身解脫），甚至能以佛教「無自性」的教義而自

然做到最終極的無所求，則仍能與儒家以義之所在為命之所立與應然的道德進路相通。 

三、雖然人多受感官上的口腹耳鼻、榮華富貴、名利權勢等較為低層次的欲望牽引，而會使

我們心官亡失、生煩惱惡念，但並非否認源於心中欲望所產生推動行為的力量，而是需

要界定可以欲求、應該欲求的事物為何，因此孟子言「可欲之謂善」、「欲仁」、「樂道」，

《廣論》言「善法欲」、「猛利欲」、「善欲樂」、「欲修心」。即經過儒家持志集義或佛教正

念正知的修養工夫後，當修行者進入踐德、安住於善所緣境的狀態，心中淨化回復人心

原有的善性或佛性時，便會開始對於實踐道德理性或精進修學證法、斷惡修善，生起一

股如同「芻豢之悅我口」的欣喜感與趨向性，即孟子所言「理義之悅我心」，甚而將君子

心中的「所欲」一步步提升至更高層次的「所樂」乃至「所性」。以此對比佛教，《廣論》

也是依順眾生感性上的欲望去善巧引導，希望將眾生的原始欲望「借力使力」地轉化成

對實踐善法、淨法具有強盛的欲望與動力，絕非為求得結果而行道的功利主義結果論，

而且是以此「增上意樂」、「猛利樂欲」，推使眾生對怖畏遠離惡趣、修行善法生起強而有

力之信心，並產生引發好善的「勝解力」與對善法無飽足感的「歡喜力」。故筆者認為儒

佛皆對「欲」具有正面用法，即善用眾生與生具有的感受欲求能力，將之轉化昇華為純

粹想要踐德、猛利行善法之理性「欲樂」，且佛教對精進修善亦具有孔子所說「游於藝」

般喜歡玩遊戲的心情，更能使佛教以「離苦得樂」作為刻意斷惡修善驅動力的動機變得

自然純粹，而近似於儒家所言應行當然且普遍存在之道德法則的純粹動機。 

四、孔孟透過知天、知命，將天命、天道轉化為一種本心向上依歸之道體、德性，使儒者應

當以此內化為行事抉擇的善惡標準，並肯定純心行義的「當下」便是「人當之以自命」

之「正命」、「立命」、「義命」的道德進路，然天命非人力所能為，仍讓儒者具有「畏天

命」、「敬天」的心態與宿命論之感。而佛教言宇宙事物運行之法則為「業果法則」除了

近於儒家所言天命，《廣論》更詳述造業需具備四個因素：「事（受者）」、「意樂（動機）」、

「加行（行為）」、「究竟（結果）」，讓修行者了知修練身心時應觀察、依憑的原則，使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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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當下的抉擇都是可以自主控制的，或認識到造業對自己的生命形塑出一種不易自主的

影響力，即「業力」、「等流」，而需加以刻意對治，將儒家看似不能控制的「命限」，以自

身可以選擇滿足哪些造作要素、其滿足程度而影響感果的輕重原因與造業慣性來詮釋。

故筆者認為，以佛教「業果法則」、「業力」、「等流」來解釋儒家不可自主控制之「命限」，

能使孟子的「義利之辨」更具有踐德操之在己的「義命合一」，且康德提出踐徳與其結果

的「德福一致」、「最高善（圓善）」課題若為可能而不背反，則應觀察實踐道德理性與幸

福的自然必然連繫，是屬於「超感性關係」而不能在「感取世界」被給予、被直覺感知，

因此康徳肯定「靈魂不滅」與「直接存在於我們的力量之中者」，來補充我們對於實現圓

善實現之「無能」，以保證圓善的真實可能，更通於佛教的「無限生命觀」，同時儒家也

有探討到人如何能以有限的認知與生命來盡其無窮德心的時間問題，楊祖漢將胡宏所言

「心無死生」這種具超越性、能不死而為延續的心定義為「無限心」，可以見得儒佛皆肯

定唯有在不間斷的時間觀中，有限生命能透過修養充盡內心無限力量才具有可能性。 

五、論及修養工夫，確實除了探討道德判斷準則及其後續歷程外，也不能忽略「道德情感」。

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作為仁義禮智之發端，便是凸顯屬於內心感性經驗

的「道德情感」，是人人本有且可驅動人自願自主去實踐道德法則之動力，透過探討「羞

惡之心」了解儒者好善惡惡的對象，及產生此情緒時所會做出的反應，並對比佛教中的

「懺悔法門」，亦是由羞恥、痛惡自深造惡而實踐「四力對治」所詳述的悔改工夫；再者

二家面對受苦、受辱，也同樣具有「忍」之工夫，藉由「苦其心志」、「動心忍性」與「忍

辱波羅蜜」、「苦功德」，再再透過感性的自身感受、體知，輔助理性道德法則之實踐，呈

現一種「即情見性」與「性發為情」互動循環而提昇的螺旋結構，並說明能以道德主體

中的「道德情感」體現實踐「道德法則」的自發性與得以成就之可能。 

  筆者認為過去針對孟子義利之辨的學術研究固然不勝枚舉，然而將此概念與佛教比較之

研究甚少，且對比到佛教也僅論及「自利」、「利他」與善惡業果判別之層次，未能深入細究

儒家「義命觀」與佛教「業果觀」從內在動機、中間修養工夫及其影響與最後呈現的外在成

果，因此本文的第一個學術價值即是能從這三個角度發想問題意識，並將二家各個重要概念

做一比對、會通，並對誤將佛教言「自利」、「求離苦得樂與解脫生死」視為功利主義之論點

提出辯反：首先，儒佛的「內在動機」具有「光明靈覺之本性」與「欲善」的可比較性，孟子

肯定性善而佛教言人皆有佛性，二者皆凸顯心的覺照作用，而動機上即便儒家堅守無條件踐

德、由仁義行的純心，然以「理義悅心」與「可欲之謂善」而言，則不能否認儒家仍有對「善」

的所求，如同佛教的動機起因雖為求離苦得樂，然仍能因此生起「善法欲」，透過這種內在動

機，因而在踐德時，儒家應以內心本有之道德法則「義」作為行為判準，而佛教則以「正知」、

「正念」持守內心。而佛教透過修習，逐步從「有所求」趨入更高層次的「無所求」，乃至成



101 

 

就空性時更是最終極的無所求，由此證明視佛教為功利主義乃為不妥。 

  其次，在儒佛的「中間影響」亦具有「修養工夫」與「涉及命運」的可比較性，即孟子言

「不動心」、「知言」、「持志」、「集義」、「養氣」，與《廣論》的「正念」、「正知」、「聽聞」等

工夫具有共通性，而透過佛教「業力」、「等流」之影響與「無限生命觀」的詮釋，可以突破儒

家踐德中的「命」之限制，並探討二家以「道德情感」之感性經驗，可作為理性道德主體實

踐道德之自然驅動力，凸顯修養工夫的主動性與儒家「義命合一」之可能。最後，儒佛的「外

在成果」則具有「德福一致」的可比較性，即儒家肯定「義先利後」類於佛教以善因感樂果，

而佛教更以業果法則及細緻的業果判別，解釋儒家不能自主而僅能以道德心轉化為正命、立

命之命限。總言之，筆者將儒佛的「內在動機」、「中間影響」與「外在成果」等理論做一比

較、會通，由此提出儒家「義命觀」與佛教「業果觀」可作為儒佛工夫修養論之銜接會通處。 

  另外，本文的第二個學術價值，則是在儒佛內心修養工夫研究中加入「道德情感」之比

較，提出「以道德情感推動道德實踐」。過往儒佛會通之研究著重於道德律令、本具道德心論

述，除了引證原典而會出現具體史例外，便少有探討內心感性的情感、感受，尤其在佛教中

多以負面立場詮釋情感，而即便研究儒家之「道德情感」，也較未能闡述該道德情感是如何一

步步推動理性的道德實踐，因而筆者特別關注到孟子的「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四端之心，實與佛教中的「慈悲、菩提心」、「懺悔、忍辱」、「戒律」與「般若智慧」等涉及道

德情感之義具有可比較性，筆者甚而引用陳滿銘在章法學所提出的架構方法論，認為儒家這

種透過感性的自身感受、體知，輔助理性道德法則實踐的心性修養工夫，實呈現在「即情見

性」與「性發為情」之間，為「本末體用的雙迴向關係」與「互動」、「循環」而「提昇」的

「螺旋結構」，佛教則是以念善知識恩、信心、悲憫眾生之「增上意樂」及其他道德情感」，

推動修行者以「一佛乘、三士道次第」為「經線」，以「多門」修行扼要為「緯線」之修行結

構，不斷反覆循環造善地令善業勢力「增長」、令修行境界「增上」，儒佛二家皆體現修養遞

進的動態歷程，更肯定以道德主體中的「道德情感」是能作為「道德法則」的原動力、主動

自發性，及由凡入聖得以可能之依據。 

  由於筆者的研究能力與論述篇幅有限，未能將《孟子》與《菩提道次第廣論》中所有具

比較性的內涵都加以比對會通，因此尚有許多可研究的精彩議題，期盼未來可再繼續朝此方

向努力：第五章「以道德情感推動道德實踐」，筆者論及孟子的四端之心為道德情感，並期望

將孟子的「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與佛教的「慈悲、菩提心」、「懺悔、忍

辱」、「戒律」與「般若智慧」等涉及道德情感之義理相互比較，例如：孟子以發於心的不忍

人之心、惻隱之情言愛人之「仁」的發端，而佛教亦以不忍眾生受苦，希望透過修練自他相

換，同理共感眾生之苦樂，進而發起慈悲菩提心，皆是同以此「不忍」之道德情感，作為誓

願愛護眾生、開始進入修養工夫之動力；孟子以恭敬之心作為儒家行孝為學、慎獨而符合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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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發端，並以心中認知是非之心理活動作為智之發端，而佛教亦以敬信心為跟隨善知識學

習之起點，進而能透過持戒守護自心，以禪定平息心中之惡念煩惱，而能真正進入最後修習

智慧的法門，甚而能證得一切遍智與真實空性，亦如同牟宗三所言「智的直覺」，因此筆者認

為「惻隱、不忍―慈悲、菩提心」、「羞惡―懺悔、忍辱」、「辭讓―戒律」、「是非―般若智慧」

是具有可比較性而可會通儒佛思想。然而本文所研究的主題限縮在孟子的「義命觀」，且因佛

教的六度波羅蜜等內涵皆非常深廣，若以「道德情感」做儒佛會通之研究，恐需另外寫成一

篇論文專心論述才能容納，因此本文暫且只挑出與「義命觀」相關的道德情感――羞惡之心、

動心忍性，與《廣論》中與此相關的「懺悔」、「忍辱波羅蜜」做比對，先說明筆者認為推動道

德判斷、道德實踐時，儒佛二家確實肯定以「道德情感」作為發端動力及其開展的修養工夫

論，以此期待日後筆者或其他學者，能接續完成孟子四端之心與佛教六度波羅蜜等所涉及的

「道德情感」之比較會通。 

  再來是本文旨在探討儒佛二家對道德實踐的判斷，及其結果與影響力，且特別關注內心

覺照的作用，實已論及到儒佛修養工夫論的比較，尤其筆者所選用的儒家經典為辯證性強且

較有詳述修養工夫論的《孟子》，所選用的佛教經典亦為佛教經論集大成，且寫明如何從凡夫

修行到佛地的三士道次第工夫及各個次第成就行相的《菩提道次第廣論》，期待能爬梳孟子所

言「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

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中的「善」、「信」、「美」、「大」、「化」、「聖」這六種人格境界，孔子所

言「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的五種人格等級，與荀子所言

「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

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而提出的「士」、「君子」、「聖人」三種治學修身階段，以歸納出

儒家的修養次第及其修養工夫，並與《廣論》中的「道前基礎」與「三士道」相比：宗喀巴以

學習正確依止師長的「親近善知識」與對修行時間能生起珍惜之感的「思惟人身難得」，作為

進入修行前的基本工夫，正式進入「下士道」則透過思惟「人身無常」與「三惡趣苦」，生起

學習「皈依三寶」之心與「深信業果」的道理，藉以希求後世能脫離三惡趣與得到生人天善

趣的安樂；然而下士道的修行仍是在生死中流轉，因此「中士道」再進一步透過「思惟苦諦

（生死過患）」、「思惟集諦（煩惱及業流轉次第）」、「思惟十二有支（流轉還滅道理）」與「思

惟解脫生死正道（戒定慧三學）」的學習，而得以解脫生死輪迴、永斷煩惱而證得涅槃；而在

「中士道」尋求自我解脫的基礎，「上士道」更是要令自心生起利益眾生同我一樣能解脫生死

痛苦之願心，因此進入「發大菩提心」與「修菩薩行（六度四攝、修止觀法二種）」的學習與

成就。儒佛的修養次第及其詳細工夫論之比較會通，實為龐大淵博而有富有學術價值之研究，

同樣需另外寫成一篇論文才得以探討詳盡，因此本文暫且只針對儒家「義命觀」與佛教「業

果觀」之修養工夫做比較會通，希望未來還能有機會或供其他學者朝此議題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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