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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認識論閱讀壇經 

 
蔡俊裕 

1 摘要 

 
本文第一節為摘要，第二節為前言。第三節介紹認識論，

第四、第五節以不同的認識論，架構大乘三系和基督宗教

的世界觀及方法論，在第六節實際應用唯心認識論，架構

壇經之文本環境，解讀壇經之經文。第七節討論認識的層

次，第八節則列出部分錯誤建構的認識論，最後在第九節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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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言 
 

知識的定義是真實且被知(true & known)，知識是無明

的相反，無明是對實相的無知，也就是缺乏實相的知識。而

無明正是宇宙人生問題的根源。因此，要解決宇宙人生的問

題，就必須要正確的認識實相，獲得實相的知識。佛教經典

記錄諸佛菩薩對實相的認識，研讀經典正是獲得實相知識的

重要途徑。 

然而諸經寶典成書之年代久遠，使用之文詞每多語意深

刻，難於了解。就算白話語體如六祖壇經者，經文中多有微

言大義；所謂微言大義其另外一層含意往往是訊息量太少，

不易從字面得到直觀正確的認識。舉例而言，如壇經 

 

行由品:「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 

機緣品:「體即無生，了本無速。」「本自非動，豈有速耶？」 

 

何謂本體？何謂本心？何謂無生？何謂無速？何謂本？

何謂非動？單從字面上是無法正確認知其內涵，必須將經文

整體置於一完整架構(framework)中，依於架構補足經文中

未明言之文本環境(context environment)，然後方得以正

確的了解經文之微言大義。 

認識論是一門關於人類認識的本質及其發展過程的哲學

理論。探討能認識的主體，所認識的對象，以及被知的知識。

在研讀經典時，認識論能提供一個適當的架構和文本環境，

讓我們更能深入了解經典的微言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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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認識論 
 

認識論(Epistemology)一詞來自希臘文“知識”和“學

說”的結合，是一種關於人類認識的本質及其發展過程的哲

學理論。主要探討人類認識的本質、結構，認識與客觀實在

的關係，認識的前提和基礎，認識的發生、認識發展的過程

及其規律，以及所認識的真理、知識等問題的哲學學說。 

認識論的理論包含經驗主義、觀念主義、樸素現實主義、

現象論、具象主義、理性主義、客觀主義等等。 

在宗教哲學的領域，認識論主要關注的問題，包含: 

 

 我們(認識的主體)是什麼? 

 我們的世界(被認識的客體)是如何出現的? 

 這個世界裡的種種現象是如何升起的? 

 我們是如何認識這個世界的? 

 我們從這個世界得到什麼知識? 什麼真理? 

 理想的世界是什麼樣貌? 

 如何成為理想的人，進入理想的世界? 

 

這些問題架構出現實世界觀、理想世界觀、人的現實樣

貌、理想樣貌以及由現實超越到理想的方法論，掌握這個架

構，即可極大的填補經文中未具體說明之文本環境，協助學

者深入經藏，獲得知識，摧破無明。 

 

  

http://wiki.mbalib.com/zh-tw/%E7%9F%A5%E8%AF%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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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督宗教的認識論 
 

我們如果以認識論的架構來看西方基督宗教: 

 

4.1 認識的主體-人 

 

聖經創世紀 2.7「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

他鼻孔裡，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人是被

創造的，而且人是先物質(塵土)後有靈的。 

 

4.2 認識的客體-世界 

 

「起初，神創造天地。」 

「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

暗分開了，這是第一天。」 

第 2天神接著造空氣，造海洋，造陸地。 

第 3天造植物。 

第 4天造日月。 

第 5天造海中魚天上鳥。 

第 6天造陸上昆蟲野獸造人。(創世紀 1) 

世界就此由神創造完成。 

 

 
圖一:《亞當的誕生》-米開朗基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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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認識的特殊物質 1-腦 

 

米開朗基羅的作品，西斯汀教堂的屋頂溼壁畫《亞當

的誕生》，描繪了神剛創造亞當的狀況。在畫裡有兩點值

得注意，第一，神的背景有幾個天使和一團披風，整個

形狀就像是人的大腦，暗示人腦這一特殊物質的重要性。

第二，神和亞當的手指並沒有接觸。這兩點表示，在神

創造亞當的時候，並沒有將智慧賦與給人類。必須先有

一特殊的物質(腦)並且藉由身體(物質)的接觸才能傳遞

知識與智慧。 

 

4.4 認識的特殊物質 2-善惡之樹的果子 

 

善惡樹英文是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 evil.

但在希伯來文其實是 Tree of knowledge of everything.

人被趕出伊甸園後，再也無法和神接觸，再也無法獲得

神的智慧—The knowledge of everything. 

 

4.5 理想的世界-天國 

 

4.6 方法論 1-信仰 

 

世界觀和方法論是分不開的，有什麼樣的世界觀就有

相對的方法論。基督宗教的世界觀是神創造論，認識的

主體(人)和被認識的客體(世界)皆由神所造，人的外在

有主宰性的造物主，人的內在也有永恆不變的靈魂。人

要回到天國，無法靠自己的努力，只能靠神的恩賜。因

此，人所能作的只有信仰，別無他法。 

 

4.7 方法論 2-人造的善惡樹的果子 

 

在方法論 1基本上放棄了對世界完全的認識。但隨著

科學的昌明，人類難免自問:就算無法吃到伊甸園中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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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善惡樹的果子，難道我們不能用科學來產出一個人造

的善惡樹的果子嗎? 

在盧貝松拍攝的電影 Lucy中設定是一種叫 CPH4的物

質，可以刺激大腦，讓人類可以完全使用大腦的能力。 

當使用了 20%大腦的能力，可以控制自己和他人的身體。 

當使用了 30%大腦的能力，可以超越痛苦。 

40%大腦的能力，可以閱讀電磁波和其中所攜帶的訊息。 

99%大腦的能力，可以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 

當使用了 100%大腦的能力，就可以獲得

Theknowledgeofeverything.而且不再有肉身。正如佛的

稱號中有一個是正遍知，且佛的法身是盡虛空遍法界。 

 

4.8 唯物認識論 

 

基督宗教的世界觀是神造的物質世界，是在人的意識

之外並且不依賴於意識的客觀存在。人的認識是人腦這

一特殊物質對外部現實世界的反應。而要獲得智慧必須

倚賴特殊物質對人腦的刺激。 

世界、知識之樹的果子、CPH4、人腦都是物質。 

沒有物質就沒有意識、沒有客觀物質世界就沒有主觀

的認識、沒有特殊物質就沒有超越的認識。 

以佛教的語言來說，世界、知識之樹的果子、CPH4都

是色法，人腦則是意根，也是色法，對世界的認識是色

法和特定色法(意根)的交互作用，而智慧則是兩組特定

色法(知識之樹的果子和意根、CPH4和意根)的交互作

用。 

所有的認識都根基於物質色法，要從現有的世界超越

到理想中的世界則必須依靠特殊的物質。這正是完全的

唯物認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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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佛教的認識論 
 

5.1 認識的主體-人 

 

5.1.1 無我 

無我是佛教共同的觀點。 

佛教認為在五蘊之中找不到固定不變的靈魂或是我

(Sakkaya)，也沒有一個在六道輪迴輾轉相續的靈魂或主

體(pudgala)。在五蘊之外也找不到有主宰性的造物主

(atman)。 

（約翰福音 9.3）耶穌一次醫好了生來瞎眼的，有人

問起這生而瞎眼的原因何在，耶穌說：「不是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他的身上顯出神的作為來」。 

這則故事顯示出，如果有主宰性的神，神要我們眾生

多麼痛苦，我們便只能那麼痛苦。神要我們眾生多麼悲

慘，我們便只能那麼悲慘。如果有主宰性的神，我們就

沒有自主性離苦得樂的可能。 

正因為沒有主宰性的神，因此修行、解脫、離苦是有

可能的。 

 

5.1.2 我 

 

那麼能認識的主體「我」到底是什麼呢? 

所謂的「我」是一連串身心事件的集合，「生」、「死」

是這些身心事件之一，「認識」也是這些身心事件之一。 

 

5.1.3 我與認識 

 

「認識」是組成「我」的身心事件之一。而且是最重

要的一個身心事件。 

為什麼說「認識」是最重要的一個身心事件?因為生

死雜染的世界正是由無明所推動。而無明就是對實相不

正確的認識。 

http://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na=%AC%F9&cha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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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原始佛教的觀點看，無明是不知苦集滅道，不了解

因緣法，不了解法性。 

從大乘般若系的觀點看，無明是自性執，不了解空

性。 

從唯識系的觀點看，無明是不了解三自性，三無自

性。 

從真常系的觀點看，無明是未見心性，佛性。 

 

5.2 認識的客體-世界觀 

 

5.2.1 世界 

 

我們所處的世界可以是生死雜染的世界，也可以是清

淨解脫的世界。 

 

5.2.2 緣起 

 

佛教認為世界是緣起(pratitya-samutpada)。 

 

5.2.2.1業感緣起 

 

小乘教說業感緣起，由於無明，產生煩惱，製造業力，

而推動六道輪迴，眾生和六道輪迴中所有的一切，都是

無常、苦、空、無我的存在狀態。 

 

5.2.2.2賴耶緣起 

 

大乘唯識系則說賴耶緣起，阿賴耶識含藏的萬法種子，

「種子生現行，現行熏種子」。種子遇外緣而起現行，現

行之果又熏習新的種子，再藏入阿賴耶識。阿賴耶識中

的種子、現行造作、新熏種子互為因果，如是循環不絕。

世間一切現象皆是此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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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3真如緣起 

 

大乘真常系則說真如緣起：真如佛性，能生萬法，為

染淨諸緣驅使，而生起種種法相，生死雜染的世界就是

真如佛性由染緣示現。 

 

5.2.3 理想世界 

 

小乘認為除了現下生死雜染的世界外有一清淨離苦

的涅槃可入。 

大乘並不否定涅槃，但認為並不必離開現下生死雜染

的世界才可得涅槃。在輪迴的當下即可轉化為清淨的佛

土，輪涅不二。 

 

5.3 方法論 

 

因為生死雜染世界的推動力來自無明。所以要解決這

個世界的所有問題，就必須打破無明，也就是對實相要

有正確的認識。 

 

5.4 認識的結果-真理 

 

實相是事物的真實樣貌，真理是認識實相所得到的正

確知識。我們常常從體、相、用這三方面來研究佛學，

比如壇經說: 

「佛佛惟傳本體。」 

「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 

「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 

「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 

「體即無生，了本無速。」 

「離體說法，名為相說。」 

「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 

這些句子中的體，不是主體或客體，而是指理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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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真理、實相、般若、真如、涅槃、清淨解脫的世界。 

 

從原始佛教的觀點看，理體是法性，是因緣法，是苦

集滅道。 

從大乘般若系的觀點看，理體是般若空性，是無生，

是三解脫門。 

從唯識系的觀點看，理體是三自性，三無自性。 

從真常系的觀點看，理體是真如，心性，佛性。 

 

5.5 大乘三系對現象認識的差異 

 

這個世界的現象(諸法)可以約略歸類為三大類:物質

界(色法)、精神界(心法)、本體界(法性)。 

大乘三系對色法、心法、法性這三大類的認識略有差

別。 

 

5.5.1 樸素現實主義-般若系 

 

般若系認為色法、心法、法性三者是平等。 

般若系的世界觀接近認識論之樸素現實主義。 

樸素現實主義認為存在一個真實的外在世界，我們的

感覺由那個世界直接引起。樸素現實主義以因果關係基

礎，認為一件事物的存在導致我們看見它。世界在被人

們認知的同時保持著與它沒有被人們感知時一樣相貌。 

心經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

是。」 

有為生滅的現象如色法、心法，和無為不生不滅的法

性，是平等，不一不異。 

 

5.5.2 現象論-唯識系 

 

唯識系認為諸法唯識。 

唯識系的世界觀接近認識論之現象論。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C%B4%E7%B4%A0%E7%8E%B0%E5%AE%9E%E4%B8%BB%E4%B9%8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C%B4%E7%B4%A0%E7%8E%B0%E5%AE%9E%E4%B8%BB%E4%B9%8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C%B4%E7%B4%A0%E7%8E%B0%E5%AE%9E%E4%B8%BB%E4%B9%8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C%B4%E7%B4%A0%E7%8E%B0%E5%AE%9E%E4%B8%BB%E4%B9%8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A0%E6%9E%9C%E5%85%B3%E7%B3%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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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論說，我們不能認為我們看到的事是獨立於我們

心識感官存在的個體。真正存在的只有心識本身。 

心識是自證分，當心識產生認識作用時，見分、相分

同時生起。見分即能認識的能力，相分即所認識的對境。

心法和色法都是依心識而起的。 

 

5.5.3 唯心認識論-真常唯心系 

 

真常唯心系認為心能生萬法，因此，真常唯心系的心，

不但包含心法、色法更包含法性；心同時含括物質(色法)、

精神(心法)、本體(法性)。 

真常唯心系的大論【大乘起信論】說一心有二門：心

真如門與心生滅門。 

心性本身是清淨解脫的，心真如門即是法性。 

因為無明而有生死雜染的心生滅門；因為不覺所以從

心生滅門現起六道生死輪迴；因為煩惱所以從心生滅門

現起種種染汙的精神和物質現象。 

能認識的心，所認識的境(心生滅門)和真理(心真如

門)都在一心之中，能所合一，都是心性之顯現，這是完

全的唯心認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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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從唯心認識論閱讀壇經 
 

六祖壇經屬於大乘真常唯心系的經典，適合以唯心認

識論來架構文本環境。能認識的心，所認識的境和真理

都在心性之中，都是心性之顯現。 

 

6.1 諸法在心性之中 

 

因為真理與染淨諸法，皆攝於一心之中，皆是心性之

所顯現。故六祖在見性時說出:「何期自性，本自具足；

何期自性，能生萬法。」自性具足升起萬法的因，自性

能生色、心、法性等萬法。 

在般若品中更說:「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

故知萬法本自人興。」沒有人，沒有心性，就沒有萬法。 

「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因為自性

能含萬法，所以稱之為大。 

「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故知萬法盡

在自心。」從眾生到成佛，從染污到清淨，萬法都在自

性之中。 

在疑問品中說:「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能

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陀；」諸佛菩薩在自性之中。 

「人我是須彌，貪欲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

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鱉。貪瞋是地獄，愚癡是畜

生。」宇宙以及六道也在心中。 

在懺悔品中說:「思量惡事，化為地獄；思量善事，

化為天堂。毒害化為龍蛇，慈悲化為菩薩，智慧化為上

界，愚癡化為下方。」天堂地獄也在心中。 

沒有外境，只有心內萬法。 

 

6.2 在心性之中有生滅有真如 

 

疑問品:「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 

般若品:「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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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名為此岸；離境無生

滅，如水常通流，即名為彼岸。」 

「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 

「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

念離境即菩提。」 

迷、愚、著境、不修就是生滅門諸法，覺、智、離境、

修行就是真如門諸法。生滅與真如俱在一心之中。 

 

6.3 智慧在心性之中本具 

 

般若品:「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一切般

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自心內有知識自悟。

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般若智慧是自性之中本有，不

必從外在學習。 

機緣品:「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

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四智亦在自性之中，

不假外求。 

 

6.4 諸佛在心性之中 

 

般若品:「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 

「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 

「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 

機緣品:「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 

故知諸佛與佛之知見在自性之中本自具有。 

懺悔品中說:「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 

法、報、化三身佛亦是在自性之中。 

功德、戒定慧、三歸依、四弘誓願、五分法身香當然

也在自性之中。 

 

6.5 心性之用 1-感官之能量 

 

「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有性，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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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念；真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即壞。」 

心性是日常生活之中推動覺察與覺受的能量(power)，

心性就如電力，眼耳鼻舌身等感官只不過是感測元件

(sensor)，沒有電力，感測元件就沒辦法動作，跟壞了

是沒兩樣。 

 

6.6 心性之用 2-真理的範本-唯心方法論 

 

心性「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無動搖」正是真理的

表徵，且因「本性是佛」「佛知見者，只汝自心」「三身

佛，在自性中」因此「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遵循自性顯發之真理，依持自性本具之佛德與佛知見，

即是與佛相等。 

因為「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因此以自性「智

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

以自性般若觀照可以解脫。 

因為心性「本自具足，能生萬法」了知萬法皆是自性

顯發，故能「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

切真，萬境自如如。」「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

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 

「一」是自性，「一切」是萬法萬境，用自性般若，

遵循自性真理，萬法在心中皆符合真理，皆不染著不滯

礙。 

 

6.7 心性之用 3-生死 

 

永嘉玄覺禪師：「生死事大，無常迅速。」 

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 

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 

師曰：「如是，如是！」 

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 

 

生死是心性所顯現的諸法之一，而心性本不生滅，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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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未生之前，心性已經存在，身體死亡之後，心性依然

存在。 

見性之前「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看著身體生命生

死現象，必然感到無常迅速。 

見性之後，了解身體的生死不過是心性所顯之諸法之

一，體會心性無生，心性不生不滅，心性的恆常性，心

性本不動搖，就不再有生死無常迅速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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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認識的層次 

 
7.1 華嚴四法界觀 

 

華嚴四法界觀，代表了對世界的不同認識 ; 

 

 事法界:只認識現象界，精神的心法和物質的色法，

一切有生有滅有差別的事物現象。 

在事法界只見到事物的表象，尚未見到真理。 

 理法界:約略認識了本體界，法性，真如、實相。 

 理事無礙法界:指認識到真理成就現象，現象顯現真

理。現象與真理，法相與法性，互為表裡而不是互為

障礙。 

 事事無礙法界，則是唯心認識論，認識到一切諸法皆

是心性所顯現，一切事物現象只是心的產物，因此差

別相就毫無意義，於是不再受現象束縛，可以隨心所

欲而事事圓融。 

簡單的說，不止道理我知道，而且也做得到，就是事

事無礙法界。 

 

7.2 從壇經看四法界 

 

我們從壇經來看四法界的例子: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

埃。」這是在事法界，所以五祖說神秀:『汝作此偈，

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覓無上

菩提，了不可得；』，認識只到事法界，覓無上菩提，

當然了不可得。 

 (在客店)惠能一聞經語，心即開悟。這是事法界將進

入理法界。 

 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

這是理法界未進入理事無礙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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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

埃？」這是理法界。 

 避難獵人隊中，…『但喫肉邊菜。』這是理事無礙法

界。 

 「時當弘法，不可終遯。」就到了事事無礙法界。 

 

7.3 四法界對應「道」 

 

「道」即是真理，在 

事法界但知現象不知真理，可謂不知「道」； 

理法界對真理略有了解，可謂通「道」； 

理事無礙法界，對真理有了深刻體悟，但和「道」尚

未合一，可謂得「道」； 

事事無礙法界，身心萬法皆符合真理，與「道」完全

合一，可謂成「道」。 

 

7.4 四法界對應四乘 

 

四法界對應到六祖所說之四乘似乎若合符節: 

見聞轉誦是小乘，對應到事法界； 

悟法解義是中乘，對應到理法界； 

依法修行是大乘，對應到理事無礙法界； 

事事無礙法界則對應到最上乘:萬法盡通，萬法俱備，

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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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誤用的唯心 

 
8.1 無記空 

 

「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 

「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在心真如門中，並非沒有色心諸法，而是諸法皆符合

法性，諸法皆符合真理。 

在心真如門中是「於諸法上念念不住。」是『能善分

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是「離諸法相，一無所

得」是「念念自見萬法無滯」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

如如。」 

因此「若空心靜坐，即著無記空。」 

因此六祖斥臥輪斷百思想「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

是加繫縛。」 

 

8.2 程朱理學 

 

程朱理學吸收佛教唯心論和道家太極觀，認為太極是

宇宙天地萬物的本體，是決定一切和產生一切的精神實

體。也就是所謂的‘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八卦生萬物’。這個世界的一切，都是從太極中

來的。‘太極，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

萬物而在萬物，太極就是「理」。一旦通理，明白了太極，

自然盡知天下萬物萬事，胸懷寬廣，寵辱不驚，無懼無

畏，可修身，可齊家，可治國，可平天下。 

程朱理學的理想世界是上古時代，越接近上古時代的

聖賢就越通「理」，因此程朱理學的方法論就是讀聖賢之

書，體悟聖賢之道。然而，古聖先賢未必擁有和程朱理

學相同的世界觀，在聖賢書中求「理」往往有諸多杆隔。 

相對於心性能生萬法，而聖賢之書卻是文字固定，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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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包含萬法。在聖賢著墨較多的修身，或許還有其價值，

在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實務上，程朱理學就有時代性

和包容性的限制，在故紙堆裡，事很難找到符合飛躍多

變現實世界的解決方案。 

 

8.3 唯心論庸俗化 

 

1970年代起的新時代靈性啟蒙運動，吸收佛法唯心論

的思想，假借‘高靈’賽斯之名，喊出「我創造我自己

的實相」。其後，一些新時代的著作如【向宇宙下訂單】、

【秘密】等書，將唯心論庸俗化，再混合造物主的思維

--既然諸法皆在心性之中，我必然是諸法的造物主，因

此我想要什麼，只要我敢想，我的心就會幫我造出來。

在這個物質世界，唯心論不再被用來尋找真理，反而被

用來為唯物論服務。 

庸俗唯心論物以為創造這個生死雜染的世界的只是

個人的心，但實際上這個世界是所有的眾生的心性所共

同造作出來的，每個眾生都是因陀羅網上的一顆寶珠，

每一寶珠皆映現自他一切寶珠之影，每一影中亦皆映現

自他一切寶珠之影，如是寶珠無限交錯反映，重重影現，

互顯互隱，重重無盡。因此心性絕非造物主，想以心性

操控現實物質世界只是墮入心生滅門的無邊欲壑，卻忘

卻心性所顯發真理的買櫝還珠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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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結語 
 

本文介紹認識論在閱讀佛教經典時的應用，探討大乘

三系之世界觀與方法論，並實際應用真常唯心系之唯心

認識論於六祖壇經的文本環境建構，釐清壇經諸多微言

大義，增進對六祖所揭示的心性實相之瞭解。 

本文亦介紹基督宗教的認識論以及唯心論被誤用之

狀況，以期學者能避免前人之覆轍。 

佛法是「佛在人間」，「以人類為本」的佛法。『增壹

阿含經』所說：「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

六祖云:「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

求兔角。」我等居士們當遵循心性顯示的真理，以踏實

的步伐持續在世間努力，必當萬境自如如而終於事事無

礙。 

 

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興。 

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