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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部報告  III

編輯部報告   

面對當今日益複雜而棘手的全球性議題，宗教是否仍有介入的餘

地？宗教人是否有參與世間現實的決心與熱情？對許多人而言，宗教只

是精神寄託，是現實人生聊備一格的助緣；而對更多人來說，宗教人士

好像都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出世間人，宗教精神似乎早已和當前的世道枘

鑿不投？ 

當代的宗教批判其實也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人類的共同問題：自我

中心或同族中心。自我中心者和同族中心者根本不關心全球性議題，因

為這些問題挑戰人們這種自戀式的生存狀態。我們發現，其實當今世界

種種痛苦難題，如文明間的齟齬對立，環境生態的浩劫，貧富差距愈益

擴大，其根本原因，就是我們自我中心式的生存方式。在宗教界，已有

許多人呼籲宗教應該與時偕行，走出同族的藩籬，積極參與世間；但也

有識者提醒，宗教向世界敞開或積極投入，立意甚好，只是若沒有深化

自我內在的實證功夫，這樣的熱情易流於表面，只是停留在平面的世界

觀，無法觸碰根本性的問題。

過去的人類社會比較單純，修行人往往能離開世俗事務，潛心修

道，雖然也有如伊斯蘭蘇菲教派強調修行與參與社會並行不悖，但普遍

來說，過去各宗教都較強調出世修行。今日的社會愈益複雜，各種事物

環環相扣，牽一髮而動全身，人與人的關係也早已不若過往單純，宗教

不再能自外於人類社會，否則便不能看到當前人類的處境。英國神學家

希克（John Hick）說，未來的聖人已不再只是修道院裡的苦行僧或深

山裡的隱士，而是如甘地、曼德拉這類的世俗英雄，有能力在複雜多變

的世事中縱橫捭闔，在政治或社會現實中利益眾生。以韓國為例，當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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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宗教在西方影響力式微，信徒人數銳減，韓國的基督宗教卻持續蓬

勃發展（韓國已成為亞洲僅次於菲律賓、基督宗教信仰人口第二多的國

家），這與當地教會積極投身社會正義有很大的關係：長老教會在日據

時期，將西方民族自決的思潮引入韓國，其影響至今不輟；天主教會在

韓國近代白色恐怖時期，不畏強權恐嚇，嚴正批判政府作為，並用自身

影響力庇護異議人士，深得人心。雖然，往者已矣，在消費主義掛帥的

現代，人們普遍拒絕嚴肅的事務，遺忘歷史徹底決絕，宗教再次面臨

典範轉移的課題，或許西藏佛教修行人麥可．羅區格西（Geshe Michael 

Roach）的修行經歷更能和我們的時代相契？格西本來在印度的西藏寺院

受戒出家，修行二十多年後，他的師父命他回到世間經商，他於日後成

為富甲一方的鑽石商人，仍然不忘修行的初衷，著述分享他在俗世商業

行為中體悟的佛法精神，善巧地引導人們從瘋狂追求利益的貪婪中接觸

佛陀教法。

如何能在垂直深度的內在超越中，同時參與瞬息萬變的世間事務；

換言之，能否以更圓融的關照，結合宗教的上行與下行，是今天宗教人

必須思考的重要課題。超個人心理學家肯恩．威爾伯（Ken Wilber）以

為，無論過分強調上行的修行人，或是過度強調下行的批評者，都是停

留在平面的世界觀。在平面的世界觀裡，要不是完全否定世俗世界觀的

存在價值（唯上行者），就是試圖讓世俗世界觀變成神（唯下行者）；

唯上行論者和唯下行論者都把法界真如撕裂成自己偏愛的片面，也引發

二造的戰爭，唯有雙方統一，才能成全彼此，智慧與慈悲才能攜手發現

那超越且包容這個世界的神性。因此，本期編輯部以「宗教的入世關懷

與自我修練」為主題，選錄了一篇特稿、二篇論文、一篇專欄與一篇田

野調查，幾位作者研究的領域雖然不同，我們仍可以從他們的研究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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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修行與入世的關係。

佛光大學宗教系游祥洲副教授在特稿〈論「身土不二」與深層生態

倫理學的建構並探索其多元應用面向—從「不二法門」的觀點切入〉

一文中，提出「身土不二」的概念是建構深層生態倫理學的重要基礎，

另一方面也是推動「全球倫理」的關鍵環結。當代有關生態倫理學的論

述，大多迷失於「人類中心主義」的立場。當前地球生態的破壞，就是

人類中心主義所造成的結果。自古以來，「人」在「土地」之上，本來

就不是一個絕對獨立的存在個體。西方啟蒙運動以降，伴隨著科學主義

的泛濫，人類自以為可以宰制宇宙，以「抽象化（概念化）思維」將一

己從大自然中抽離，視大自然為對立於己的客體化實體。「身土不二」

的論述，則是從地球全體的立場，重新找回人類自己的角色定位以及生

存之道。此一立場主要在於提醒人類與地球全體的內在關連，也彰顯出

人類與地球共存共續的全球責任。作者認為，「身土不二」的理論探討

及其應用方向，不但可以提供一個新的世界觀，同時也替二十一世紀的

人類提供一個有效的共同連結，以建構「生命倫理」、「環保倫理」與

「全球倫理」。

輔仁大學神學院鄭維亮研究員的英文論文〈Exploring the Charismatic 

Spectrum of Charismata: From the Catholic Viewpoint〉（探討神恩復興運

動的神恩範圍—以天主教角度切入）述及西方天主教會對當代世俗化影

響的回應：約一世紀前，其時鋪地蓋天的世俗化思潮稀釋了不可化約的

全然他者的神聖性，導致了基督宗教的信仰危機，而信仰動搖的主要原

因，在於教友在生活中缺乏真正的神恩體驗。在此背景下，美國興起了

世界性的神恩復興運動，這場運動重新喚起教友生猛活潑的宗教熱情，

經驗活生生的天主神恩。作者以六個範圍精簡探討神恩復興運動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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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恩：（1）身為非受造聖寵的天主；（2）聖神的聖化聖寵或恩典；

（3）聖神的九種果實；（4）聖神神恩的諸個職務；（5）身為基督奧體

的聖教會；（6）聖神的受洗。作者希望藉由本文的探討能拋磚引玉，讓

更多人關注這個普世性的神恩復興運動。

我們身處的時代，雖然物質生活進步，心靈生活卻愈益貧乏，許多人

日復一日過著單調重複的生活，生命缺乏意義感。在現代，由於世俗化影

響，神聖退場，宗教不再是人們的生活重心，人因此必須親自承擔起存在

的責任，然而人們失去了足以安身立命的終極信仰，沒有強大的精神力量

應對外界的種種誘惑、刺激和干擾以保持內心的安寧，於是越來越多人罹

患精神、心理疾病。而心理治療的主流傾向以「解決問題」、「治病」為

主要的治療目標，不但無法關照人的完整性，治標不治本的做法也使得治

療的效果不夠徹底。目前已有心理學家將目光投向東方的古老智慧，他們

發現東方傳統的人性、健康觀、意識的概念與各種擴展意識的練習，有助

心理學更客觀、完整地理解人。

輔仁大學宗教學研究所陳秀蓉博士候選人的論文〈馬哈希內觀禪探

析〉所探討的馬哈希內觀禪的正念修行方法，在近二十年來廣泛地引起西

方醫學與心理治療學界的興趣，「正念修行」在今天已成為西方世界，尤

其是美國醫學界中，運用最廣的佛教禪修系統。本文從馬哈希內觀禪之禪

理與禪法二個向度，剖析其內涵。在禪理方面，首先需理解五蘊、四聖

諦、十二緣起（慧之地）；以風大的特性，如實地觀照五蘊的實相，不斷

正知、正念於身心的現象。努力達到身心（慧之根）的戒清淨與心清淨。

在這些基礎上，追求慧之體的五種清淨。在禪法方面，馬哈希內觀禪是從

腹部的起伏為入手處，對發生於六根門的任何反應時時給予注意與命名標

記。不斷正知、正念於身心的現象，以摧破五蘊，進而了悟無常、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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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命實相。禪理落實於禪法應用，禪法再印證、深化禪理內涵，對

講求實證的現代人不啻為一種值得推薦的練習。作者希望藉由描述馬哈

希內觀禪的修行次第，讓更多人在認識馬哈希內觀禪的同時，生起修習

的興趣，或有助對治現代人的精神困擾。我們在這篇論文中也看到宗教

修練與時偕行的企圖與努力。

本期專欄選錄輔仁大學宗教研究所胡瑞月博士生的文章〈由奧托的

神聖觀來看善財五十三參之宗教實踐〉，以魯道夫．奧托（Rudolf Otto）

的神聖觀詮釋《華嚴經》〈入法界品〉裡之「善財（Sudhana）童子

五十三參」故事中的神聖意涵。奧托認為神聖在宗教裡具有獨樹一幟的

重要性，是所有宗教經驗的本質；神聖為各宗教共有之元素，也是宗教

交談的關鍵。只是東西方的神聖觀仍有所差異，需要對此做出釐清。作

者在文章中先闡釋「神聖」的意涵，再介紹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故事梗

概，繼而討論奧托與華嚴之神聖意涵的異同，並依此析明善財的宗教體

驗。在大乘佛教中，善財是修學大乘人的榜樣，若有人發菩提心修學大

乘，他的名字就叫做善財。〈入法界品〉描述善財童子深入世界每一角

落，親身體證生命真理，彰顯理論與實踐雙運的重要性。作者以奧托的

神聖觀，對比華嚴法界之圓融無礙，點出了唯有真正領悟神聖的修行實

踐者，才能體認終極神聖融攝光明與黑暗。「聖意的顯發必須是全面性

的」。

最後，本刊另外收錄一篇文獻考察的文章，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

劉顯副教授的田野調查〈敦煌出土《大智度論》寫卷綴合六則〉。宋代

以前，中國的圖書主要以寫本的形式流傳，但由於宋代以前的寫本甚為

罕見，所以一直沒有人對寫本進行系統的研究。直到1900年敦煌藏經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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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寫本資料出土，才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得以系統性深入

研究寫本。但是長時間以來，學者們多致力於敦煌寫本內容的研究，對敦

煌寫本的外觀形態則不甚措意。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學者們才逐漸開

始重視敦煌寫本外部形態的研究，並取得較為豐富的成果。作為敦煌文獻

的一部分，敦煌寫本《大智度論》也是通過寫本的形式來展現的，較之刻

本，它呈現出鮮明的「寫本」文本特徵，寫卷抄寫時間跨度從東晉至晚

唐，其中以南北朝時期寫本居多，較之各種傳世刻本要早數百年，保存了

《大智度論》的早期形態，在紙張和形制、書寫符號、卷品開合、俗字、

行文等方面都有極高的研究和校勘價值。但由於自然脫落、人為撕裂等原

因，很多寫卷斷成數截，分藏於世界各地，造成學術研究的不便。鑒於

此，作者綴合十三個《大智度論》殘卷，並對相關問題做了探討，本文則

針對其中六則進行研究。

幾位學者的論文分別從佛教、基督宗教、東方禪修功夫論、東西方比

較宗教等不同的研究進路，觸及了自我修証與入世關懷的議題。宗教若不

能與時俱進，回應時代的需要，就會有故步自封的危險，然而宗教畢竟不

只是博物館裡的展品，全世界的宗教都正在經歷典範轉移，宗教人未來必

須在修行與入世中取得平衡。基督宗教的「大公主義」、大乘佛教的「菩

薩道」精神都強調「入世」的重要，從「俗世」的利他行動中，來完成

「轉凡成聖」的修行。然而，應避免矯枉過正，在凸顯「入世」的理念時

不宜忽略宗教的整體思想架構，以免模糊了宗教不共的「出世」面向。

我們期待本期收錄的文章能呈現當代宗教學人的反省，也希望更多不

同宗教領域、學術背景的學者，能繼續關注、思索這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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