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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思想史走至有宋一代，佛教歷經漢而唐近千年的傳播，其與本土主
要思想流派儒學與道家道教相磨、激蕩而融合，已然成為中國思想文化主要資
源之一。然而，對於中土儒學、道教而言，佛教畢竟屬於「外來客」，何況佛
教儀規、教義、價值均與本土思想、特別是儒家思想有著較大的出入甚至是對
立，因而對於以「繼往聖之絕學」為己任的宋代儒士言，佛教是不可回避的話
題。那麼，宋代儒士是怎樣解讀佛教的呢？這種解讀在方法上有哪些值得注意
的經驗和教訓呢？佛教內容大致可分為佛傳（佛教傳播歷史）、佛經、教理三
個部分。我們即由此三個方面考察宋代儒士對佛教的解讀。  

一、對佛教傳播歷史的解讀 

  佛教何時、因什麼原因傳入中國？佛教在中國傳播的特徵及影響如何，一
直是困擾著歷代佛學研究者的難題。那麼，宋代儒士是如何回答這一難題的
呢？ 

釋氏東行，乘風禦雹，山聞海驚。言善言惡，知死知生。天人之好，地獄之暴，
有作斯報。1 

孟子沒，吾道不得其傳。而老氏之學興於周末，盛於漢，迨晉而衰矣。老氏衰而
佛氏之學出焉。佛氏始於梁達磨，盛於唐，至今而衰矣。2 

釋氏生西竺，漢明帝始求事之，老氏生周末，西漢竇後始好尚之，自晉梁以及於

                                                   
1  《太平院浴室記》，《李覯集》第 267 頁，中華書局 1981 年。 
2  《語錄下》，《陸九淵集》卷三十五，第 473 頁，中華書局 19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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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其教顯行，韓公力排斥之，然後大道得不泯絕，有識之士謂洪水之害，害於
人身，邪說之害，害於人心，身之害為易見，尚可避者，心之害為難知，溺其說
者，形存而生亡矣，自非智識高明，熟知其害而務去之乎？3 

第一段資料來自李覯。李覯將佛教的傳入喻為「乘風禦雹，山聞海驚」，而佛
教之能長驅直入，在其以知善知惡、知生知死、輪迴報應之智慧開道。李覯重
在對佛教傳入狀況的描述。第二段資料來自陸象山。象山則把佛教的傳入歸於
儒學的式微、老學的沒落，而佛教在中國歷經的是興於南梁、盛於唐、至宋而
衰的歷史。象山重在對佛教傳入原因的解釋。第三段資料來自朱熹。在朱熹看
來，佛教的傳入乃是因為漢明帝求事佛法，佛教自晉梁至唐時期，顯行於世，
由於韓愈的排佛，儒學才不至絕滅，佛教如洪水如邪說，必須排斥。朱子重在
對佛教傳入所致危害的揭露。 
  在中國佛教史上，關於佛教傳播的歷史有多種說法，而在佛教史上引介最
多、也最為大多數人接受的意見是漢明帝釋夢求佛之說。《高僧傳》中記載
是： 

漢永平中，明皇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奉答：「臣
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為然，即遣郎中蔡愔、
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乃要還漢地。騰誓
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
處之，漢地有沙門之始也。4 

此說最早見於範曄《後漢書》，後又有牟子《理惑論》鼓脹。將此說與宋代儒
士之說相較，則容易看出：第一，宋代儒士對佛教傳入中國的過程之解讀比較
平面化，沿襲傳統的觀點，沒有創造；第二，宋代儒士很在意佛教給中國思想
文化帶來的危害；第三，對佛教的態度比較敵視比較消極。  

二、對佛經的解讀 

  在宋代儒士中，沒有不對佛經産生濃厚興趣的，如象山稱其《維摩》、
《圓覺》常讀之；朱熹則在參加科舉考試時所帶行李包中僅有一本宗杲語錄。

                                                   
3  《鄭公藝圃折衷》，《朱子大全》卷七十二。 
4  （梁）慧皎：（《高僧傳》第 1 頁，中華書局 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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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儒士大都出入佛教十餘年甚至幾十年，佛經成了他們必備的讀物。那麼，
宋代儒士是如何解讀佛經的呢？  

諸部佛經，華藻燦爛，豈西域之文宜有所助焉者也？今之釋氏乞言於文士者，亦
將借助矣乎？文士不必有古人之才，足以埤釋；就令有之，而民耳目日異矣，庸
可行哉？5 

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古書，余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6 

佛書多有後人添入。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但此經都有添入者。7 

《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便是，其餘增益附會者爾。8 

《圓覺經》只有前兩三卷好，後面便只是無說，後強添。9 

《楞嚴經》本只是咒語。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咒語想亦淺近，但其徒恐譯
出，則人易之，故不譯。所以有咒者，蓋浮屠居深山中，有鬼神蛇獸為害，故作
咒以禁之。緣他心靈，故能知其性情，制馭得他。咒全是想法。西域入誦咒如叱
喝，又為雄毅之狀，故能禁伏鬼神，亦如巫者作法相似。10 

《楞嚴經》只是強立一兩個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11 

第一段資料出自李覯。李覯以為佛教語詞華麗燦爛，都得益於中國文人的附
益、修飾。側重談佛經文字語言之色質。後六段資料全部來自朱熹。在朱熹看
來，《四十二章經》是傳入中國最早的佛經，但卻是經由中國文人潤色而成；

《楞嚴經》本來是咒語，此咒語過於淺近易懂，而且是用於禁拒鬼神、蛇獸之
害，因而《楞嚴經》內容淺陋、重復，所立思想貧乏。《圓覺經》則只有前兩
三卷好，後面內容皆為人添加，而且十分鄙陋。這些看法，我們可配合其他資
料分析。 
  首先關於《四十二章經》，呂徵先生經過長年的考證研究，有這樣的結
論：「《四十二章經》不是最初傳來的佛經，更不是直接的譯本，而是一種經
抄。抄的時代還相當遲。」12 關於《楞嚴經》的內容。《楞嚴經》分序分、

                                                   
5  《承天院羅漢閣記》，《李覯集》第 264 頁。 
6  《釋氏》，《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六，第 2719 頁，嶽麓書社 1997 年。 
7  《釋氏》，《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六，第 2729 頁。 
8  《釋氏》，《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六，第 2716 頁。 
9  《釋氏》，《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六，第 2732 頁。 
10  《釋氏》，《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六，第 2732 頁。 
11  《釋氏》，《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六，第 2716 頁。 
12  呂徵《中國佛學源流略講》第 21 頁，中華書局 1979 年。 



．42． 兩岸佛教學術研究現況與教育發展研討會論文 

正宗分、流通分三部分，序分講本經說緣起；正宗分闡述世間萬物即菩提妙明
之心，心精遍圓，含裏十方，眾生不知性淨妙體，提倡修禪，以破種種「顛
倒」之見；流通分講述此經永流後世，利益眾生。關於《圓覺經》。《圓覺
經》主要內容是說「十方眾生，圓覺清淨」，只因「恩愛貪欲」和「妄念」才
流轉生死，主張捨棄一切情欲，破除一切迷誤，「於清淨心，便得開悟」。將
這些內容與宋代儒士之說相較，則不難推論：第一，宋代儒士極鄙視佛經，視
佛經內容為不健康，佛教的文字、內容、思想結構雜蕪混亂；佛經皆為中國文
人刪改、增補和潤色而成。第二，宋代儒士對佛經的認知極為浮淺，比較熱衷
於在表面上對佛教評頭論足。 

三、對佛教學說的解讀 

  宋代儒士對佛教教義學說也有較濃的興趣，特別是佛家「空幻」本體說、
作用是性說、輪回報應說、出家離世說等，宋代儒士都給予了相當的關注。那
麼，宋代儒士對這些學說的理解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呢？  
  （一）、「世界為幻妄」說。「世界為幻」是佛教的一個基本觀念，如

《金剛經》雲：「一切有為法，如夢如幻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如
《心經》雲：「五蘊皆空」。宋代儒士是如何理解這一觀念的呢？  

天文地理，皆因明而知之，非明而皆幽也，此所以知幽明之故。萬物相見乎離，
非離不相見也。見者由明，而不見者非無物也，乃是天之至處。彼異學則皆歸之
空寂，蓋徒知乎明而已，不察夫幽，所見一邊耳。13 

為釋氏者，以成壞為無常，是獨不知常乃所以為常也。今夫人生百年者常也，一
有百年而不死者，是非所謂常也。釋氏推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天地為妄，何
其陋也。14 

釋氏則以天地為幻妄，以四大為假合，則是全無也。15 

張載認為佛家之學見明不見幽，不知道「幽」乃物存在的一種形式，故視萬物
為空寂。二程則認為，佛家以成壞為無常，因不明成壞乃事物之常道，而視萬
物為幻妄。朱熹則指佛家「天地為幻妄」觀念即是以水、火、風、土之假合不

                                                   
13  《橫渠易說·系辭上》，《張載集》，第 182 頁，中華書局 1978 年。 
14  《河南程氏外書》卷第七，《二程集》第二冊，第 394 頁。 
15  《釋氏》，《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六，第 271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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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故是「全無」。可見，宋儒大都將佛教「世界為幻」說解讀成「空無一
物」的消極之論。 
  那麼，佛家以世界為幻妄的觀念是否如此簡單？其一，從本體論角度看，
一般而論，佛家本體論有四種類型，即業感緣起、賴耶緣起、如來藏緣起和法
界緣起。業感緣起言惑、業、苦三者展轉而因果相續；賴耶緣起言宇宙萬有，
有情無情，皆由識體變現而來；如來藏緣起言一切眾生煩惱心中，具足無量邊
不可思議無漏清淨之業；法界緣起言一法成一切法，以一切法成一法。所以，
不能簡單地謂佛氏本體論為「空無一切」。其二，從方法論論角度看，佛家之
學並沒有放棄本體存在化的努力，華嚴法界說，天臺一心三觀說，禪宗參話
頭、公案等都可視為佛學本體存在化表現或努力。而戒、定、慧三學則是佛教
本體存在化的主要途徑。因此，在佛教中，本體與現象並非相離為二的，因而
佛氏本體論並非如宋儒言「一切向歸空寂去」。而宋儒所批評佛氏之「空」乃

「斷滅空」，「斷滅空」即「執世間法皆悉斷滅無常」，佛家謂之「斷見」，
被視為「外道」。故宋儒的批評有「無的放矢」之嫌。其三，從境界論角度
看，佛教本體乃實相，即無相無不相，無相者，真空，真諦，無不相者，妙
有，俗諦，因而佛家所謂幻妄，所謂虛空乃是一種無所著、無所系的境界。正
如《圓覺經》所雲：「當知虛空，非是暫有，亦非暫無」。故不能言佛家之學
概為「空」也。 
  （二）、「作用是性」說。「作用是性」是佛家心性論，尤其是禪宗心性
論的基本觀念之一。但宋代儒士一方面概指佛教心性論為「作用是性」，另一
方面對「作用是性」說痛加批評。  

釋氏之所以陷為小人者，以其待天下萬物之恒為一，猶告子『生之謂性』。今之言
性者，汙漫無所執守，所以臨事不精。16 

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元不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貌，
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明、
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只認那能視、能聽、能思、能動底，便是性。17 

第一段資料來自張載。張載認為佛家言性好比告子，主「生之謂性」，既謂生
之謂性，那麼所有行為皆因是「性」而獲得肯定，故可能導致言行上肆無忌

                                                   
16  《張子語錄·語錄中》，《張載集》第 324 頁。 
17  《釋氏》，《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六，第 27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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憚，處事上漫不經心。第二段資料來自朱熹。在朱熹看來，佛家言作用是
「性」，本質上就是指視、聽、思、動為「性」，既然以視、聽、言、動為
「性」，那麼視、聽、言、動則可能因是「性」而毫無節制。概而言之，宋儒
認為「作用是性」說會産生如下消極現象：第一，導致「性」為空理，遺棄仁
義禮智諸般德性；第二，導致人的行為恣意妄為，不理是非；第三，導致不能
知「性」，養「性」，放棄修持；第四，導致形下形上混淆，等形上形下為一
體。那麼，宋儒的這種批評是否符合「作用是性」說的本來意義呢？首先，宋
儒所指者，謂禪門有凡六根之所接，至一語默一動息，無不見得此性。而關於
作用是性的最明確記載是《景德傳燈錄》中的一段話：「問曰：『何者是
佛 ？ 』答 曰： 『見 性是 佛… … 』王 曰： 『性在 何 處？ 』答 曰： 『性 在 作
用。』……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
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
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喚作精魂。』」18 用宗密的話來解釋便是：「起心動
念，彈指、聲咳、揚眉，固所作所為，皆是佛性，全體之用，更無第二主
宰。」19 「作用是性」即言性由作用去表現，即本體由現象去表現。如此將
性體訴諸作用的觀點，由本體現象關係看，沒有問題。其次，「性」即作用，
意味著人以視、聽、言、動為性，換言之，人之言行等由規定為性而得到保護
和肯定，因而對佛教而言，於其解脫說頗有張目之功，由俗人而言，於其自由
之追求也多有嘉惠也。第三，性之在作用，即坐臥即是道，平常心即是道心，
因而它關注到了世俗生活的重要性，而不是相反。可見，宋儒於佛家「作用是
性」說之分析多有誤解、多於片面之處。 
  （三）、「生死輪回」說。「生死輪回」是佛教基本學說之一，在佛教思
想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佛教處理生死之相的一種智慧。佛教「生死輪回」
與中國古代因果報應說有相似之處，20 宋代儒士是怎樣理解佛家「生死輪
回」的呢？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迴圈，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見，可
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捨，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無，彼所謂道。惑者指
遊魂為變為輪回，未之思也。21 

                                                   
18  《景德傳燈錄》卷三，《大藏經》第 51 卷，第 218 頁。 
19  《續藏經》第 1 輯，第 14 套，第 3 冊，第 279 頁。 
20  參見拙作《慧遠報應思想及其文化意蘊》，《禪學研究》2002 年 12 月，江蘇古籍出版社。 
21  《正蒙·乾稱》，《張載集》第 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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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有『奪胎』之說，也如何見得？只是在理無此。22 

釋氏以人生天地間，有生死、有輪回，有煩惱，以為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
得道明悟者，則知本無生死，本無輪回，本無煩惱。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如
兄所謂菩薩發心者，亦只為此一大事。其教之所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23 

第一段資料來自張載。張載認為世界萬物皆為「氣」，鬼神遊魂亦皆「氣」，
「氣」有聚散，「氣」是實，乃物之常道，非是遊魂離體而存在，故無所謂
「輪回」。第二段資料來自朱熹。朱熹明言輪回之說乃無稽之談。第三段資料
來自陸象山。陸象山則認為超脫生死正是執著生死，因而佛家「生死輪回」說
暴露了其自私的品質。可見，宋儒一般將佛家「生死輪回」說解讀為荒誕不經
的鬼神迷信、執著一己生死而自私的觀念。那麼，佛家「生死輪回」說是否真
如宋儒所言呢？據佛教教義，佛家立生死輪回說，緣於眾生對生死的執迷，緣
於眾生不悟生死之真諦，故有煩惱，即我執，有知障，即法執，佛家立「生死
輪回」說即要破我則、法則，以濟度沈淪於生死之海中的眾生，故不能以自
私、自利言之也。輪回即「三界六道」，如果迷「我」與「法」，則有生死輪
回，如能悟「我」與「法」，則能脫離生死輪回，則能成就佛道。總之，佛家
是「但願眾生離得苦海，不為自己求安樂」，何能以「一生便利」汙之？由此
可見，宋代儒士根本就沒有弄清楚佛理之所在，故滋生此種常識性錯誤。 
  （四）、「出家離世」說。佛教基本主張是出家，因為佛教認為塵世人生
都是不真實的，而且會污染人的靈魂，只有遁迹山林以靜心修煉，方可洗刷心
靈中的污垢、邪念，以期成佛。但宋儒卻認為佛教不僅不講倫理，反而破害倫
理。 

其術大概且是絕倫類，世上不容有此理。又其言待要出世，出那裏去？又其迹須
要出家，然則家者，不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處此等事，皆以為寄寓，故
其為忠孝仁義者，皆以為不得已爾。24 

佛氏以絕滅為事，亦可謂之『夭壽不二』，然『修身以俟』一段，全不曾理會，所
以做底事皆無頭腦，無君無父，亂人之大倫。25 

                                                   
22  《釋氏》，《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二十六，第 2736 頁。 
23  《書·與王順伯》，《陸九淵集》卷二，第 17 頁。 
24  《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上），《二程集》第一冊，第 24 頁。 
25  《孟子十》，《朱子語類》卷第六十，第 12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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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資料來自二程。二程認為，佛家要出家，而家不就是君臣、父子、夫
婦、兄弟嗎？因此，佛教教義基本主張就是絕倫類，去道德的。因而出家便意
味著拋棄人倫物理。第二段資料來自朱熹。朱熹認為，佛家於修身處全不在
意，呵祖罵佛，為所欲為，目無君父，行無禮儀，人倫之序因是而亂。那麼，
出家離世真的意味著佛家之學無倫理可言？佛經中的內容是最有說服力的：

《四十二章經》中有「大孝」之說——「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親矣；二
親最神也。」26 《圓覺經》中有濟世救群之倫理——「末世眾生，見如是
人，應當供養，不惜生命。」27 《長阿含經》中有夫婦之倫理——「夫之敬
妻，亦有五事。雲何為五？一者相待以禮。二者威嚴不闕，三者衣食隨時。四
者莊嚴以時。五者委付家內。」28 《無量壽經》中有兄弟之倫理——「世間
人民父子兄弟夫婦，家室中外親屬，當相敬愛，無相憎嫉，有無相通，無得貪
惜，言色常和，莫相違戾。」29 等等。事實上，在《四十二章經》、《長阿
含經》、《無量首經》等佛教經籍中，有著涉及族群關係、人人關係、血親關
係等方面的豐富的倫理原則和道德規範，況且，佛家慈悲為懷，普度眾生，也
是大大的倫理也，何言佛家無倫理？以佛家學說之本義較之宋儒之理解，我們
可推論：第一，宋儒於佛家學說大多淺嘗一止，根本就沒有觸及到佛教學說之
真諦；第二，宋儒解讀佛教概以儒學為准，佛教只不過是被批評的物件；第
三，宋儒對佛家學說持輕慢、敵視之態度  ，將佛教教義與俗世中消極、不健
康的思想、觀念隨意等同。 
  可見，宋代儒士對佛傳、佛經、佛理等方面都有所識見，有些識見也不乏
真理性，但總的估計，宋儒對佛傳、佛經、佛理皆存有太多誤解之處。如下，
我們由方法上去尋找這種誤解的因緣。  

比較方法的偏狹性 

宋代儒士在認知、理解、評價佛教過程中，普遍應用了比較方法，比較
的座標是他們熟悉的，也是他們為人處事立學以為准的儒學。本來，比較方法
的應用，有助於發現被比較物件彼此間的異同、優劣，從而尋找對策達到最優
的組合。但在宋儒以儒學為座標的比較行為中，處處貶抑佛教，將佛教批得一
無是處，從而使是比較方法的目的沒能真正得到實現。比如，絕大多數宋代儒

                                                   
26  《四十二章經》，《大藏經》第十七卷，經集部四，第 722 頁。 
27  《圓覺經》，黃夏年主編《精選佛經譯注》第 291 頁，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28  《長阿含經》，《大藏經》第一卷，阿含部上，第 71 頁。 
29  《無量壽經》，《大藏經》第十二卷，寶積部下，第 2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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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將佛教「世界為幻妄」的本體觀解讀為「空寂」、「無用」，而「世界為幻
妄」並非直言世界是「空」是「無」，而是用於描述宇宙萬物「相而非相、非
相而相」的狀態。顯然，宋儒之所以如此解釋「世事為幻」，其根源在於儒家
經世致用之道。這樣就使得本來以平等為特徵的比較方法，走至偏狹。  

綜合方法的鬆散性 

宋代儒士認知、理解、評價佛教的範圍極為寬泛，由佛傳歷史到佛經內
容，由佛教教義到佛教學說，無不觸及。大量的資料涉獵是符合綜合方法要求
的，也是有利於積極成果獲得的，但由於宋代儒士對佛教的接觸畢竟有限，其
綜合方法是一種缺乏嚴整性的綜合法，即宋代儒士對一部佛經或佛教學說是一
種泛泛的解讀，既無考證，也無分析，更沒有對佛經、佛法、佛律及佛教宗旨
做綜合的考量。而周叔迦先生在談到佛教研究方法時曾指出：「般若為三世佛
母，如來一切功德皆從般若生。是故研究佛教，必須先興般若之觀照。行人先
讀法華，知佛教之用意，便能立志。次讀大乘律，知佛教之行事，便能勵行。
其後便當讀般若，然後能遍讀群經，得有正確之認識。」30 宋儒的綜合顯然
不是如此有次策的綜合，因而他們關於佛教認知、理解必然表現出鬆馳性和零
散性，故出現對佛教誤解也是必然的。  

理性方法的臆斷性 

宋代儒士在認知、理解佛教方面，不能說毫無理性，甚至說頗富理性。
如張載對佛教的批判，出於完全的自覺；朱熹對佛教認知和評價，也是很自覺
很「理性」的。但情緒化也極為明顯。宋代儒士往往基於對儒學的既有好感和
對佛教既有的排斥心態，對佛教認知情緒化，使認識不全面；理解情緒化，使
理解不到位；評價情緒化，使評價不客觀公正。比如，在佛教對中國思想文化
的影響上，就不能較理智地承認佛教的長處和價值，不能同情地去理解佛教存
在的意義。正如二程所說：「所謂迹者，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
其道，則吾不知也。」31 以「迹」代替佛教的一切，不知其道卻妄加評論，
如此武斷的做法何能對佛教産生正確的認識？  

                                                   
30  《周叔迦佛學論著集》（下集）第 813 頁。 
31  《河南程氏遺書》卷第四，《二程集》第一冊，第 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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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方法的隔離性 

宋代儒士不能說沒有人文關懷，其天理學說之建構，其心性理念之發
揮，其仁愛理想之實踐，無不體現出一種人文關懷，對孔孟學說的弘揚尤為體
現其人文體驗。但宋儒對佛教缺乏認同，很少站在佛教、禪宗的立場去看佛
教，去認同佛教、接納佛教。他們對佛教認知、理解和評價，基本上都是從

「實用」出發。比如將佛家「終日吃飯，不曾咬破一粒米，終日穿衣，不曾挂
著一條絲」之說簡單地解讀為「空無一切」的混話，而「終日吃飯不曾咬破一
粒米」的人文意義根本就在他們視野之外。可見，宋儒純粹是用實際的功用或
俗世的生活常識去衡量佛教關於世事的觀念。因此，這種誤讀的本質是用日常
生活來要求佛教義理，用俗諦要求真諦，用分別知要求般若知，用科學道德要
求宗教哲學。32 從而使他們關於佛教的理解離佛教本義逾來逾遠。按照狄爾
泰的主張，研究人類精神現象的主體必須遵循三個步驟：第一是原主演者（如
禪者）的內在體驗；第二是內在體驗的意義表現（如公案）；第三是研究主體

（詮釋者）對於原有內在體驗的瞭解。33 而宋代儒士對佛教的認識、理解、
把握，離此要求似乎還很遙遠。  

                                                   
32  傅偉勳《從西方哲學到禪佛教》第 313~314 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89 年。 
33  傅偉勳《從西方哲學到禪佛教》第 313~314 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89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