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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日佛學班第 1 期（妙雲集選讀） 

我之宗教觀 

釋祖蓮 2006/11/8 

 
 

§1. 序言 

 （p.1，line 3）宗教在人類社會中的重要地位： 

「從世界史去看，沒有一個民族，沒有宗教信仰；從古代到現在，也沒有一個時代， 

沒有宗教。如宗教而沒有深刻的充足的根據，與人類生活沒有密切的關係，宗教是 

決不會如此普遍而悠久的。」 

 

§2. 宗教的意義──自證．化他 

 一、（p.2，line 1）宗教是人類智慧的產物： 

 「宗教是人類的文明根源，是人類知識發展以後所流出，可說是人類智慧的產物。」 

 
 二、人類知識的開發增長──從淺而深： 
  政治：酋長制的部落時代→君主制的帝國時代→民主制的共和時代 
  宗教：多神宗教→一神宗教→無神宗教 
 
 三、（p.3，line 6）「宗教」的定義： 
  宗   直覺的特殊經驗（神秘經驗），如釋尊所證悟的內容。 
      重於行證的 
 
  教   用語言文字表達的，使他人了解、信受、奉行，如佛因教化眾生而說法。 
      重於了解的 
 
 基督教   （宗）在懇切的祈禱中，見上帝或得聖靈等。 
        （教）加以說明宣傳，使人信受。 
 
 四、宗教徒的特殊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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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   經驗→見到耶穌、見到上帝，或上帝賜予聖靈等。 
        由來→懇切而虔誠的祈禱。 
 
 佛教   經驗→修行的證悟，以及禪定的境界，見到佛菩薩的慈光接引等。 
       由來→以真切的信願，經如法修持得來。 

§3. 宗教之本質──人類意欲的表現 

 一、宗教的真實內容（p.5，line 5）： 
 一般的認知→是神與人的關係。 
 依佛法說→是人類在環境中，表現著自己的意欲；而意欲是表現於欲求的對象 

上，經自己意欲的塑刻而神化。 
 ※如祈求適時下雨，或不要淫雨，對於雨有著神妙的直感，進而有神在主宰雨。 
 
 二、人類在宗教中所表現的兩個面向（p.6，line 8）： 
 1. 吐露了自己的黑暗面──佛教：煩惱、業；基督教：罪惡。 
 2. 展現出自己所希望的光明面──「永恆的存在」、「完滿的福樂」、「絕對的自由」、 

「無瑕疵的純潔」。 
 ※宗教所歸信崇仰的，是人類自己意欲的共同傾向。 
 
 三、人類意欲的共同傾向： 
 1. 知識不發達、不充分時，傾向於外界，表現於自然界。 
 2. 知識越進步，表現於人類自身。 
 
 四、神教與佛教的不同點（p.8，line 3）： 
 神教：崇信人類以外的神，以牠為世界的安排者，人類的創造者。 
 佛教：崇信、歸依佛（聲聞等），他們是由人的精進修學而證得最高的境地者。 
  神只是人類自己的客觀化（表現於環境中）。 
  人像神，不是神造人，而是人類自己，照著自己的樣子，理想化、完善化，而 

想像完成的。 
 ※「佛」→是眾生自己心中所要求實現的自己。 
 ※佛教的歸依→「自依止」，依自己的修學，去實現完善的自己。 
 
 五、人類心目中的佛教（p.8，line 13）： 
 佛像   日本：留有日本式的髭鬚。 
       緬甸：人中短，活像緬甸人。 
       中國：如彌勒的雍容肥碩，觀世音菩薩所現出柔和慈忍的女相。 
 
 佛法──隨機異說，同聞異解，經同論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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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人類意欲的表現（p.9，line 8）： 
 1. 不平等而要求平等 
 2. 不自由而希望自由 
 3. 不常而希望永恆 
 4. 不滿愚癡而要求智慧 
 5. 不滿殘酷而要求慈悲 
 ※如實的認識自己，認識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努力於自己的實現。 
 

§4. 宗教之特性──從順．超脫 

 一、宗教信仰的主要來源（p.10，line 8）： 
 1. 自然界的力量：颱風、豪雨、地震、海嘯、大旱、久雨等。 
 2. 社會的關係：社會法制，人事牽纏，貧富壽夭。 
 3. 自己的身心：失眠，性情暴躁。 
 
 二、超脫外力束縛的表現（p.11，line 9）： 
 1. 祈求神的寬宥，祈求神的庇護、援助。 
 2. 祈求另一大力者，折伏造成障礙苦難的神力。 
 3. 以種種物件，種種咒術，種種儀式，種種祭祀，求得一大力者的干涉、保護，或 

增加自己的力量。 
 4. 索性控制那搗亂的力量，或利用那力量。 
 ※這一切，無非為了達成解除苦難、打開束縛，而得超脫自由的目的。 
 
 三、隨著人類知力的進步，神教向外崇拜的可疑點（p.12，line 2）： 
 1. 對於自然界：從自然本身的理解中，加以控制、改善、利用。 
 2. 對於社會的關係：從政治組織、經濟制度等，加以調整。 
 3. 對於自己的身心：透過人類自身的淨化，而達到徹底的超脫。 
 
 四、從信順中趣向超脫（p.12，line 10）： 
 神教：信順神力，在合於神的意旨中，得到神的喜悅、救濟，而實現徹底的超脫。 
 佛教   從順：以佛、僧為模範、為導師。 
       超脫：從真理的解了體驗，道德的實踐中，完成自己的究竟解脫。 
 
 五、宗教的類別： 
  著重於順從的→他力宗教，層次較低，如信神、信上帝、信梵天等。 
  著重於超脫的→自力宗教，層次較高，如佛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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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宗教之層次──多神．一神．梵我．唯心．正覺 

 一、多神教（p.13，line 11）： 
 　忉利天→以帝釋為多神王國的共主。 
 　四王天→以大力鬼王、畜王為首，統攝著一切的鬼靈、妖怪。 
 ※這類天神，自我的貪欲極強，都不是十全十美的。 

二、一神教（p.14，line 11）： 
 　地理：自兜率天以上，一直到初禪的大梵天。 
 　一神者：印度的大梵天王，西方的耶和華。 
 　組織形態：大梵天以下，有著政治形態的天國；大梵天則是獨一無二故名獨梵。 
 　神格：貪欲薄，無瞋恚，但我慢特強，總以為自己最高   常住不變 
                             無始無終 
                             究竟自在 
                             一切的創造者 
                             一切的主宰者 
 ※凡一神教，都充滿了唯我獨尊的排他性。 
 
 　長處：將多神教中，穢惡、迷濫的毛病，一齊淨除，而著重道德與善行，敬虔與 

純潔，充滿了無瞋的慈愛。 
 
 三、梵我教（p.16，line 1）： 
 　地理：第二禪到第四禪的色究竟天。 
 　特性：無神的自我宗教（個己解脫的宗教）；沒有政治形態。 
 　目的：以恢復自我的自由，常住與妙樂之本性──發明「神我」的真智。 
 　方法：修習禪定，即從瑜伽的實修中去解脫自我。 
 　對象：少數玄學者與本體論者。 
 　依佛法說：專著自我（小我、大我）見的宗教。 
 ※這類天國是西方所不大明了的。 
 
 四、自心教（p.16，line 9）： 
 　地理：四空處（空無邊處、識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 
 　特性：沒有政治組織，離開物質世界的唯心狀態（無色界）。 
 　依佛法說：還在三界之內的流轉中。 
 ※這類宗教是西方所不明了的。 
 
 五、人間正覺的宗教──佛教（p.17，line 2）： 
 　特性：以人為本的宗教，實現為人間正覺的宗教，屬自力的宗教。 
 　目的：成佛（人格的圓滿者） 
 　方法：八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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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四類宗教的批判：不離自我的妄執（自性見）。 
 ※由於西方缺少梵我與自心宗教，所以對於佛教的境界是不容易理解的。 
 人間的正覺者（佛陀）： 

即人成佛佛在人間   人佛一如真法界 

因智興悲悲依智導   智悲無礙大菩提 

 
 六、小結： 
    多神教     泛神論 
    一神教     唯神論 
    梵我教     唯我論 
    自心教     唯心論 
       正覺教     無神論 
 
 ※宗教不一定要有神的，佛教是無神的宗教，是正覺的宗教，是自力的宗教，這不 

能以神教的觀念來了解他。 
 

§6. 宗教的類別──自然宗教．社會宗教．自我宗教 

 自然宗教（p.18，line 4）： 
 以自然界的具體事物為信仰的宗教，大體同於多神教。 
 

社會宗教（p.18，line 8）： 
 一、祭祀祖先： 
   中國的祭祖教→祭近不祭遠，只祭祀三代宗親，更遠也不過七代。 
  猶太教、基督教→祭遠不祭近，崇拜耶和華是人類之父──老祖宗。 
 ※祭祖，本為種族繁衍的意欲表現。 
 
 二、神教與社會宗教的關係： 
  　古代的宗教，都是氏族的宗教： 
   猶太教的耶和華→是以色列的上帝，本是以色列的保護神。 
   日本的神教，中國古代的帝王→上帝，炎帝等。 
   印度的婆羅門教 
 
  　中國祭祀教的特性： 
   存有祈求祖先默佑的意義 
   與自然、自我宗教不同 

宗教 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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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宗教（p.20，line 6）： 
 　特性   自我的淨化 
       自我的自由 
 
 　代表人物   印度：釋迦牟尼佛 
         猶太：耶穌 
         阿拉伯：謨罕默德 
 　自我的淨化   　心靈的淨化  　自身的圓滿 
          佛教：法身的悲智莊嚴，色身的相好圓滿。 
          道教：性命雙修 
 
 小結（p.21，line 1）： 
 自然宗教，為人類意欲表現於自然界的，顯示了人類對於自然的態度。 
 社會宗教，為人類意欲表現於社會界的，顯示了人類的社會性。 
 自我宗教，為人類意欲表現於自己身心，顯示了怎樣的傾向於身心淨化，自我完成。 
 
 　若傾向於個人自由與唯心，會逐漸漠視社會的意義，如梵我教與自心教。 
 　佛教的人間性，人間成佛，才從自我宗教的立場，含攝得社會宗教的特性。 
 　佛教是無神論，所以社會觀是平等的、民主的、自由的。 
 　英國式的君主立憲，反映了一神教的社會意義。 
 

§7. 宗教之價值──強化自己．淨化自己 

 一、宗教對於人類的價值： 
 1. 強化自己以勝過困難 
 2. 淨化自己以達成至善的境界 
 
 二、強化自己（p.22，line 1）： 
 A. 從他力到自力的演進： 
  1. 依他力： 
   祭社稷，以希望豐收，田作好。 
    祭天后，以克服風浪的艱險。 
    祭瘟神，以免除瘟疫。 
    祭蝗神，以防制蝗災。 
  ※從宗教的神力中，獲得支持獲得援助，使自己減少障礙，勝過困難。 
 
  2. 神力兼具人為的努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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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真誠的心態來祈禱或持守齋戒 
 
  3. 自力的感召 
 
 B. 宗教所引發人類堅強的力量： 
  1. 古代的戰爭，每以宗教來鼓舞戰士，所向無敵。 
  2. 身體的疾病，以因信而得脫災難。 
  3. 犯錯者，因悔改而不再受環境的牽制，重新做人。 
  4. 對於失望悲哀者，給予安慰，給予創傷的恢復，重新燃起未來的光明。 
 ※宗教，不是鴉片，而是維持生命的必要營養；在營養不良者，特別感到需要而已。 
 
 三、淨化自己（p.23，line 9）： 
   基督教：以懇切的悔改，在耶穌的血中，洗淨了罪惡，得到重生。 
  佛教：從人的內心，不斷的淨除煩惱，糾正不正當的感情、意志與思想。 
 
 四、誠信宗教的動力（p.24，line 6）： 
 1. 認識自己有缺陷 
 2. 經歷了人間的苦難 
 3. 從失望悲哀中，尋找光明的未來。 
 
  基督教：耶穌是為拯救罪人而來。 
  佛教：釋尊是為了眾生有老病死，貪瞋癡病而來。 
 

§8. 宗教理想之實現──永生．無生．新生 

 一、宗教的獨特內容（p.25，line 1）： 
 1. 以自由、平等、福樂、慈悲為理想。 
 2. 以永恆的生存為基礎，而實現自由、平等、福樂等的理想。 
 3. 科學無論怎樣的進步，也不能滿足或實現人類的最高理想──「生之永恆」。 
 
 二、宗教對於「生」的看法與主張（p.25，line 13）： 
 A. 長生、永生： 
  道教：長生；但若沒有親屬，沒有資財，多災多難，長壽有何用？ 
  基督教：生天國得永生；墮地獄何不是永生？ 
 
 B. 無生（新生）： 
  1. 生死輪迴從來就是延續的、永久的，是不需要希求而必然如此的。 
  2. 永續的生命，有著本質上的缺陷、障礙、不自由，包含著苦痛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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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生死的延續，是由惑造業而來的，一切根源於內心存在的錯亂──無明。 
  4. 佛教說無生，是徹底否定那充滿苦痛不自在的情本的雜染生，實現為無限安 

樂、自在的智本的清淨生，使自己的身心，起一種質的變化：從情識中心，而 
轉為智慧中心的。 

  5. 這樣的無生（新生），要在現前去實現，並非一切都寄託在死後的未來。 
 
 
 
 三、身心淨化的實現： 
      唯有重生才能得救；重生者才是將來天國的永生者。 
      依著深切的信仰，徹底的悔改，從禱告中引發內心的特殊經驗，感受 

到神的恩典，完成人格的改造。 
 
      在受戒時、入定時、慧證時，都可以引起、得到淨化身心的經驗。 
      從不斷的新生中，從淺而深的，完成最高的人生理想。 
 
  殘忍化而為慈悲 
  愚癡化而為智慧 
  怯懦化而為勇猛 
  矛盾與動亂，化而為和諧安寧。 
 
 四、永生與無生的真義： 
 錯誤的理解： 
   說永生：容易誤會為現有生命的永續，或變質為庸俗的功利的天國享樂者。 
  說無生：誤解為毀棄人生。 
 
 真實的意義： 
  從現實生存的不斷新生中，以進達究竟圓滿，才是永生與無生的真義，也就是宗 

教最高理想的實現。 
 
 五、結語： 
 自我宗教的定義：是人類自己意欲的表現──自己的要求新生。 
 學佛者應有的認知：雖有他力的加被、拯救，而實是自力自救。 
 宗教得以普及與成長的原由   宗教是人類智慧的產物 
                 宗教是人類理想的特殊表現 
 

 ※「我從佛法來研究，認為佛法是宗教，但是宗教中的最高宗教，而不能以神教的 

基督教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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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光去看他。希望宗教同人，對宗教有確實的信解，從本身的充實淨化做起。惟 

有人類自身的新生淨化，才是宗教的真實意義；才能促成社會的真正進步，實現 

宇宙的莊嚴清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