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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釋放與解脫
──基督教與佛學的文化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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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基督教的釋放與佛學的解脫

失自主性，不能自我主宰，屬於煩惱。要

是兩個不同宗教概念。兩位學者分別從基

消除使，恢復生命自我的主體性，從煩惱

督教與佛學的背景，對這兩個概念的不同

走出來，是謂解脫。這裏對解脫做了個語

含義及其方式，進行了討論。

義分析。

關鍵詞：釋放，解脫，基督教，佛
學。

解除罪、苦與生死
□：基督教的核心是從罪釋放出來。

中華智慧說：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固步自封使進一步接

受知識受阻，還會遮蓋和障礙生命的方向，看不清人生道路，生命不

能提升，佛家叫做「無明」。在無明沒有光明的情況下一切行為，必

然經常撞擊受傷。

消除障與惑

基督教有三個概念：罪、痛苦和生死束縛。
如何理解罪？那是人與永恆的隔絕，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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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是佛家專用名詞，可分為解

處於密室之中走不出去。這是人心選擇和

與脫。解是將結、縛、纏和執鬆綁，把蓋

永恆的神隔絕。罪非實體而是一種狀態，

和障打開，及將惑和使消除，此謂之解。

可定義為完美的虧損。如腎虧一樣，人的靈

而脫是解之後脫開，再不受其捆綁。結、

性原來是好好的，內心有愛，而且追求永

縛、纏和執都是同類詞，是人自己綁著

恆，能和上帝溝通。當失去這種關係，靈性

自己，動彈不得，因而痛苦，這全都是煩

被扭曲，斷了和上帝溝通，只愛自己及執著

惱的別名。執是固步自封，因此需要解開

於世間事物，是一種虧損狀態。基督教稱

它。蓋和障指向前行受阻，亦是煩惱的意

之為偶像化，將那些東西當作神。其實那

思。中華智慧說：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

是有限的東西，可朽壞的事物。斷了與永恆

退；固步自封使進一步接受知識受阻，還

的關係，將可朽壞當作永恆去追求，那是痛

會遮蓋和障礙生命的方向，看不清人生道

苦的根源。那根源來自罪，與上帝隔絕。一

路，生命不能提升，佛家叫做「無明」。

本書說：人有一度牆將自己圍著，勤於參加

無明即看不清前路，看不清世界，處於愚

宗教儀式仍是一度牆。靈性的突破是將牆

昧無知的狀態。在無明沒有光明的情況下

裏空間擴大少許，仍走到不到外邊。在墻

一切行為，必然經常撞擊受傷。這是煩惱

上有個洞，靈修是從洞看到外邊美麗的世

的來源，必須將其打開解脫之，才能看清

界。人其實通過洞可知永恆，但仍是如佛教

世界和人生。「惑」指在心思裏面存在很

所說處於無明，一個隔絕狀態。那無明處

多或者和可能，像處於十字路口，人有太

於黑暗中，誤將金錢名聲當作永恆，是隔絕

多疑惑，不知走那條路，都是一個煩惱。

造成的效果。

佛教有一百二十八種「使」，那是讓你喪

人如迷失的羔羊，海德格爾說在密林

有三世觀，多次生命，一切都講隨緣。有

森林。罪是善的扭曲，因處於隔絕狀態，胡

緣就講，無緣拉倒，不明可等下一世。

求上帝因為承受太多痛苦，如康得所說，正

常樂我淨

因為痛苦而追求永恆，尋求釋放。釋放的

為何要解脫？這是反面地說。因為

典範是道成肉身，顯示仁愛，那是人性的

不解脫，就會煩惱，如結、縛、纏和執鬆

特質。上天顯示仁愛，就是有位格的真理。

綁，蓋和障等。人不斷反複重犯錯誤，經

終極真理是慈悲的，他知道你的苦難，並

常記著仇恨，這不是理論層次，而是生活

且主動來找你。這是基督教強調道成肉身

實踐。為何要解脫？這是存在的感受，讓

的主動性，告訴你可回複原來天性，重建

我們非常不開心。佛教圓滿的生命境界可

與永恆的關係。耶穌與你同行，非為審判

用常、樂、我、淨去概括。常是永永遠

你。通過釘十字架極大的痛楚，讓你感覺

遠；樂是開開心心；我是活出真我的風

苦難。耶穌將人無論如何也脫不掉的苦和

采；淨是正大光明磊落。此是大般涅盤經

罪洗脫掉，使能立即走向永生。基督在十

說的佛性四種美好的德：常、樂、我、

字架上一次過將一切罪全部洗脫，不用輪

淨。外行人常說佛教消極，其實此非大乘

回。這一刻能將隔絕和扭曲全部去除，將

精神。常、樂、我、淨是四個美好特質，

生命獻給上帝，將天國的美好降到人間。耶

不解脫就不能進入此理想狀態。不解脫就

穌釘十字架死而復生，象徵道是永恆的。

喪失自主性，自我污染，陷入痛苦。存在

佛教強調自己能完成解脫過程，不用神的

主義說：物質是本質先於存在，而人卻是

幫助。基督教則強調有個終極的美善，主

存在先於本質。人的本質擁有無限可塑

動找你溝通，幫助你尋找美善，此外亦有很

性，先存在，後創造本質。亦可以說存在

多靈修的方式可達到美善。兩者之別，在佛

先於特質，人可以自由創造自己是個什麼

以真如是待人領悟的緣起真相，基督教以

樣的人，可以行善，可以作惡。一個喪失

真理有慈悲性而能主動溝通。
■：兩大宗教除在最後一點不同外，

自由的人不能創造自己特質，難掌握命

於人生體驗方面有很多相通。很多時解決
問題，無須逼到極點，非要承認有上帝或

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過將一切罪全部洗脫，不用輪回。佛教強

亂行動而招致痛苦，這和佛說接近。人追

調自己能完成解脫過程，不用神的幫助。基督教則強調有個終極的

靠眼前視野，隨便找一些小路，無可能走出

美善，主動找你溝通，幫助你尋找美善，此外亦有很多靈修的方式

人非常積極，傳道和靈修充滿動力。佛教
可達到美善。

中找不到出路。除非有衛星導航，否則單

運，因此人必須要解脫。

釋放是圍牆的溶解

無上帝不可。在此之外還有很多溝通，很

□：釋放是圍牆的溶解。處於自我中

多相似。兩者其實是用著不同的詞彙，

心的圍牆時，認為自己掌握很多知識，也

表達相同的境界。例如說罪不是實體，是

有修養工夫，很了不起。直至在耶穌面前放

與永恆的隔絕狀態。隔絕一詞可和無明相

下一切，完全倒空，明白自己根本什麼也不

通，隔是看不到，等如無明。到最後，基

是，圍牆於是溶解。這時生命像突然間進

督教是有神論，佛教是非神論。非神論只

入永恆的光彩，那是靈性進入一刻的光明

是不談神，並不否認神的存在。釋迦牟尼

境界，謂之釋放。耶穌說八福，是八種困難

很老實，知就知，不知就承認不知。基督

的人生，可通過八種方式化解之。八福非八

教採用東方傳統名詞概念是很好的嘗試，

種分別的狀態，而是八重境界的過程：
1.虛心的人有福。虛心是知道自己不屬

不同是生命觀和時空觀，佛教講輪回指無

靈，要和上帝建立關係，必須虛心，心靈空

限的機會。基督教的生命觀是二世，此世

廓廣大，是體會天國美善之始。經常去教

不悔改，下世就沒有機會。這個生命觀讓

堂崇拜，或做服務人事工，不能算屬靈。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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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國人更容易接受基督精神。還有一點

靈的特質，是長期知道自己不屬靈。認識自

行善而自以為了不起。清心是自我的完全

己的徹底貧乏，倒空自我，是屬靈修養的開

淨化，淨化的靈魂才能見上帝。清心是心

始。這是始入天國的境界。

中不再藏任何野心與顧慮，回歸完全的單

2.哀慟的人有福。哀慟的人時常反省自
己的罪，為自己的罪悲哀。人信耶穌之後仍

純，在上帝面前自如自在，任由上帝雕琢自
己，一無牽挂。

然有很多罪。原罪是指人和上帝的隔絕，

7.使人和睦的人有福。要將和平帶進

救贖解決了原罪，神人和好了，但本罪仍因

世界，只有先行出愛，甚至愛仇敵，才能化

情慾而不斷湧出來，人經常受引誘而犯罪。

解人間苦惱，完成人間和平。最大困難，在

只有以哀慟的心痛悔，才不會重新迷失。保

人可以從靈修化解自己怨憤，但人如何可

持哀慟使人能釋放，不會重新陷入新罪之

以化解的千千萬萬人內心的怨憤呢？人間

中。這是內在淨化境界。

的衝突，來自人與人、人與上帝的隔絕。人

3.溫柔的人有福。人生常因受他人冒

用自我中心的標準，對他人或其他民族論

犯、出賣或陷害而憤怒，憤恨的回憶，像錄

斷，形成衝突與仇恨。耶穌基督先行出愛，

音機那樣不斷重複。只有寬恕害自己的人

無條件的服事，以自己犧牲受苦，去化解

或事，甚至連敵人都寬恕，才能將心底的

全人類的苦毒。使人和睦，須先成為他人

情結去除，心底回複溫柔。這是進入柔和

的僕人，先無條件地愛人，縱使是仇敵，也

謙卑境界。

先去愛他。對一群人、一個民族，先要有學

對人缺乏愛心是一種隔絕狀態，人性中原有惻隱之心，單靠人

努力，在現實會陷入冷漠中，且怕麻煩而不理會別人的困境。當靈

魂生根上帝，自然從上帝裏流出仁愛。

4.饑渴慕義的人有福。當人經歷前面

識去瞭解其內在的歷史文化創傷，用無條

三境界，會有所自滿，在習以為常的宗教活

件愛心去醫治，而不是先去指責其錯誤，

動中，只重教條形式，信仰變成表面化。這

增加其傷害。人要先為自己的苦難感謝，才

時上帝會在人心中退藏於密，要求人擺脫

能醫治自己創傷。而後才可超越自己，經歷

靠宗教感覺而活。人因而不再經歷上帝，

上帝的大愛，由此才能完全寬恕敵人，及犧

形成心靈黑夜，如在曠野。這時唯有單憑

牲自己去愛他人。如此，人就活著像基督，

信心，去堅持在無感覺時仍愛上帝，渴慕

必稱為上帝的兒子。

重新體會上帝的義。信心的堅定前進，漸漸

8.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當人去化解

心靈深處，在超越感覺的內在心靈本體，

人間怨憤時，會遇到一個不相信有美善的

展開一靈性空間，發現上帝自始同在。這內

現實，也遇到自我中心主義(egoism)的人，

在空間使人絕對寧靜，不被現世風浪所動

有道德恐懼症(moral phobia)，他們怕真實

搖。這是深層寧靜境界。

的愛心行動，會戮破其道德相對主義的虛

5.憐恤人的人有福。當人體會上帝在

偽，使他們失去放縱情慾及為所欲為的理

靈魂中的深層寧靜，漸漸與上帝的性情有

據。靈修的最高境界，不單深度經歷上帝，

份，分享上帝的本性，自然就能對人有仁愛

又回到人間行出大愛，且甘願為義(與上帝

憐憫。對人缺乏愛心是一種隔絕狀態，人性

的關係)受逼迫，不怕辱罵、逼迫、捏造壞

中原有惻隱之心，單靠人努力，在現實會陷

話譭謗。受到膚淺、歪曲、惡毒者的批評侮

入冷漠中，且怕麻煩而不理會別人的困境。

辱，是基督徒的光榮，因那是真正將天國

當靈魂生根上帝，自然從上帝流出仁愛。

實踐出來，是真正屬乎上帝的明證。

6.清心的人有福。人因憐恤的愛，在人
間會得大贊譽，自以為很有道德成就。但

金剛經無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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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上帝面前，須完全清心，不帶著自我的

■：明白基督教的釋放是圍牆的溶

成就，以單純清簡的心見神。人不單要克服

解。金剛經有四相說：無我相，無人相，

自己的罪，也須克服自己對善的迷執，不因

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我相是一個點，人

引，道路每走一步，下一步就會出現，而每

動物界眾生，再到壽者，對存在世界的關

一步走下去，原來是一使命的完成。如果沒

懷。圍墻的溶解對應佛家四相的遞進，亦

有指引，人生道路有如此多選擇，那是如羊

和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

走迷，各人偏行己路，一切就只按自然而

樣。很欣賞非屬靈才是屬靈的智慧，金剛

或成或敗，也沒有什麼使命了。

經的邏輯是屬靈者，即非屬靈，是名屬

知、智、行、定

靈；般若即非般若，才是般若。至於哀慟
的人有福了，對應覺悟後處於無明之後，
並非等如是聖人，仍要不斷地修。

隔絕與感通

■：佛教的解脫是如何可能的？有

人活在真理中叫做法身，指真理與我們的人生融合為一，當中

相遞進到立體。從我到人的關懷，從人到

有空宗和有宗的入路。空宗是般若宗，指空掉一切煩惱。有宗即華

經驗是打通與終極的關係，凡事都會得指

嚴宗的入路，強調將生命圓滿的價值完全實現出來。

相是線。發展到眾生相的面，再經無壽者

四個範疇：第一是知識上的，明白道理就
行，第二是智慧，第三是行為，第四是
定，戒──定──慧的定。知識是實用技
術，一般來說，只要有所認識，就不易再

四相的開始。基督教強調人與萬物、人與

犯。智慧層次更高，一切宗教、文化和哲

人，人與自己及人與終極者原有感通關係，

學給人們的認識，是不斤斤計較成敗得

那是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的境界。當人封

失。通過自我反省而得超越，達到終極關

蔽心靈，與終極隔絕，就是所謂原罪狀態。

懷，及眾生平等的大智大慧。解脫如何可

隔絕的心就是心內的圍墻充斥一切偶像

能？因可通過知識智慧，修行和定，堅定

在心中，只有倒空，才能回複感通。人與天

不移而達到。佛教有八萬四千度法門，指

地人的各個隔絕狀態，來自與終極者的隔

解脫的無限可能。佛教的解脫來自何方？

絕，當人見終極者來親臨人間，以自身受極

這和基督教不同，是來自自己。人內在有

大痛苦，除去人的苦罪，人以開放的信心，

本性或最後的根據，謂之人皆有佛性。佛

倒空內在與上帝會面，即消熔隔絕之墻，

性並不抽象，當中有四因：了因佛性、正

回複人天感通通人，通我，通眾生。人單靠

因佛性、生因佛性和緣因佛性，那是成佛

自己修，需時甚長。與終極者當下交往，馬

或解脫的根據。佛性的潛藏狀態叫如來

上打破所有隔絕。對人對事一切關係得以

藏，實現時叫法身。人活在真理中叫做法

打開，開通天地人的立體關係，謂之天國

身，指真理與我們的人生融合為一，真理

降臨。基督教中一念起信，感通上帝與人

從我的驅體和生命顯現出來。當中有空宗

間，是頓悟，若由儀式、研經、思考才信，那

和有宗的入路。空宗是般若宗，指空掉一

是漸悟，從漸悟到頓悟各有精彩。但我的

切煩惱。有宗即華嚴宗的入路，強調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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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佛教四相說，圍墻溶解確是

命圓滿的價值完全實現出來。

單純與清心

□：騎著炮艦來的非基督，那是西方
人。西方文化的基礎是希臘，接著是羅馬帝
國，由亞歷山大到奧古斯都，都自以為其文

騎著炮艦來的非基督，那是西方人。西方文化的基礎是希臘，

接著是羅馬帝國，由亞歷山大到奧古斯都，都自以為其文化比人高，

強逼別人接受他們的觀念，且用推廣其文化，現在的美國亦如是。

□：基督教有個終極慈悲、超越真理

化比人高，強逼別人接受他們的觀念，且

的存在。那是有位格和有情的，會主動來

用武力侵略他國，來推廣其文化，現在的

找你的終極。神有時不將話說清楚，如佛

美國亦如是。西方文化有一個希臘羅馬的

性處於潛藏狀態。馬丁路德指出上帝是有

根源，造成他們的侵略性。不久前埃及牧師

隱藏性，榮耀的上帝以釘十字架之苦向人

戴冕恩(David Demain)，要求西方人對侵

顯示，而耶穌將隱藏的光明在痛苦中顯現

略認罪悔過。他領導八國聯軍所屬國的基

出來。人是上帝的氣所成，本有上帝的氣

督徒，跪下來向中國人認錯。這是所謂「回

(靈性)，能與上帝相通。人因罪而與上帝隔

家運動」(Home Coming)，他也宣布向中國

絕，但當啟示來臨，人神相遇，就是釋放的

人認罪，因為基督教太西方了，回家就是回

時刻。人如何能夠得到這種釋放，那是基

到上帝與耶穌本身，而不是西方的基督教，

督的救贖去除我們的罪時，內在充斥的苦

此運動要將過去一切冤仇都消去。基督徒

罪怨憤及煩惱業障，就一次清洗。但持續

作為僕人要為中國服務，基督精神是要為

的靈性體悟，卻須自覺保持自己的單純，保

中華復興付出努力。對中國過去的失誤無

持赤子之心，一切事功成就非為自己，也不

必要再批評，因那民族過去曾受太多的傷

表示自己了不起，才能保持與上帝溝通。在

痛，在發展中犯錯是正常的。切勿從西方

現世無論別人如何批評，也要保持清心。

觀念來審判中國，相反以僕人的身分幫助

還有徹底委身的精神，當放棄一切委身之

中國人解決問題，建立自己的尊嚴。以投入

後，上帝往往會給予你驚喜。例如在中國，

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角度去宣教及對話，

完全放下固有的觀念，不計前嫌投入中華

中國必會欣然接受基督精神。我曾發表不

復興中，之後屢獲意想不到的奇妙成果。

須依賴西方文化，多靠中華智慧去復興基

將中華智慧套入基督教義之中

督教神學的言論，這個思想令西方神學家
為之驚訝。此外還要吸收中國以外的，非西

■：梁兄作了一條很好的橋樑，很能

方民族的基督教文化。中國基督徒依此精

將中華智慧套入基督教義之中，這樣做容

神，曾到巴勒斯坦感動以巴人走在一起，互

易被中國人接受。這和以前西方人以船堅

相認罪。這實踐了耶穌的教導，使人和睦

炮利的方式，硬要中國人接受基督教完全

的人有福了，天國降臨的意義在於此。

不同。將佛教的慈悲，變成終極的位格，
使得人們信或不信都顯得和平。如此的匯

心解脫、慧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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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讓基督教發展取得很大的空間。佛教

■：簡單來說，佛教解脫方式有四

原是印度的宗教，但能和中華文化匯通接

個層次：心理上、認知上、生理上和生命

軌。中國哲學將佛教文化再發展，成就多

本質上。第一層次，佛教術語有思惑，心

個印度所沒有的新宗派，將佛學水平推得

解脫，心離開貪嗔癡慢疑。第二層次是認

更高。另一方面，佛教無數的名詞概念，

知上，慧解脫，即離開無明，消除知識障

融入中國人的生活中，無法再分開。基督

等等。第三層次是生理上，背棄及捨離慾

教如參考以上的經驗，自能和佛教一樣，

望。最高層次是哲學，從生命本質來說，

在中國取得相激相蕩的成果，讓世界上兩

擺脫生死流轉的十二因緣：有無明行識名

個偉大的文化雙雙得到提升。

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順者陷入生死

八國聯軍向中國認罪

流轉，痛苦的生命。逆觀是明白為何有

行動往往依靠理性，但理性無法找到痛苦

事，都能活出這人生劇本。只要按天國隱

源頭。要明需要有智慧，不要讓輪回不息

密法則，則得人生真正意義，得到釋放。

地主宰生命。破無明就能擺脫輪回，通過
還滅而得到生命的解脫。佛陀在菩提樹下

兩教之別在有無人生劇本

開悟，得十二因緣法。此非要禁慾，而是

■：佛教依然是佛教，基督教依然是

不讓慾念所捆綁。生活是要食和睡的，以

基督教，最後還是信仰的選擇。上帝的劇

幻修真，依此弘揚佛法。但需要對慾望作

本當然是最高的，但佛教依然可以創造自

出超越，擺脫捆綁，不捨不著，是謂智慧

己的人生劇本。

解脫。佛教非常強調真理，通過般若智
慧，免卻世間事物所捆綁，謂之解脫。

將過去的困鎖放在光明下面

□：上帝劇本是萬有之道，人人按上帝
之劇本，天地人就大和諧。但人是自由的，
可以不接受上帝的安排，即使是基督徒也
不一定依上帝的劇本。不過人面對生活，總

□：人的束縛何處來？在心靈成長過

有很多憂慮擔心，不知如何選擇正確的道

程中很多不快經驗形成束縛，人過去的歷

路。如果仰望超越的上帝，會發現自己有

史成為人的監牢。歷史過程的創痛有個人

最恰當的道路，是上帝所指示的使命。這

經歷，亦有國家民族的創痛，這形成心靈

道路是有一方向，但是自己無法完全明白

的困鎖。耶穌基督進入生命之後，一刻間

的，神整體仍是一個奧秘，他的安排無法

將困鎖放在光明下面，釋放一切束縛。信

知悉。人須以信心開放心靈，與上帝維持感

耶穌之後仍然有很多問題，但信之中能解

通，將一切交托給神，自然就走上安排中，

脫歷史過程一切痛苦，好像破除無明一

而事事亨通。基督教雖與儒道境界無衝

樣，放在神的光明照射之上。依靠上帝的

突，但仍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其啟示與救贖

光明，能解開過去一切結。將那些結放在

的特性，否則為何要信基督教？

人因斷了與永恆的連系，失去原始純真。恢複純真後情慾回

規則，只要有信心，無論看似如何不可能的

歸正常，其它事情也回複正常。因此各個文化風俗價值都可肯定，

是無明。無明是沒有光明，即無智慧。人

使其在正位上得以發揮。很多宗教原來是正常的，因迷執及自我無

劇本，行出來即成天國之道。依神的天國
限化而走上邪路。

十二因緣法的無明行，生老死，發覺源頭

耶穌面前，他就在你身邊醫冶創傷。將以
前一切隱藏的罪，將自私貪婪放在上帝的
光照之下得到寬恕。此非用道德去壓制人
慾，而是用光明淨化罪咎，釋放心靈，讓醜
惡得到寬恕。這是第一層次。第二層次是
回複正常的情慾，此是上帝創造的，原是
善的。依此建立正常的家庭生活，回複人
的原始純真的男女真愛。人因斷了與永恆
的連繫，失去原始純真。恢複純真後情慾
回歸正常，其它事情也回複正常。因此各
個文化風俗價值都可肯定，使其在正位上
得以發揮。很多宗教原來是正常的，因迷
執及自我無限化而走上邪路。老子說：正
變邪惡。人性回複原本的美善，與上帝複
歸關係，通過愛能馴伏人間的暴戾，活出
信、望、愛。人找到上帝為人生預備的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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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為奇，善複為妖，描述人將正常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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