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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找尋世界背後的真實定律是印度宗教哲學家們的共通思維，對此釋迦牟尼佛如何承接

與創新？本文以釐清《阿含經》「厭離」之意義及思想，做為佛陀對此之回應。經由版本

比對、訓詁、分析、歸納等等之研究方法，得知《阿含經》之「厭離」蘊藏三種意義： 

第一、「出離的情緒」（巴 samvega）：面臨無常狀況而突然慌張、恐懼，急欲找尋安

穩之歸依處，這可說是「宗教心」或是「厭離心」、「出離心」，是發現世界不完美而希望

探求真實，轉迷成悟之起始點。 

第二、「對治煩惱」：依教奉行後，以戒律作為行為與思想依據，身心若破戒、違法，

立刻覺知，並以所學之方法使之止息，使身心回歸平靜。 

第三、「中立的情緒」（巴 nibbidā）：奉行戒律、修持禪定而生起如實知見，於身心如

實知見諸行無常，確認身心非「我」（巴 atta），對身心變化一視同仁，保持「中立的情緒」。

修行至此，可謂見到世界真實定律：「見法」，因此而為「入流者」、「智慧者」、「解脫者」。 

此外，四禪之「捨」（巴 upekkhā）與「厭離」（巴 nibbidā）同為如實知見生起，故為

性質相同之情緒，為涅槃前之階段，然而「慧解脫」生起之「厭離」（巴 nibbidā）可能是

當時之新興法門，故道次第中以「厭離」為此二者之代表。 

上述三種「厭離」在《大般若經》各有轉化，第一種衍生為菩提心；第二種可與「厭

離此土，求生他方淨土」之思想做一比對；第三種則轉化成「平等」、「無分別」之觀念。 

可知佛陀以戒、定、慧滅除現象世界對人的擾亂，找到世界背後的秩序，安住於平穩

的知、情、意當中。對現代人而言，佛法修行有助情緒穩定，可運用現代媒體達到與需要

大眾接觸的目的，再運用簡易的法門傳達穩定身心的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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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論文的主角雖然只是「厭離」這個詞，但是文中的研究，發展頗多

的面向：有佛法的義理、修行的實證，也有歷史的討論，也釐清不同問題所

使用的研究方法。以版本比對法說明該語詞意義；以經文歸納分析說明果德；

以經文與學界研究成果共同佐證作者的研究成果。更值得一提的是本文雖僅

起始於一個語詞語義的辨析，後來擴而涉及佛法修證的起點、過程與修行成

就的要旨，證明了「厭離」是佛教思想中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自古以來，國人多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應為之事，

對於佛家出世避俗的生活方式，多採取不諒解的態度，「厭離」這個詞，看來

似乎有「厭世」的意味，但是透過本文的研究，很清楚地說明佛法所厭離的

對象，不是世俗與社會，而是受到外在環境的牽動，於心中產生的「煩惱」。

佛法的修行，就是透過一段時間的訓練，使「心隨境轉」的凡夫，成為「境

隨心轉」的聖者。若能達到這樣的狀態，則世俗與出世就變得沒有差別。因

此出世是為了尋找一個不受困擾的時空，進行身心的集訓，便於入世而不受

世俗煩惱之累。事實上，各行各業在成就之前，都需要一段時間進行專注而

紮實的基礎訓練，才能「出師」。這樣看來，專修的佛教徒採取出家之路，練

習各種對治煩惱的方法，就不會那樣地與眾不同了！ 
值得一提的是佛教以「談心」為主，透過各種觀察的方法、實修法門使

心變得更健全，它與現代科學中的心理諮商或療癒的目的是一樣的。因此佛

陀可稱為是一位臨床心理師，他療癒了自己，同時將這套療癒的方法教授給

他的跟隨者，使大家都能夠自我療癒。目前在精神醫學界的輔助治療方法：

正念減壓療法，即是這套方法轉化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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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雲凱相識的經過是我在台大住院，剛開完刀，躺在病床上，雲凱前來

探望，希望我提供他撰寫論文的技巧，後來我病癒出院，也時常和他討論論

文撰寫的進度，最後看他完成，終於集結成冊並以高分通過博士口考。他要

我為他的論文出版作序，讓我與有榮焉！ 

 
教末 江萬里   於 2013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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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大慈大悲、普渡有情、自利利人的菩薩精神頗具有積極、正面的思

維，此乃為人所熟知者。而佛教亦有「厭離」的思想，往往為人所忽視，甚

或誤解為消極、負面的思維。前後二者似乎互相矛盾、排斥，實則不然。佛

法思想浩瀚無涯，其「宇宙觀」有「三界六道」、「三千大千世界」、「十法界

觀」，溯其本體乃是「一真法界」，但都不出一心。若能回歸於一真法界，乃

能見本來面目矣。故從世俗之眼光視之，佛教的「厭離」觀，乃是消極、逃

避的思想。但從佛教的法界觀言之，則「三界六道」中，不僅欲界要「厭離」，

即使「色界（四禪天）」、「無色界（四空天）」都在「厭離」之列。其中有所

謂「三有」、「廿五有」，都不可執取。執之則有我執，有分段生死之苦。三

界有情所以不能出離者，就因沾戀與執取故。因此「厭離」為佛法的基本觀

念，故先從「三界六道」的厭離，而有所謂「欣厭俱足」語，「欣」是欣佛

道，而「厭」是厭世法。故出離世間，乃是初修者的第一步，也是《阿含經》

的思想精華所在。既出了三界，還有所謂聲聞、緣覺、菩薩三法界，尚有法

執、變易生死，都必當厭離。《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蓋因

凡有相，就有執著，有執著，便被綑縛而不得解脫。修學菩薩道行者，行六

度與萬行，要在悲智雙運。所謂：「是雖行於慈，而於諸眾生無所愛戀；雖

行於悲，而於諸眾生無所取著；雖行於喜，而觀苦眾生心常哀愍；是雖行於

捨，而不廢捨利益他事。」則是從厭離「有」，到厭離「空」，乃至無可厭、

無可離，所謂「不取不捨」、「無智亦無得」乃是「第一義悉檀」，是為「中

道第一義諦」乃得「一真法界」，徹悟宇宙人生真理，本來面目自現。 
佛法東傳，藉漢譯流佈中國；歷代譯師高僧，灑甘露，施法雨。千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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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語言隨時空變易，國人對佛典理解日益疏闊。故今研讀佛典者，必參考

先賢祖師之著述，廣收博採，考證不辭其繁，而約取務求精實，乃得如實體

會經義。吾漢傳佛教走向現代化，不可固步自封。除奠基於既有之傳統佛教

的基石上，亦宜借助近代研究學術的成果與方式，以自調整與補充養分（但

不變其本質）。雲凱本論文之主題「厭離」思想，乃藉由探討中文詞義與巴利

語語源為基礎，深入漢巴版本之經文比對，以了知經典中意味多重的語詞。

並以經中實義說明「厭離」思想，其與佛法修行轉染成淨之過程息息相關，

借以彰顯佛法的實質內蘊，為達到身心清淨之境，闡釋佛法所厭棄者，為無

明煩惱而非世俗人間。茲篇從《阿含經》為基礎，又以現代學術研究方法探

討之。所謂「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這是篇從小向大處看的文章，在

學術先建立深厚的基礎，也在實修的理論上紮下穩固的根基。故是篇非僅係

純學術之論著，也是修行之入手法要。可謂是帶有法味的學術論文，頗具特

色。 
作者早年研讀於中華佛學研究所，而今又以此文畢業於華梵大學東方人

文思想研究所博士班，可說是寒窗苦盡而甘味漸來矣。「不是一番寒澈骨，怎

得梅花撲鼻香。」本論文在口考時，頗得口考委員諸公之嘉許。其於學術可

說沈潛有得，功不唐捐。若進而體之於實修，假之以歲月，其必更有佳作，

可預卜也。付梓之前，求序於予。身為指導教授，豈能默爾。遂簡述一二，

以與同好共享之。吾於雲凱亦深有期許與冀望焉。 

 
慕樵居士  熊琬 序於腴聞齋  201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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