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船山對唯識思想及其範疇體系條分縷析，在闡述認識本體、認識途徑、認識的真理性標準

和認識目的，揭示一刀斬斷末那而頓悟，轉識成智、成就理想人格的智慧方面尤有創見，但在

詮釋第七識時也有某些片面性。通過本書可以深刻瞭解法相唯識學的基本脈絡和修持重點，從

中汲取佛家轉知識為德性、方法和覺性的智慧，對於理解佛教哲學的中國化、儒釋道哲學及當

今中西方辯證思維的會通頗有教益和啟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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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心淨、行淨、國土淨」之自覺性 

 

釋惠敏法師 

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臺灣法鼓文理學院校長、臺北藝術大學名譽教授 

 

 

2016 年夏末，我接到徐孫銘教授的電子郵件，提到：「近日拙著《佛教

哲學教程》修正稿已完稿，雖自感障礙很多，水平有限，難以登大雅之堂，

但為多年教學的講稿，蔽帚自珍，擬請您賜序，以完成在世 70 年之文債。

請法師百忙中賜序，以光篇幅，回饋佛教界的關愛。」敝人對此訊息，首先

升起的是一段有關「乘雲宗」或道安法師法脈資料之奇妙因緣的回憶，以及

對徐孫銘教授治學認真、品格高尚的印象。 

話說 2002年 4月 27日，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的徐孫銘、文平志、

王傳宗等專家學者，受臺灣的太平慈光寺住持惠空法師之託，為了撰寫有關

道安法師傳記，到西蓮淨苑的參訪。我提到：「對於道安法師法脈的來源，

我個人曾遍查《禪門日誦》及其它資料，並沒有可靠線索，可否拜託您們代

為瞭解道安法師傳承的資料，因為您們是湖南省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學者，與

出生湖南的道安法師的資料，或許有地利之便。」 

因緣殊勝，徐孫銘教授等人果真有所斬獲，找到與道安法師法脈有關的

《重修乘雲宗譜》。2003 年 2 月，我接到徐孫銘教授的來信，說明道安法師

的法脈是來自「乘雲宗」，其祖庭為始建於梁天監十二年（513）的衡陽雁峰

乘雲寺。之後，徐教授等人出版了《道安法師法脈傳記》。 

2007年 3月，臺灣的西蓮淨苑音像中心規劃道安長老大陸行蹟尋訪的紀

錄片計劃，由我率領帶團前往道安長老故鄉、出家寺院、住持弘化的寺院等

地方採訪錄影，在湖南地區，徐教授一路陪伴與照顧我們。2008 年 12 月，

我們舉辦紀錄片成果展及研討會，特邀請拍攝期間大力幫忙的法師、居士們

來臺灣，共襄盛舉。這些因緣，讓我有機會親炙其德行風範，例如：精勤的

筆記習慣，謙虛恭敬的態度，簡樸踏實的生活細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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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

敝人不是哲學背景，對於徐教授即將出版《佛教哲學教程》的勝緣，不

敢置喙，只是簡述少許心得如下：此之教程是為湘潭大學、湖南師大中國哲

學博士、碩士研究生佛教哲學課講稿，系統性介紹中國佛教哲學的流變、內

涵、主要命題及其研究方法，從「理性直覺、德性自證、辯證綜合」三個面

向，探究中國佛教哲學淵源和特質，期望提高轉識成智、淨化心靈、改造現

代世界的自覺性。同時，我相信讀者可從此教程，感受徐教授對於佛教之「緣

起性空、空有不二、佛性本覺、涅槃寂靜」、「揚善棄惡、因果報應、慈悲大

愛、臨終關懷」、「中道實相、末法辨析、轉識成智」等議題獨特的體會與詮

釋，人人自覺內在之和平、安樂種子。 

《維摩詰經》說「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唐朝窺基特別指出不可解釋為：自心淨，則淨土「自成」，而是「菩薩自心清

淨，五蘊假者有情亦淨。內心既淨，外感有情及器亦淨」，也就是「自心淨」

→「有情淨」（眾生淨）→「佛土淨」的關係，理由是：「有情為土，本所化

故」，「諸有情土是為菩薩嚴淨佛土」。這或許也是「心淨、行淨、國土淨」意

義，以及此教程討論佛教哲學的現代價值的自覺性。 

2016年 9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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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中國佛教的心理學研究 

 

釋妙華法師 

（長沙洗心禪寺首座和尚） 

 

 

 

大作略讀，觀感如下：一、王船山對唯識之《相宗絡索》一書，實有重

新注釋之必要。其一、至今中國人沒有自己的心理學，《相宗絡索》在我看是

中國人的心理學研究。其二、西方心理學較之唯識學可以說是小巫見大巫。

其三、唯識學需要推陳出新，尤其是面對抑鬱症多如牛毛的時代，我以為是

環境污染、社會污染、心靈污染共同作用的結果：人們對心靈的認知還不如

軸心時代。二、船山學問的局限你在文中已經指出，他對第九識白淨識的指

陳應予高度肯定與突出，六祖說「何其自性本自清淨」！三、體例也很清爽，

如能結合現代人心病，不會減少學術性，又增加了針對性。 

我不做學問，志在般若與禪，及孔顏之樂，因此淺見如此，請見諒。並

對您二十餘年引我為知己，表示感謝！ 

2016、10、3、於洗心禪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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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余自八十年代初從事哲學研究以來，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佛

教哲學研究的崎嶇小道匍匐穿行，其間略有所窺、所學，除已出版的《禪宗

宗派源流》《船山佛道思想研究》《世紀佛緣》《湖南佛教史》《道安法師法脈

傳記》幾本小冊子外，此次選輯《辨析與融通》《佛教哲學教程》《相宗絡索

釋注》《中華民族宗教道德史略》《佛南佛教學案》《湖南宗教及民間信仰》《湖

南宗教文化》七書，結集出版，承花木蘭文化出版社厚愛，將余與佩樺仁者

合撰《釋注》一書先行出版，殊感因緣殊勝，值得珍惜。 

三十六年來，在哲學、佛學園地耕耘，末學雖有所得，每思及「萬法歸

一，一歸何處？」「磨磚作鏡，磨出什麼？」「智者拜經，經拜智者？」等問

題（或謂三句話頭），似墮雲霧。或者以為所撰皆「無義味語」、「炒冷飯」，

甚至「離經叛道」，愚安之若素，處之泰然，仍苦苦求索，以求在本體論、工

夫論、人生智慧方面有所體悟。 

此次所輯《佛教哲學教程》《〈相宗絡索〉釋注》等文，雖然不算宏篇巨

著，不足以登大雅之堂，於中或可略窺筆者筆耕之苦心。船山《相宗絡索》

啓原來視為「戲墨」之作，最多也僅為「釋氏《小學紺珠》」、引導後學之 蒙

書而已，實則此書不僅揭示法相宗「顯標漸教、密示頓宗」之秘密，而且闡

述轉識成智、成就理想人格，為學佛、成人之根本，如同馮契教授所說的，

以「轉識成智」為貫通中西哲學的根本智慧；其現量實證為檢驗真理之標的，

實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根本標準」論相貫通。周敦頤「無極而太極，太極

本無極」和「誠、幾、神」之說，意在與佛家「空有不二」、絕對真理與相

對真理辯證統一的中道辯證思維相諧趣。此意在中國哲學博士、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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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6－

教材《佛教哲學教程》中以轉知識為理性直覺、德性證悟和辯證綜合中已予

以貫徹。誠如惠敏法師序所開示的，如果視佛教哲學作為淨心法門的話，那

麼，其要義正在於「心淨、行淨而國土淨」，在於化知識為德性、中道辯證

思維和理性直覺，而成就理想人格，化為淨行而莊嚴國土。而妙華法師所示

「《相宗絡索》在我看是中國人的心理學研究」、「唯識學需要推陳出新」，更

指明此書對於開闢佛教心理學研究領域的重要意義，恰恰是點到欠缺心理學

知識的筆者的痛處，值得進一步反思和深入研究。 

至於對《湖南佛教學案》《湖南宗教》《宗教文化》和《民間信仰》的梳

理，以及對《中華民族宗教道德生活史》之初步探討，意在為後續研究者探

尋宗教學研究的思路，積纍初步史料，並為宗教、哲學與現代科學、生命科

産學的融彙貫通提供借鑒。歸納起來，以生 力和綜合國力為邏輯起點，以無

形理體為宇宙本原，以「空有不二」、「無極而無不極」的中道辯證思維為槓

杆，以「無欲故靜」、動靜一如的禪觀、寂照悟入心性，轉識成智、成就理

想人格，是為吾人會通中西哲學的一孔之見。由此看來，對三句話頭的思索

筆者不一定已得出正確的答案，但「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權作引玉之磚，

也可聊以自慰。謹以幾句偈語獻給讀者，並就正於各位同仁： 

一氣盈天下，食色性為天。民生以為基，空有原無間。 

太極本無極，中融色息心。轉識終成智，無我益人天。 

淨心貴淨行，行淨國土淨。中西任縱橫，誠幾通古今。 

徐孫銘 

丙申年九月初三日客居匹茲堡望鹿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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