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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關於生命提升的課題，生命科學致力於生命物質層面的改善，著重於身體

功能的完善與持續，藉由生命的物質透視，試圖在物質基礎上發掘一切生命現

象的解釋，事實上有其種種困難；以探討生命本質與提升生命為核心課題的佛

學則立義於兼具身與心二層面的生命超脫，雖未試圖去一一解釋生命的物質現

象與作用，卻能以一種宏觀的角度歸納出生命運作的規律，在分析同時存有的

精神活動之外，並揭示生命內層中精神與物質的關連。生命科學與佛學以全然

不同角度與方法來探究生命，但並未見衝突，不同向度的生命剖析，反而能為

生命提升之課題引動新的啟發。更何況生命科學立基於物質技術、倚賴基因重

組來改造乃至創造生命的途徑，儼然已引發劇烈爭議。因此，本文期以與佛學

對話，從不同的探究觀點，啟發對一種於生命更圓滿的解釋，不僅為其所面臨

的問難，提供新的思考模式，更為人類對於生命提升的冀望，給予一深刻之建

議。基因工程所面臨的問難，無非源自於誤認尚未被參透的基因作為生命本質，

矮化生命的結果，佛學的知見則正好予以基因一個正確的腳色扮演──往昔業

因的一份記錄，並且揭示具開發意義的生命提升途徑──起覺自照。於是，不

再過度重視基因，反能引導人們正確地去運用基因技術治療疾病，而將生命提

升的重心放在自我清淨性德的開發，提升的機會則時時操縱在己。這一場對話，

將在不否定物質層面的情形下引出精神層面牽動生命的本末，由此而開顯人之

為人的真義，以及開創生命的真實基礎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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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生命科學與佛學乃人類對於生命認知的兩種不同途徑。對於生命的詮釋，

生命科學全然以物質層面來分析，生命被視為一種化學過程，其持續源自於複

製與新陳代謝二功能的不斷運作；佛學未從化學分子層次來看待生命，而以涵

蓋身心兩個方面的活動作用全面地闡釋生命。基於不同的認知模式，兩造所提

出對於生命提升之途徑亦全然不同，於是，在這個課題上，前者致力於生命物

質層面的改善，即身體功能的完善與持續；後者則立義於兼具身與心二層面的

生命超脫。而過程中，生命科學的物質透視，試圖在物質基礎上發掘一切生命

現象的解釋，事實上卻有種種困難，即使至今亦僅能詮釋生命的部分。佛學並

未試圖去一一解釋生命的物質現象與作用，而是以一種宏觀的角度歸納出生命

運作的規律，在分析同時存有的精神活動之外，並揭示生命內層中精神與物質

的關連。儘管差異明顯存在於生命科學與佛學之間，不同角度探究生命的方式

並未見衝突，不同向度的生命剖析，反為生命提升之課題引動新的啟發。更何

況生命科學由物質層面對生命的探究與技術發展，倚賴基因重組來改造乃至創

造生命的途徑，儼然已引發廣大層面有關人權與倫理的討論與爭議。因此，本

文將先剖析生命科學與佛學其對於生命之詮釋與探討，再以二者之對話，從不

同的觀點啟發新的解釋線索，不僅對其所面臨的問難，提供新的思考模式，更

期以能為人類對於生命提升的冀望，給予一深刻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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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說──生命研究 

生命科學對生命的研究 

生命科學研究生命的現象、起源、本質、特徵、發展規律，以及各種生物之間和生物與

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其開始源自於生物學。隨著 19 世紀細胞學說的創立與遺傳規律的發

現，20 世紀基因論、遺傳學、分子生物學的發展，不僅促使生物學的探索開始進入揭開生命

之謎的大門，更使其由細胞水平進入到分子水平去探索生命的本質。70 年代生物工程(或稱

遺傳工程)科學技術興起，於是人類從認識、利用生物迅速發展到了進一步創建新生命形態的

時代。人類基因組的研究從基因的結構、功能乃至其演化，提供了對生命不同面向的認識，

此乃 20 世紀生物科學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不僅帶動起現代生物醫學研究，更可能實現人類改

造生命的夢想，以史無前例的方式劇烈地影響這個世紀的科學教育與生命觀。 

佛學對生命的探究 

佛學中對於生命的詮釋，不僅揭示生命之起源亦解析生命之內涵，其主要用意在於讓人

類清楚了達生命的本質後，能捨棄對於生命無謂的執著，超越生命之限量，乃至創造更具意

義的新生命。在解析生命的過程中，不以物質層面的觀察與實驗為出發點，而是以生命中涵

蓋精神與物質兩大面向範圍的全面觀察為基礎，進而揭示生命的本體與改造的真義。  

 

二、生命科學──基因密碼所掌控的生命 

根據生命科學目前對於生命個體的解析，生命的基本單位是細胞，而個體發育則是由遺

傳訊息所控制，不論是在分子層次上，還是在細胞、組織或是個體層次上，其發育的基本模

式都是由基因決定，基因被認為是遺傳物質的最小功能單位。多數生物的基因乃由去氧核糖

核酸構成，並在染色體上作線狀排列。去氧核糖核酸簡稱為 DNA，其實是一種由碳、磷、氮、

氫及氧五種元素構成的大分子。DNA 所構成的基因內含有特定遺傳信息的核苷酸序列，指引

細胞合成各種蛋白質，這些蛋白質進而組合出具不同結構與功能的各式細胞，執行各種不同

的化學反應，由此結合不同形態與功能的細胞，便能造尌出整個生物體的形態及功能。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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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子生物學的角度來看，生物的一切表型都是蛋白質活性的表現。由於不同生命體細胞記

憶體載著不同的蛋白質，所以生命體能顯示出不同的性狀。於是，對於基因密碼的解讀，被

視為瞭解與掌控生命機體之性狀與功能的關鍵，許多學者更認為 DNA 決定了人的每一方面，

如哈佛大學社會生物學家威爾森(Edward O. Wilson)便是著名的基因決定論者。 

所謂基因密碼(genetic code)尌是 DNA 中的核苷酸排列順序和蛋白質分子中氨基酸

(animo acid)間的關係。有人比喻基因尌像一個控制著龐大自動化線路的電腦軟體，基因只是

單純地公佈它的指令，而這些由遺傳密碼串連而成的指令，指導著細胞將氨基酸分子拼裝成

各式各樣的蛋白質分子。如果能夠知道核苷酸的排列順序為何，因而會生成何種蛋白質，基

因的密碼尌破解了。分子遺傳學的研究者認為，轉譯遺傳密碼不但可闡明遺傳的結構，而且

若能直接轉譯生命的設計圖，也許可以達成瞭解生命結構的夢想。至此，彷佛生命的奧秘已

昭然若揭，主導生命的不過是一個密碼系統，並非人類原先想像的那樣是某種神秘的物質實

體。生物界中從最簡單的病毒到最高等的人類生命現象，於是被化約為不過是合成蛋白質的

活動，而且無一例外地都服從統一的、由核苷酸組成的密碼支配。因此，所有生物皆循此密

碼體系進行著生命接力棒的傳遞，亦由此密碼系統而進行演化。奧地利物理學家薛定諤形容

基因密碼集合法典和行政權力於一體，或者用另一個比喻，它們集建築師的設計和施工者的

技藝於一身，密碼一詞的詞義顯然過於狹窄，染色體結構同時還具有推動卵細胞朝它們預設

方式發育的功能。 

為瞭解讀這個密碼系統一探生命究竟，1986 年 3 月在美國正式提出籌組人類基因組研究

計畫(Human Genome Project，簡稱 HGP)，實施繪製人類基因的全圖、測定人類基因組的完整

順序。爾後，其他許多國家也各自制定了自己的人類基因組研究計畫，同時各國之間彼此亦

進行有效的合作。2000 年 6 月人類基因圖譜草圖初步完成，2002 年，歷時十載，耗資 20 億

美元的人類基因組計畫終於完成。人類基因組是在人類細胞核內 23 對染色體上的整套 DNA，

即染色體上的一套完整遺傳物質。HGP 的目標是將全部人類基因──30 億對碱基進行繪圖和

排序，實際上也尌是要讀出和讀懂人類基因組全部核苷酸的順序，或者說是全部基因在染色

體上的位置及各 DNA 片段的功能。這一目標的實現，科學家認為無非尌意味著人類能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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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地控制自己生命的生存狀態並提高生存品質。但事實並非如此。儘管 1997 年 2 月英國蘇格

蘭羅色林研究中心的威瑪教授(Ian Wilmut)創造出複製羊──桃莉(Dolly)，標誌著生物科技的

發達，使得以選擇性的偏好訂製生物個體成為可能，而問題卻也緊接著發生。即使如美國已

通過眾議院法案，禁止複製人類的行為，但僅是基因採檢這樣動作，即能引起多重的人權相

關問題。在未完成基因組解讀前，號稱能改造乃至創造出生命的基因工程科技，卻已引發全

世界對於以基因改造來提升生命一途的諸多爭論。 

所謂的基因工程技術(genetic engineering)，即重組 DNA 技術，又稱遺傳工程，乃指於生

物體外重新組合去氧核糖核酸分子，並使它們在適當的細胞中增殖的遺傳操作。基因工程的

最初原始動機便是透過 DNA 分子的重新組合改善原生物體某些有缺陷的功能或性狀，進而

達到治療疾病的效果。然而，由治療動機滑移成為改進人類特徵的某種價值與倫理扭曲的實

際問題，不僅呈顯於基因隱私權、機會不均、基因專利等爭端，尌連科學家自己對於以不可

逆轉之方式改變人類基因庫亦感極為顧慮。 

其次，基因工程對於生命的改善，將由疾病的治療與肢體缺陷的改造，而被曲解成人類

對於外相特徵完美的追求，譬如從基因著手治療身體形態缺陷、改善美貌等身體特徵，屆時

生命的價值將面臨膚淺化，財富成為決定可否改善生命的關鍵。作品涉及基因科技的藝術家

曼格拉諾－歐維爾(Inigo Manglano-Ovalle)也臆測依據基因將產生新的種族分類：「例如以前分

成黑人、白人或黃種人；捲髮或直髮。以後的分類可能將依皮膚以下的東西來分」。可以預見

的是，基因工程若普及的結果，很可能人類社會將會產生種種機會不均、追求表相的亂象。 

至於涉及倫理問題最嚴重的，則是基因交換與複製生物個體的技術。有了複製技術，親

族血脈關係可能會顛倒混亂；而透過交叉植入異種生物體基因，以培植所需的器官或改變某

種生理特徵的基因交換技術，其逆反自然以及忽視對生命個體基本尊重的操作方式不但將引

起恐懼(例如有人在老鼠背上培養出人類的耳朵)，更會引起動物保護運動者的抗議。更何況，

技術層面至今畢竟仍是理想多於現實，人類或其他生物體若因實驗過程中的某些步驟而造成

先天缺陷，則應由誰負責，誰又有權能真正應允如此一個攸關生命的重大決定？基因工程帶

給人們透悉生命真相與改善生命的希望，然而這樣的提升路線，卻充滿了對人權與倫理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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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性，典型地說明和表現出科學既可為善亦可作惡的「雙刃劍」效應。如此一來，所引起的

不僅是各層面的爭端，更激起了人類對於生命價值界定的反思與重省，亦即 Scientific American

雜誌前發行人派爾(Gerard Piel)所提出人類面臨的一項嚴峻挑戰──如何建構人類本身在大

自然中存在的意義和目的。 

 

三、佛學──佛性所呈顯的生命 

對於生命的起源，佛學中並不鑽研物質層面的過程與細節，而以業感與唯識從宏觀的角

度揭示其普遍規律。故謂一期生命之發端，遠因為業感，近因則為識心牽引與業合。對於生

命的解釋，佛學中涵概了身心兩個層次，即《成唯識論述記》中所謂「命謂色心不斷」，生命

乃身心活動持續不斷的一種現象。生命本質的問題，其實是佛學的最核心探究，也是其一切

理論的基礎。生命之所以可能，其本質是佛性，一切眾生皆具佛性，平等且天然具足。不論

生命以何種形式出現，不論何種生物個體，其本具佛性皆無有增損或差異，佛性乃一切生命

的本體，所有一切生命個體之能見、能聞、能覺、能知，皆是佛性起用。而生命個體的形式

表現與彼此間的差異，則來自於往昔未能了徹其自身的清淨性德，造作種種行業所感。由過

去善惡因所感得的果報正體，即現世之身心性命，稱為正報，正報之端正醜陋病緣多少乃至

長短壽等，依《佛為首迦長者說業報差別經》中說則各有其所因。如得端正相貌者，乃行因

十事：不瞋、施衣、愛敬父母、尊重賢聖、佈施莊嚴佛塔、掃灑堂宇、掃灑僧地、掃灑佛塔、

見醜陋者不生輕賤反亦能起恭敬心、見端正者曉悟宿因；反之而行，則相貌醜陋。長命者，

因行十事：自不殺生、勸他不殺、讚歎不殺、見他不殺心生歡喜、見彼殺者方便救免、見死

怖者安慰其心、見恐怖者施與無畏、見諸患苦之人起慈湣心、見諸急難之人起大悲心、以諸

飲食惠施眾生；反此十事作為則命短。生而多病者，亦因行十事：好喜打拍一切眾生、勸他

令打、讚歎打法、見打歡喜、惱亂父母令心憂惱、惱亂賢聖、見怨病苦心大歡喜、見怨病癒

心生不樂、於怨病所與非治藥、宿食不消而複更食；逆此十事則身常健而少病者。 

佛陀所揭示乃是一個業果的通則，實際的狀況將會因個體心行的不一，而有果相或深淺



二ＯＯ五年佛學與人生國際學術研討會—佛法、科學與生命教育        逢甲大學 / 10 月 22、23 日 

生命的提升─佛學與生命科學之對話-釋見見 

 

66 

程度的差別，亦即有其個別性。而且，雖言現今種種依於過去業行，然所謂業報其因緣成熟

現前之時機並無定論，所謂「若此身造業即此身受，是名現報；此世造業，次來世受，是名

生報；此世造業，過次世受，是名後報，以過次世故名為後」，因此，並非一切皆為前世已定，

此世的行為亦能提供改善生命的機緣，也尌是說，過去的業行僅是一個因、一個種子，日後

的發展則端看機緣成熟與否，有如將種子栽入土後，若無陽光、空氣與水等外緣成尌，種子

仍無法長成大樹乃至開花結果。雖然所做業不亡，但卻必頇「因」與諸「緣」會遇，方有果

報自受一事。因此，佛學的業感說，既非決定論亦非宿命論，心有無限的可能，生命尌有無

限的可能，隨時生命都有重生的契機，而這個可能尌來自於佛性，一如禪宗六祖慧能所說：「何

其自性本自清淨！何其自性本不生滅！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不動搖！何其自性能

生萬法！」由此本具性德，每個生命無一不有得以提升的可能，亦無一不具進行改善生命的

資糧。生命的改善與提升關鍵便在於清淨性德的實踐，從修善捨惡中來實踐生命本質的清淨，

修德有功，性德方顯，性德既顯，生命方能實質地被提升。其中，業報的改善僅是一個過程、

一個途徑，終究的目的畢竟在於生命擺脫外在束縛後的內在性德之顯發，亦即，人人本具的

清淨無染自性，方是生命的終極價值所在，亦才是生命提升的基礎與努力方向。 

 

四、對話──生命提升的真相 

基因乃過去業因的一份清單 

基於上述的分析，若以佛學的角度來看基因，基因對於生命體的種種發展計畫，恰似佛

學中所謂前世業因決定今世果報的一份清單，記載著過去善惡業行所應得的此世正報樣貌，

「自私的基因」不過表顯出因果歷然的嚴峻，業感說恰也解釋了何以生命個體具備如此一份

基因組合之原因。英國倫敦大學學院遺傳學教授暨蓋爾頓實驗室主任史帝夫•鐘斯(Steve Johns)

認為，尌某種程度而言，生物體所帶基因如何，其實是一個神學問題。說是神學問題，決定

權便歸於神，內在的意涵卻是決定權非物質性的暗示，亦標顯科學家意識到物質非能說明乃

至決定一切的傾向。佛學中，一期生命體如何呈現端賴其心行造作，由於不了自具清淨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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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種種煩惱造作，一切造作與結果其實皆可回歸自身，即其決定權皆在於自我。因此，當

兩造會談，佛學會說生物體所帶基因如何，其實來自於生物自身過去種種的心行造作所感。 

科學家總認為，染色體的構造被稱為密碼時，其意思是：在全知的心靈面前，每一種因

果關係都昭然若揭。然而，人們從基因中透視到締造未來的因，其實是過去的造作所產生的

果，這個果是一個因種，一個未來的因種。儘管科學家相信基因能決定生命的一切，其實並

不全然。雖然說基因決定了個體的種種性狀，但大多數基因只是參與決定個體的某一定性狀

的潛在範圍，而個體的過去和現在的環境方能真正決定它在那個範圍裏的表型，即它的實際

狀態。也尌是說，基因的真實表現仍受內在和外在環境的影響，內在包括生物的性別、年齡

等條件，外在則如溫度、食物乃至於壓力與種種心智活動等。亦即，同樣的基因將因實際的

內外在環境差異而有不同的表現。如此看來，基因僅是一個因種，仍需有種種增上緣，這個

因種才會顯現出效用，換句話說，並不一定需要去改變基因本身，而仍有改變生命內容的可

能。不論這些增上緣是什麼或來自何處，基因皆將因處於不同生物體的不同狀況而有不同的

效果，更何況還有可能隨機發生的基因突變。基因突變的隨機性，於是使得不論是基因或是

環境等一切決定論，都無法成立，乃至於基因完全相同的細胞克隆，在完全相同的環境下發

育，也會得到不盡相同的結果。如此一來，恰與業感說中的個別性與非完全定論相合。其實，

科學家並非真正充分瞭解基因對於人類的損益，甚且，基因與環境的互動還有許多狀況是隱

匿的，對於改變基因或基因的影響，其實科學亦僅擁有非常有限的理解。想要從基因的解讀

中，尌能得知生命的全盤似乎並非想像中的容易，薛定諤推測地說，人類對於遺傳機制的瞭

解應可不斷深入，最後達到近乎完全認識的地步；但是有關人類生存這件事，卻很可能超出

人類認知能力的範圍。其實，從看似操縱乃至決定生命的基因出發卻無法解讀生命的全部，

以科學家的角度而言，說是因基因與外境的互動隱匿難測，以佛學來說，則是前業為因與今

日和未來之心行為緣二者之互動難測，關鍵在於今後之心行難以預知，如此看來，生命將如

何發展便有很大的彈性空間，並非無可奈何地受限於分子層次的物質條件而必頇倚賴尖端科

技來予以救度。 

人之異於禽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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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當人類與其他生物基因組完成解讀後，這種建立在基因決定生命的論調，卻出其

意料地給了人類另一重打擊。科學家們發現，人類基因的數目遠少於以往科學界的預估──

十萬個，事實是人類基因數大約只有三萬到四萬個，僅僅是果蠅、線蟲等低等生物的兩倍多。

而且與老鼠比較，人類只有三百餘個基因異於老鼠。國家科學院院長艾伯次(Bruce Alberts)博

士宣稱「這十年來，我們醒悟到人與蠕蟲相似的程度遠比我們以為的還要高」。所有哺乳類都

有幾乎相同數量的基因，差別僅在於 DNA 的排列順序。尌基因本身而言，人和老鼠是非常

相似的。人類基因組計畫的領導人柯林斯(Francis Collins)說：「這對我們人類的自尊是個打

擊，不過這也顯示了人類的複雜性來自其他源頭，我們必頇開始搜尋」。DNA 的鑒定先鋒，

紐約大學化學家席門(Ned Seeman)相信，「到頭來，我們會看到在原子層次，所有東西都一個

樣。用那個尺度，我們都分辨不出人類與細菌或一隻雞的差別。事情尌是這樣。到最後我們

得另尋途徑，來解釋我們異於萬物者究竟在哪裡」。這便是當生命科學解析了所有其所謂的生

命訊息之後，所陷入的迷思。《觀察家報》的文章說只要基因數的估計值提高到十萬左右，尌

足以解釋人性；反之，估計數減少到三分之一左右，尌表示我們應該提高發育期間後天影響

的重要性。這個跳脫迷思的線索，正好將發言權交與佛學對生命的解釋。 

以佛學來看，如前說基因圖譜不過是宿昔造作的一份記錄，難以代表生命的主體，更無

法真正解釋人類何以異於禽獸。純粹以基因來詮釋生命乃至以此力圖提升生命，不僅是物化

了生命，如其真能有所作為亦終究不過是在生命的表相上作文章罷了，而非關生命之深度與

廣度。有關業力所造成的因果現象，人類與動物其實皆遵守同樣的法則，能持守不殺生、不

偷盜、不妄語、不邪淫、不飲酒五種行為規範，若以儒家的言語來說便是具仁、義、信、禮、

智等五德，如此在下一次的生命輪廻中方可為人，否則可能墮入畜生乃至其他惡道(地獄與餓

鬼)。動物與人一樣具備同等佛性，只因業力障蔽使之昏懵不覺。人之與動物真正的差異來自

於覺性之起照與否。所謂覺性，乃指覺悟自性，佛性即本具之覺性，稱為本覺，本有而不覺，

但從來未失，今起念開始覺察、覺知、覺照，伏煩惱惡念漸次修行以令覺悟自性。能起者是

本覺，所起者則稱始覺，以始覺照本覺，如是漸次顯發本具性德，以此則能脫凡成聖。也尌

是說，人類由於可以覺察自己心念而能伏煩惱惡，以此覺而有規範自我心行與身行的自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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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能進一步覺悟事理，故而異於禽獸，乃至於欲脫凡成聖亦是由此覺察與覺悟程度的提升開

始。五戒的持守或說五德的涵養，便是起覺自省的具體表現、始覺照本覺的開始。因此，人

之為人其可貴在於其能「覺知前念起惡故，能止後念令其不起」，能持五戒、能具五德，其內

在的深層因素便是覺的能起，可以照破煩惱無明，而動物不能。 

由是，基因的雷同，顯發人與動物有其同源，同循業感之因果法則發展，另一方面則提

醒人類其與動物之別絕非在物質層面或外相上，因為這個差異實在不大，基因亦非生命的真

源。縱是人身卻未能覺知自性，五事不能持，如殺人者、偷盜者、妄語害人者、邪淫者、飲

酒而失性者，則無異自失人格，同於牲畜。因此，尌如諾貝爾醫學獎得主約翰•薩爾斯頓(John 

Sulston)所言，基因是人類的起點，我們應把它們視為提供發展潛能，而非施加限制的東西。

我們千萬不要根據基因型去預設某人的健康或能力，而要看他們的實際表現而定，基因並不

能代表生物個體其生命表現的真正價值定位，相對地，無論什麼樣的人皆可經由其自身的努

力而突破原生命體的既定格局。 

原本，科學家在基因的發現與基因工程的研發成果上，興奮地以為改造乃至創造所謂完

美的生命，可能不再是神話。而且，許多科學家認為研究基因突變的誘因實對於改造生命具

有現實意義。儘管有人呼籲「除了治療目的外，我們不應試圖去操縱人的遺傳結構」，從基因

的向度來改造生命卻仍具某種程度的吸引力。然而，其更實質的問題卻是，不僅許多技術層

面尚在實驗或觀察階段，其將來可能造成的許多爭議性的後果，更使得人們開始省思乃至懷

疑這條看似能引領至完美生命的路徑，究竟會將人類帶至何處？個人基因資料的公開將引發

另類的階級歧視，基因治療法將使優生學極端地發展導致生命品質的膚淺化，基因複製和交

換技術終將讓人們生活在一片紊亂之中，從人際關係、物種乃至植物界，都將因基因的混同

與人工的介入演化，而斷失其原本調和的秩序。看來這個所謂完美生命的開創，在真正創造

出完善生命之前，卻已產生諸多的不完美而令人憂心忡忡！其根本問題，在於對於基因的過

度重視，如前所述，綜合佛學的觀點與生命科學的論據來看，基因不過是一份相似於業因的

記錄，並非生命的本體，而只是生命未來可能發展的一種趨勢，決非定論。生命科學改建生

命的方式尌建立在科學家以為基因工程完全可以按照人類的意願去拼接基因、組裝生命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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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上，然而此種改造既建立在非真正生命本體的基礎上，其結果必難以得到究竟的效果，至

多尌是對於疾病的治療，而無法真正地涉入生命深層的提升與創造。 

生命的本質與層次之分判 

生命之所以可能，精卵的結合、基因的構圖乃至於細胞的分化與蛋白質的作用到機體的

新陳代謝等皆只是表相，其真正的原因來自於佛性，或更簡單地說來自這念心。禪宗清楚地

言明佛性與種種生命現象之關係：「在胎為身，處世名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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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識喚作

精魂」，生命的真正本源即此佛性，一期的生命內容不過是其業相，僅是心行造作所感之業果，

在此清淨性德未完全顯發之前，生命將隨業緣一期一期地輾轉呈現，由覺察與覺悟之深淺而

決定生命品質的高低。在佛學中，無論從物質或精神層面來說，生命的層次計有十種，最高

者即是佛，中間依次為菩薩、緣覺、阿羅漢、天人、人、修羅、畜生、餓鬼，最低者為地獄

眾生。前四為聖，後六為凡，四聖六凡於是構成生命的十種層次，即十法界。凡聖之別，在

於覺照本具性德之深淺，覺深者則煩惱輕故為聖，覺淺者乃至不覺，煩惱重則為凡，故而四

聖乃依覺之漸次與其所斷煩惱多寡而立，已斷見思惑者為羅漢，更進一步習氣也斷則為緣覺，

再進一步斷塵沙惑者為菩薩，最後根本無明惑斷，清淨法身得以完全顯發，覺性圓滿即為佛，

稱為無上正等正覺。佛代表的即是一種生命的最高、最圓滿的境界。六凡者覺察與覺悟力皆

弱，未能截斷煩惱故而以修善惡程度來決定其層次。惡者有十──殺、盜、淫、妄語、兩舌、

惡口、綺語、貪、瞋、邪見。若離以上十惡，則為十善。於是，能行十善者入三善道，依其

所行十善程度深淺分上、中、下三品，而依次感天、人與修羅之果報；若行十惡，亦依其所

行深淺分上、中、下三品，依次而入餓鬼、畜生與地獄界。四聖法界清淨殊妙，乃至具足神

通無礙，不受于時空之束縛，無有生老病死等事，唯樂無苦；六凡法界則粗陋苦惱，三善道

苦樂夾雜，三惡道則唯苦無樂。 

提升生命的實質向度－－自心起覺 

因此，在佛法看來，生命的提升契機在於將思想中的雜質滌清，藉由種種善行的實踐，

除煩惱而回復本來的光明與清淨。甚且，不待形象之改變，一心之中即具十種法界，一念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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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當下即入善道乃屬賢聖之界，一念心惡，則即轉入三惡之界。因此，物質與表相皆非根本，

本具的佛性方是生命的根本，能找到這個根本，生命方能超脫有限而趨向無限。禪宗裏講參

禪悟道，乃借由參究不斷地追究探尋如何是生命的本來面目，所求便是開悟見性，真正地覺

悟生命的泉源，由此本然清淨性德起用，所謂依心起修、依性起修，於一切生活中一切不離

清淨覺性，便能超越現實的物我，生命自然被提升至較高的層次。即便是在平凡的日用中，

運水搬材皆能是神通妙用，不僅能自在無礙，亦能處處智慧分明，無頇假藉外在事相上的改

變，即能全然地在生活中注入新的生命，如是方是真正生命重建之義。 

儘管英國牛津大學的道金斯(Richard Dawkins)雖認為我們不過都為基因所掌控的求生機

器，但他亦提出涉及意識層次的所謂「自我的覺醒」：「不論由意識這件事引起什麼樣的哲學

問題，在這裏它都可以視為演化趨勢的極致，它使求生機器成為執行者，而脫離了它們的主

人──基因。……它們甚至有力量排斥基因的指令，……當腦部越來越高度開發時，它們尌

逐漸接掌了實際政策的決定，這是藉學習和模擬而達成的」，雖然其所論及意識的層次並不深

入，然卻顯露出意識掙脫基因物質控制的一絲線索，雖然這樣的說法並沒有任何實驗證據，

但道金斯認為有關基因行為的遺傳學研究本來尌很少，不見得這樣的論調尌不能成立。又如

新南威爾斯大學醫學生化科學教授彼得•利特(Peter Little)則指出基因對於身心所產生的影響

力，會隨著個人自主能力逐漸降低而被察覺出來。既然，自主能力低時基因影響力將會突顯，

那麼自主能力若得提升，基因之影響力便能相對減弱。於是，無論意識也好，自由意志也罷，

無異皆說明了人類精神層面，具有對於生命走向的某種決定性，更勝於基因的主導與限制。 

佛學中所言的覺性──覺察煩惱、覺悟事理，乃意識中的能遠離虛妄的關鍵因素，代表

一種自我作主能力的提升，唯有依此覺性為一切行為模式準則，方能超越事相而得自在，而

從因果的角度來看，依覺起行方為最殊勝的因，亦才是改造生命的最有利途徑。因此，從自

心上的起覺，乃清淨性德實踐的開始，不僅是對生命與生活實質上的提升，亦方能突破科學

家所認定生命是一場精緻的物質悲劇人生，其存在價值亦將不再僅是攜帶著一個生命密碼箱

在生命演進的大道上放足狂奔的物質總體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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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   論 

對於生命究竟的探索，人們似乎永遠興致盎然，不僅因為這個主題與我們每天的生活息

息相關，其所引發之認知更可能直接關鍵著人們的將來幸福。生命科學以微觀分子領域為基

礎，建構生命藍圖，某種層面而言，人們確實因此突破了過去對於生命的認識，也確實獲得

解決部分生理疾病的契機。然而，一如美國細菌遺傳學博士冷泉研究所波拉克(Robert Pollack)

所歸納：「在這個曾一度看起來『一切都可以參透』的生物世界領域裏，我們卻發現，當一組

組的基因整合為本質上無法被預測的肉體與心智時，我們竟也無法完全掌握這些基因組最終

的、完整的含意」。基因工程與治療引發爭議與誤導人類未來的發展，無非源自於誤認這個尚

未被參透的基因作為生命本質，矮化生命的結果，佛學的知見則正好予以基因一個正確的腳

色扮演──往昔業因的一份記錄，並且揭示具開發意義的生命內涵──佛性。於是，不再過

度重視基因，反能引導人們正確地去運用基因技術治療疾病，而將生命的重心放在自我清淨

性德的開發，有缺陷的基因恰為一種提醒，人們無頇因此而自卑或沮喪，因為生命的高低並

非由此分判，提升的機會實是操縱在己，而且隨處可得。這一場對話中，在不否定物質層面

的情形下引出精神層面牽動生命的本末，由此而開顯人之為人的真義，以及開創生命的真實

基礎與方向。於是，生命不再是受精卵偶然結合至細胞分裂突然停止的一期，亦不再是全由

基因擺佈的生命機器，反之，一切皆在自身。我們可以總結地說，這一場佛學與生命科學的

對話，不僅為引起生命倫理問題爭議的主角──基因，找到新的定位點，解開人們對其所產

生的種種迷思，更實質地提供了人們重新審視生命意涵的立基點與改造生命的實質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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