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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history science and religion went from union to alienation, with science asserting

materialistic mechanism and seeing spirit and consciousness as the by-products of
matter. In the past decades, however, scientific research has posited a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matter and consciousness. New physics in particular discovers that there is no
objective reality of “matter” within the sub-atomic structure, and that matter may be a
form of manifestation of consciousness. Furthermore, some scientists hypothesize the
presence of life consciousness and natural intelligence in the geoecological systems as
well as genes.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led to the speculation that a subtle paradigm
shift may be underway in the natural science a shift from materialistic mechanism to
the recognition of consciousness as a fundamental dimension of the cosmic reality.

A new vision is thus born that science and religion may be heading for a new 
rapprochement on the common basis of consciousness, in which science recognizes
consciousness as a fundamental dimension of the universe while religion recognizes
the nature of God as the “light of consciousness”. This consensus ma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global ethics that takes the place of the existing materialistically
oriented value system. Arguing that such a transformation will hav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Buddhism,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Buddhist insights into cosmic
consciousness and universal ethical values, and sheds light on how Buddhist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in the West have stressed cosmic consciousness as a starting point to
expound the Buddhist doctrine on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all beings and to reinterpret
the traditional doctrine on Buddha nature as a new worldview concerned with the
well-being of humanity as a whole in addition to individual liberation. This article also
examines the important role which Buddhism can play in the creation of a new global
ethics.

Keywords : Global ethics, psychology of consciousness, materialistic mechanism,
scientific materialism, cosmic consciousness, potentia, Gaia theory, pure
consciousness, Brahman, Ultimate Reality, implicate order, explicate
order, Maya, collective well-being.



科學與宗教重新會合對佛教的意涵

—從宇宙意識到普世倫理的開展
＊

陳玉璽

佛光大學宗教學系教授

摘要

歷史上科學與宗教曾經由結合走向分離，科學獨尊機械唯物論，把物

質當作宇宙根本要素，精神和意識只是物質的副產品，只有物質才是客觀

的實在。然而過去幾十年的科學研究發現，物質宇宙與意識之間具有密切

關係。尤以新物理學揭示次原子結構中並無客觀存在的「物質」，所謂物

質可能只是意識的一種呈現方式，或是由高維意識層級結構所「綻放」的

「顯秩序」。研究地球生態和細胞基因的學者也分別指出，地球生態系統和

基因都具有生命意識和智能。科學所立足的思想典範，似乎正在出現微妙

的轉變，由十八世紀以來的機械唯物論轉變成承認意識為宇宙實相的一個

基本面向。

科學思想典範的轉移，意味著科學與宗教之間，可能以意識為中介而

重新會合：科學認識到意識是物質宇宙的基本面向，而宗教則認識到上帝

或神的本質是「意識之光」（light of consciousness）。科學觀與宗教觀以宇

宙意識作為共同基礎，有助於建立一個取代唯物價值觀的普世倫理價值新

體系。這個轉變對佛教具有重要意涵。本文申論佛教對宇宙意識和普世倫

理價值的洞見，以及西方佛學界如何從宇宙意識出發，闡發佛教同體大悲

的義理，將佛性論由個人解脫發揚為關懷人類社群和眾生福祉的新宇宙

觀。本文並探討佛教在未來新精神文明的締造上可能扮演的積極角色。

關鍵字：普世倫理、意識心理學、機械唯物論、科學唯物論、宇宙意識、

可能態、蓋婭理論、純粹意識、梵天、終極實相、隱秩序、顯秩

序、宇宙幻象、集體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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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初稿曾應佛教學者楊曾文教授邀請，於2003年12月在香港三德弘法中心與香港

大學合辦之「佛教與當代社會研討會」上發表，原題為〈科學與宗教重新會合對佛

教的啟示〉。經作者重新思考，大幅修訂增補，並按照《新世紀宗教研究》審稿委

員之建議，再次修訂全文，而成本文定稿。



壹、前言

在西方歷史上，科學與宗教的關係，曾經由結合走到分離，然而現

代研究科學哲學和意識心理學的一些學者都在議論科學與宗教又有重新

會合之勢，這對人類文明究竟具有什麼意涵呢？二十世紀著名哲學家兼

數學家（也是哲學家羅素的老師）懷德海（Alfred Whitehead）曾經說

過：「人類文明的未來會如何發展，最主要的決定因素，是要看歷史的

兩股最強大的力量─科學與宗教─如何協調彼此的關係。」1他的意思

是說，科學自十八世紀以來與宗教分離而獨尊機械唯物論（materialistic

mechanism）或科學唯物論（scientific materialism），對西方文化思想產

生了重大影響，但因建基於機械唯物論的科學理論不足以解釋二十世紀

初期以來的物理學新發現，他認為科學思想範式有重新建構的必要。懷

德海似乎預見到科學與宗教有重新走向合流之勢，而這將促使人類文明

朝向一條不同於唯物主義的道路發展。

在十七世紀以前，科學與西方宗教的宇宙觀是一致的，即以大地為

宇宙的中心，太陽和太陽系的行星都環繞地球旋轉。對於地球生命的起

源，科學界在十九世紀中葉達爾文提出進化論以前，一直相信基督教聖

經舊約創世紀所記載，上帝在六天內創造人類和萬物的說法。但是十七

世紀伽利略以天文望遠鏡證實哥白尼的地動繞日學說以後，科學就開始

跟宗教分道揚鑣。以十八世紀牛頓的物理學發現為基礎而建立的科學典

範，認為宇宙就像一部大機器，按照機械原理運行，根本沒有一位具有

意志的上帝在主導；這種否定上帝的科學觀，到了十九世紀達爾文發表

進化論時達到最高潮。達爾文宣告人類及一切物種都是按照物競天擇的

自然法則逐漸演化而來，否定上帝創造地球生命的基督教創世論。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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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Peter Russell (2003). From Science to God. New York: New World Library,

Introduction. 中譯版參見：張文毅、鄭天合譯（2004），《從科學到上帝》（台北：

成信文化），頁2。此處所引懷德海言論係本文作者根據 Russell 書原文翻譯。



在十九世紀後半期，哲學家尼采宣告上帝己經死亡，思想家馬克思則發

表辯證唯物論和共產主義學說，徹底否定宗教和上帝。至此，上帝不但

退出自然科學，而且在社會領域裡，其精神主導地位也備受社會主義、

無政府主義等所謂「現世宗教」的挑戰。科學跟宗教分離而獨尊物質的

結果，是把物質當作宇宙最根本的要素，精神和意識只不過是物質所衍

生的副產品，而構成物質的最基本元素還是物質，只有物質才是客觀的

實在；物質宇宙的生成和運作，都是根據可以精確描述和計算的機械法

則，跟精神或意識毫不相干。

然而，過去幾十年來科學對宇宙實相進一步研究的結果，發現物質

宇宙跟意識是分不開的。在物理學的領域裡，原來以為一切物質都具有

最基本的物質元素（最初是原子，後來是電子和質子），但是新物理學

發現次原子結構中並無最基本的物質元素，而只有量子運動的場；我們

所看到的靜態物質，實際上是能量運動的一個形式，一個動態的「過程」

或「事件」。2更令人驚奇的發現是，次原子結構並沒有客觀的實在可

言，物質性的粒子可顯現為被傳統物理學認為與粒子不相容的非物質波

狀運動，究竟呈現何種樣相，取決於觀測者（物理學家）的實驗設計和

意識（按指認知現象的心智活動）；意識在現代物理學裡已成為一個十

分重要的概念。著名物理學家吳爾夫（Fred Wolf）指出：「古典物理學

認定外在有一個真實的世界，獨立於人的意識之外量子物理學指出這種

理論是錯誤的──不管我們要不要，觀測與因觀測而產生的效應成雙地

進入真實世界。觀測者的選擇，以不可預知的方式，改變了真實的物理

事件。意識深深地牽連在整個事件裡，不可以被抽離，意識不是物質的

副產品。」量子論之父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甚至認為，由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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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見 F. Capra (1999). The Tao of Physics: An Exploration of the Parallels between

Modern Physics and Eastern Mysticism. Boston: Shambhala. 中譯版由灌耕編譯

（1984），《現代物理學與東方神主義》（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該書多處提到物

質是「場」、「過程」和「事件」的新物理學概念，特別參見頁167、173、175 等。



的意識賦形予「可能態」（potentia，即物質世界在未進入意識的「能意」

與「所意」關係前的可能狀態，類似哲學上的「物自身」），才能顯現物

質的形式和性質。換言之，「物質看來是心智所引發的現象」。3英國物

理學者兼實驗心理學者彼得．羅素（Peter Russell）為現代物理學的這

種新發現作結論說：「時間、空間和物質並不是宇宙實相（reality）的

基本面向（fundamental dimensions），它們只是意識的基本面向。」他

又說：「我現在認為，與其說是從物質世界去尋求解釋意識，我們未來

將會發展出一種新的世界觀，把意識當做宇宙實相的根本要素。」4

以「蓋婭理論」（Gaia theory）聞名的科學家洛福洛克（James

Lovelock）在為美國太空總署撰寫的資料中表示，地球和地球上的各個

生態系統本身即是生命體（以大地女神蓋婭作為象徵），地球所表現的

行為很類似於一個有生命的細胞，具有新陳代謝、自我調節以及高度複

雜的自動平衡的功能。他指出，細胞、動物和整個生態圈的自動調節功

能，需要有智力的介入，才能正確解讀環境所傳輸的資料，因此他認為

地球不但有生命，而且具有智能或智慧（intelligence）。5

在物質宇宙中，最能展現宇宙意識的造物當屬細胞的基因系統。6

人體DNA包含三十億個基因密碼，指揮身體從毛髮到全身器官的生成和

運作，其高度精細複雜和緊密協調的信息處理能力，令許多科學家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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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處Wolf 及Heisenberg言論均引自Norman Friedman著，周明辰等譯（2001），《心

靈與科學的橋》（台北：方智出版社），頁28、頁32。
4 Peter Russell (2003). From Science to God. New York: New World Library, Chap.4 and

Chap. 2.

5 參見葛羅夫（Stanislav Grof）等著，方明譯（1997），《意識革命：人類心靈的終

極探索》（台北：生命潛能文化），頁159-160。

6 宇宙意識」是根據東西方靈性傳統的體證，假設宇宙具有一種超越的和絕對的覺

性和智慧，是一切造物和生命的根源，而心靈的最深層可通達於宇宙意識，現象學

稱之為「絕對意識」或「純粹意識」。一般所說的個體生命的「意識」則是以絕對

意識為基礎而分化出來的相對意識，包括感官意識和心智的分別意識。佛教和現象

學都把絕對意識和相對意識視為一個整體，前者是後者的終極基礎，前者屬於超驗

的本體界，後者屬於經驗的現象界，故二者具有非一非異的辯證同一關係。

「



不已。2001年基因解碼圖公佈時，微軟公司總裁比爾蓋茲（Bill Gates）

曾表示：「DNA是一個電腦程式，但比我們所曾創造的任何軟體都遠為

先進（far far more advanced）。」負責解碼的 Celera Genomics公司首席

電腦科學家更指出，基因結構的高度複雜性顯示「設計」（design）和

「巨大的智慧」（a huge intelligence）。7基因密碼系統的大量信息儲存和

傳輸功能，被認為是宇宙意識和智慧存在於細胞的明證。未來學家芭芭

拉．胡巴德（Barbara M. Hubbard）在其最新著作《有意識的演化》

（Conscious Evolution）一書中指出：「一種有設計、有創造性的智慧活

化了宇宙⋯當我們考察整個系統的智慧─每個原子、分子與細胞的設計

─可以看出不光是粒子在運作而已。我們認為，每個部分中都含有一個

意識系統，這系統超越各個部分，也比各個部分為多。」8

從以上所引科學論述，可以看出科學思想正在發生微妙轉變，從科

學唯物論轉變到承認意識是宇宙實相的根本要素。在過去五十年裡，西

方腦神經學家和心理學家絞盡腦汁想要證明意識是由大腦的生物化學作

用產生的，但同時有愈來愈多的科學家指出這是一個錯誤的研究途徑，

是徒勞無功的，就如同歐洲中世紀的天文學家創造複雜的數學模型，千

方百計想要證明太陽及行星確實環繞地球旋轉一樣的徒勞無功。這些科

學家的共同見解是，宇宙意識先於物質而存在，是顯現物質的基礎，也

是宇宙最根本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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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參見Larry Witham (2002). Where Darwin Meets the Bib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9.

8 引自該書中文版孟祥森譯（2001），《你正在改變世界：有意識的演化》（台北：方

智出版社），頁112-113。另參見陳玉璽（2003），〈邁向創造緣起論的新思路─佛

教義理的現代省思〉，連載於香港《信報月刊》，319期至321期，10月號至12月號

「宗教與人生」專欄。



貳、科學與宗教重新會合

到目前為止，上述科學思想的轉變並不足以動搖主流科學典範，但

卻被愈來愈多的未來學家和科學家認為是未來科學典範轉移的大方向。

彼得．羅素（Peter Russel）指出，這個新典範轉移意味著科學與宗教的

重新會合。他在論述意識革命時，曾經說過以下一段賦有未來學意味的

話：

目前，科學還沒有充分注意到意識的一般屬性。科學仍然

停留在舊的模式中。科學認為，空間、時間和物質是基本的客

觀實在，意識是以某種形式從它們中產生的。但隨著科學開始

更加認真對待意識的主體，科學將不得不建立一個新的範式，

其中意識和時間、空間及物質一樣被認為是基本的。科學由此

將發現，它開闢了對幾千年來宗教一直預示的一個全新的理

解，這個全新的理解不是上帝即「天上的老人」那種傳統理

解，而是在上帝的觀念同我們對世界的科學理解之間建立一種

完美的聯繫。只有在這時，真正有趣的轉變才開始發生。這種

轉變現在還沒有發生，但我相信，我們正朝這個方向前進。9

彼得．羅素的新著作《從科學到上帝》（From Science to God），全

書主旨是論述科學與宗教世界觀將再度合流，而其「會合點」（meeting

point）便是「意識」（Consciousness）。該書第八章指出，「當科學把意

識視為宇宙實相的根本質素，而宗教把上帝視為照耀我們每一個人內心

的意識之光時，這兩種世界觀便開始匯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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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引自朱曉苑譯（2001），《意識革命──跨越大西洋的對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文獻出版社），頁220-221。

10 彼得．羅素（Peter Russell）原書電子檔只有章數而無書頁碼，此處引文可參照中

譯本，張文毅、鄭天合譯（2004），《從科學到上帝》（台北：成信文化），頁100。



為什麼說科學認真對待「意識」意味著科學與宗教的重新會合呢？

「意識」究竟如何充當科學與宗教的橋樑？這個問題可以從認識論和本

體論這兩個面向來回答。首先就認識論來說，佛教和印度教聖哲從經驗

層次上闡明物質世界的現象是由心識所顯現，離開人的意識，物質世界

的「實在」（reality）就無從談起；現象界的實在是意識和觀念參與建構

的結果，這個大發現己為近代西方觀念論哲學和現代的現象學者肯認。

故物質世界只有相對的和主觀的實在，而無絕對的和客觀的實在。11這

種「唯識」認識論，與量子物理學的新發現一脈相通，即構成物質的次

原子並不是客觀的物質性存在，對其觀測的結果如何，和觀測者（科學

家）的意識（心智認知活動）是分不開的。

以「意識」為基礎的科學思想典範轉移，對佛教的主要啟示之一，

是從認識論來看，物理學和實驗心理學關於物質現象的認知離不開意識

的論述，顯然可以印證佛教唯識學的認識論。但更重要的啟示，是下文

所要論述的本體創造論。

佛教的傳統宇宙觀是建基於緣起論，認為宇宙萬物都是因緣所成，

不可能由一位主宰神或「精神實體」（形而上學者所想像的實存於宇宙

空間的精神體）來創造，佛教根據這個緣起觀而被界定為「無神論」。

根據印度教和基督宗教的信仰，「梵天」（Brahman）和「上帝」（God）

是宇宙萬物的創造主。佛教對此作出兩點回應：一是創世之說違反緣起

法則，因為宇宙萬物是由眾緣所成，不可能由一個具有意識的主體所創

造。二是根據緣起法則，若真有「梵天」和「上帝」，祂們也必然由他

緣所創造，如是則祂不是宇宙的終極創造者。在印度教的民俗信仰裡，

「梵天」確是一位具有形相的人格神；在佛教裡，「梵天」是色界天的

天王，也是人格神；至於基督宗教的造物主耶和華上帝，更是主宰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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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的人格神。因此，佛教以緣起論反駁創世之說，在邏輯思維上是言

之成理的。

但是，根據印度吠陀哲學的本體論，我們並不能夠如此簡單地理解

創世說。印度婆羅門教發展到後期奧義書時代（確切時間未有定論，但

大體在公元前七世紀到公元前五世紀），其聖哲體證到Brahman作為宇宙

本體或宇宙意識（宇宙萬物和生命的本源），並不是一般印度教徒心目

中的人格神「梵神」，而是抽象的道體，是聖哲所證悟的絕對終極實相

（Ultimate Reality），即真性梵，祂超越相對的語言和觀念思維，無形無

相，不生不滅。吠陀哲學的各種奧義書論述絕對本體的內容甚多，例如

《依沙奧書》說：「（絕對本體）遍及一切處，彼為光明，無形無相，完

美無疵，一體不可分割無所不見，無所不知，超越一切，本自存在。」

其他奧義書也說：「無形無象的道體（Pure Brahman，即至上本體、真

性梵）與宇宙萬象之間，並無因果關係存在。」又說：至上本體並不是

「在心智範疇內所產生的概念」，「心靈和理智無法觸及祂，只有當超越了一切

知見之範疇，方能見到此圓明自性」。12

我們如果細心領會中國道家所說的「道」，也可以明白「道」並不

是某些學者所曲解的「精神實體」，而是與Brahman相似的絕對本體（即

《道德經》所說的「常道」），不可道，無可名。既然「道」是超越語言

名相和觀念思維的絕對本體，祂就不是具有時空性的「精神實體」。

《道德經》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

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德經》第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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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用現代語言來詮釋，大意為：「絕對本體是二元統一的存在，宇

宙尚未生成以前，祂就無始無終地存在著，祂空寂清淨，無有形象，也

不需由其他因緣所生成，祂周遍一切時空，永不變易，宇宙萬物都由祂

所生成。祂不能以任何名字和觀念來描述，我勉強稱之為『道』」。可見

「道」與Brahman一樣，是絕對終極實相，超越語言和思維，非邏輯推論

所能及，也不是由任何因緣所生成，因為它本來無生亦無滅，同佛教的

真如法性相類似。這個絕對本體生成宇宙萬物的原理，現在已逐漸被科

學所認識。只不過從佛教的義理來說，本體與宇宙萬物的關係，不應是

以「道」為「第一因」的因果性和物理性的創生關係，而是非因果的辯

證同一關係，亦即基於意識原理來講宇宙萬象如何以本體（真如法性）

為依據和基礎，透過因緣法則而「化現」，「化現」的概念意味著本體

（真如法性）是現象的「依因」，而不是一般創造論者所說的「生因」，

本體與現象具有非一非異的辯證同一性，這一點我們在下文還會論述。

根據吠陀聖哲和老子的領悟，宇宙的終極道體超乎人的心智所能理

解的範圍，故聖哲並不是以心智去捕捉祂，不是把祂當做一個可以觀察

的對象，而是在「虛極靜篤」的純粹經驗中與祂合一。老子在道德經第

十六章曾經提到，道體作為宇宙萬物和一切生命的本源，是靜寂不動

的，但同時又顯現為萬物的蓬勃生機，充滿了活力與動力，紛紜複雜，

繁衍不息。在二十一章又形容道體雖然幽微恍惚，不可思議，不可捉

摸，但卻能顯現信息波動的現象和精神動力，形成確定不移的運作規律

和法則。在四十章和四十二章又指出，「道體」就是「無」，宇宙萬有

都從這個「無」產生，由「無」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道德經》所說的「無」並不是相對語言的「無」，而是超越「有」與

「無」的絕對實相，亦即日本京都學派所說的「絕對無」（Absolute

Nothingness）。「絕對無」與「絕對有」是實相的一體兩面。對照之

下，印度的吠陀聖哲也認為絕對本體意識（至上意識，即Brahman）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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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無為，無因無果，但卻含藏各種因果法則，也潛藏著無始的能量波動

（primordial vibration），吠陀哲學稱之為prana（意識能量或生命能量，

類似於道家的「氣」），這種能量是構成宇宙所有物質和生命的最終基

礎，它不能以「精神」或「物質」來歸類，也不能以三維（度）空間來

定位。本體創造的原理，粗略地說，就是宇宙至上意識（終極道體）在

各種因果法則的作用下，「化現」為物質和生命。然而吠陀哲學又認

為，所謂物質宇宙只不過是人的相對意識的認知，從至上意識來看，一

切都是幻象（Maya）的顯現。此說與佛家「諸法如幻」的義理同具意

識心理學的基礎，但道家哲學則沒有這個洞見。

寫到這裡，我們已經可以「意識」作為中介點，為科學與宗教搭建

一座橋。如本文前面所述，在量子物理學、地球生態學、細胞基因學等

等科學領域裡，都發現「意識」是構成宇宙實相的根本要素，這不僅是

從認識論來說，同時也具有本體論的涵義，意味著科學思想正在與宗教

哲學的本體創造論合流。尤其是在量子物理學的領域，過去數十年裡，

己有很多傑出的科學家論及意識與宇宙創造的關係。例如以研究次原子

波粒二重性著名的物理學家史洛丁格（Erwin Schrodinger）就認為「世

界最初以意識出現，世界是由意識的單位組成的。」13又如理論物理學

家博姆（David Bohm）在其名著Wholeness and the Implicate Order《整

體與隱秩序》一書中提出的「隱秩序」（implicate order）理論，從物理

學研究推論出全體宇宙是由許多不同維度（dimensions或譯次元）的世

界所構成的層級結構，較高維的層級含攝（enfolding）所有較低維的層

級，成為「隱秩序」（不是人類意識所能感知的宇宙層級），同時又綻放

（unfolding）出較低維層級，成為「顯秩序」（explicate order）。人類所

能感知的三維世界（三度空間的宇宙）便是由高維隱秩序所綻放出來的

一個顯秩序。根據博姆的理論，宇宙的隱秩序結構也就是意識的層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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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代表高維意識層級的隱秩序，是一個無限廣大的意識能量海，因此

由它綻放出來的三維空間的基本粒子及所有物質，乃是高維意識的一個

面向（意即物質乃是「濃縮的意識」），它們具有「原始智力」，也就是

具有能夠反應來自超隱秩序的信息的資訊結構，以便導引基本粒子接近

光速的高速運行。博姆理論強調隱秩序與顯秩序並不是分離的，「造物

者」（隱秩序）與「造物」（物質世界）是一個「整體」（wholeness），所

有造物互相聯結於整體裡，也都具有活性（意識）和智能（intelli-

gence），而整體並不是存在於我們所能理解的時空中，它具有超越時

間、空間和物質的絕對性。從博姆的理論來看，所謂「本體創造」其實

並沒有特別「創造」出我們所認識的物質世界，物質世界只不過是多維

宇宙層級結構（亦即意識層級結構）整體的一個面向而已，物質只是意

識的一種呈現方式。這種理論似乎把認識論與本體論合一爐而冶之，令

人想起印度吠陀哲學所說的，本體意識能量化現物質，而物質其實是人

的意識被宇宙幻象（Maya）所操控而產生的幻覺。至於博姆理論與佛

教華嚴經所講的法界無盡緣起（即萬物相攝相入，一系統與其他所有系

統層層涵攝、相依共存的宇宙結構）之間具有何種關係，又是一個饒有

趣味而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除博姆外，其他物理學者也指出，意識能

量是以量子場的運動形式而存在，粒子及一切物質都是量子場的外顯

（explication），只不過從電子、原子、分子、細胞到可以目視的物質，

其量子系統愈來愈複雜和濃稠，最終顯現為所謂的物質。14以上科學哲

學論述對了解宗教哲學的本體創造論提供了嶄新的思想視野。

科學與宗教重新會合對佛教的意涵：從宇宙意識到普世價值的開展 33

14 參閱同上書第三及第四章；博姆理論另參見其著作David Bohm (1983). Wholeness
and the Implicate Ord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參、宇宙意識與佛教

很多人認為佛教只重精神解脫，不重視物質宇宙如何創造的問題，

因此沒有提出自己的宇宙創造論。佛教界和佛學界又以佛教的緣起論取

代創造論，認為宇宙萬有皆由因緣所成，而不是由上帝或神所創造，因

而佛教是「無神論」。但是上述的科學哲學論述帶出一個問題，即宇宙

的構成和運作並不是一個簡單的緣起論或因緣觀就可概括的，而是需要

意識和智能的介入，才有可能引導宇宙運作的秩序和進化的方向。如果

只靠緣起，宇宙可能變成一個混亂無序的大雜燴，而結構和功能精密複

雜的生命體也就無從出現。

其實古代佛教聖哲對宇宙實相的理解，並不是如此簡單，比起道家

和吠陀哲學來，反而更具有意識心理學的洞見。釋迦牟尼開悟時，驚奇

地發現「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以現代語言來說，就是宇宙萬

物都具有智慧潛能。按照大乘佛教的法界緣起（大緣起）義理，宇宙是

一個具有高度秩序與和諧的整體，一切造物和系統都相依共存於一個圓

融無礙的宇宙大網絡裡，這當中的道理並不是簡單的因緣湊合，而是在

緣起背後另有「真如法性」（即宇宙終極原理）的妙用，宇宙萬物皆由

真如法性隨順各種因緣，在人的相對意識中所現起，形成一個大生命

體，其中所有「肢體」（萬物）相即相入，相依共存，有如人的肢體一

般，故能圓融無礙。大乘佛教所說的「真如法性」，類似現象學和意識

心理學所論述的「純粹意識」（pure consciousness），它代表著超越二元

相對意識的宇宙終極實相。從意識心理學來看，我們可以「超越」

（transcending）與「含攝」（including）的原理來詮釋佛教聖哲所證悟的

終極實相，此即：祂一方面是「空」，即超越一切二元對立和知見分別

的智慧覺性，無名無相、不生不滅、不增不減、非實非虛；另一方面，

「空」的超越智慧必然含攝宇宙萬有的一切潛能，亦即一切組織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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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原理和因果法則的潛在態（potentia）。從超越面來看，「空」是

「真空」，是「絕對無」（Absolute Nothingness）；從含攝面來看，「真

空」即是「妙有」、「絕對有」（Absolute Being），含藏萬法原理和無窮

智慧妙用，佛家稱為真如法性，它不但代表宇宙的終極原理，同時也是

能夠證悟實相的「真心」，宇宙本體與真心不二，法性與心性同一，而

兩者都超越了一切由相對意識和觀念所建構的屬性，包括差別性、生滅

性、對礙性、實體性等，大乘佛教稱之為「空」，亦即破除上述由分別

意識和觀念所建構而被人誤為客觀真實的各種屬性和樣相以後所呈現的

「實相」。宇宙一切現象都是在「空」的基礎上，隨順因緣而在人的二元

分別意識及時空意識中現起。故大乘佛教對於宇宙創造的認知，並不是

只講「緣起」，而是立足於「空性」─絕對的智慧覺性，在這個終極基

礎上來講緣起的。整個物質宇宙只不過是真如法性所含各種組織原理、

運作原則和因果法則的潛在態，透過人的二元分別意識和時空意識的作

用而現起種種差別相、生滅相、對礙相和質體相（以為事物本身具有客

觀真實的性質）。換言之，被道家學者認為是客觀實在的宇宙創生，在

佛家看來只不過是真如法身的妙用和意識緣起的結果，並沒有客觀真實

性可言。佛家對於宇宙創造的原理，不是像道家講「物質創生」或吠陀

哲學講「能量化現」，而是講真如妙用和「意識緣起」，亦即終極本體所

含萬有原理的潛能，隨順不同的因緣條件，在二元意識中現起一切現

象。佛家這種對宇宙創造原理的體證比道家及其他宗教的創生說，更切

合意識心理學的原理。

其次，大乘佛教聖哲的一項偉大洞見，是悟出宇宙本體即真心，法

性即心性，故一切事物的原理法則都包含於心性中，宇宙萬象不外是真

心的顯現，主體與客體是一非二，宇宙間並沒有所謂「客觀」的事物。

人類慣於以主體之我認識客體的思考方式，只不過是時空意識和二元分

別意識的產物，但吾人執此主客對立性為真實，便成虛妄分別，此即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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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唯識學所說的「遍計所執性」。這項有關人類意識心理的洞見，首先

由大乘佛教聖哲提出，現代的現象學和意識心理學則予以科學性的學理

詮釋。

對照之下，道家聖哲未曾明言心性與宇宙道體的同一性，以致缺少

證悟功夫的後世哲學者提出「本源論」，以為「本源」有別於「本體」，

是客觀存在於心外的萬物「源頭」，所謂「道在心之外」，說「老莊寧肯

把道安頓於人的心靈之外，首先把它設定為一種外在、客觀、獨立的存

在，然後再讓人─主體，通過自己心靈與這一客觀存在的道完全契合而

完成精神境界上的追求。在這裡，老莊在一定程度上是確認主客體的分

立與對峙的。」15這種把宇宙本體（道）視為客體對象的說法，就佛法

義理及現象學和意識心理學原理來看，只是觀念的虛構，似乎也不符老

莊的本意。例如《道德經》第三十七章和四十八章論及「道」是在心性

修養達致無我、無求、無為時才能顯現的，此與佛家「絕對無」（空）

的真心與宇宙真如法性同一的體證應該是一致的；也只有在「常無」

（絕對無）的超越證悟下，才能觀照宇宙道體的奧妙（參見《道德經》

第一章，原文是「常無欲以觀其妙」）。在這裡，與其說老子「確認主客

體的分立與對峙」，不如說老子確認主客體的合一，這說明了道家哲理

能與佛教義理相契合，也能與現象學和意識心理學的原理相契合。從邏

輯思路來看，「道在心之外」的說法是把「道」當做觀念思維的對象，

是由人的觀念所建構出來的，如此「道」就不是超越觀念思維的絕對本

體了。尤有進者，指稱「道」是存在於心外的「客觀」存在，等於為

「道」預設了時間和空間的位置，如此「道」便不是絕對的、終極的和

無限的宇宙本體。「道」的絕對性和超越性表示祂超越了主體與客體的

對立，道家學者以為老莊是要以「心」的主體觀察「道」的客體，這種

說法忽略了「道」超越主客對立的絕對性，最多只是一種頭腦知識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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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觀念的建構。既然要講絕對本體，就有必要超越頭腦知識和觀念，

回歸聖哲的智慧，無論是佛家、道家、印度吠陀或基督宗教聖者的智慧

證悟，都指向主體與客體的合一，我與非我的融合，從而達致佛家所云

「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的精神境界。這種智慧領悟來自意識

的轉化和超越，也就是小我意識朝向大宇宙意識的開展。

以宇宙意識作為宗教與科學重新會合的橋樑，等於為人類文明的未

來發展打開了寬廣的精神視野。西方的「超個人研究」（transpersonal

studies，包括超個人心理學）和有關靈性發展的論述，都傾向於把當今

人類文明的危機歸因於狹隘的自我中心和種族中心意識形態，這種意識

形態把自我與非我對立起來，在自我與他者之間，自我與世界之間，劃

下了重重的界限，結果不但造成個人內在世界的疏離和孤立，也引起外

在世界的緊張和衝突。解決這問題的主要方案，是破除自我中心意識，

回歸人人本具而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真我意識（或稱宇宙意識）。

西方的靈性修持教師如彼得．羅素（Peter Russell）、安德魯．柯亨

（Andrew Cohen）等，都強調生命解脫的目的，並不只是針對個人的煩

惱，更根本的是掙脫自我中心的桎梏，破除人我對立的藩籬，去與他者

重新結合，以慈悲擁抱世界，如此才能獲得真正的解脫，找到人真正的

主體性─真我，此主體性並不存在於西方思想所強調的個體獨特性，而

是存在於超個人的、眾生一體的共性，這就是真我意識或宇宙意識的精

義。16

宇宙意識作為一個重要理念被提出來，可說是反映了西方個人主

義、科技主義和唯物思想所造成的人類文明危機和精神危機，因為宇宙

意識是萬物一體、同體共生的覺性，也是超越個人貪慾、愚癡和偏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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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它被視為挽救人類危機的一線曙光，也存在於每個人的心靈深

處。這其實就是佛教同體大悲義理的西方版本。西方佛教及其他靈性修

行理論不約而同地強調宇宙意識，將個人小我意識擴展和提升為眾生一

體的宇宙意識，實具有關懷社會、匡時濟世的悲願，值得我們重視。思

想家肯恩偉伯（Ken Wilber）的超個人心理學理論，更預測未來文明進

化的方向是邁向宇宙一體意識，回歸人的真心本性。他說：「一體意

識，或大我意識，原是一切眾生的本性及生存基礎，但我們卻逐步限制

自我，捨棄我們的真實本性，為自己劃出各種界限。」17印度教的啟德

難陀尊者（Swami Chidananda）在介紹西方靈性教師安德魯柯亨

（Andrew Cohen）的開悟經驗時，也特別強調宇宙一體的證悟：「他

（指柯亨）開悟時，自我已消失得無影無趿，剩下來的覺性，無論就性

質或層級來說，都是宇宙性的，此覺性擁抱一切，成為一切，活生生地

體驗到與一切中的每一事物合為一體，心靈契入它們之內。這是從最深

刻的個人經驗中湧現出來的宇宙意識；由於他已超越了自我，故此經驗

也是非個人性的⋯由智慧的領悟生起慈悲大愛。」18

肆、一體意識、入世佛教與佛性觀

西方佛教的宇宙一體思想在實踐上表現為「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主張佛教信仰及修行應與世間和社會密切結合，因為眾生

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個人的善惡行為透過因果律的連續作用和擴散效

應，會對社會造成十分深遠和廣泛的影響，而個人的生命解脫也必須建

立在關懷眾生和奉獻社會的基礎上才能達成。雖然佛教的傳統義理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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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眾生一體的精神，但是在實踐上素來偏向個人自求解脫的修持，佛教

徒更不願介入社會性和政治性的議題，這種傳統作法顯然與現代社會的

迫切需要背道而馳，因此西方佛教重新強調「入世」精神自有其現實的

意義。自從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佛教行動主義」（Buddhist activism）

思潮愈趨興盛，其參與成員來自許多國家，各種佛教宗派，以及各行各

業，包括出家僧尼、在家居士、亞洲人、美洲人和歐洲人、學者、修行

大師，等等，他們積極投入各種社會行動，包括和平、非暴力、生態環

境保護、男女平權等等，倡導自我生命轉化應與世界轉化同時並進的理

念，強調社會工作必須以內在修行為基礎，社會變革與心靈改革不可

分；個人意識必先得到轉化和提升，才能產生入世工作所必需的精神動

力、慈悲和智慧。入世佛教認為，如果只從社會政治的觀點去追求社會

改革，最多只能帶來暫時的解決，甚至還會衍生更多問題；有效的社會

行動必須同時對治「那使個人和團體陷於癱瘓的人性弱點─貪瞋癡」。19

由釋一行禪師所領導的入世佛教運動強調個人內在修行與關懷社會

和他者必須取得平衡，只顧修行而不關心社會和他者，乃是違背佛教本

懷的作法，但如果忽略個人修行，社會改革工作也會走入歧途。釋一行

禪師指出，和平與非暴力運動並不只是參加反對戰爭和社會暴力的示威

遊行，而是要在每天的冥想禪修和正念練習中培養安祥和平的心境，以

親切友善的態度對待週遭的每個人。他說：「我們愛講社會服務，為人

類和遙遠的他者服務，把和平帶給世界，等等，但我們常常忘記我們首

先必須為週遭的人們而活；如果你不能為你的妻子、丈夫、兒女或父母

服務，你如何能為社會服務呢？」20按照同樣的思路，如果一個佛教徒

不去關心與我們同坐一條船的地球人類的危機和苦難，卻發願要救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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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無邊的六道眾生，恐怕也不符佛教「理事圓融」的精神。這並不是說

出世間的宇宙意識不重要，而是說入世工作要分本末先後。在出世間的

層次上，我與萬物和眾生一體的宇宙意識的體證，是佛教修行的根本，

也是入世工作的終極基礎，故釋一行禪師對於禪修的教導，特別注重大

乘佛教法界無盡緣起的義理，一切在一之中，一亦在一切之中，個體生

命與宇宙萬物和眾生相依共存，同體共生，必須能徹見這個一體性，才

是佛教修行者的本色。正如一行禪師所說：「當我們深深浸淫在『相互

依存』的道理中時，就能看出⋯世間每樣事物都是由其他事物所組成，

並包含其他所有的事物。」「既然現在我們了悟自己身體中存在著『一

即一切，一切即一』的道理，讓我們更進一步，禪觀自身中存在的整個

宇宙。」21

宇宙意識的理念也啟發了西方佛教學者對傳統佛教義理進行重新詮

釋，其中最具有創意的當推佛性論。漢傳佛教講佛性，是把佛性當作開

悟成佛的根據，強調其為證入空性的智慧潛能，而佛性「以空寂為

性」，不能執為實有。佛典《佛性論》說：「佛性者，即是人法二空所

顯真如。」佛學者釋恆清教授指出：「佛性思想一再強調眾生本具自性

清淨功德，但是若執清淨智慧功德為實有，即是『誹謗真如』」。因此，

「佛性不是具自性的存有，而是徹證人（我）空和法空之後所顯的真

如。」22總之，是強調佛性「空」的一面。相較之下，西方佛學者從社

會關懷的本願出發，比較注重「有」的一面，從宇宙一體性的角度切入

申論佛性，直指佛教精神在於體認我與眾生及宇宙全體一體相連，相依

共存，從而破除小我自私、自戀、自我中心的心態和習性，成就無我無

私、同體大悲的人格品質。佛性如果不是指這種同體大悲的覺性，還能

指什麼呢？誠如禪學大師鈴木大拙所言，佛性是「超越自我的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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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ty beyond ego），這裡所說的超越自我，是破除自我與他者和世界

分離對立的妄見，領悟我與眾生本來一體的實相。美國禪佛心理治療學

者布雷吉爾（David Brazier）指出：「佛性就是體認宇宙存在於我們裡

面，我們也存在於宇宙裡面，這個自我與宇宙的一體性乃是禪倫理的終

極基礎。⋯禪的洞見揭示宇宙萬物原本的統一（primordial unity）而不

是分離的存有。」23他又說：「對大宇宙的認同使我們達致慈悲大愛。」
24從同體大悲的佛性觀出發，禪佛心理治療學提示了被西方心理學忽略

的重要觀點：人的健康成長不但需要被愛，如西方心理學所強調的，同

時也需要給予愛，因為我與眾生一體相連，所以我需要愛人如愛己。對

於一般人而言，這種「給予愛」和「慈悲付出」的心理需要很容易被自

我中心的習性所掩蓋，以致實際行為常與慈悲背道而馳，然其潛能卻是

人人皆同，只要給予適當的引導和啟發，慈悲的潛能就得以展現。慈悲

愛心的付出，不但賦予人以生命的意義，同時也是心理治療的力量來

源。布雷吉爾指出，老人自殺的原因，往往是因為感到自己對社會或他

人不再有用；如果能引導他們把愛心給予寵物或他人，他們就能重拾生

命的價值和信心。25這種慈悲利他的心理需要，不但為人人本具佛性的

佛教義理提供了佐證，而且也為心理學開啟了新視野，因為主流心理學

只強調「被愛」的需要，以及自我價值肯定的需要，忽略了人也有「給

予愛」和「慈悲付出」的需要，這種需要若能得到滿足，則自我導向的

「被愛」和自我價值肯定的需要就不是西方心理學者所想像的那麼重

要，因為案主這時會發現自己的內在原來豐饒富足，無所欠缺，慈悲包

容與愛心付出是自我療癒的無上良方。

由於佛性的超自我（無我）性質，布雷吉爾認為佛性是對治西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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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中心和個人主義的良方。尤有進者，在禪心理治療的臨床上，治

療師之所以能接納惡形惡狀、行為怪異的案主，就是基於人人皆有佛性

的體認，從而開拓慈悲包容的內在空間。畢竟菩薩不只救善人，更要救

惡人。布氏倡言心理治療師不但要擁有包容接納案主的內在空間，同時

也要幫助案主開發同樣的內在空間，因為慈悲包容不但是療癒的力量，

也是人格成長的原動力，如此則心理治療與禪修的目標趨於一致，以人

人本具的佛性潛能作為自我療癒和個人內在成長的靈丹妙藥。這既是佛

性觀的創新，也是心理治療理論的創新。

布氏這種從宇宙一體意識詮釋佛性的思維，在某種程度上受到現象

學和存在主義思想的啟發。現象學始祖胡塞爾（E. Husserl）了解到，人

對世界的認識深受個人既定觀念和知見分別的扭曲，因而不能如實。胡

氏志在建立一種「完全沒有偏見的哲學方法」，藉以如實洞察實相，其

方法是將一切既定觀念和知見分別心加以「擱置」（bracketing），類似

禪宗以破除語言名相的方法直證本心。當知見剝除淨盡而不再蒙蔽心靈

時，就達致純粹意識（pure consciousness），亦即泯除人我分離和主客

對立的虛妄意識以後所展現的宇宙一體意識。某些存在主義學者將這種

方法進一步發揮，作為脫出生命虛妄的哲學實踐基礎。正如法國著名哲

學家梅洛龐蒂（Merleau-Ponty）所說：「現象學表達了一種驚奇，即自

我原來存在於世界及他者之內。⋯現象學要使我們看到─而不只是解說

─在主體與世界之間，主體與他者之間，存在著密切聯繫。」26對於存

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而言，「人並不是從自我孤立

的窗口觀看外在的世界，他早已站在門外了，因為生命存在意味著人完

全投入世界之中。根據海德格的看法，生命存在的意義就是人站在自己

外面，超越自我。」27存在主義哲學家齊克果（Soren Kierkegaar）、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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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Karl Jaspers）等人身體力行，把自我生命奉獻給世間苦難者的行

持，與其說是以人道主義為動機，不如說是意識的提升和擴展，使他們

領悟到自我與他者同體相連的宇宙真理，這不正是佛教同體大悲精神的

體現嗎？這樣，西方佛教學者以宇宙意識為切入點，找到了佛教與西方

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哲學的共同思路，以西方的思想概念解釋佛教，使佛

教較易為西方社會所接受，也更具有思想活力和現代性的意涵。

伍、普世精神價值觀與佛教

如果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的信徒能放下宗教意識形態的包袱，不再

把上帝看做人格化的主宰神，而看做彼得羅素（Peter Russell）所說

「照耀每一個人內心的意識之光」，而佛教徒也能從大宇宙意識的視野來

認識自性（佛性）即是宇宙的「意識之光」（即禪宗所言「遍十方世界

是自性光明」），那麼「上帝」與「佛性」將變成異名而同義，世界各宗

教的意識形態衝突可望緩和或消除，從而建立一種以宇宙意識為基礎的

「普世宗教」的世界觀，這將意味著人類尋獲宗教信仰的共同核心，使

精神文明跨進一個具有慈悲包容的新時代。這種普世宗教世界觀最重要

的一點，是各宗教都能體認到，尋求終極真理（上帝、佛性等），不能

只從思想觀念著手，必須透過正確的修行，放下一切既定觀念和知見的

偏執，去探尋與終極真理合一的超個人體驗。根據超個人心理學者葛羅

夫（Stanislav Grof）、彼得羅素（Peter Russell）等人的看法，目前西方

國家一年比一年興盛的打坐冥想、禪修、個人心靈發展（personal devel-

opment）、內展（inner development）等心靈鍛鍊和心性修養活動，顯示

以宇宙意識為共同基礎的普世宗教思潮正在興起。28近年《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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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暢銷書榜有百分之三十到五十的暢銷書都屬於個人心靈發展這一類的

書籍。美國《時代週刊》2003年8月4日號以封面故事專題報導「冥想科

學」（the science of meditation），透露美國經常打坐的成年人己迅速增加

到一千萬人，比十年前增長一倍。舉辦打坐活動的場所遍及學校、醫

院、律師事務所、政府辦公大樓、企業公司、監獄等等，愛奧華州一家

大學甚至規定全校學生一天打坐兩次，美國許多政界、文化界和企業界

名流也加入打坐冥想的行列。打坐冥想的原理來自佛教、道家和印度

教，但方法和技巧已被改良，俾能適應西方社會的需要。可見佛教在未

來普世宗教文化的發展上將會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人們將會發現，能被

現代社會普遍接受的佛教思想和義理，並不是東方傳統佛教那一套詮釋

方法，而是與科學知識（特別是心理學）整合，以現代思維重新詮釋整

理的一套新知識。目前在美國十分暢銷並且被譯成中文在華人社會銷行

的佛教修行書籍，都屬這一類。此外，在西方頗具影響力的修行大師，

如奧修（Osho）和克里希那慕提（Jiddu Krishnamurti）的大量著作，將

佛理與其他靈性知識兼容並蓄，佛法義理被披上現代語言的外衣，藉著

這類著作廣為流傳。南傳佛教和禪宗哲理的西文版本，也都是取其精華

而以現代人的思維方式和心理學概念重新詮釋，由於具有普遍知識的共

同基礎，因此能被各種不同宗教和文化背景的人士所接受。這些事實，

在在顯示佛教正在以科學知識為媒介，與其他宗教文化融合而醞釀普世

宗教的新文化潮流。

科學與宗教合流對佛教的更重要啟示，是佛教尊重一切眾生生命的

慈悲精神將會在未來人類的新文明裡得到體現。因為數百年來以唯物思

想為基礎的科學典範，把心靈和意識視為物質的副產品而予以漠視，科

學與宗教的靈性價值也因此疏離異化。未來科學思想典範與宗教世界觀

的合流，將使人類重新珍視心靈的價值。當意識被接納為宇宙的根本要

素時，人們會認識到一切物類都同人類一樣具有生命意識，而一切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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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都來自共同的大宇宙意識，因此會更加尊重和愛護地球上的物類和

生態環境。當科學認識到一切物質與意識不可分的真理時，人類的心靈

將從唯物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恍然於物質世界的實相並不是人們所

執取的「實有」，而是具有佛教所宣示的「非實體」（non-substantiality）

的終極性質，也了解到人對物質的過度追求並不能帶來真正的幸福和快

樂，因而轉向對精神價值和生命終極意義的追尋，人與人之間也將更富

於同情、慈悲和寬容。人類向來以自我為中心而爭逐有限物質資源的價

值觀，導致了互相衝突、傷害和無窮無盡的災難；現在若能建立一個共

同的精神價值目標，則「生命共同體」的覺悟必將水到渠成，不但衝突

可以化解，而且個人的精神福祉必須以整體的精神福祉為前提，才有可

能實現。誠如彼得羅素所指出，在科學與宗教合流的新世界觀底下，人

類生活的根本目的將不再是追逐小我的私利，而是追求「集體福祉」

（collective well-being），使所有人類都能享有更多的精神福祉，即內在

的安詳、喜悅和幸福。精神福祉與物質福祉最大的不同是取之不盡用之

不竭，愈是無私利他者，愈能享有更多精神福祉。而這種新價值觀並不

是社會的或宗教的規範所強加於個人的結果，而是由心靈解放所達致的

「自然回應」（natural response）。29

陸、結語

本文開宗明義提到懷德海在半個多世紀以前的預言，即科學與宗教

兩股歷史最強大的力量如何協調彼此關係，是決定人類文明未來發展的

主要因素。從上述科學發展的趨勢，以及西方社會對於心靈解放的渴求

來看，懷德海的預言似乎正在實現，即科學思想典範與宗教世界觀以

「意識」為基礎而走向融合，將促使人類文明從數百年來的唯物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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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向精神價值觀。佛教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將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首先

是物質主義和個人競爭所造成的心靈困乏、精神空虛、自我價值喪失、

憂鬱症及各種精神官能症等困惱現代人的問題將會獲得集體拯救的契

機，在這些「時代病」的救治上，佛教的禪修與靈性治療已愈來愈受重

視，當佛教所啟發的精神價值觀取代現時的唯物價值觀，而使現代社會

疏離異化的問題獲得消解以後，上述「時代病」可望逐漸消弭於無形。

其次是生態環境倫理的問題，當洛福洛克提出「蓋婭理論」時，曾受到

科學界某些人的質疑和反對，理由是地球具有生命意識的科學證據不

足，但根本原因是思想典範的歧異，換言之，如果主流科學家們承認地

球和各個生態系統是血肉相連的生命共同體，那麼資本主義的唯物思想

典範將會土崩瓦解，其對生態環境的榨取和破壞也會成為一個嚴重的倫

理道德問題。今後如果能建立萬物皆有意識的新世界觀，人類將不得不

接受地球及生態系統都是具有意識的生命共同體。佛教認為萬物「含

靈」，即是肯認萬物皆具有意識；佛教緣起觀更肯定地球和生態系統都

是萬物相依共存的宇宙生命共同體的一環，其義理與蓋婭理論不謀而

合，這種心靈覺醒有助重建人類對生態環境的倫理關懷。最後是共同精

神價值觀的建立將使人類心靈獲得解放和提升，人心將不再被個人取向

的貪慾所困囿，而會轉向「集體福祉」的追尋和奉獻，即確認當眾生仍

沉淪於苦海時，個人也將難以得救；必須眾生都能獲得內在的和平、安

詳和喜悅，個人也才能擁有同樣的精神福祉。這就是佛教聖哲所闡發的

「同體大悲」的終極關懷。佛教的義理亟待融合現代的知識和思想，予

以重新詮釋和闡揚，俾能為人類新精神文明的締造扮演一份積極的角

色，貢獻最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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