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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有動物本性的天性

•現代人和黑猩猩等動物有相似的軀體，是經
過演化而來的，當然也含有動物的天性，即
「動物本性」，就是所謂「食色性也」，稱
為「獸性」或「欲性」，所表現的本能就是
「食色本能」，進而追求「名聞利養」。
•欲性非惡，任欲心氾濫，產生欲心，縱慾荒
謬，貪得無饜，造起惡端，才是為惡，故有
人直以「欲性」為惡性。荀子提倡「人性本
惡」之說，他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
也。」就是根源於此。

人類進化而來的天性▬▬動物本性



人類有動物本性來源依循演化論
•1978年美國演化生物學家威爾森著作《論人

性》，他以田野為實驗室，直接觀察、採

集、研究大自然產物，發現演化是唯一貫串

「生物萬象」的總綱。因此，他所謂的人

性，指的是生物遺傳的行為模式，也是物競

天擇的產物，即依循演化論的道理。

•生物有相互間仇恨傾軋和好戰殺戮的天性，

強壯的動物會以殘酷的手段對付其他弱小的

動物，就是根源於天生的獸性，人類也同樣

有這種天性。



動物的天性是殘忍的

• 心理分析論創始人佛洛依德主張「生物好戰
說」：所有生物都擁有破壞慾，牠們渴望將

生命還原為無生命的物質，至死方休。

•動物行為學創始者勞倫斯認為動物相互攻擊

的目的在維護地盤，及確保繁殖優勢。

•近年來科學家發現有二十幾種猿猴和獅子，

都攻擊年幼的同類，或以殘酷的手段對付敵

對的成年同類。

•科學家研究的結論，動物天生是壞胚子。



人類是最殘忍的動物

•從「社會生物學」又稱演化心理學，探討

人性是獸性演化的一面，就是以達爾文的

角度來詮釋人性，人類常見的性格和行為

模式，都可以用動物行為的方式來說明。

•人類除了有動物本性外，另有超越其他動

物的「心智」，其為害的程度當然遠超越

其他動物。人類會殺盡可食用的動物，取

盡可供使用的資材，破壞生態平衡的環境，

造成地球的浩劫，因此人類是地球上最殘

忍的動物。



人類的大腦演化獨有心智
• 人類獲得超乎其他生物的心智，產生特有精神
層面的生活，是由人類腦部的演化在短期內爆
發般突變，使具有思維能力的大腦大異於其他
動物。

•現代人巨大的頭腦，擁有表面積甚大的「大腦
皮質」，才有超越其他動物的聰慧，也才有現
代人的「心智」。

• 人類的精神過程，還有思考能力及處理觀念的
能力，在變化中找尋單一性的能力；這個能力
就是來自「心智」。

從人性探討心智的來源



心智是人類大腦的所作所為

•心智是人類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是連
續的一種思想和感情、經驗和所謂的精神現
象，用來表示一種完全在腦中進行的生理事
件連續過程，獨一無二的。

•從腦神經醫學上研究分析，心智的高級心理

過程主要在大腦額葉中進行，使優於其他動

物。倘若大腦額葉受傷經治療後，雖仍保有

原來的一切知識，但是已經喪失瞭解問題和

利用知識的能力，更無創造和計劃的能力，

對於需要應用這種心智的工作無法勝任。



人類的心智中獨有語言

•語言是人類心智最特殊
的表現，超乎其他生物
的能力。

•20萬年前人類語言基因
突變取得演化優勢。

•人類說話能力的關鍵性
發展在於圓舌的進化及
聲帶位置的高低。

•其他人科等高級動物無
組成語言的發聲能力。



現代人的心智是天賦本性的表現
•現代人的「心智」擁有思維、計算、規劃及

語言等高級智慧的功能，與黑猩猩有天壤之

別，並且無介於兩者之間的生物，因此心智

絕非演化而來。

•現代人高級心理過程的心智，主要是在大腦

額葉主宰著其他腦部機能做適當處理的作

用，是與生俱生的本能，其來自人類的精神

層面，既非來自演化，顯然是屬於另外一種

人類特有的天性，稱為「天賦本性」。

人類得天獨厚的天性▬▬天賦本性



天賦本性就是如來智慧覺性

•當釋迦牟尼佛初成道時曾說：「眾生皆有如

來智慧覺性」，稱為「佛性」。天賦本性就

是這個「佛性」，或稱為「理性 」。

•人類之有別於其他動物，就是有這一「天賦

本性」，也就是「佛性」，而且「人人皆有

佛性」，唯獨人能修成佛。

•孟子曾提倡「人性本善」之說，他說：「惻

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

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

之。」人性本善說就是根源於「理性 」。



天賦本性內涵有二要素

•聰明本能：明見一切事物及道理之高深智

慧，有思維、判斷、假設、創造、計劃、

計算與語言等能力，簡稱「智能」。佛家

稱為「習種性」或「後得智」，道家稱為

「識神」。人類的心智是聰明本能的表現。

•覺悟本能：有如實知見一切法之性相的能

力，可察知善惡事和開悟真理的本能，簡

稱「覺能」。佛家稱為「性種性」或「根

本智」，道家稱為「元神」。慈悲心、博

愛心、仁義心等，就是覺悟本能的表現。



天賦聰明和覺悟本能因人而異
•人類的智能是由腦神經細胞所主宰，細胞的
大小和腦神經細胞間連線的樹狀突、軸突和
軸突末端數目多寡，影響腦神經細胞間的資
訊儲存與傳遞，因此人人的智能就有高低之
分；影響這些腦神經細胞的三大因素就是遺
傳基因、生活環境和學習態度。
•每一個人都擁有大腦額葉腦神經細胞，可以
主宰著其他腦部機能做適當的處理功能，進
行精神活動，這種功能就是覺能，任何人不
會有所增加或減少，不因人而異；但因人類
受到欲心與外惑的干擾，覺能時常會被蒙
蔽，因此人類的覺能也就有顯隱之別。



人性含有理性和欲性同時存在

孟子的人性本善之說就是根源於理性，而荀

子的人性本惡之說就是根源於欲性。程子

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由

此可知人類性善與性惡之說均可同時成立，

然而善與惡完全是對立的，這二種思想本體

均可同時存在，可知人類思想體系的天賦本

體不是單一性，而是二種本性同時存在，故

每人與生具來的本性均含有「理性」和「欲

性」兩種，而且同時存在。



理性與欲性所佔比例顯示品格高低

因為人類有兩種本性是與生俱生，若使欲性消

失，而成為僅具理性的仙佛；若能淡薄欲性，

保持完全的理性，則可以成為人間的聖賢。一

般人為人處世均由二種本性共同主宰，其理性

對欲性所佔比例的多寡，可以顯示其品格的高

低。僅應用聰明的能力為惡，作奸犯科，則成

為大奸大惡的惡徒。若天賦本性完全被蒙蔽，

連聰明都捨棄，不用大腦思考，僅呈其食色本

能的獸性，則這種人等於禽獸之徒。因此人類

依品格高低分為聖賢、凡人與禽獸之徒。





禪宗修習佛法各依兩種本性

•佛教禪宗神秀主張以漸修而達到明心見性，

他所作的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這首偈是以人

類天生的欲性為出發點，修習佛法在拭淨欲

心，以達到明心見性的立場來闡釋佛性。

•六祖惠能主張以頓悟而達到見性，他所作的

偈：「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

物，何處惹塵埃？」這首偈是以人類天生的

佛性為基礎，即人人皆有佛性。在頓悟本性

後，獨見本自具有的佛性，自然達成見性。



兩種本性符合現代哲學家說法

哲學大師牟宗三提出依人性的應用層面有三：

•一、生物本能、生理欲望、心理情緒等屬於

自然生命之自然特徵所構成的性，為最低

層；此即本文所謂欲性。

•二、氣質之賢不肖、清濁、厚薄、剛柔、偏

正、純雜、智愚等所構成之性，為較高層；

此即本文所謂一般人性，含理性和欲性。

•三、超越的義理當然之性，純屬於道德、精

神生命者，所謂天命之性、義理之性，為最

高層；此即本文所謂理性。



人類的天賦本性源依循創造論
•根據生物學人類的演化比牛馬還要低等，牛
是反芻動物有四個胃；馬腳掌更進化成一隻
腳趾著力。

• 三年前台大王弘毅教授發表，人類自五百萬
年前與黑猩猩分化後，人類大腦基因演化速
率僅11％，比黑猩猩15％緩慢。

•幾萬年前冰河期時，人類祖先曾瀕臨滅絕，
人口僅有二千多人，人類能夠克服惡劣環
境，勝過高大和大頭腦的尼安德塔人，成為
地球主人，是近代突然的進化，擁有天賦本
性，其來源應是被創造的。



人類的天賦本性可能來自創造神
•管子云：「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

形，合此以為人。」地出其形就如地球生物

自然演化而來的；天出其精之意為精神，也

就是人類的「天賦本性」。

•與達爾文同時的發表進化論者▬▬衛理斯，曾

推論人類大腦的完成應該受其他物體，一種

未知的「靈的要素」活動而成。

•生物界許多的智慧，如花草樹木、飛禽走

獸、人體的器官結構和功能，非自然演化而

來的，隱含著具有超絕智慧和能力的萬物之

「創造神」存在。



天賦本性來自外星生命
•現代人的天賦本性是超越其他動物的天

性，現在科學家仍然無法解釋來源，故僅

能根據宗教的說法來探討。

•上帝、佛祖、先天神真都是先地球而存

在，祂們不是外星人，而是無實體的生

命，也就是來自外星球的外星生命。

•在現代人還與野獸爭奪生存權時，祂們就

到地球，賜予現代人擁有天賦本性，才脫

離了蠻荒世界，成為地球的主人。



多元世界理論
•一些科學家認為宇宙超四維時空，目前的理
論有：雙克氏理論 5維、玻色子弦論26維、

超重力理論11維，以及被矚目的「超弦理
論」10維的時空。

•1997年美國紐約羅契斯特大學諾德蘭和堪薩

斯大學拉斯頓兩位物理學家，分析來自 160
個銀河系的無線電波在空間行進的數據，發
現宇宙有「上下左右」之分。

•佐藤勝彥教授的提倡「子孫宇宙論」。

人類的創造神存在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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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十維時空即三重宇宙
•物理學家所矚目的「時空」是根據弦論的立

論基礎是在宇宙的時空為九維空間，加上一

維時間，合稱十維時空，含有三重宇宙的時

空架構，是一種最新的物理理論。

•佛教的「三千大千世界」，以須彌山為中心

的一個「小世界」，合成小千世界、中千世

界和大千世界，皆以一千個單位合成上層單

位，最高單位應是「一千大千世界」，因此

「三」千大千世界，顯示有三重宇宙涵意。



人類古代曾是人神相處的時代
在黃帝的前後時期，人與神是居住在一起，人

與神的關係是「旦有信，夕有語」，這是早期

的天人大同社會。清朝龔自珍在《定囗續集》

卷二〈壬癸之際胎觀〉描述：「人之初，天下

通，人上通；旦上天，夕上天；天與人，旦有

語，夕有語。」意思是人類文明剛開始的時

代，天與人是相通的，人可以直接上稟天神，

早上可以上稟天神，晚上也可以上稟天神；天

神早上告訴你信息，晚上也回應你。

由歷史文化探討人類與神



尚書絕地天通透露古代神人相通

尚書呂刑篇紀錄「絕地天通」，記載在上古

時代的人與神是可以直接往來，人可以與神

對話，直接向天神告狀。蚩尤作亂後，老百

姓經常向天上告狀，人的意見與神的意見分

不清，顓頊認為只管得了人，管不了神，神

與人混居在一起不好，就派重管天，黎管

人，將天與人分開，斷絕了人類與天神往來

的通路，形成了絕地天通。



傑出科學家大都相信創造神存在

•哥白尼說：「神聖造物主的作品何等偉大！」

•刻卜勒說，他只是「思神之所思」，跟進神
之思路而已。

•波義耳認為實驗也是為上帝而作的。

•牛頓認為神統治一切，也是世界之主，科學
可以表明上帝創造宇宙的程序。

•巴斯脫是一位虔敬神的人。

•達爾文說：「原始的生命始於造物的神，若
沒有至極的原因，宇宙就不能存在了。」

在科學上探討創造神



科學研究證實靈異世界的存在

台大校長李嗣涔從1996年到2002年，以教授

身分長期從科學實驗來研究氣功等特異功

能，包括心電感應和手指識字，證明特異功

能和靈異世界的存在。實驗結果，異象應該

不是大腦幻覺，而是人腦與「另一個世界」

取得連繫，也開啟「另一空間」的探索。由

此推論在「靈異世界」中，可能有人類的

「創造神」。



瀕死經驗透露死後會見創造神

瀕死經驗者報告，靈魂離開身軀浮在空中，大都
有「隧道現象」產生，到達另一個光明世界中，
看到一位發光的創造神。

「瀕死經驗」是說有的人在瀕臨死亡的時候，
看到遠處的亮光，然後穿越黑暗的隧道，進入
另外一個光明世界，看到強光和天堂裡的人物
等，有關這種現象的報導數百年來不絕如縷。



創造神加入靈魂才成為完整的人
• 《聖經》記載：「上帝用地上的塵土造人，
將生氣吹在他的鼻孔裡，他就成有靈的活
人。」上帝吹的這口氣，就是把靈魂放入體
內，才是有意義的人類始祖，否則他只是動
物而已。

• 同樣的經典和傳說有古印度《彌勒奧義
書》、阿拉伯的神話、古埃及神話、美洲印
第安人、非洲土著等，創造神將靈魂注入泥
人身體，即賦予人類「天賦本性」，才有充
滿活力和智慧的生命。

創造神賦予人類天賦本性



中醫生命系統建構在人的靈體上

•人人都有兩套生命系統共同組成生命整體。

•第一套生命系統，指的是「肉體」生命系

統，也就是現代西醫以這個肉體為根據，解

剖學上證實的生命系統，包含：消化系統、

免疫系統、血液循環系統、神經系統等等。

•第二套生命系統，指的是「靈體」生命系

統，也就是現代解剖學上無法證實的一套生

命系統。這套生命系統沒有其他子系統，只

有一套主幹系統―經絡系統，人體上的穴位

是這套系統的對外感知器和能量接收器。



朱秀華借屍還魂證實身靈可分離
1958年八二三砲戰，金門人18歲朱秀華逃到雲

林縣台西鄉外海海豐島，被漁民搶奪財寶而丟

入海裡淹死。三年後，朱秀華的靈魂在麥寮鄉

麥津村吳秋得妻子吳林罔腰的肉體上「借屍還

魂」。從前的吳林罔腰體弱不識字，僅在家中

料理家務，負責炊事，對外工作一竅不通；後

來的朱秀華身體健壯，會做粗重工作，能說金

門口音國語、寫文章、計算買賣帳務，在店裡

幫忙做生意，卻又清口茹素，不做廚房的工

作。這個事實證明身體和靈魂是可以分離的。



吳林罔腰形體、朱秀華靈魂近照(2006年攝) 



轉世現象的研究

•既然有借屍還魂之事，當然就會有「轉世」

現象，轉世指一個人在死亡後，其靈魂在另

一個身體裡重生，例如西藏的轉世靈童。

•1950年代美國一位精神科教授史蒂文森曾

化了四十年，收集二千六百個二至七歲具有

前世記憶兒童的案例，來研究轉世的可能性

及有關現象，結果可以證實人類確實有轉世

現象。



神佛菩薩化身造福人類

•在轉世現象中有「化身」；化身被認為神佛

由於特殊目的而從較高境界「下降」到人類

的身體，和轉世有別。

•大菩薩屢次化身降世渡眾：唐貞觀年間寒山

與拾得實是文殊菩薩和普賢菩薩的化身。五

代後梁時期之僧人契此和尚被稱為布袋和

尚，就是彌勒菩薩的化身。

•禪宗六祖惠能大師原是不識字的樵夫，竟能

說一部東方精神文學的最大傑作《壇經》，

顯然是佛菩薩的化身。



人類天賦本性來自創造神的恩典

人類的「天賦本性」是來自外星生命的上帝、

佛菩薩或先天神真化身的賜予，也就是外星球

來的創造神賦予人類的特殊能力。總之，現代

人是依據演化論由外星球來的低等生物經過三

十幾億年進化成為「裸猿」，然後在瀕臨滅絕

的幾萬年前，承蒙外星球創造神的化身，賦予

「天賦本性」，才成為有智慧的現代人，稱霸

地球，發展至今。因此，生命在地球的演化，

最後的第五階段：「現代人的演化」，根據推

測，應當是外星生命創造出來的，屬於宗教上

所謂「創造論」。



現代人的聰明將釀成人類的毀滅

教育水準愈高，現代人的聰明人愈多，社會

亂象愈加劇；其利用其聰明本能作奸犯科，

手法更高明，手段更毒辣，發生社會邪惡暴

亂案件自然會愈多，這是目前教育帶給社會

不安的癥結所在。誠如老子所云：「智慧出，

有大偽。」這種現象已偏離教育之主要目

的 — 完整品格的培養，倘若繼續下去，將

釀成人類的毀滅。

教育應啟發覺能化解人類危機



教育應有啟發覺能課程以消弭毀滅

•教育改革，若未能將啟發「覺悟本能」的

教育計畫加入，僅再造就更多為非作歹的

「聰明」人，演變成毀滅世界的幫凶。

•教育應增加啟發學生天賦「覺悟本能」的

課程，人人可以發揮「覺能」，自然可以

消弭毀滅人類的危機，達到大同世界。



中國固有文化注重覺能的啟發

•儒家的覺能思想：「格物致知」由扞格物

欲，無人欲之私，自可顯現「覺悟本能」。

•道德經內涵覺能思想：大道廢，有仁義；智

慧出，有大偽；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民之

難治，以其智多。均在輕智能重覺能。

•佛教禪宗的覺能之啟發：在達到「明心見

性」就是顯現「覺悟本能」，所謂「悟者為

佛，迷者為眾生」，其所悟、所迷就是指

「覺能」的顯現或蒙蔽而言。



宗教融入科學研究是未來方向

科學研究直接引用宗教經典是不可能的事，然

而對於宇宙萬象，生命和精神問題的研究，經

常遭遇難題，無法突破瓶頸。若是考慮以哲學

理論，採用現代科學知識，參考固有文化和宗

教哲理，尋找先人的實際經驗和歷代史料，運

用類比方法，創新研究方向，或許可以突破科

學研究的瓶頸。以人類智慧啟發和科學發展的

速度，相信不久將可達到相當高的程度，科學

自然可以銜接宗教的領域，如此一來可使科學

和宗教相輔相成，增進人類的幸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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