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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三境界－現象、實相、無相

黃壬來

摘要

　　本文以現象、實相與無相的境界說，做為論述生命教育、藝術創作、

藝術教育的核心概念，進而衍生出生命教育、藝術創作、藝術教育的原

理。就人生的本質而言，外在於自心的所有現象，並非實體，知其為虛，

即把握實相，若進而不拘於相，心中自在，則為無相。就藝術創作而言，

自反映外在現象起，進而呈現其內在精神或意義的實相，終而以無相之心

表現人生哲理。就藝術教育而言，剖析西方藝術教育理論之現象與實相，

依空中生妙有之理念，進而提出具主體性的藝術教育主張。進而言之，本

文旨在藉現象、實相與無相論，提倡自在生活與溫馨離去的生命觀。

 

清風吹來

黃壬來

…………………………

現象

清風吹來    白雲跟隨

清風吹來    眾生喜悅

清風吹來    大地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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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相

清風吹來    無痕無邊

清風吹來    無形無色

清風吹來    無增無減

…………………………

無相

清風吹來    心之所向

清風吹來    意之所歸

清風吹來    生之所往

…………………………

壹、 前言

　　社會急遽變遷且奇異，美國著名文化學者凱麗﹒費德門（Freedman, 

2003, 25）曾指出：當代生活充斥著矛盾、含混不清與非理性。當前全球

區域性衝突不斷、恐怖主義陰影瀰漫、地球暖化與環保議題不斷、第三世

界持續貧困，而國內政經紛擾、意識型態爭議不休、兩岸冷和情勢持續僵

持、治安未見長足改善、價值體系長期不清，實不難理解此一困境。此

外，每個人短暫的一生中所面對的課題既繁複且艱鉅，不僅是可預知或不

可預知的事件須謹慎做決定與因應，且常需修正或調整，一生中也會遭逢

各種挫折、壓力、痛苦，相對的也曾因順利而起歡樂。這些都涉及生命本

質與美善等信念，且與生命教育及藝術教育有關。

　　前述情狀也是筆者從事藝術創作的主題之一。在歷經二十幾年進行藝

術創作及推展藝術教育以後，近年來，筆者又積極參於生命教育的推動，

覺得可就個人所從事的生命教育、藝術創作、藝術教育三個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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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於綜合討論，以釐清這三者的本質與相互關係，並探索這三個領域的原

理，做為未來發展的基礎。

　　探討此三者的本質與關係，依據筆者的省思，可從生命教育、藝術創

作、藝術教育的外顯現象入手，發現其表層形式（即現象），進而剖析

其內在精神與意義（即實相），再探究超越現象與實相之外的哲理（無

相）。這就是以現象、實相與無相的境界說，做為論述生命教育、藝術創

作、藝術教育的核心概念，進而衍生出生命教育、藝術創作、藝術教育的

原理，並從中發現生命的真諦。

貳、 人生的本質與探索

　　人的生命大致上有以下幾項特質：

　　其一、短暫性：從整個宇宙的空間觀點來說，太陽系中的地球僅只是

一顆微小的星辰，在地球上生存的人類也僅是微塵而已；從整個宇宙的時

間觀點而言，自地球至任何其他非太陽系的星球，以現有的航空器飛行，

所經歷時間皆非常漫長，相對而言，人的存在僅是一瞬間而已。因此，若

從時空觀點分析人的存在，其實人的生命就是微塵瞬間的移動。這麼細微

而短暫的存在，說明生命的有限性。

　　其二、拘限性：不論我們因何而來，一個人自胚胎生成、母體孕育，

以至於呱呱落地，此時個體不可能有選擇性，一般所謂「命也」即指此而

言。其後，隨著數十年時間流轉，當有限生命延續時，個人能自我抉擇的

可能性才相對產生；這種自我抉擇的可能性，仍受限於先天資質與其他相

關因素，而非百分之百具有自主權，也就是說人生的過程中有些是個人可

預測與掌握之因素，也有一些是不可預測且難以掌握的變數。此外，生命

所繫的環境亦是充滿變數，並非恆定的現象，可說人的一生與所生存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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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都隨著時間不斷的流轉。

　　其三、發展性：生命的本質是短暫與漸進的過程，但是生命自發生以

後，即不斷的發展，在發展中的人，其本質就是具有不斷自我超越與提昇

的精神。這種發展性的基礎，係指生理、安全、愛、隸屬感、自我實現、

美感等身心的欲求，在生活中得到適當的滿足，因而獲得平衡與和諧。發

展性可使人在短暫的生命中不斷的耕耘，以求得生活自在，並期待溫馨離

去。此發展性正說明生命的奧秘與可貴。

　　綜合言之，人的生命可說是一種短暫性、拘限性與發展性並行的存在

現象。生命的誕生，即賦予了生命價值；生命雖然短暫，卻是生命價值成

立的基礎。雖然宇宙是無窮盡，但個體生命的有限性，仍是建構生命觀的

契機，也就是生命雖短暫，卻仍具發展性。從這觀點而言，生而為人，若

能珍惜自己的存在，認清自己的志趣，然後不斷的前進，並超越自己的不

足、困難與痛苦，並力求和諧，如此，即具備生而為人的基本態度。這種

不斷自我超越與提昇的發展性，其本質就是「度」，係指境界的提昇，其

目的在於追求內心的和諧，一種既善且美、自在悅樂的境界。由於人是群

居的動物，藉由相互依存的關係，維持個人與社會的和諧與發展，因此，

「度」也指涉度己與度人的雙重意義。個人若秉持正確的人生態度及生活

修為，不斷超越，則愈來愈能自在悅樂。

　　現實人生中並非每人皆能如此。由於個人與自己、個人與他人、個人

與自然，在短暫時空的位移當中，會因而生起各種現象。這些現象皆會現

前，為個人所感受，可能倏忽即逝或持續一段時間，但終究會消失，此即

所謂：「浮生可見如夢幻泡影，雖有相而終無。」當個人深刻理解人生各

種現象都是因緣聚合的短暫現象，從中體會其實質或真義，並藉此超越現

象予人的限制，而能常久自在悅樂，這就應驗了：「妙本難窮謂真性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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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雖無相而常有」的境界。外在於自心的所有現象，並非實體，常令人

目眩，知其為虛，心中無惑，即把握實相，若進而藉修煉，不拘於相，心

中自在悅樂，則進入無相境界，可由此「空中生妙有」。

　　上述理念若從佛教「苦」與「空」的觀點來說明，生命的現實與發展

可分析如下：

　　第一、全球化、科技化、區域對抗與折衝情勢，影響台灣社會變遷往

資訊化、多元化、疏離化、高齡化及休閒化發展（現象）。當代人在這種

情勢下，面臨追求人生意義的課題，以求得心靈的自由自在。在複雜多變

的社會，猶如烈焰般的火爐，正是佛家所言的裟婆世界，也是一個供個人

修行之場所，其本質為「苦」（實相），卻為離苦得樂提供轉化的契機。

此佛教所言「浴火清涼」或脫離六道輪迴之真義。

　　第二、既然現實世界為苦，即應認清其虛幻不實之本質。佛教言現實

世界一切事物皆為因緣聚會之假相，而無不變的自性。雖然佛教主張諸

行無常與緣起性空，其真諦在於說明現實所見之虛幻，惟藉由今生，得

以超越。佛教所言「空」，並非一無所有，其真義是指放下、革新、超

越。「空」的主旨即促使個人恢復本真，不執著於名色，不斷革新與超越

（度），以臻於清淨自在的境界（無相）。

　　第三、若明瞭佛教「空」的本質，為了離苦得樂，惟有依據六度修

行，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六度」能對治「六

蔽」，也是佛教三學（戒、定、慧）的具體綱目。六度的「度」可說是：

從無知到醒悟，從含混到清晰，從幼稚到成熟，從迷信到正信，從匱乏到

充足，從拘謹到瀟灑，從「貪瞋痴」至於「戒定慧」，從「有所求」到

「無所求」，從「執著名相」到「離相無住」……等，都是境界的提昇之

意。度己或度人，其實是一體之兩面，往往度己之時，即同時在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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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紛擾不堪之情狀，惟有依據六度，戮力於生活中實踐，始能一心不

亂，得大自在。六度之中又以般若為首，以智慧導引善行，正是佛教教人

「慈慧雙修」之本懷。當代人若能於生活中，慎思明辨，時時布施，恪遵

法律，堅忍不亂，精進不移，沈著靜慮，始能有真正的快樂，真正達成美

的人生。

　　第四、六度為佛教所提倡的修行精華，也是菩薩所修的六種法門，可

以自度度他、福慧雙修、三學具足，以達彼岸。從人間佛教的觀點，就是

強調一般人從凡夫立足處的無常出發，藉修持，淨化心靈，以臻於清淨的

境界。透過在世間的六度修行，不但可讓個人身心得以安頓，也可讓個人

獲得真正與持續的美感。

　　在當代社會中，大家普遍面臨的課題，即是生存的壓力與生命意義的

探索。固然每一個人的根器與因緣各有不同，惟若能掌握六度的精神，奮

力為之，實可獲得心靈上的自由與自在，完成美的人生。近年來，由於國

內社會變遷迅速，各種生命的紛擾問題層出不窮，因此，政府與民間單位

正積極推展生命教育。生命教育的目的在於啟發學生認識生命、珍惜生

命、尊重生命與發揚生命，簡言之，即探討生命的本質、意義及實踐，其

重要性不言可喻。筆者以為：生命教育在於幫助學生了解生命真相與維護

生命，及探討生命存在的價值與意義，進而將自己所學回饋社會，造福更

多的生命，因此瞭解生命本質與建立正確生命價值觀，從生活現象中學習

超越，進而獲得自在與悅樂，或持續的美感，可說是刻不容緩的課題。

　　昔日李白作＜夜思＞五言絕句，曾云：

床前明月光（現象a）  疑是地上霜（現象b）

舉頭望明月（實相）  低頭思故鄉（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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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將「明月光」誤以為是「地上霜」，指出了凡人常以為現象為恆

久之真實，而仰頭遙望之「明月」才是實相。瞭解明月為實相以後，顯然

並非本詩之旨意，李白對於故鄉的心裡歸屬感，乃至於回復心中本源－和

諧的境界，即超越外相的約束，求取心中的自在悅樂。以詩喻人生，彰顯

現象、實相、無相的人生三境界，亦可見諸藝術創作。

參、 藝術創作的轉折

　　藝術創作為作者表現其思想、情感或經驗的過程與結果，而其結果能

激發想像、愉悅、讚歎或衝擊等心理現象；簡言之，藝術創作是創作者將

生活體驗昇華的歷程或成果。藝術創作者的創作理念、主題、材料等，皆

易與其生活環境以及生活經驗有關。起源於當下時空的創作，也常易於獲

得觀賞者的共鳴。一般而言，傳統文人養成教育的影響，是從師法前人、

師法自然，直到師法心源，並崇尚作品「由技入道」，依序由能、妙、

神，以至於逸境。古人云：「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還是山。」即

是此意，與前述現象、實相、無相之說相契合。

　　筆者早年受東方藝術教育的薰陶，也接受過西方藝術教育，深深以

為：藝術在於表現自己的生活體驗，應以自己的方式，予以呈現；至於呈

現的形式，可因生活體驗性質的不同，採用具象或非具象的形式，而不必

拘泥於固定的形式。簡而言之，筆者採取「畫隨心轉」的方式，初期依據

視覺所見，心中有所感，運用彩料，從事築基於外相的創作活動，此一系

列作品皆透過知覺、移情、造形的歷程，且有相應之外在實體（現象），

例如山之意象系列的作品即是。其次，依據外在實物或現象所引起的感

情、思想或意象，依美感原則，以具象或半具象的形式，表現其內在精神

或意義（實相），例如諦願寺系列作品即是。近期則不囿於所見之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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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現種種外相所引發的人生哲理（無相），實踐藝通於道之義理，例如

始信系列、繁華系列、六如系列等作品皆是。此種表現方式旨在依循隨緣

自在與「法無定法」之原理，以悠遊於現實世界與想像世界。武漢歸元寺

中兩幅禪宗對聯，或許可詮釋此種創作理念：

世外人法無定法然後知非法法也  

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

　　這種藝術創作理念也符合「不執著、去典範、遠束縳」的當代藝術取

向，即所有藝術創作回歸於作者自己的心靈動向，無需依循統一格律，以

獲致藝術創作最大的自由度與發展性，這也是無相的基本意涵。這種有關

創意與美感的自由，可見諸於兒童早期即出現的自我表現與直覺反應，呈

現不拘泥於外在實體與規範的限制，而顯現赤子之心與個別化的表徵，實

乃人性中值得啟發的特質之一。

肆、 藝術教育的省思

　　以現象、實相與無相的觀點，論述藝術教育理論，也是有趣的課題。

台灣中小學藝術教育的課程與教學一直受西方藝術教育理論的影響。

在1950年代起興起的兒童中心或學生本位藝術教育理論，里德（Read, 

1958）及羅恩菲爾（Lowenfeld, 1957）主張兒童與生俱來藝術的潛能，美

術教育在於提供自我表現的機會，並適當的鼓勵與引導，以促進兒童創造

性與人格的發展，一般稱之為「工具論」（現象）。工具論可說是美術教

育的自然主義，認為兒童的美術作品是各方面發展特徵的反映，兒童在教

師的引導下，即自然的在其作品中呈現各方面發展的特徵，而教師對於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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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表現的結果，不宜用等第之外在標準來評量，而宜就兒童作品發展特徵

進行分析，以便瞭解兒童，並據以啟發兒童的創造性與人格的發展，筆者

稱之為「診斷性」的評量。此種理論強調以學生為本位的創作課程與創造

性的發展，此係創造類型中的最低層次，也就是泰勒(Taylor, 1975)所謂

「表現的創造」，相當於自發性活動，與創新的方法或創新的產品之間尚

有差距；此外，僅強調自我表現的藝術教學導向，也限制藝術教育的範疇

（實相）。

　　相對於前者，在1960年代以後，藝術教育界興起學科本位的思想，到

了1980年代成為藝術教育的主流。其主要代表人物艾斯納(Eisner, 1987)

及古利爾（Greer, 1987）主張學生的藝術能力非自然成長的結果，而是

學習的結果，因此，強調透過系統而嚴謹的藝術課程，指導學生認識並應

用藝術的概念或知能。這些藝術教育的內容，包含美學、藝術批評、藝

術史、藝術製作四個領域，每一領域又包含由簡至繁而循序漸進的教學

內容，按部就班的進行教導，稱為「學科本位藝術教育」（Discipline-

Based Art Education），又稱為「本質論」（現象）。此種理論的立論基

礎在於這四個領域專家所制訂內容的崇高性與價值，成人的藝術品成為藝

術教學的核心與統整四個領域的重點，學生學習各種創作知能及成人藝術

的觀念，教師並藉此檢視學生是否習得所被教導的知能；因此，評量的規

準係外在於學生自我表現的作品，必須依循藝術專業領域所制定的準則，

此即「規範性」的評量規準。此一理論強調學生可獲得被教導的知能，但

是也有礙於自發性的與個別性的反應或表現，而四個專業藝術社群的知

能，易於忽略藝術與生活之關連，且其知識論與教育學引用自然科學之邏

輯與學科結構，恰與藝術領域的不可預測性及個別性相違背（實相）。

　　近年來，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全球化高度競爭的強勢消費文化，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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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結構產生轉變，再加上後現代思潮風起雲湧，藝術教育工作者於是重

新省思藝術教育的內涵，部分學者（如P. Duncum, K. Freedman）更著手

進行視覺文化與藝術教育的連結，提出以視覺文化做為藝術教育取向的新

主張，簡稱「視覺文化藝術教育」（Visual Culture Art Education）。

　　此種主張係因應當代知識、經濟、視訊的擴充與進步的轉變，在當今

高度視覺影像化的年代裡，每天的生活即是視覺文化(參 Duncum, 2000, 

2001)。日常生活中，舉凡藝術、電影、廣告、漫畫、服裝時尚、建築、

園藝設計…等皆是我們一直在經驗的東西。Walker & Chaplin（1997）

即將視覺文化的研究領域區分為：純藝術（fine arts）、工藝/設計

（craft/design）、表演藝術與景觀藝術（performing arts and arts of 

spectacle），以及大眾與電子媒體（mass and electronic media）。鑒

於視覺文化與日俱增的重要地位，Freedman（2003）於《Teaching Visual 

Culture》一書中即提出八項視覺文化教學的重要概念，包含：（1）藝術

教育從過去只注重精緻藝術本身，轉而為重視作者與觀賞者的關係；（2）

兼顧視覺形式的製作背景與觀賞背景之解讀；（3）經由視覺形式個人與社

群所表達的立場與意見成為課程的重點；（4）認知係藉由科際之間的探

索，而非只依據專業學科的結構來進行，同時重視個人知識建構的差異；

（5）有關社會生活與環境視覺特徵的多元文化、跨文化與不同文化間之

議題，成為藝術教育的主要議題；（6）藝術教育主要內容為視覺文化；

（7）科技改變藝術創作的範疇與方法；（8）知識起源於學校外的各種來

源，學校課程應包含對視覺文化的批判性分析與學生對視覺文化的評價

（現象）。

　　由上可知，視覺文化藝術教育理論強調藝術教育與社會互動的特質，

以及藝術教育的社會功能。該理論重視知識建構、互動認知、科技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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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及民主的參與等，一反制式化等藝術教育等，對於現代社會的

發展，具有積極的涵義，且對兒童中心和學科本位的藝術教育，都有補充

的作用。但其強調社會公平與批判思考，易於忽視藝術與審美的自我悅樂

本質，且易使藝術教育淪為社會學科的附庸(實相)。

　　觀察近三十年來的台灣藝術教育課程與教學，不論西方理論如何更

迭，台灣的學校藝術教育一直受其影響。學生本位藝術教育理論影響民國

65年的美勞課程標準，依據學科本位藝術教育論衍生民國82年的美勞課程

標準，而視覺文化藝術教育理論則反映在民國90年的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

課程綱要。多年來，藝術教育成效有待進一步評估與檢討。若不論西方藝

術教育理論，在全球化與台灣的資訊化、多元化、疏離化、高齡化的社會

變遷之下，強調文化主體性與在地觀點的藝術教育理論本來就顯得重要。

筆者即曾針對此，提出「全人發展」的藝術教育主張：以陶冶自在悅樂與

美善合一的人文素養為目的，以科際整合方式組織教育內容，以六度美學

及環境美學建構課程，兼重廣博、批判與創新歷程，且強調藝術化與人性

化的教育方法。若從生命的本質觀察藝術教育，生命教育與藝術教育有著

共同的目的與面向，即在培育自在悅樂、美善合一的人，推展藝術教育

與生命教育即在於促進學生瞭解生命的意義及豐富生命的內涵(參Hwang, 

2006a, 2006b；黃壬來，2007)。筆者認為個人在時空位移當中，會產生

人與自我、人與人、人與自然界的互動關係，這些互動關係可見諸於生理

學、心理學、哲學、佛學、社會學、人類學、技學、生態學、未來學等學

門之研究，因此，若欲實施以培育「全人」為鵠的藝術教育，可從相關學

門中擷取相關內涵，以詮釋「全人」的涵義及培育「全人」的實施方法，

做為藝術教育實施的基礎。

　　基於此，筆者採取科際整合之觀點與策略，進行藝術教育本質之分析



46　　人生三境界－現象、實相、無相

並組織課程，例如：「綠色建築的欣賞與設計」之主題，即涉及美學、藝

術學、生態學、技學等四個學門的相關原理與技能，包含空間美學、實用

藝術原則與方法、綠建築指標、電腦虛擬設計等知能。其中綠建築指標包

括：基地綠化、基地保水、水資源維護、生物多樣性、日常節能、CO2減

量、廢棄物分類、污水改善等屬於生態學探討的範疇；而電腦虛擬設計則

是新興的技學內涵，這些素材因時代變遷而產生，超越了傳統以美學與藝

術學為核心與主體的藝術教育內容。再者，重新省思自己文化的社會脈

絡，提倡以自己的核心文化為基礎，以傳承與發揚核心文化，再兼採其他

文化的優點，而成為以核心文化為基礎的多元藝術課程。再次，為了有效

實施藝術課程，有賴於應用能激發學生潛能與情意的啟發式教育，就是以

激發創意與美感、鼓勵自我表現與肯定自我、養成健全人格的方式，進行

以學生的生命發展為主體之藝術教育。以上所述，即為自外於現有理論的

拘限，從新尋求另一途徑，即是「無相」，也因此「空中生妙有」。

　　其他領域的探索或個人主張的提出，或可應用前述歷程，從現象的剖

析，了解現象的內在意涵與優劣得失，進而建構新的理論或主張，而能有

益於個人從事的領域或生命層次的提昇。而為了建構新理論或提出新主

張，則需藉由不斷的精進與探索，從中理解實相，並能有所突破，而不致

人云亦云，陷入執著的泥淖中。

伍、 結語

　　本文的性質類似省思報告，總結筆者個人多年來從事藝術創作、藝術

教育及生命教育的思想演變。在藝術創作上，從依附外在形象，內化為實

相的表徵，再提煉為生命的指引，勿寧說是自我生命歷練的過程，其中該

是多年來生活苦樂的昇華。在藝術教育上，從闡揚西方藝術教育理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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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與整合，並提出全人發展的藝術教育主張，可說是一場學術與實務交

揉的蛻變，至今筆者也比較能遊走各派理論之中，而不致迷惘。晚近才開

始參與的生命教育，應該是個人生命中與生涯發展的必然，只能講是因緣

聚合，理所當然，也甘之如飴。

　　現象、實相、無相的論述，旨在藉以釐清筆者多年來的生命歷程與思

想體系。這是對於自己所從事工作的回顧，也是對於生命教育、藝術創作

及藝術教育的提示。從生命的本質而論，超越自己已是不容忽視的課題，

就藝術創作與藝術教育而言，永續發展也成為不變的定律。歷經五十餘

載，筆者頗感自我超越與自我提昇不僅能度己，也能度人。生命教育、藝

術創作及藝術教育的主旨皆在求得自在悅樂，這也是人生的目標與意義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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