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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林素玟副教授，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中
文研究所博士，曾擔任華梵大學中文系系主任，
目前任教於華梵大學中文系

再談 臨終關懷與佛教觀點
　■ 許禮安

四念處 
專欄

還是回婦產科工作。她說：「我寧願回婦產科接生，

也不想在安寧病房每天『送死』。」我問：「你確定

回去只有接生而不會『接死』嗎？」醫護人員都知

道，有時候會接到「胎死腹中」的死胎，請問這算是

「出生」還是「出死」呢？能夠被「生」下來都不是

理所當然，只剩下「死」才是必然！

◎ 臨終關懷與佛法修行

天主教單國璽樞機主教剛被診斷出肺腺癌末期

的時候，第一個疑問和一般癌症病人完全相同：「為

什麼是我？」但他在禱告三十分鐘後，問題變成：「

為什麼不應該是我！」這是單主教的多年功力才得以

如此轉念，像我這樣的凡人不要說禱告三小時或三

天，甚至連續禱告三星期或三個月，都不見得可以轉

變過來。

佛教強調起心動念都要注意，當我們問：「為

什麼會是我？」潛意識的念頭其實是說：「為什麼不

是我隔壁的惡鄰居、公司的壞長官、爛同事或電視裡

面那些大壞蛋？」台語叫做：「咀咒乎別人死！」據

說香港才子黃霑被診斷肺癌時，直接承認：「我沒做

多少好事，我不得癌症那誰該得癌症？我吸菸這麼多

年，我不得肺癌那該得什麼癌？」果然不愧為才子。

（請注意：真正的佛教徒只能自己承認因緣果報，絕

對不能將「業障」安在別人頭上。）

佛法裡是否有可以讓我們在生命末期時，仍然

展現安定自在與安然自得的修行方法呢？要花多少年

的修行功力，才可以在祈禱三十分鐘後立即轉念呢？

達賴喇嘛說：「我信仰的就是仁慈。」德蕾莎修女在

服務加爾各達垂死的人們時說：「我關懷的是我摯愛

的耶穌基督，祂只不過是以最令人不快的妝扮掩飾罷

了。」聖嚴法師說：「救苦救難的是菩薩，受苦受難

的是大菩薩。」許多人認為從事安寧療護工作的醫護

人員是有愛心的菩薩，我卻覺得病人才是示現病苦的

大菩薩。我去演講安寧療護時，都會播放一張我兒子

睡覺有如臥佛的照片，是想藉此告訴大家：應該把臥

床或昏迷的病人都當成是一尊臥佛來對待，這樣我們

絕對會展現出截然不同的莊重態度與對待方式。

（本文作者許禮安醫師，畢業於高雄醫學院醫學系及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社會科學碩士班，目

前任職衛生署屏東醫院家醫科主治醫師及擔任高雄市

張啟華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

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名　稱 主　講　人 時　間

梁皇寶懺法會 秋焱(行河)法師主持 週二 晚上07：00～09：00

梁皇寶懺法會 秋焱(行河)法師主持 週四 上午09：00～14：00

禪坐健身班 張文崧老師 主持 週四 晚上07：00～09：00

法華經法會 每月第二週日 週日 上午09：00～13：00

禪林出坡 每月第四週日 週日 上午09：00～

地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7樓（捷運 台北車站3號或7號出口）

電話：（02）2361-3015～6

名　稱 主　講　人 時　間

藥師寶懺共修 秋焱(行河)法師主持 每週 週四 晚上07：30～09：30

法華經法會 秋焱(行河)法師主持
（每月第三週。週六、日）

早上8：30～下午6：00
周日下午　甘露施食

地址：台中市進化路575號15樓之2（國產大樓）

電話：（04）3702-0688～9

  懺情與悔罪—《紅樓夢》的罪悔書寫與療癒 ■ 林素玟

靈山講堂
歲末聯誼餐會

◎ 臨終關懷與生老病死

「臨終關懷」，一般都誤解：「那是臨終者的

事情，不關我的事」，卻不願對「臨終者」多做思

考，以為眼不見為淨。我常以九二一集集大地震為

例，當年九月二十日晚上，全台灣有多少人安心的

上床睡覺，壓根沒想到會從此一睡不起，就在九二一

凌晨罹難。這兩千多位同胞知不知道自己需要「臨終

關懷」？「人命在呼吸間」，這是臨終關懷的本質：

因為不知道死亡終點何時來臨，我們所有人都是臨終

者，都需要臨終關懷！

大家都以為「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之

路，仔細考察這話不全然正確。先說「老」，我在安

寧病房照顧過年紀最小的癌症末期病人只有一歲半，

根本來不及長大，哪有機會活到老？俗話說：「君不

見孤墳多是少年人」，所以「老」不是必然。再談「

病」，人們嚮往「無疾而終」，例如蔣宋美齡一百餘

歲是「自然老死」，所以「病」也不是必然。

「有生必有死」。我認識一位婦產科女醫師，

來接受家醫科與安寧緩和醫療專科訓練，完成後決定

緣　　起：為慶祝阿彌陀佛聖誕，特舉辦彌陀法會，藉以宣揚佛

　　　　　德，及效法彌陀救人利世之精神。

一、法會日期：國曆12月23日（週四）（農曆11月18日）

二、法會時間：上午9：00至下午4：30 

三、法會內容：三時繫念科儀

四、法會地點：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二十一號三樓

五、報名地點：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二十一號七樓

六、報名電話：（02）23613015                                             

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談

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

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

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

也。」作者認為自己的罪咎在於「一技無成，半生潦

倒」，違背了至親父兄教育的深恩，也辜負了良師益

友規勸的用心，書寫《紅樓夢》成為作者對父母師友

懺罪追悔的心靈解毒劑，如第一回作者塑造了「無材

補天，幻形入世」的石頭，隨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

入紅塵，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人生。作者的至

親好友脂硯齋批語說道：「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慚恨」

，可見作者對自我形象的認知是「無材補天」、「枉

入紅塵」的畸零之人。自我原來是世間多餘的一塊頑

石，是沒有價值、無法有所作為的。因為這樣的自我

認知，致使作者在第十二回寫賈府的家塾老師賈代儒

責罰孫子賈瑞時說：「自來出門，非稟我不敢擅出，

如何昨日私自去了？據此亦該打，何況是撒謊！」脂

硯齋批語又說：「處處點父母痴心、子孫不肖。此書

係自愧而成。」作者寫賈府中不肖的子孫時，內心浮

現的，正是自己年少時期乖僻邪謬、行徑不像父祖之

德的形象，在塑造飫甘厭肥的紈絝子弟時，實則就是

在透過自我批判、自我譴責，以消減自己的罪惡感。

其次，作者更深一層的自我譴責，乃是「歷歷

有人」的閨閣女子，書寫紅樓女兒的故事，藉以償

還內心虧欠的情債。如第五回作者寫賈寶玉看金陵十

二釵副冊中襲人的判詞：「枉自溫柔和順，空云似桂

如蘭。堪羨優伶有福，誰知公子無緣！」脂硯齋批語

說道：「罵死寶玉，卻是自悔。」在《紅樓夢》中，

賈寶玉辜負了許多美麗詩性的女子，其實正是作者心

情的告白。作者生命中的閨閣裙釵歷歷有人，每位女

子的行止見識都極為獨特非凡，置於鬚眉男子之列，

亦毫不遜色。更重要的是，這些女子都化身為小說中

美麗純淨的幽魂，和作者在文字間短暫地擦身而過，

在《紅樓》故事裡流下滾滾珠淚與滿腹愛戀，換來大

觀園裡輕輕的一聲嘆息，遺留給作者的，卻是無法償

還、永無止盡的懺悔罪責。

三、賈寶玉的懺情悔罪

《紅樓夢》全書的懺悔意識是通過作者及小說的

主人翁賈寶玉來承擔的。賈寶玉的形象，就是作者的

心理投射。在第三回中，作者以＜西江月＞一詞，描

繪賈寶玉的性格特徵：「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

雙。寄言紈絝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賈寶玉的「

無能」與「不肖」，是相對於父親賈政及先祖們而說

的。

寶玉的生命型態，總是朝著與父祖期望相背離的

方向發展。較之於父祖們的「正經」典型，賈寶玉的

確是「不肖之子」，完全無法克紹箕裘，這從寶玉「

抓周」專抓脂粉釵環一事，父親賈政忿而怒曰：「將

來酒色之徒」，便已埋下成見及負面印象了。賈寶玉

的心靈底層，有著「自視甚卑，自我價值甚低」的負

面印象，經常認為自己不會有所作為，「於國於家無

望」，無法有濟於家國與黎民。

在《紅樓夢》中，賈寶玉經常用很多負面的語

詞作自我貶謗。如第七回寶玉初會秦鐘，見秦鐘人

品出眾，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人物！如今看來，

我竟成了泥猪癩狗了。可恨我為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

之家，若也生在寒門薄宦之家，早得與他交結，也不

枉生了一世。我雖如此比他尊貴，可知錦繡紗羅，也

不過裹了我這根死木頭；美酒羊羔，也不過填了我這

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脂硯

齋批語說道：「此是作者一大發洩處」，言下之意，

「泥猪癩狗」、「死木頭」、「糞窟泥溝」都是作者

宣洩負面情緒時，自我認同的形象。再如第五十一回

晴雯生病，胡庸醫亂用虎狼藥，寶玉叫茗烟再請王太

醫來看，才給了女孩兒們的藥，寶玉喜道：「我和你

們一比，我就如那野坟圈子裡長的幾十年的一棵老楊

樹，你們就如秋天芸兒進我的那才開的白海棠，連我

禁不起的藥，你們如何禁得起。」寶玉將自己形容為

「野坟圈的老楊樹」，而將女兒們比為「秋天的白海

棠」，真是極盡自我貶抑之能事。可見作者藉由賈寶

玉之口，抒發自己對「自我」的認知，原是充滿否

定、訕謗的負面印象。

賈寶玉之所以對自我的形象有如此不堪的批判，

乃源於童年時期被父親賈政的言語及肢體暴力深深傷

害，導致於他的價值觀反抗以父親為主的男性權力世

界，極端厭惡鄙夷追逐名利之人，每每見到沽名釣譽

之徒，寶玉便稱其為「祿蠹」。而在父親的眼中，寶

玉一向是「畜生」、「無知的業障」。由於這種親子

關係，造成賈寶玉天生不願通曉世務，在成人男性的

主流價值觀中是愚頑癡傻、行為偏僻的不肖子孫。因

此，面對顯赫的家世背景，賈寶玉心中是有一份無奈

的罪疚。

另外，賈寶玉更深一層的愧疚感，來自於對大觀

園裡眾多女子的情感負債。不論是端莊賢淑的表姐薛

寶釵、善體人意的貼身丫鬟襲人，或天真爛漫的表妹

史湘雲、帶髮修行的女尼妙玉、投井自盡的丫鬟金釧

兒，甚至於心靈最為相契的摯愛林黛玉、靈巧乖覺的

俏丫鬟晴雯……，太多清淨靈慧的女子不是在大觀園

裡香消玉殞，就是命運多舛、遭際堪悲，她們的結局

直接或間接都與寶玉有關。賈寶玉目睹家族腐敗的共

同罪惡，卻無力拯救每一位愛他的美麗天真的女子，

他對情感的懺悔方式，都是無言的，在極度哀傷的狀

態下，寶玉經常會有吐血、發呆、痴傻、喪魂失魄的

反應。最深沈的懺情悔罪，便是告別父母之家，以清

淨肉身償還這一世的冤情孽債，以至懸崖撒手、出家

為僧。

四、罪悔書寫與療癒

佛法說：「懺如浣衣，以水為名」，又說：「

從今以後，所有惡業、愚迷、驕誑、嫉妬等罪，今已

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為悔，故稱懺悔。

」眾生所造的惡業，如能皈投「四力懺悔」，以依止

力、追悔力、對治力、決斷力來面對自己負疚的心，

便能為沮喪、焦慮、悔恨等負面情緒尋得心靈出口，

懺悔能釋放心中的原罪，讓心靈淨除毒素，回歸清淨

無染的本性。而文學書寫，也正是宣洩、紓解、釋放

苦痛創傷最好的昇華機制，作者在書寫過程，將自我

生命重新整合，再次檢視、面對傷口，從苦痛、否認

進而逐漸接納、包容，最後超越生命的困陷，證得空

性智慧的無生懺悔。

《紅樓夢》的作者和小說主人翁賈寶玉的懺情悔

罪，一方面是看著族人作威作福、仗勢凌人的氣燄，

自己卻是腐敗家族的一員，因而產生道德良知上的罪

惡感；另一方面則是面對天真純淨的詩性生命，被外

在成人勢力摧殘毀滅，自己卻無力挽救，辜負深情的

衷心負愧。書中靈性女子林黛玉的一生是「還淚」的

過程，作者書寫《紅樓夢》，也是對自己生命歷程中

所有虧欠者的一種「還淚」的祭弔，最後只能以一生

所有的眼淚，化為滿紙荒唐言的《紅樓夢》，來償還

曾經被深深愛過的親恩情債，作者雖然在短短四十多

年的生命中「淚盡而逝」，靈魂卻得到終極的救贖，

其所留下的曠世巨著《紅樓夢》，也成為古今中外懺

悔文學的奇葩。

一、懺悔思想的淵源：

懺悔，為佛法中至為重要的修行法門。每當我

們的心念遭受多生累劫以來的習氣所繫縛時，經常無

可奈何地會造作出許多惡業。這些惡的行為和動機，

有時是我們的良知所無法容許的。然而，我們卻成為

累世習氣的傀儡，在生命面臨重大抉擇時，完全沒有

招架的餘地，任由業力的牽引，造作了令我們痛苦不

已、悔恨終生的事情。眾生就是在這樣的無明煩惱中

輪迴而不自覺，於是，一世一世地流轉生死苦海，不

知何時才能跳脫出習氣業力的擺弄。

幸運的是，佛法告訴我們：業力、習氣的本質

是「空性」的，眾生多生累劫以來因為愚痴所造作的

身、口、意十惡業，雖然不知凡幾，然而，只要當下

的一念明覺觀照，深深悔悟以往所造的罪障，透過相

應的法門，是可以將它一一淨除的。於是，「懺悔」

儀軌的制定，給予眾生一個慈悲的自省機會，在載浮

載沈的無明業海中，成為心靈的船筏，救渡眾生免於

耽溺沈淪。

所謂「懺悔」，包含三層心理意義：一為心悔罪

過；二為愧疚告白；三為請求容恕。佛教的「懺悔」

思想，淵源於古印度婆羅門教對「罪」的看法。慈悲

的佛陀看到弟子們受制於習氣，造作許多不如法的惡

業，於是將「懺悔」引入僧團的戒律生活當中，使持

戒清淨有了覺醒的力量與保證。東晉時期，「懺悔」

思想傳入中土之後，因受儒家文化重視「禮樂典章制

度」的影響，以及接收了道教「上章首過」的啟發，

至南北朝各宗派的懺法漸趨完備，出現了許多禮讚文

與懺悔文。歷經唐代智者大師、宋代天台宗祖師大

德，以迄明代末年雲棲袾宏的提倡，懺悔思想及懺法

著作蔚為大觀，不論朝廷貴冑，或是文人隱士，自懺

自罪的風氣普遍流行，影響所及，明末清初的文學作

品中，也出現了大量「罪悔」思想的書寫。在諸多文

體中，如自傳文、自為墓誌銘，乃至長短篇小說，均

不乏作者悔愧懺罪的告白。其中，《紅樓夢》一書，

充滿了愧悔自罪的意識，誠可謂「懺悔文學」的經典

代表。

二、《紅樓夢》作者的罪悔書寫

《紅樓夢》一書的宗旨趣向，到底寫的是一本「

情書」，或者是一部「悟書」，截至目前為止，尚難

定讞。然而，不管是「主情」的有情人，或者是「主

悟」的覺悟者，都無法否認《紅樓夢》中充滿了「懺

罪悔情」的自我譴責。究竟小說作者所要懺的是什麼

罪？要悔的又是什麼情？其背後有何心理創傷導致如

此深重的自我譴責與批判？

在小說第一回開卷時，作者即流露出沈痛的罪疚

感：「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

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

何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哉？實愧則有餘，悔又

無益之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紅樓夢》的作者伏案

動筆之時，忽然回憶起以往生命中所有的女子，有的

是至親，有的是摯愛，一一捨我而逝，為何堂堂鬚眉

男子如我者，行為舉止、見解學識卻不如這些天真美

好的閨閣裙釵？每自思之，不由得又愧又悔。所愧

者，風塵碌碌，一事無成，愧對天恩祖德；所悔者，

珍貴如金的光陰，已自蹉跎，一去不可復追；美好靈

性的女子也香消玉殞，溘然不可復生。小說作者如今

才真實地體會到，一切皆已隨風而逝，生命想再重新

來過，此生想再重活一次，是永不可得的。作者在愧

悔自譴之餘，也只能徒呼「無可如何」了！

小說作者背負著沈重的罪責，一面鞭撻自己，

心生懺悔；一面也在向讀者告白愧疚，藉此能消解內

心的痛苦，乞求書寫以渲洩自己的罪愆。作者又接著

說：「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絝

八關齋戒法會
一、緣起：我們經常不經意間就把時間、精力耗費在無意義的瑣

　　　　　事上，為了提醒大家「時刻觀照你的心」，茲舉辦「

　　　　　八關齋戒」法會，提供同修們互相切磋、彼此共勉的

　　　　　機會，冀望大家能在佛道上有更深一層的體悟。

二、時間：99年12月8日(三)（上午7：30至下午5：30）

三、地點：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二十一號三樓

四、內容：正授八關齋戒、念佛、靜坐

五、報名：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二十一號七樓

六、電話：（02）23613015

一、時間：2011年1月23日上午11時入席

二、地點：蓮池閣素食餐廳

      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4段155號

      地下一樓     

      02-27035612 

三、報名：台北靈山講堂                  

      02-23613015

一
、
台
北
講
堂

二
、
台
中
講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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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前，一個住柬埔寨金邊的老鄉來

法國探親，順便和我見面。時間如流

水，一瞬間，二十幾年的時間就過去

了，也讓人感歎青春不再。那時，經過

五年內戰，柬埔寨當局政權戰敗，赤棉

軍隊將城市的人，趕下鄉去做農，我們

都一起在柏威夏的山腳下的一個山村裡

勞作。

山村裡的原住民，我們稱之為土

人，他們生性善良、單純，對待我們這

些不曾做過鄉間勞動的城市人，有些憐

憫之心，也不太苛求工作的份量，當時

我們甚感欣慰能來到此地。聽說柏威夏

山是佛地，出自於善良的本性，他們會

大公無私地把園裡的蔬菜水果分配給我

們，山坡上長滿很多的木薯，他們也睜

一眼閉一眼地讓我們拿去吃，我們從心

底感激他們。而對於政權的改變，他們

是不解的，也很無奈，時常緬懷他們過

去寧靜無爭的悠閒生活，人民往往是政

治的犧牲品。 

近

期

活

動

本文作者嬿莊小姐，係出生及成長於

柬埔寨(即高棉)之華僑，曾經歷赤棉

政權統治之慘無人道生活，目前定居

法國巴黎。

■ 嬿莊 

當年，每一戶家庭都在赤棉軍隊槍

桿的逼迫下被趕出城市，在入鄉途中，

生靈塗炭，遍地死屍，有些死於槍彈，

也有人水土不服，無藥醫治而病死。有

的家庭因受不了殘酷的折磨和活生生的

苦刑，唯有選擇自殺的途徑，全家人坐

在車內開入河中，了斷了寶貴的生命。

有些小孩則因忍受不了饑餓，偷了田裡

的蕃薯而被活活地打死，我還親眼目睹

一個三十二口的人家，到最後只剩下一

個女孩，孤苦無依地活下來。

到了1979年二月，越共進軍柬埔

寨，將赤棉政權打垮，老百姓可以自由

了。四年來饑病勞苦的生活，使我們受

盡了折磨，憎恨之怒火難以熄滅，恨不

得馬上插翅飛往自由的國度，永遠離開

這個落後、毫無法律規範、視生命如蟲

蟻、草菅人命、野蠻政治的國家；我們

不但失去了父母勤勞刻苦、白手建起的

家園，很多人都與自己的至親永別。那

是無法磨滅的創傷，烙印在每一個受過

無情摧殘的心靈。不計其數的小孩失去

求學的機會，難以實現少年時所有的理

想與抱負。

柬埔寨是我出生之地，哺我育我的

故鄉，但我並不懷念它。這一幕幕的慘

劇，記憶猶存，使我仍心驚膽顫，生命

因版面所限，未能刊載功德錄下期待續

99年10月功德錄

世界，就再也沒有機會做福德了。香港

鉅富李嘉誠也說，取之於社會，回饋於

社會。他們崇高的愛心，使我無比地震

憾，而自歎不如。

佛陀曾說，因緣果報，這是千真萬

確的，這都是因為當時土人的善心，換

來了今天的回報。有因就有果，種瓜得

瓜，種豆得豆，這幾千年的諺語是不會

錯的，但願這種具有慈悲、菩提心的精

神，能夠循環地綿延下去，人世間就會

沒有太多的罪惡，而歸於寧靜與平和

了。

99年9月功德錄(續)

慢」的平等觀，如《長阿含．小緣經》

說：「今我無上正真道中，不須種姓，

不恃吾我憍慢之心，俗法須此，我法不

爾。若有沙門、婆羅門，自恃種姓，懷

憍慢心，於我法中終不得成無上證也。

若能捨離種姓，除憍慢心，則於我法中

得成正道，堪受正法。」（T1,36c）從

經文可知，釋尊的用意在於去除婆羅門

的憍慢心，以顯示種姓之間的平等。

釋尊這種反對人為的階級制，堅

持種姓平等無二的主張，即是《阿含

經》的眾生平等觀。眾生平等觀否定

了神話式的天生差異，注重人現生的

行為，如《雜阿含經》說：「汝莫問所

生，但當問所行，刻木為鑽燧，亦能生

於火，下賤種姓中，生堅固牟尼。」

（T2,320c）同時，眾生平等觀也否定

了神定的宗教特權，強調人人都有信仰

宗教、接觸宗教的自由。佛世時，婆羅

門以種姓階級壟斷宗教權，嚴禁出身卑

微的首陀羅信仰宗教，釋尊反對任何剝

奪宗教自由的行為，主張人人可以學

佛，不分種姓、職業、階級，都可以成

為佛教徒，因此上至婆羅門或貴族，下

至屠夫、漁獵、強盜、妓女，都能皈依

佛門，成為佛弟子。即使是四姓之末的

首陀羅，釋尊也允許他進入僧團，例如

釋尊十大弟子之一的優婆離，即屬於首

陀羅階級。

釋尊為矯正時病所提出的「種姓

平等」，落實在現實生活中，成為以人

的行為決定命運，以人的自由信仰改善

未來，人人立足點均衡，而且發展機會

平等，充分展露出初期佛教的眾生平等

觀。

三、依流轉門而說種姓平等

釋尊宣說種姓平等，常會依說法

對象的根器而施設不同法門。一般而

言，釋尊對憍慢或鈍根的婆羅門，通常

依生死流轉門而宣說種姓平等，以開顯

因果業報之世俗諦理；對謙恭或具有善

根的婆羅門，則依還滅解脫門而宣說種

姓平等，令得善解而獲究極清淨。這裡

先就生死流轉門說明。

釋尊首先用「業」來說明種姓平

等，如《雜阿含經》卷4說：有一天，

佛陀至某一婆羅門處乞食，該婆羅門遙

見佛來，言：「住！住！領群特（賤民

之意）！慎勿近我門！」佛告婆羅門：

「汝知領群特、領群特法耶？…我善知

是領群特及領群特法。…瞋恚心懷恨，

隱覆諸過惡…憋暴貪吝惜，惡欲慳諂

偽…是為領群特。…業為領群特，業

為婆羅門。」（T2,28b-29a）從經文可

知，高傲的婆羅門是以種姓分別貴賤，

而釋尊卻用「業」指出：造惡業的人，

才是賤民，人只要造惡業，縱然是自以

為高貴的婆羅門，仍然要受報。這不僅

提出了種姓依業而平等的觀點，同時也

駁斥了婆羅門的高傲自大。

除了婆羅門，釋尊有時候對外道

出家也用「業」來導正外道錯誤的觀

念，如《中阿含．優婆離經》說：「長

苦行尼揵問曰：『沙門瞿曇施設幾罰，

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爾時，世尊

答曰：『苦行！我不施設罰，令不行惡

業，不作惡業；我但施設業，令不行惡

業，不作惡業。』」（T1,628b）又如

《雜阿含經》中，佛陀弟子摩訶迦旃延

曾向剎帝利族解說「四姓依業平等」的

觀念，經中記載：摩訶迦旃延語摩偷

羅王言：「大王！此是世間言說耳。

世間言說言：『婆羅門第一，餘人卑

劣；婆羅門白，餘人黑；婆羅門清淨，

非非婆羅門；是婆羅門從婆羅門生，

生從口生，婆羅門所化，是婆羅門所

有。』大王當知：業真實者，是依業

者。…四種姓者，皆悉平等，無有勝如

差別之異。…當知四姓，世間言說為

差別耳，乃至依業真實無差別也。」

（T2,142a-b）摩訶迦旃延這種說法，與

上述佛陀所說的「業為領群特」，可以

說非常接近，兩者都說明了四姓依業而

平等，沒有任何階級差別。

    釋尊依業而說種姓平等，等於是

說每一個種姓都要為自己的善、惡行為

負責，如《中阿含．婆羅婆堂經》說：

「剎利亦可殺生、不與取、行邪淫、

妄言…乃至邪見，梵志、居士亦復如

是。…梵志亦可離殺、斷殺、不與取、

行邪淫、妄言…乃至離邪見、得正見，

剎利、居士亦復如是。…若有無量惡不

善法，彼剎利、居士亦可行，梵志亦復

如是。若有無量善法，彼梵志亦可行，

剎利、居士亦復如是。」（T1,673c-

674a）四姓既然同樣都有善、惡行，那

麼依照因果律，也應該同樣受到善、惡

果報，亦即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因果

昭然，沒有人能夠造業而不受報的，如

《長阿含．小緣經》說：「剎利種中，

身行不善，口行不善，意行不善，身壞

命終，必受苦報；婆羅門種、居士種、

首陀羅種，身行不善，口行不善，意行

不善，身壞命終，必受苦報。…剎利種

中，有身行善，口、意行善，身壞命

終，必受樂報；婆羅門、居士、首陀羅

種中，身行善，口、意行善，身壞命

終，必受樂報。」（T1,38c）

以上有關「業」與「善惡果報」

，可以說都是依流轉門而說的種姓平

等。接下來說明釋尊如何依還滅門而說

種姓平等。

四、依還滅門而說種姓平等

相對於世間的生死流轉，還滅乃

指出離三界的生死解脫。就佛教而言，

一切種姓均得趣向正覺，受持正法，得

至彼岸，亦無階級之差別。在《阿含

經》中，常見釋尊對利根的婆羅門開示

如來正法，引導對方生起正見，如法

奉行，如《中阿含．阿攝 經》說：

「如是，摩納！梵志若正趣者，彼得

善解，自知如法；剎利、居士、工師

若正趣者，亦得善解，自知如法。」

（T1,664a）這是對四姓都能正趣而知

法的肯定，與前述依流轉門而說四姓平

等，顯然有很大的不同。

經中類似的說法還有很多，如《

中阿含．一切智經》說：「此有四種：

剎利、梵志、居士、工師，若成就此五

斷支，必得善師如來、無所著、正盡

覺，必得可意，無不可意，亦於長夜

得義饒益，安隱快樂。」（T1,793c）

是何等脆弱啊！它隨時隨地就會消逝

掉，也因如此，至今我都未曾回去過柬

埔寨。我覺得非常地幸運，能夠來到法

國，可說是再度地重生。父親生前常

說，法國是再生父母，也是全世界最有

人道主義的國家，我們很感恩，也很深

刻地體會到，生活在國泰民安的國度

裡，是多麼的可貴和幸福啊！！！我們

時刻珍惜這得來不易的安樂。

這位同鄉談到，他們夫婦倆沒有出

國，仍留在金邊生活，賺了錢，曾陸續

進入山村探望土人多次，並且帶了食用

品、錢財、布匹和其他物資，到山村裡

做佈施，幫助修屋子，他們的善行善

舉，使我非常感動。他們說，只要我們

能活著一天，就要做佈施，不論種族

之別。到哪一天，如果我們離開了這個

u wv

一、台北靈山講堂及台中靈山講堂：

翦

影

﹝弘法教育-月刊﹞

4,396元 林崇安

3,690元 林建德

1,163元 林淑瑜

1,000元 蔡謀芳、新超峯寺

515元 李劉罔市

500元 吳銘

﹝供養上人﹞

1,000元 黃登雲

100元 張秉筑、趙釗鐶、
陳卉娟

﹝供養三寶﹞

500元 李唯瑄、胡文豪

300元 鄭鎰宗

﹝救濟﹞

3,000元 黃雲蓮

2,000元 吳銘

300元 蔡玉英

﹝放生﹞

2,000元 胡玉欣

1,000元 陳玉美、吳德慧、
梁彭錦雲、林家成

500元     劉惠美、陳燕美、
張月女、吳阿素、
黃煥亭、黃建勳、
明周

300元 蔡玉英

﹝譯經﹞

52,000元 朱明緯

50,000元 陳世昌、王月勤

20,000元 黃素蓉

15,000元 顏良恭閤家、
陳怡君

5,000元 周淑真王傳樹閤
家、宋英傑

3,000元 薛安秀、吳德慧、
胡玉欣

2,000元 陳金財、邱碧玉、
陳美賢

1,500元 鄭敏宜

1,000元 曾淑珠、黃素娥、
李高青崴、陳致
光、陳姿穎、黃彥
智、黃祺雯、劉家
龍、黃煥亭、黃建
勳、許登翔、林春
鳳、洪曼只、洪曼
棣、萬波笛

824元 聖慈生機股份有
限公司

600元 萬乃塵、萬乃儂、
萬乃賏

500元 楊秋紅、陳正順、
陳瑞昇、陳瑞承、
賴柏嘉、陳昭惠、
呂忠洋、張玟琪、
郝政道、劉宗勇、
孫台興、黃淑鎂、
孫如欣、孫沛文

400元 簡淑婷、簡榮慶、
簡淑華、柯馨媛、
李冉來、李佳紘、
李岱瑾、李宜臻、
林佑聲

300元 高啟瑞

200元 呂詹好、呂怡瑩、
呂玉茹、薛昀軒、
李桂蜜、王炳昆、
王黃鳳、周李寶
玉、陳燕美、黃
俊凱、簡綸巠、簡
君如、姚樹宏、
黃麗淑

100元 賴蓓瑩、彭品瑄、
蘇琳雅、吳映儀、
蘇毅恩、柯茂全、
林素珍、陳聰明、
林阿抱、許雪、李
榮森、李偉翔、李
冠延、李宜馨、林
世偉、許麗霜、林
品儒、林庭瑜、蔡
博任、OSCAR、余
玲玫、李書堅、香
包狗、張婉筠、
郭溫柔、賴力瑋、
何嘉浩、張小白、
張小黃、張熊熊、
張秉筑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譯經-台中講堂﹞

1,000元 (故)李長卿

500元 莊大億、陳麗華、
李涵妤、劉秉丞、
劉家鈴

250元 詹凱焱、廖苗茱

﹝其他專款-越南孤兒院﹞

1,000,000元 陳楷捷

﹝隨喜﹞

500元 黎萬榮、季夢蓮、
藍章華、藍黃雪貞

300元 何燕娟、何燕蓓、
何志勤、賴武村

200元 許麗玲、鄧晉陽、
鄧韻華、妙忠

60元 靈山講堂

﹝隨喜-人事費贊助﹞

50,000元 黃中洋

﹝隨喜-講堂﹞

500元 吳銘、丁權福

200元 生家筠

﹝隨喜-禪林車子﹞

1,000元 趙阿寶

﹝禪林建設﹞

2,000元 吳銘

1,000元 黃明田、呂忠信

600元 高文煌

300元 陳美代、許明哲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禪林建設-上人寮房﹞

4,000元 顏良恭閤家

﹝禪林建設-發票中獎﹞

2,996元 靈山講堂

﹝護法﹞

10,000元 高棟梁閤家

1,000元 曾淑珠

800元 黃素蘭、賴瑞琅、
賴毅庭

300元 高啟瑞、吳銅、呂
金欉、吳宗益、吳
貴莉、吳淑

200元 陳燕美、黃俊凱、
黃彥智、黃祺雯、
呂國章、呂藍金枝

100元 郭溫柔、賴力瑋、
何嘉浩

﹝弘法教育-月刊﹞

600元 謝禎燕

500元 吳銘、楊仙和

﹝供養上人﹞

1,000元 李唯瑄

100元 張秉筑

﹝供養常住﹞

1,000元 顏良恭

﹝供養三寶﹞

500元 胡文豪

﹝救濟﹞

3,000元 何寶珍

2,000元 吳銘

500元 明周

本文作者劉嘉誠老師係台大哲學研究

所博士台大哲學研究所博士，於法光

佛教文化研究所、佛教弘誓學院及圓

光佛學院等校擔任教職，講授中觀等

佛教課程。

善心

圖 u～w 台北靈山講堂及台中靈山講堂分別於2010年10
月24日～30日及2010年11月4日～7日舉辦藥師
懺大法會，並於石碇靈山禪林舉辦放生活動。

圖 x 2010年9月18日，淨行上人率團赴英國倫敦藥師
寺，探訪該寺住持淨通法師交換海外弘法心得，
並請法師幫忙宣傳世界靈山東方大學招生事宜。

圖 y～z 2010年9月24日，東歐行到達奧地利林茲，與
HUGO KLINGLER先生(奧地利佛教協會代表及高
中佛學老師)餐敘，他告訴我們奧地利佛教發展
情形，且希望世界靈山東方大學能夠支援高中
佛教教師研習會及建立良好合作關係。

圖 {～} 2010年9月27日，由匈牙利普濟寺住持明來
法師陪同參訪位於布達佩斯之匈牙利法門佛
教學院，不僅參觀該校圖書館藏書及上課情
形，也與該校基金會理事長及副院長會談，
雙方希望能夠建立合作關係。

圖    ～ 2010年9月28日，到達捷克布拉格，與中醫
師郭醫師及其學生會面，希望他們能在當地
傳達世界靈山東方大學招生訊息。  

圖 2010年9月29日，抵達位於捷克邊境的越南
寺，淨行上人力邀該寺住持清福法師赴世界
靈山東方大學講學，淨行上人並向該寺信眾
開示及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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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關係～寬恕與和解」專題講座  
一、主講人：惠敏法師
　　　　　　(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
二、講　題：人際關係的美麗與哀愁
三、時　間：99年12月25日（週六）
　　　　　　上午10：00—12：00
四、地　點：台北市松山社會福利服務大樓    
　　　　　　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251巷46　
　　　　　　弄5號8樓

五、報名電話：8787-3072、2768-5256
六、報名方式：費用全免，即日起開始接受報
　　名，人數80名，額滿為止，請用電話或
　　E-mail方式確認。
七、主辦單位：台北市佛教觀音線協會、東區
　　單親家庭服務中心
八、觀音線電子信箱：kuanyin.line@gmail.com
　　觀音線網址：http://www.kuanyin-line.org

二、世界靈山東方大學：

又如《中阿含．婆羅婆堂經》：「若族

姓子、若干種姓、若干種名，捨若干

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信、捨

家、無家，從我學道…入我正法、律

中，受我正法、律，得至彼岸，斷疑度

惑，無有猶豫，於世尊法得無所畏。」

（T1,674a）文中所說的「若干種姓」

，泛指一切種姓，意為凡能從佛學道，

入佛正法者，不論任何種姓，都能斷疑

度惑，得無所畏。另如《長阿含．小緣

經》：「剎利種中，有剃除鬚髮，法服

修道，修七覺意…修無上梵行，於現法

中自身作證：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

作已辦，不復受有。婆羅門、居士、首

陀羅種中，有剃除鬚髮，法服修道，修

七覺意…修無上梵行，於現法中自身作

證：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

不復受有。」（T1,39a）文中明白說出

「生死已盡…不復受有」，這是指已證

得涅槃的阿羅漢果位，釋尊說它不是某

一個種姓的專利，只要從佛如法修行，

每一個種姓都能夠證得同樣的果位。這

無疑給了婆羅門一個向上求證的機會，

因此，許多婆羅門紛紛投入佛陀門下。

在《雜阿含經》的「婆羅門相

應」中，記載了一些善根婆羅門向佛

陀請教佛法，佛陀為他們開示種種清淨

法。這些善根婆羅門於聞法後，或「見

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諸疑惑，不

由他度，於正法中得無所畏…盡其壽

命，歸佛、歸法、歸比丘僧，為優婆

塞。」（T2,25b）或「於正法中出家，

受具足，得比丘分…出家已，獨靜思

惟：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袈裟衣，

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乃至得阿羅

漢，心善解脫。」（T2,27b）可見善根

的婆羅門，佛為他們施設還滅法門，適

足以啟發其向上之心，導引其趣入正

法，終至知法見法，自身作證，充分顯

示出釋尊應機施教的善巧。

五、結論

總而言之，種姓平等代表《阿含

經》所傳達的平等思想，它的產生有它

的歷史背景與時代意義，它代表著佛教

對數百年來印度傳統社會階級制的批判

與否定，也象徵著對婆羅門權威與勢力

的挑戰。這種不向舊勢力妥協的道德勇

氣，來自於一個大覺悟者「自覺而覺

他」的智慧與慈悲。由於四姓平等的主

張，帶給了人人都可以學佛的機會，使

得佛教之門大開，促成了佛教的蓬勃發

展。同時，也因為種姓平等開啟了佛教

對眾生平等的主張，種下了往後佛教自

由平等思想的種子，使得佛教經歷兩千

多年後，雖然在印度本土已經衰落，但

是由於這個自由平等思想種子的茁壯與

蔓延，使佛教向世界各地傳播開來，而

成為今日普照世界的宗教。

一、前言

《阿含經》經文的表現方式基本

上是素樸的、生活的，然而其中亦不乏

有釋尊對社會不良傳統的批判，它們包

括權威、迷信、祭神、苦行、梵我神

觀，乃至假借神權而設立的種姓制度。

其中，尤其是對種姓制度的批判，更透

露出《阿含經》的眾生平等思想。

種姓制度是指印度由來已久的四

姓制度，四姓即：婆羅門（brahmana祭

司）、剎帝利（ksatriya王族及武士）

、吠舍（vaiwya工農商平民）、首陀羅

（wudra奴隸）。四姓制最先起源於人

種之區別，乃雅利安人對被征服者非雅

利安人稱呼為首陀羅（賤民之意），以

區別膚色之貴賤（白貴黑賤），後來雅

利安人種又因職業上之差別，區分為前

三姓，而成為四姓。這種原為人種與職

業區別的種姓制，沿襲既久，被加入了

神所定的先天差異，如吠陀時代流傳：

由原人之頭生婆羅門，由肩生王族，由

腿生吠舍，由足生首陀羅。四姓之中，

以婆羅門最為尊貴，握宗教上之實權，

擁有絕對權威。四姓之前三姓同為雅利

安人，皆稱為再生族，首陀羅則為被征

服者，身份最為卑賤，被稱為一生族，

為宗教所不救的賤民，成為完全沒有政

治、宗教、經濟及教育權利的一族，形

成了極不平等的種姓階級制度，而其形

成根源，完全來自於婆羅門教的神權壟

斷。

    

二、《阿含經》對種姓制的批判

在《阿含經》中，釋尊對這種「

婆羅門至上」及不公平的社會階級制

度，予以全面否定。如《中阿含經》

曾提到婆羅門的種族優越感，婆羅門

自誇：「梵志（指婆羅門）種勝，餘者

不如；梵志種白，餘者皆黑；梵志得清

淨，非梵志不得清淨。梵志梵天子，從

彼口生，梵梵所化。」（T1,663b-c）釋

尊對於婆羅門這種種族自我優越感以及

託神而生的虛假神話提出批判，釋尊認

為四種姓皆悉清淨，不能施設差別，經

中以虛空、慈心、洗浴、取火等比喻，

說明四姓平等，如《中阿含．阿攝

經》說：「梵志於此虛空不著不縛，不

觸不礙，剎利、居士、工師亦然…。梵

志能行慈心，無結無怨，無恚無諍，剎

利、居士、工師亦然…。彼一切百種人

皆能持澡豆至水洗浴，去垢極淨…。彼

一切百種人皆能以若干種木用作火母，

以鑽鑽之，生火長養…。摩納！若此身

隨所生者，即彼之數，若生梵志族者，

即梵志族數，若生剎利、居士、工師族

者，即工師族數。摩納！猶若如火，隨

所生者，即彼之數，若因木生者，即木

火數，若因草糞薪生者，即薪火數。」

（T1,664b-665a）本段經文指出，四姓

乃至一切百種人皆悉平等，了無差別，

而且從經文後段可以看出，人身隨其所

投生而有種姓之不同，人之投生乃因父

母合會受胎之結果，由此而駁斥了婆羅

門自以為「膚白種勝」的種族優越感及

託神而生的虛假神話。

其次，釋尊針對婆羅門的貢高我

慢，進一步提出了「不須種姓，不恃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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