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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尤淑如老師，係輔仁大學哲
學研究所博士，目前任職輔仁大學天
主教學術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員及輔仁
大學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學術專長
為哲學諮商、佛教哲學諮商、德行倫
理學及助人專業倫理等。

佛法身心立場之反思 ■ 林建德

四念處 
專欄

可知，身心的二分並不是絕對的，而主要是概念

指稱的權巧施設，乃是暫時性的言說方便；其間的義

理即牽涉到「假名」、「俗諦」等理論。而且，如果

以西方靈、肉二分來理解佛教的身心觀，認定肉體外

有獨存的靈魂存在，走向實體主義的說法，此觀點更

是初期佛教所不能接受的。此外，若認為除身體和大

腦之外，無所謂的心靈存在，而近於現代心理學中的

行為主義的觀點，這又不是初期佛教所肯定的。換言

之，佛法乃在「即蘊計我」與「離蘊計我」中，表達

出「不即不離」的中道觀點。

此「不即不離」的關係，若用一幅畫所構成的

顏料與它呈顯的美作比喻，或可比擬。意即，若說一

幅美麗的畫，它不過是一堆顏料的排列組合而成，

把「美」化約成物質性的素料而已，此近於唯物論

（physicalism）的立場，乃是一般人常識上難以接受

的。相反的，如果離開色料素材的構圖，而有所謂的

一幅畫的「美」存在，這也是難以成立的。如此，「

藉畫表美」，大致表達出佛教對於身和心的觀點，佛

教即是要我們透過身心的修行，而達超凡入聖之境，

從身體的道德行為以及私欲的超克，淨化與提昇心

性、性靈，即所謂的「藉假修真」。

初期佛教認為，「無明」乃是對五蘊的不如實

知；相對的，如實知五蘊即是佛法主張的修行，也因

此身受心法的「四念住」修行，重點即在於觀照五

蘊。一旦洞見五蘊身心的實相，則是解脫的聖者。而

解脫的聖者之所以得自在解脫，乃在於他的心靈和精

神是自由的，不受制於身體而決定他的苦樂。因此，

聖者雖然有身體的病痛和走向死亡的一天，但卻是「

痛而不苦」，而能「以心制身」。相對的，凡夫卻常

是「以身制心」，由身體的享受的多少，來決定心理

的苦樂。而往往凡夫此一習氣愈重，則靈性愈少，偏

向於「動物性」，如此苦樂與幸福感取決於生理欲望

的滿足程度，甚而不惜違反人倫道德，作出傷天害理

之事。

總之，佛教身心二分的觀點，不代表佛教即是身

心二元論，而主要是概念上的方便認知所作的區分；

重點在於如何透過身心的修鍊，使心的自由度提高，

不受生理、身體的欲望來制約，反而能藉這個臭皮囊

從事高尚的道德行為，最後達到滅苦的境界，獲得生

命圓滿的解脫。

本文作者林建德先生，係國立臺灣大學哲學博士，擅
長「佛教哲學」「人間佛教思想」及「佛道比較宗
教」領域，目前任教於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民國100年2.3.4月份)

在心靈哲學派別中，有所謂的身心二元論

（mind-body dualism），而且一直是哲學史中的重要

主張，其或以靈肉、形神等之詞彙來出現。而身、心

二分在一般人認知中也視為是理所當然的，在佛教裡

也接受此區分，如佛典中說「身苦患，心不苦患」一

語，即是以身、心對舉來作表達。包括在佛典中，也

常以名(nama)和色(rupa)之詞語，代表一個有情的整

體，而接近於身心之二分。

然而，佛教以身心二分來表達觀點，是否意味著

佛教是身心二元論的主張者？特別是，佛教是否主張

在身體之外有一超越的心靈（乃至靈魂）存在？如果

不是，其對身心問題的看法又是如何？

事實上，除身、心二分外，佛教也以色、受、

想、行、識之「五蘊」表達有情的狀態；若初步的

說，其中「色」屬身，而「受、想、行、識」屬心。

此外，佛教常說的眼、耳、鼻、舌、身、意之「六

根」或「六入」，也可以說另一種形式的身心分法，

其中「眼、耳、鼻、舌、身」屬身，而「意」屬心。

而在《阿含經》中，亦以識、名色如束蘆之相依相待

說明身心之整體。

．專題論述／佛教哲學諮商

目次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報名時間
及電話

001
民國一百年
春節千佛法
會

2011.2.3-2.5(四 至六)
上午9：30至下午5：00 台北講堂

1.禮拜三千佛
2.恭誦洪名寶
   懺

1.即日起報名。
2.報名電話：
02-23613016
3.報名地點：
台北市忠孝西
路一段21號7樓

002
光明燈點燈
法會

2011.2.17(四)
農曆一月十五日
上午9：30至12：00

台北講堂 恭誦藥師經

003
禪坐健身班
第275期

2011.3.10(四)晚上7：00
開課
(每週一次為期二個月)

台北講堂
佛教禪坐與
氣功健身教
學

004
春祭梁皇大
法會

2011.3.19-3.26(六至六) 
上午9：00至晚上9：00

台北講堂
禮拜慈悲梁
皇寶懺

005
民國一百年
春節千佛法
會

2011.2.3-2.5(四至六) 上
午9：30至下午5：00

台中講堂
禮拜三千佛

洪名寶懺

1.即日起報名。
2.報名電話：
(04)37020689
3.報名地點：台
中市進化路575
號15樓之2

006
春祭梁皇大
法會

2011.3.27-4.4(日至一) 晚
上7：00至9：30
4月4日全天圓滿

禮拜慈悲梁
皇寶懺

007
大陸朝聖參
學

4.23-4.30(六至六)
台北及台
中講堂聯
合舉辦

參訪普陀山、
洛迦山、南海
觀音、天童寺
天台山、國清
寺、靈隱寺、
西湖

1.即日起報名。
2.報名電話：
02-23613016
3.報名地點:
台北市忠孝西
路一段21號7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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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台
北
講
堂

二
、
台
中
講
堂

「生死關懷」系列活動通啟(民國100年2.3月份)

目次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報名時間
及電話

001
「百年生死安寧」
讀書會

2011.2.22（二）
下午2:00到5:00

張啟華文化藝術基金
會「華會館」3樓
(高雄市新興區中正
三路1-18號)（高雄
捷運橘線信義國小站
4號出入口）

許禮安醫師主持：生死
學十四講(閱讀書目)

07-2235828或
0933-110-256
執行秘書
翁育慈小姐

002
「百年生死安寧」
讀書會

2011.3.22（二）
下午2:00到5:00 同上

許禮安醫師主持：臨終
心理與陪伴研究 (閱讀
書目)

同上

003
屏東關愛之家「健
康關懷」講座

2011.3.17（四）
上午10:30到
11:30

屏東關愛之家 許禮安醫師主講：生命
與死亡的意義

同上

004
「學習生活力‧展
現生命力」講座

2011.3.2（三）
下午2:00到5:00

高雄市張啟華文化藝
術基金會「華會館」

許禮安醫師主講：活出
精彩生命—生命教育
的內涵

同上

005
「學習生活力‧展
現生命力」講座

2011.3.9（三）
下午2:00到5:00

同上
許禮安醫師主講：生命
教育與生命意義

同上

006
「學習生活力‧展
現生命力」講座

2011.3.16（三）
下午2:00到5:00 同上 

許禮安醫師主講：你最
想要的是什麼？—哲
學與人生

同上

007 「學習生活力‧展
現生命力」講座

2011.3.23（三）
下午2:00到5:00

同上
許禮安醫師主講：你該
如何做決定—道德思
考與抉擇

同上

008 「學習生活力‧展
現生命力」講座

2011.3.30（三）
下午2:00到5:00

同上
許禮安醫師主講：人性
尊嚴—品格力

同上

009
「安寧療護/臨終
關懷照顧服務」課
程研習

2011.3.1（二）起
每月一次每次二
小時(下午2:00到
4:00)共12小時

雲林榮譽國民之家中
正堂（雲林縣斗六市
榮譽路160號）

許禮安醫師主講：生死
教育與繪本(第一場)

同上

010
「安寧療護志工
培訓入門班」課
程研習

2011.3.5-6（六-
日）09:00-16:00

高雄市張啟華文化藝
術基金會「華會館」

許禮安醫師主講 同上

011 「生死學&生命關
懷」課程

2011.3.12（六）
下午2:10 到 4:40

左營般若寺(高雄市
左營區文府路532號)

許禮安醫師主講:他不是
故意忘記的—失智症

報名電話：
07-3461908

012 「生死學&生命關
懷」課程

2011.3.27（日）
上午9:00到12:00

台中大雲寺(台中市
南屯區文心南二路
130號)

許禮安醫師主講：安寧
療護與緩和醫療簡介

報名電話：
04-24732233

013 「生死學&生命關
懷」課程

2011.3.27（日）
下午2:10 到 4:30 

彰化古嚴寺(彰化縣
大城鄉中平路304巷
25號)

許禮安醫師主講：安寧
療護與緩和醫療簡介

報名電話：
04-8941937

靈
山
講
堂
定
期
活
動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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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立意是教人出世、解脫、得涅槃。

雖然漢傳佛教重視菩薩道，但是菩薩道

的修行終究還是要度化眾生：識苦、離

苦、得解脫。慈善濟世乃接引法門，「

慈悲」之後仍要「喜捨」。不過，「出

世」並不等於「遁世」。出世的菩薩道

對眾生的無明更加地同理與感同身受，

更發願在利他中完成自己；從悲起智，

從「凡夫菩薩」到「賢聖菩薩」進而到

「佛菩薩」的境界。就如同《增壹阿含

經》所說﹕「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

上成佛也」。由此可知，「人間佛教」

的目的仍然是要成佛。不過，上述所發

展的佛教心理學以及佛教心理諮商的目

的並非以成佛為目的，佛教心理學並不

是建立在佛教的要義上，而是用西方心

理學架構詮釋佛學所發展出來的成果。

然而，值得我們深思的是，把佛教教義

或佛學詮釋為某種心理學是否恰當？

 佛教心理諮商在心理衛生的保健

與治療上，有顯著的效用和成果，這是

不容否定的事實。因此，佛教心理諮商

不但無須反對，甚至應該大加提倡與推

廣。但是，「在心理諮商應用佛法與佛

學」跟「把佛法等同於心理學或把佛法

詮釋為某種心理學」這是兩回事。舉例

來說，心理學關注「行為與心理現象的

因果關係」、「解釋人類行動與心理現

象的意義」以及「發展人們改變社會結

構的能力」等；而原始佛教的基本要義

無論是三法印、四聖諦、八正道…等，

則是在說明世界萬物的緣生緣滅，以及

無常、無明與無自性的人間實相；並且

也指出煩惱起於無明，佛法的目的是在

引導眾生脫離苦海、解脫無明煩惱。若

將佛學解讀成心理學，那麼無明煩惱就

會被視為某種心理現象，然而無明僅是

一種人的心理現象嗎？佛學的內涵與本

質適合被理解為探討人的行為、心理現

象以及社會結構嗎？這些都有待相關學

者更進一步的論證。

有鑑於此，無論是為了還原佛教

自利利他的本意，或者是為了弘揚與落

實「人間佛教」的理念，用「佛教哲學

諮商」或「佛學諮商」這樣的名稱可能

比「佛教心理諮商」或「佛教心理治

療」更為貼切；因為，它所應用的範圍

甚至比佛教心理諮商更為寬廣。佛教的

法益豈是僅有心理層面而已，還包括日

常生活、專業生活與靈性生活的指引；

透過修持佛法，使心靈透過覺照而覺

醒，進而得到清心自在的靈性境界。

三、佛教靈性療癒與佛教哲學諮商
無論是佛教心理諮商或佛教哲學

諮商，其諮商對象與性質都必然涉及到

人的靈性。故而，將佛教哲學諮商視為

某種具「靈性諮商」或「教牧諮商」

(Pastoral Counseling)性質的諮商模式說

不定會更為貼切。然而，該如何定位與

發展具有佛教特色的諮商模式？這部份

或許可以從基督宗教的「教牧諮商」或

「靈性輔導」(Spiritual Direction)那兒得

到一些啟發。基督宗教的教牧諮商和心

理諮商的發展歷史幾乎是同時並進的，

並且受到心理諮商許多影響。因此教牧

諮商在發展的同時也不斷地在探討，如

何區辨與釐清其與心理諮商之間的關

係，從中探索自身的定位和屬性。因

而，瞭解基督教如何在與心理諮商若即

若離的關係中，發展自身的諮商模式，

或許可以為佛教哲學諮商的發展提供有

利的線索。簡言之，教牧諮商是藉由心

理學的理論和諮商技巧來訓練門徒，牧

養基督徒，並且也希望能夠以此傳福

音，吸引更多人慕道。教牧諮商的核心

理論乃是聖經與神學思想，心理學僅是

輔助。相較於教牧諮商，靈性輔導更少

使用到心理學，多半是運用諮商技巧的

輔助，目的是陪伴與協助教友的靈修，

幫助基督徒與天主、耶穌基督建立親密

關係。因此，靈性輔導又稱為靈修輔

導，目的是增進信徒的靈修。

綜合上述，基督宗教將諮商理論

與技巧應用在其宗教的兩種層面上，一

是訓練與培養神職人員和信徒的靈修；

一是關懷信徒、協助信徒過信仰生活。

這兩層面皆可為佛教哲學諮商的借鏡。

目前大量被談論的佛教心理諮商多半是

將佛教(輔)應用在心理諮商(主)中；但

佛教哲學諮商則主張學習諮商技巧是為

了推廣佛法，要讓諮商理論與技巧(輔)

成為佛教(主)度化世人的工具。因此，

諮商僅是輔助，重點還是佛法的修行與

成佛。為達此目的，佛教哲學諮商必需

用佛學來闡述諮商對象、諮商歷程、諮

商目的和療癒效果；並且，佛教哲學諮

商的目的應用於培養與訓練僧侶的止觀

禪修與慈悲心的發用，以及關懷信徒如

何落實佛化生活。其中，與諮商範疇最

為相應的佛學，或者說，最適合被建構

為佛教哲學諮商基本內涵者，當屬「緣

起性空」、「三法印」、「四聖諦」…

等思想。

四、佛教哲學諮商的基本內涵
(一) 「緣起性空」的世界觀：世界是由

相互依存的關係所構成

不同於心理諮商從個別自我(ego)

來理解我與世界的關係，佛教哲學諮商

是從世界萬物的生成演變來理解眾生。

原始佛教將眾生生死流轉的過程分為十

二環節，稱為十二緣起：「所謂無明緣

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

六入緣更樂(觸)、更樂緣痛(受)、痛緣

愛、愛緣受(取)，受緣有，有緣生、生

緣老死。」(《增一阿含》卷四六-五經)

。人生由這十二因果相聯的環節所構

成，無明、行、愛、取、有等屬於緣

因，緣因會招致痛苦和煩惱等苦果。並

且，不僅人生是一個緣起因果相續的過

程，世界萬物也都依緣而起，一切現象

乃各種條件的聚合、由相互依存的關係

所構成。緣起的基本原則為「云何緣

起法，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

」(《雜阿含經》卷一二-二九八經)「因

此有彼，無此無彼；此生彼生，此滅

彼滅。」(《中阿含經》卷四七-《多界

經》) 正因為世界相互依存、流轉變動

(諸行無常)，故而，從緣起的世界觀所

看到的世界與人生的樣貌即是：世界是

無常的、暫存的、無自性的存在。

佛教哲學諮商的人觀受到緣起性

空的世界觀所影響，因而主張：在世界

中的「我」無法由自力而存在，「我」

是透過原因、組成部分及思想等其他外

力條件的力量所建立起來的，換言之，

「我」也是一個相依相存的存在，是空

無自性的，沒有固定不變的實體我(諸

法無我)。

(二) 痛苦煩惱的構成與解脫安樂之道：

「四聖諦」

原始佛教以「四聖諦」來說明痛

苦煩惱的構成與解脫安樂之道。《雜阿

含經》卷一五-三八二經中所闡述的「

四諦」，是整個原始佛教佛學義理的

總綱。四諦的內容指出，世俗界充滿

痛苦(苦諦)，這些痛苦可以歸納成為八

類：「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

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五陰炙盛

苦」(《增一阿含》卷一七-〈四諦品〉)

。苦是身心得不到滿足的狀態或現象，

包含非建設性的負面情緒。負面情緒來

自無明，依賴無明而存在。眾生由於自

身的無明與渴愛的欲求、盲目的執取…

等等，造成自身無窮無盡的痛苦(集諦)

。瞭解苦產生的根由之後，接著便說明

另一端(無苦、消苦)的樣貌為何，這是

「滅諦」所要闡明的。「滅諦」也稱為

「苦盡諦」，目的是闡述滅盡貪欲、斷

絕渴愛的宗旨：「欲愛永盡無餘，不復

更造，是謂苦盡諦」(《增一阿含》卷

一七)要實現苦滅或苦盡，需要方法。

「道諦」就是指這些方法，其中最重要

的是「八正道」。因此，「四聖諦」可

視為佛教哲學諮商的運作模式：「苦

諦」說明個案(眾生)困境的分類與歸類

(類似診斷)；「集諦」在做個案困境的

成因分析，探究苦的無明從何而來；「

道諦」提供個案對治困境、消苦、離苦

的方法；「滅諦」說明個案療癒後離苦

安樂的樣貌。

五、「諮商門」中好修行
「諮商」這項助人專業本身具有

工具性的意涵。運用「諮商」，能促發

落實慈悲心的智慧，提升慈悲心發用的

品質。所謂「身在『諮商門』中好修

行」，助人者可在諮商中修「無我」、

發「慈悲心」與成就無上智慧。學佛的

助人者不妨將「諮商活動」視為一個可

供「悲智雙修」、「行菩薩道」的好道

場。

佛教哲學諮商作為佛教度化眾生

的新法門，它的「新意」並不在於用西

方知識體系來重新建構或重新詮釋既有

的佛學或佛法，而是在於與眾生的相交

方式與談話技能的更新。根據「諮商」

的定義，乃是受過專業訓練的人，運用

心理學及其相關學科的理論、方法與技

巧，在專業化的歷程中，協助當事人解

決問題、宣洩情緒、改變行為與認知，

以促進其身心發展與生活適應。從諮商

的定義可知，早期諮商奠基於心理學，

但並不僅限於心理學，還包括其他相關

學科的理論。佛學中《成唯識論》的「

識變哲學」乃佛學正宗的心理學理論，

《成唯識論》主張阿賴耶識是包攝一切

現象的種子，也是一切諸法的根源；因

此，成佛的途徑便是一套轉「識」成「

智」的歷程。有鑑於此，佛教哲學諮商

運作的原理，即是如何透過諮商方法來

協助眾生轉「識」成「智」，因此，不

妨把佛教哲學諮商視為成佛之道的輔助

法門。

一、佛教哲學諮商一詞的緣起
台灣自 2 0 0 3年起在輔仁大學

發展「哲學諮商」（p h i l o s o p h i c a l 

counseling），強調哲學實踐，並將焦

點放在幫助民眾解決生活中難題以及過

理想生活。如同自1980年起在歐洲開始

提倡哲學諮商時所揭示的意義：哲學不

再只是學院內知識，而是走出象牙塔，

重新回到人群之中，恢復蘇格拉底在街

頭巷尾與民眾談哲學的精神，讓哲學成

為民眾能夠學習與運用的人生智慧。在

輔大把哲學諮商引進台灣之後，也逐漸

有學者開始使用「佛教哲學諮商」一

詞，包括開授課程，撰寫研究論文等。

然而，什麼是「佛教哲學諮商」？「佛

教哲學諮商和佛教心理諮商」有何不

同？佛教哲學諮商屬於佛教心理諮商的

一門學派嗎？「佛教心理諮商」又是什

麼？這些問題關乎「佛教哲學諮商」的

定位。

不斷有人認為哲學諮商是心理諮

商的一個學派，甚至也有人質疑哲學諮

商存在的必要性，認為有心理諮商就已

經足夠。心理諮商以心理學的理論為基

礎，心理學自十九世紀發展到現在，是

一門以系統方法研究人類實際心理、行

為與心智的學問，它關注「行為與心理

現象的因果關係」、「解釋人類行動與

心理現象的意義」以及「發展人們改變

社會結構的能力」等。不同於心理諮商

對人類行為與心理現象的關注，哲學諮

商以哲學為理論基礎、運用哲學思考檢

視自我、檢視生活與世界的關係。哲學

起源於對經驗生活、對生命存在的好

奇，因好奇而展開一連串抽象的思考

活動。哲學諮商作為一種有別於心理諮

商的另類助人途徑，它的目的是透過智

性的陶養，將這股好奇心轉為對生活、

生命的哲學探討。特別是自1990年以

來，哲學諮商的焦點逐漸放在身心健康

(well-being)領域方面，因此有許多人誤

以為哲學諮商是心理諮商的一支，但事

實上，哲學諮商無論是在諮商對象(人

觀)、諮商焦點(世界觀)或困境成因分析

等各方面都和心理諮商不同，並且也沒

有所謂的「病理觀」。因此，哲學諮商

和心理諮商是完全不同的兩種領域。

二、佛教心理諮商與佛教哲學諮商
如果依據上述觀點來加以推論，

佛教哲學諮商也不同於佛教心理諮商。

過去台灣在尚未有佛教哲學諮商之前，

早已流行許久佛教心理諮商。許多臨床

心理師或學者從心理學立場將佛教教義

詮釋為佛教心理學，應用佛教心理學以

及修行法門於臨床實務中，發展出各種

佛教心理諮商或佛教心理治療的技術，

例如：游乾桂就提議佛教心理治療不妨

可以發展「禪坐療法」、「拜懺療法」

、「直觀療法」。當代西方心理學者

整合心理學與佛學，例如John Welwood

發展「朝向覺醒的心理學」(Toward a 

Psychology of Awakening, 2000)、Jack 

Kornfield就發展「佛法的心理健康學」

(The Wise Heart: A Guide to the Universal 

Teachings of Buddhist Psychology, 2010)。

這些以佛教心理學為基礎的佛教心理諮

商並不是佛教原初的意義和主張，而是

當代融合西方知識的創新產物。傳統佛

專題論述

佛教哲學諮商 ■ 尤淑如淺談佛教哲學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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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

影

本文作者尤淑如老師，係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目前任職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

院博士後研究員及輔仁大學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學術專長為哲學諮商、佛教哲學諮

商、德行倫理學及助人專業倫理等

﹝譯經﹞

3,000元 薛安秀、吳德慧、
胡玉欣

2,000元 黃胤中、郝政道、
陳美賢

1,200元 潘遵宇

1,000元 陳月逢、黃彥智、
黃祺雯、黃素娥、
李高青崴、邱碧
玉、劉家龍、沈
榮欣、許登翔、
萬波笛

750元 孫台興、黃淑鎂、
孫如欣、孫沛文

600元 萬乃塵、萬乃儂、
萬乃賏、簡淑婷、
簡榮慶、簡淑華、
柯馨媛

500元 賴柏嘉、楊秋紅、
陳瑞承、陳瑞昇、
陳正順、陳昭惠、
呂忠洋、郝政道、
蔡宜勳、蔡宜潔、
葉慶豐、葉沐恩、
劉宗勇、邱奕修

300元 姚樹宏

200元 呂詹好、呂怡瑩、
呂玉茹、薛昀軒、
李佳紘、李冉來、
李岱瑾、李宜臻、
林佑聲、陳德慧、
陳德生、陳燕美、
黃俊凱、黃麗淑

100元 陳德慧、賴蓓瑩、
彭品瑄、蘇琳雅、
吳映儀、蘇毅恩、
潘芳靜、張婉筠、
香包狗、簡綸巠、
簡君如、張秉筑、
張小白、張熊熊、
張小黃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譯經-台中講堂﹞

5,000元 莊寓鈞、曾玉惠

500元 陳麗華、莊大億

﹝東方大學﹞

1,000元 張玟琪

﹝東方大學-台中講堂﹞

30,000元 邱英嬌

2,000元 簡國祐

﹝隨喜﹞

1,500元 詹碧霞

500元 丁權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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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文瀛、鄧晉陽、
鄧韻華

50元 靈山講堂

15元 陳月美

﹝隨喜-功德箱﹞

15,226元 靈山講堂

﹝隨喜-人事費贊助﹞

25,000元 黃中洋

﹝隨喜-講堂﹞

1,800元 劉瓊元

500元 吳銘

﹝隨喜-一樓活動看板費﹞

3,000元 王家薇

﹝隨喜-上人機票款﹞

25,000元 黃中洋

15,000元 游祥梓

10,000元 朱明緯、顏良
恭閤家

5,000元 江碧玲、張小珍

3,000元 張玟琪

2,000元 楊瑞花、(蔡耀
檳.陳月逢)、呂信
雄、吳德慧

1,000元 葉月菁、劉惠美、
陳許幼、吳阿素、
陳錦秀、呂玉茹、
梁實村、梁惠美、
胡蕙讌、胡玉欣、
胡文豪

500元 趙阿寶、蔡玉英、
張童愛、蘇淑惠、
潘芳靜、陳德慧、
黃麗淑、李淑惠

200元 張婉筠、張秉筑、
陳湘莉

100元 陳貞子

﹝隨喜-法國運費﹞

856元 釋行圓

﹝隨喜-禪林男眾鐵門修理款﹞

15,000元 釋秋焱

﹝隨喜-禪林車子﹞

10,000元 張小珍

　  世界靈山佛教教會暨世界靈山東方大學
　  2010年歲末募款餐會活動報導

99年12月功德錄
﹝禪林建設﹞

3,000元 許文宏、吳化龍、
賀芸英

2,000元 吳銘

1,200元 高文煌、陳美代、
許明哲

1,000元 黃明田

500元 蔡新鑫、蔡宜勳、
蔡宜潔、葉慶豐、
葉沐恩

400元 陳秀惠

200元 陳思涵、黃一民

100元 陳越鳳、黃姿穎、
黃奕晴

﹝禪林建設-上人寮房﹞

30,000元 林奇毅

4,000元 顏良恭閤家

﹝禪林建設-發票中獎﹞

4000元 靈山講堂

﹝護法﹞

12,000元 吳川

10,000元 高棟梁閤家

2,400元 吳侑庭

1,000元 曾淑珠

500元 陳越鳳、蔡明坤

400元 陳燕美、黃俊凱、
黃彥智、   黃祺雯

300元 高啟瑞

200元 呂國章、呂藍金枝

100元 郭溫柔、賴力瑋、
何嘉浩

﹝弘法教育-月刊﹞

1,000元 曾文龍、蔡明坤、
陳炎戊

600元 王美鈴

500元 吳銘、施秀清

﹝供養常住﹞

1,000元 觀音共修會

500元 梁惠玲

﹝供養三寶﹞

500元 胡文豪

﹝救濟﹞

2,000元 吳銘

500元 劉成岡

﹝放生﹞

2,500元 胡玉欣

2,000元 高崧碩、高文璽、
朱惠卿

﹝譯經﹞

90,000元 周永川

20,000元 陳健民

 一、世界靈山佛教教會及世界靈山東方大學
時間：2010.12.12　地點：法國巴黎近郊薇翠舒仙

圖

u～v

上午十點鐘，教會僧統兼大學
創辦人淨行上人，率僧團為護
法信眾及世界和平誦經祈福

u

v

w

x

圖w～x 義賣現場

圖

y～{

餐會採歐式素食自助餐，樓上
樓下均高朋滿座，有不少法國
人參加。

y

z

{

| }

圖|
圖}

表演節目由兩位主持人全程用越
語和法語雙語介紹節目內容。智
詮法師代表教會僧統兼大學創辦
人淨行上人致詞感謝

圖 1 ～ 越南傳統服裝表演。 圖

圖
圖
圖
圖

一對法國夫婦以說唱表演
藝術詮釋佛教故事。
傳統戲曲表演
樂器表演
抽獎
大合唱(精誠團結)

 二、台北靈山講堂
13

14

15

16

13

14

15

16

台北靈山講堂2010年12月23日舉辦釋迦法會。

2010年12月12日，世界靈山佛教教會及世界靈山東方大學，假其所在地點
法國巴黎近郊的薇翠舒仙，舉辦了一年一度的歲末募款餐會。活動從上午十點

展開，ㄧ直持續到下午的五點左右結束，由於節目相當精采，吸引了不少當地

佛教信眾參與盛會。

據這次活動的主辦單位表示，本次活動除了藉舉辦這樣大型的活動聯絡信

眾彼此的感情外，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籌募世界靈山東方大學的教育基金以及

靈山法國禪林紀念玄微上人舍利塔的建設基金。本次參與的信眾，有越南人、

華人及法國人等，估計參加的總人數超過五百人次。

節目首先登場的，是由世界靈山佛教教會僧統兼世界靈山東方大學創辦人

淨行上人所率領的僧團，為護法信眾及世界和平舉辦的祈福誦經法會；法會儀

式在簡單隆重的氣氛中進行，歷時約一個鐘頭，大眾皆法喜充滿。隨後在大門

入口兩側進行「素食餐盒」及「佛教文物」的義賣活動，現場擠滿了購買的人

潮。不久，接近中午用餐時刻，參加餐會的人員陸續入席，樓上樓下幾乎全部

滿座。本次餐會首次採用歐式自助餐，菜色豐富，每ㄧ道菜，都是法師和志工

朋友們通力合作，精心製作出來的美味佳餚，頗獲大眾好評。

下午兩點鐘，午餐結束，精彩的文藝表演節目接著上場，而在三樓的另一

處，同時也有一場「禪茶」的節目在進行，真是熱鬧無比。本次文藝表演節目

主題是「故鄉」，主辦單位表示，希望能藉由表演各種代表越南新舊文化的節

目，呈現出越南豐富多元的人文特色；表演活動，由靈山表演文藝班擔綱演

出，表演的內容包括：越語歌曲、法語歌曲、越南舞蹈、越南服裝表演、越南

歌劇、法語喜劇、中國武術表演及各種樂器演奏等。

兩位男女節目主持人在簡單的開場之後，即邀請智銓法師上臺，他代表宣

達世界靈山佛教教會僧統兼世界靈山東方大學創辦人淨行上人的致詞時說：感

謝各位慷慨捐輸贊助世界靈山東方大學以及世界靈山佛教教會的教育及建設基

金。我們創辦東方大學的目的殊為難得，因本大學不僅有一般大學的教育功

能，它還兼負培植具宗教情操的有志之士，使成為一位優秀的種子師資，將佛

法傳播到世界各地的神聖使命；大學招生的對象，出家或在家人均可，學生畢

業了以後，可以像一般人一樣結婚生子，進入社會，一樣為宣揚佛法而努力。

基於這樣的目標與理想，大學的校徽設計是以一朵蓮花六個花瓣，表徵發揚大

乘菩薩道布施等六度為核心的辦學精神及目標。我們同時也感謝社會各界一向

對本教會及大學的支持。

表演節目共約二十項，場場緊湊精彩，前後歷時近三個鐘頭，臺下坐滿了

觀眾，不時傳來熱烈的鼓掌聲，中間偶爾穿插幾項的抽獎活動，算是中場休息

時間。今年抽獎的最大獎項是由旅行社及航空公司贊助的越南來回機票，該獎

項恰巧由一位擔任義務表演的師姐抽中，霎時歡呼聲四起，為表演會場帶來一

陣高潮。

據主辦單位表示，此次表演的特色包括：一、多元化；兩位主持人全程用

越語和法語雙語同時介紹節目內容，表演節目雖以越語為主，但仍不時穿插法

語節目，與往常存以越南的觀眾為訴求對象的表演方式，大有不同。二、在地

化；本次法國人參與的人數明顯增加，值得欣慰；三、國際化；本次表演者除

了越裔族群外，還包括一些華人、法國人以及非裔等。四、專業化；本次有幾

位職業的表演者參加義演，使節目增色不少。

所有的活動，約在下午五點鐘結束，不少的與會者都表示，這一次的募款

餐會辦得非常的成功，當然，這也要歸功於主辦單位及各個參與人員的費心與

辛勞了。

．專題論述／佛教哲學諮商

一、佛教本具「療癒」的功能
佛法之所以廣被中西方心理諮商與治療界所應用，是因為佛學的滋養和

佛法的修持的確有利於世人心理衞生的保健與治療。但這並不是因為有了現

代建構的佛教心理學，或開展了什麼樣的佛教心理諮商技術的緣故，而是因

為佛學與佛法本身就蘊含著醫治的元素。佛素有「大醫王」之稱，佛陀也曾

用「從病到恢復健康」的譬喻，說明四聖諦實能療癒眾生的疾苦。甚至在許

多佛教心理治療的實務中處處可見，佛教心理學的建構或諮商專業談話技巧

催化和強化了佛學和佛法的療癒效果。佛教源於對世間種種「苦相」的關

注，種種「苦相」皆為佛教療癒的對象。「療癒」意謂「止息人世間的憂悲

苦惱」(苦滅、苦盡)。然而，人世間的憂悲苦惱不僅是心理疾病或心理狀態

而已，還包括身體與靈性的。

整套佛學體系都是為了離苦得樂，不但在消極面上具有「療癒」的功

能，更在積極面上包括身心狀態的保健、超越層面的靈性修煉，企求在身心

靈整體上都能夠有好的品質。舉例來說，在禪修中，許多科學實驗發現，安

住於靜坐，整個人清淨自在，心變得清明，身心變得輕安舒暢，由此帶給人

寧靜、喜悅與力量，因此而療癒。禪修者透過直觀，細微地覺知各種感受，

照見各種情真，照見我與他者相互依存的本性，以及洞察萬物實相。有時這

些直觀就會帶來療癒，或是成為引發一連串療癒的契機。然而，什麼是佛教

所指稱的「療癒」？療癒所意指的內容和西方心理諮商的定義是一樣的嗎？

二、佛教哲學諮商所指的「療癒」為何？
過去西方心理治療的主流觀點，將治療或處遇的對象放在「精神疾病」

(mental illness) 或心理狀態上，由人的行為來理解心理症狀，治療或處遇的

目的在於恢復個案的心理健康。佛教哲學諮商不將諮商焦點放在心理的各

種症狀上，也不將焦點放在「受苦」的情緒或感受上。佛教哲學諮商的焦

點是「苦相」，包括：現象(果)、議題、情境、成因。西方對「健康」這個

字的官方定義，強調人在身體、心理和社會各方面都要舒適。並且，在2000

年，WHO全面推動Health for All，明確指出：「健康並非一單一清楚的目

標，它是領導人們邁向進步發展的過程。」按此來看，「癒」同樣也是一種

動態歷程而非靜止的狀態。並且，「『療癒』發生在某種文化脈絡與社會儀

式或活動過程當中，而其必然涉及心理狀態與心理活動的轉化，甚至超越。

」(余德慧、李維倫，2008.11)由此可知，療癒雖涉及心理層面，但不限於心

理層面。余德慧、李維倫等「本土心理療癒」社群的學者之所以不使用「治

療」而使用「療癒或療遇」 (healing encountering)，是把心理治療視為「療

傷的會遇」，是一種「主體際的過程」 (inter-subjective process)。他們認為，

療癒與「治療」 (cure/therapy)的根本差異，在於前者強調一種社會性與過程

性，後者則著重於「臨床介入」與「治療效果」之間的因果性與工具性的關

係。在2008年，他們更將心理治療的焦點轉向「倫理療癒」，將療癒的焦點

放在，個案如何在人際間的聯繫模式與行事模式中，滿足「關切他人與照顧

自己」的雙重需求。「關切他人與照顧自己」同樣也是佛教哲學諮商療癒的

內涵，然而，該如何詮釋佛法的「自利利他」，使之更能符應佛教的療癒觀，這是佛

教哲學諮商無可迴避的課題。簡而言之，佛教哲學諮商所意指的療癒必然會涉及「離

苦得樂」、「煩惱止息」、「解脫自在」、「身心清淨」、「涅槃寂靜」等概念。

三、佛教哲學諮商的療癒之道
佛被稱為「大醫王」，做「大醫王」必須做好四件事：「一者善知病，二者善知

病源，三者善知病對治，四者善知治病已。」(《雜阿含》，卷十五)

(一)善知病

「善知病」即辨識「苦相」。佛法將世間苦分為八類，因此，療癒之道初始，首

重辨識個案的苦相，引導個案識苦、辨苦。諮商員與個案共同辨識，在個案苦難經驗

中哪些部份是苦相的關鍵：「苦者求不得，怨會愛別離，生老與病死，總由五蘊聚。

所謂五蘊者，色受想行識，取識處處住，染者不能離。」(釋印順，《成佛之道》) 

(二)善知病源

佛法指出，所有人類大部分的煩惱痛苦皆肇因於，誤以為事物是恆常不變而加以

渴愛執取，這樣的狀態就是「無明」。所謂「無明」是指不加思索地或理所當然地

接受事物如其所見的樣子，無明不僅是指對人、事、物的真正存在狀態缺乏認識，更

是指一種對事物本性的主動誤解。因此，要「善知病」，諮商員與個案不僅要辨識苦

相，還要辨識無明；並且，對治無明，也須以「辨識無明」為起點。無明不是無知，

而是一種對事物本質的偏見，錯誤的假定人和事物本身就如其所見的存在。故而，要

「善知病源」，諮商員要引導個案看見事物的虛假表象，且認識到是我們自己默許了

這個錯覺。這是幫助個案了解自己、他者及所有其他對境都並非如其所顯現那般存在

的第一步。在這個過程中，諮商員要引導個案觀察自己的心識、找出這種錯誤從何而

來，了解自身種種破壞性情緒是如何因無明而生。

(三)善知病對治

1. 生厭離心

從「知苦」到「了苦」，首先要有厭離苦難的欲望。人性的自然律則為「趨善避

惡」，苦為人所欲避之惡。要讓各種對治之法能夠有效地持續運行，最好先引導個

案聚焦於對苦相的深刻感受、了解「無明」與種種負面情緒的關連性，使個案生厭離

心，如此才會發願解脫。除此之外，讓個案生厭離心的另一個方法是：緣起觀。諮商

員分析人生八苦來自事物間相互依存的本性，讓個案了解「諸行無常」、「諸法無

我」的道理，個案便能夠對無明有更深刻的體悟。既然「諸行無常、諸受是苦」，人

自然就會想要厭離痛苦，由此產生堅定的意志力，發願解脫。

 2. 修持佛法

對眾生而言，緣起的世界觀並不是一個容易理解的道理，就算世人能理解這個道

理，但要在日常生活中實踐此種態度和精神也是相當的不容易，因此佛陀和歷代祖師

■ 編輯部法國巴黎採訪報導

大德才教導許多修持法門，包括：「道諦」所提的八正道、《念處經》所提的

「四念處」、以及各種禪修…等，幫助眾生修習。其中最重要的是佛在《念處

經》中所指出的，「四念處」是止息煩惱的唯一途徑：「比丘們！如修行人欲

潔淨眾生，超越憂悲苦惱，行正道而證涅槃，這是唯一途徑，也就是四念處。

」「四念處」是指內觀禪修的四種領域，佛陀教導弟子們修習內觀禪修之前，

會先觀察個別弟子人格特質的缺陷(貪、瞋、癡、慢、尋思)，而予以不同的

對治之法。之後，佛陀教導弟子直接觀察身體(身)、感受和感覺(受)、當下的

心識(心)，以及當下心中的各種念頭(法)，由此精進修行，達到解脫苦惱的目

的。「四念處」之所以能有效地令苦惱止息，是因為它直接地助人覺知身心苦

惱的存在與程度，並深刻且細微地覺察到苦惱產生的原因。「四念處」這套由

佛所建立的方法論，能使眾生對自己及自身存在的環境更為了解。若能精進修

持四念處，便會對自己生活中的各種態度了知得很清楚。

所有非建設性的負面情緒是源於對事物真實性質的無知，那些教導我們去

除無明的修行可以斬斷所有的煩惱。沒有任何外在的方法可以根本地去除貪

瞋，除非經由內在的思維，解放自身強加於事物真實性上的那些錯誤信念。然

而，要除去錯誤信念，解放錯誤信念，必須清楚地看到事物相互依存的緣起本

性，理解事物相互依存的無常性與無自性(非自身實存的)，然後專注於所了解

的真實，由此踏上持續不斷的修行道路。對於心理現象的分析最為系統與詳實

的，當屬唯識學，世親作《百法明門論》，將眾生的心理變化與外在變遷區分

為一百種。其中，關於「心法」共有八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

意識、末那識、阿賴耶識。此八識為生命的本體，但由於虛妄無明的習氣使

然，使得人在現實中多所困惑。唯識學將心識的認知過程分為三階段，這三階

段也代表心識的三種性質：

(1)遍計所執性：即一般人所認知的外在客觀世界，認為我和世界萬物都

是非緣起的、都是獨立自主的實體，但其實這些都是虛幻的影像。

(2)依他起性：為打破遍計所執性所造成的幻相，修行者必須在萬事萬物

的生滅過程中，禪觀萬物間的相互依存，或萬象中的相互關連。

(3)圓成實性：從「遍計所執性」所造成的邪見中得解脫，之後看見實

相。透過修行，了解因緣的不可強求，明白存有的虛幻，隨順因緣、破我執、

破法執以顯諸法實相。

針對心識認知萬物的三種性質，所開展出來之「轉識成智」的修行工夫就

是要破遍計所執、明依他起，證圓成實。要將這套「轉識成智」的修行工夫用

在諮商的療癒中，端看諮商員如何在諮商中，幫助個案看見自身的困境其實是

因「遍計所執性」而起，如何幫助個案藉由種種佛法修行，觀看萬物諸法皆由

「依他起性」，進而對事物的「依他起性」體悟通透，由此成就「圓成實性」

。諮商員要清楚地掌握到，識與智的分野就在於有沒有在認知事物時，生起遍

計所執，有沒有添加「識心分別」，有沒有洞察依他起的相互依存關係，是否

如實照見世間真相。

總而言之，療癒的佛法修持，就如同一行禪師所主張，是在培養覺照的能

力，培養時時刻刻醒覺的心。「禪修，就是去觀照並且隨順所有細微之處」

，觀照乃能覺察自身的「遍計所執性」，隨順是建立在「依他起性」的修持中。禪修

的靜坐與專注，其重點不在於壓制妄念，而在於「讓覺知之光照亮我們的『自我』，

讓『自我』覺悟，直視本心。」(一行禪師，《觀照的奇蹟》) 當覺知之光照耀在心念

上，觀察內心發生的各種變化，不但人的思緒和情感會在剎那間轉化，心也會有所轉

化。這些轉化有如同唯識所說的「轉依」，是所有療癒改變的開始，而療癒的終極目

的則是要透過「圓成實性」的修練，轉向「大圓鏡智」。

(四)善知治病已

心理創傷的修復，除了情緒的宣洩、情感的撫慰之外，個案面對困境的態度以及

自我與他者關係的修復也非常重要。各種佛法的修持，觀看緣起與洞見無明，皆能

產生轉化與療癒的效果。個案進行「四念處」的禪觀，會發現身體、覺受、念頭或者

思想的各種變化，會觀察到生滅變化的歷程，也會覺察到無論是身體、覺受、念頭或

者思想的這些變化是如何的短暫，進而也會覺知到這些變化的無常性。甚至也會體悟

到，連「自我」、「自我的各種信念和想法」也是不斷在變動生滅當中，因此會對許

多事物不再強求和堅持，由此減去許多煩惱，增添更多的滿意與知足。個案藉由覺知

事物相互依存的禪修過程，得以有機會看見自己的種種作意，因而不會完全偏執地陷

入於負面情緒的對象或對境當中，這是療癒轉依的契機，有時對那些根器好的個案而

言，甚至就會達到寬恕、和解的療癒效果。

伴隨著理解緣起的真相，明白我和他者無分別皆為因緣的聚合，相對的就比較能

夠產生慈悲心。當慈悲心生起，會立刻帶給人平靜感(當代醫學研究人員已用科學研究

告訴我們平靜的心是健康的根本)、產生內在支持的力量以及深厚的自信。慈悲的心識

會開拓我們內在的生活、可以減少壓力、不信任和孤寂感。因為最完整、最高層次的

愛不是基於愛執心，而是基於利他心，這是對應痛苦的最有效良方。

四、佛教哲學諮商師的角色
其實長久以來，宗教一直都具有心理諮商與治療的重要功能。重點在於，「專業

化」之後的諮商關係中，諮商者該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與諮商關係？若將自己定位

為心理諮商員，那麼他必須是在心理諮商的範疇和制約下運用佛法，將佛法視為輔助

治療的工具，目的是要朝向心理諮商所要治療的目標：心理衞生健康。但諮商者若將

自己定位在佛教哲學諮商員或佛教諮商員，那麼他是在佛教義理與佛法修持中運用

佛法，將佛教哲學諮商看作是一種「朝向出世間法的世間法」，引導眾生明白佛學義

理、修持佛法、解脫煩惱，由此邁向自利利他的成佛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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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哲學諮商

■ 尤淑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