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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還。

寶玉與黛玉的「雙玉情緣」之所以特別讓讀者

盪氣迴腸，乃緣於這段靈性的感情是作者早在二人的

前世即已安排好的「還淚之說」。寶黛這一對前世的

「風流冤孽」，今生一旦在芸芸眾生群中相逢，一眼

就會認出彼此，第三回兩人初次見面，寶玉便脫口而

出：「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黛玉則是心中納悶：

「倒像在那裏見過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黛玉因

對情愛沒有安全感，註定了以「淚水」來償還前世之

債後，才得以了結前世業力因果的牽引。「還淚」，

是對前世業力所造成的情感糾葛的終結，雖說「可憐

風月債難償」，然而黛玉仍是痴情鍾情如斯，以一生

的血淚來償還。黛玉為寶玉而淚灑瀟湘館的次數不勝

枚舉，這對小冤家，一直要到第二十九回才領悟了彼

此情緣原是前世註定。第二十九回作者寫寶黛因「好

姻緣」一事，一個砸玉，一個吐藥、剪穗子，二人嘔

氣多日，總未見面，且又推病不去看戲，賈母急的抱

怨說：「我這老冤家是那世裏的孽障，偏生遇見了這

麼兩個不省事的小冤家，沒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是

俗語說的，『不是冤家不聚頭』。幾時我閉了這眼，

斷了這口氣，憑這兩個冤家鬧上天去，我眼不見心不

煩，也就罷了，偏又不 這口氣。」

「孽障」、「不是冤家不聚頭」寫盡了小說作者

對夢幻情緣的看法。原來小倆口吵吵鬧鬧，嘔氣使性

子，正因為這是前世註定的冤孽，誰都無法逃脫命運

既定的宿緣。作者繼而寫道：「這話傳入寶林二人耳

內。原來他二人竟是從未聽見過「不是冤家不聚頭」

的這句俗語，如今忽然得了這句話，好似參禪的一

般，都低頭細嚼此話的滋味，都不覺潸然泣下。雖不

曾會面，然一個在瀟湘館臨風洒淚，一個在怡紅院對

月長吁，却不是人居兩地，情發一心！」從佛教治療

學的角度而言，前世業力的種子，跟隨輪迴轉世而深

植於吾人的阿賴耶識之中，並帶至今生，這種障礙稱

為「業病」。「業病」分為兩種：一為前世之業原封

不動地顯在化，二為今生的行為成為令前世之業發動

的助緣。《紅樓夢》作者深信三世因果，從三生石畔

的業力牽引，到今生的「風流冤孽」，寶黛聽見「不

是冤家不聚頭」這句既宿命又有哲理的話，把原本是

互相折磨的情愛糾葛，轉化為愛與寬恕。賈母閱盡人

世的一句話，就使兩個小冤家頓時鬆開心理綁縛，恍

然大悟地接受這個情感模式所帶來的哀傷與折磨，靈

性的感情，自此也就益發深刻動人了。

四、天道好還

至於《紅樓夢》冤孽償還中最典型的「因果報

應」結局，要屬尤二姐及尤三姐的故事了。尤三姐一

心思嫁柳湘蓮，不料柳湘蓮贈與定禮鴛鴦劍之後，卻

又反悔。尤三姐因剛烈的性格，導致劍刎而死的結

局。柳湘蓮料想不到尤三姐是這等剛烈賢妻，自悔不

及時，忽見尤三姐泣道：「妾痴情待君五年矣。不期

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報此痴情。妾今奉警幻之命，

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干情鬼。妾不忍一別，

故來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紅樓夢》作者用

這麼犀利刺心之筆鋒，無非要點醒世人，一旦「被情

所誤」，則非死即傷，因此藉尤三姐之口說出「恥情

而覺，兩無干涉」，唯有醒悟情感之折磨至死方得還

報，才能痛下慧劍，一斬情牽。柳湘蓮也因此警覺情

感之虛妄，遂「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隨著跏腿

道士飄然出塵。這段冤孽償還、因果報應的情緣，實

令人柔腸寸斷、唏噓不已！

接著尤三姐淒美的悲劇之後，尤二姐的命運隨

即登場上演。從第六十七回賈璉偷娶事發，鳳姐嚴訊

小廝興兒，至第六十九回為止，《紅樓夢》作者用了

極大的篇幅來書寫尤二姐事件。尤二姐被鳳姐賺進

一、償還與報應

「償還」與「報應」乃中國自古已有的觀念，深

植於佛教、道教及民間宗教的思想中。就佛法言之，

有所謂前世欠債，今生償還的說法。此債乃緣於前世

當事人所造的業力，今生則呈現為彼此命運、遭際的

因果糾纏。《紅樓夢》一書，有非常多關於「償還」

與「報應」的書寫，多呈現為前世業力糾葛，此生要

藉由眼淚、死亡、中邪等償還的方式，才得以了結

者。

《紅樓夢》冤孽償還的「回報」觀念，是立基於

前世兩人以上關係之給與和收受而言，因此有報恩的

欠恩償還，以及報怨的欠債償還兩種模式。而《紅樓

夢》中涉及因果報應的情節時，多半指個人所造作的

惡業，以導致一己必須承受報應的苦果，並沒有所謂

「回報」的對象。《紅樓夢》這種個人式的因果報應

的書寫模式，深受佛教「因果論」及道教、民間信仰

的影響，而以佛教的影響為主。

二、逢冤真應憐

《紅樓夢》第四回透過葫蘆廟還俗的應天府門子

之口，把一對薄命兒女馮淵／甄英蓮的不幸遭際，輕

描淡寫地引出來：「這個被打之死鬼，乃是本地一個

小鄉紳之子，名喚馮淵，自幼父母早亡，又無兄弟，

只他一個人守著些薄產過日子。長到十八九歲上，酷

愛男風，最厭女子。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見這拐

子賣丫頭，他便一眼看上了這丫頭，立意買來作妾，

立誓再不交結男子，也不再娶第二個了，所以三日後

方過門。」「馮淵」的諧音雙關為「逢冤」，意指遭

逢前世之冤孽對象，此世必須遭逢冤屈，以命償還。

馮淵本性酷愛男風，最厭女子，卻因爭奪英蓮而被薛

蟠打死，足可見英蓮之品貌非凡，才引致馮淵為之動

情，立誓再不交結男子。

而剛榮任應天府的賈雨村，聽完門子的陳述，亦

感嘆道：「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

這馮淵如何偏只看准了這英蓮？這英蓮受了拐子這幾

年折磨，才得了個頭路，且又是個多情的，若能聚合

了，倒是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這薛家縱比馮

家富貴，想其為人，自然姬妾眾多，淫佚無度，未必

及馮淵定情於一人者。這正是夢幻情緣，恰遇一對薄

命兒女。」「孽障遭遇」說明了馮淵、甄英蓮、薛蟠

的三角情緣，終究為一種前世相互欠債償還的因果關

係。《紅樓夢》作者認為世間情緣皆如夢幻泡影，多

情人因前世業力的牽引來相會，然而此生卻無法白頭

偕老，命運造化之弄人，不得不讓人慨嘆憐惜。這段

風流公案，最終由門子建議賈雨村，假託乩仙批語：

「死者馮淵與薛蟠原因夙孽相逢，今狹路既遇，原應

了結！」

「夙孽」即前世的孽業，今生必須償還了結。《

紅樓夢》的作者以佛教的思想來解釋世間情感命運之

糾纏，這裡已運用了佛法「輪迴」的觀念。馮淵因為

有此前世欠債，今生才必須以情來償還英蓮、以命來

償還薛蟠。而乩仙批語的內容，似乎也被馮淵家人接

受。《紅樓夢》作者如此書寫，可見「冤孽償還」在

清代知識階層是普遍被認同的觀念，將現實中令人無

法接受的生死命運，歸因於難以反駁的前世因緣，似

乎可以對遭逢現實磨難、心有不平的生命，起了一種

宿命的療傷止痛之效果。

三、不是冤家不聚頭

《紅樓夢》當中，前世情緣最具代表性的冤孽典

型，就屬賈寶玉和林黛玉這對小冤家了。林黛玉對賈

寶玉的還報方式與馮淵不同，是以「一生的眼淚」來

大觀園之後，承受著鳳姐借秋桐之力冷言冷語的刺激

與折磨，加上丫鬟善姐的諷刺韶刀，「便懨懨得了一

病，四肢懶動，茶飯不進，漸次黃瘦下去。」夜來闔

上眼，尤三姐託夢來相見：「此亦係理數應然，你我

生前淫奔不才，使人家喪倫敗行，故有此報。」尤二

姐泣道：「妹妹，我一生品行既虧，今日之報既係當

然，何必又生殺戮之冤。隨我去忍耐。若天見憐，使

我好了，豈不兩全？」尤三姐笑道：「姐姐，你終是

個痴人。自古『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天道好還。

你雖悔過自新，然已將人父子兄弟致於麀聚之亂，天

怎容你安生？」尤二姐泣道：「既不得安生，亦是理

之當然，奴亦無怨。」作者透過尤三姐之口說的「理

數應然」、「故有此報」，顯示造惡業必然會有悲慘

的惡報，因為「天道好還」，此事不虛。尤二姐也坦

承自己「品行有虧」，因此「今日之報當然」，而不

敢有何怨懟不平，反而自我省察，自淨其意。《紅樓

夢》作者從「因果報應」的角度，把世人遭受現實苦

難的怨憤仇視態度，轉化為承認接受的自省心理，對

於有許多不滿及瞋恨糾結的世人而言，「因果報應」

的思想，的確可以逐漸療癒其創傷的心靈。

五、除邪祟、療冤疾

《紅樓夢》作者在第八回，曾寫到通靈寶玉反

面鐫著獨特的療治功能：「一除邪祟，二療冤疾，三

知禍福。」此回之後便沈寂多時，不見通靈寶玉有何

動靜。第十五回以及第二十五回方有因果報應及通靈

寶玉療治冤疾的描寫。第十五回鳳姐說道：「你是素

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是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

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銀子來，我就

替他出這口氣。」鳳姐不相信有造惡因受惡果的報應

觀念，故而做了許多傷天害理之事，最後結局才會「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作者在此情節

上反面暗示讀者：因果報應皎然不虛，世人應謹慎行

事，切勿步上鳳姐的後塵。

接著，第二十五回趙姨娘請馬道婆作法，導致

寶玉、鳳姐兩人中邪祟、魘魔法。全家上下正鬧的天

翻地覆時，卻隱約聽得木魚聲響，唸了一句：「南無

解寃孽菩薩。有那人口不利，家宅顛傾，或逢凶險，

或中邪祟者，我們善能醫治。」原來是癩頭和尚和跛

足道人知賈府人口不利，寶玉中邪，特來醫治。而

醫治之方卻是將通靈寶玉持頌一番：「那和尚接了過

來，擎在掌上，長嘆一聲道：『青埂峯一別，展眼已

過十三載矣！人世光陰，如此迅速，塵緣滿日，若似

彈指！可羨你當時的那段好處：天不拘兮地不羈，心

頭無喜亦無悲；卻因鍛鍊通靈後，便向人間覓是非。

可嘆你今日這番經歷：粉漬脂痕污寶光，綺櫳晝夜困

鴛鴦。沉酣一夢終須醒，寃孽償清好散場！』」「中

邪祟」也是一種業病，而且此病又是與「粉漬脂痕」

、「綺櫳鴛鴦」的男女情愛緊密相關。若能心頭無喜

無悲，面對情愛糾纏，不作愛憎取捨，人世這沈酣一

夢，等到前世情感的冤孽償還之後，終究要作清醒散

場的了結。

這一段冤孽業病以賈寶玉為主角，以鳳姐為陪

襯，《紅樓夢》作者苦口婆心地要告訴讀者：今生所

承受的情愛磨難之苦果，皆為前世所造冤孽業力種子

的延續。「通靈寶玉」象徵每個人與生俱來的佛性，

無「悲」「喜」的二元分別，完全自在無礙的智慧。

作者塑造此意象，無非在告訴讀者：芸芸眾生若能體

悟本自具足的明覺佛性，不被聲色貨利所迷，則能由

生命的自癒系統激發出能量，除退邪祟，療治冤疾，

身安病退，回復生命原初如虛空般明空不二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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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孽總因情─
《紅樓夢》的冤孽書寫與療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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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治療中的法念處修學─
四念處 

專欄

點，「以佛教徒為核心」：將諮商現場視為菩薩道的修

行道場，種種減輕個案煩惱的作為，皆為利益眾生的法

門。故而無須標舉佛法治療模式，重點在於如何以佛法

檢視與詮釋諮商中的種種作為。一是就「用」的觀點，

「以諮商為核心」：將八萬四千法門化為種種佛法治

療，以佛法在個案的實際發用為依歸。最理想的整合是

兩種兼具，體用兼備。

然而，就諮商倫理言之，專業佛法助人者在施行佛

法治療時，需覺察「佛法是否為助人者價值觀的融入」

？檢視類似問題，需先確立專業佛法助人者如何看待「

佛法治療」？若將它視為某種用來解除個案憂鬱情緒或

負面想法的「取向」或「治療法」，既無強迫信教，也

無宣揚教義之企圖，那麼便不能算是價值觀的融入。然

而，若專業助人者本著宣揚佛法的立場，引領個案「觀

受是苦」，進而發願修行解脫；那麼，此作為的確存有

助人者價值觀融入的意涵。

不過，「融入自身價值觀」一定是錯的，或違背倫

理的嗎？仔細解讀諮商倫理守則的內容可知，守則的精

神在於「避免強加」助人者的價值觀，而非助人價值觀

「絕對不可」融入。凡舉人和人交談，特別是相互尊

重、互為主體式的交談，必然包含某種價值觀的交流。

故而，完全沒有價值觀交流的助人活動幾乎是不存在

的。「助人者避免將價值觀強加到個案身上」的重點

在於尊重個案的自主。唯有能「觀法無我」的助人者

才能徹底地尊重個案自主。藉由「知後同意」(informed 

consent)原則的輔助，專業佛法助人者得以方便「法念

處」的修學。

依據知後同意原則，助人者須向個案解釋「佛法治

療」的內容，說明採取的理由，佛法療法的方向和目

的；若有需要，為了當事人的好處，有時助人者也可揭

露自己佛教徒的身分，就自身的經驗輔助說明。助人者

除須以當事人可理解的方式，告知當事人其專業處置之

「佛法治療」的種種相關資訊；助人者也須協助並確認

當事人擁有「理解相關資訊」的能力，以及擁有「合理

預見其決定後果」的能力；進而當個案能夠在不受各種

外力的影響和脅迫下自由地做出決定時，助人者才得以

據個案意願來決定要不要施行佛法治療。整個過程蘊含

著助人者須放下「專業者」（我）以及「佛法治療」（

法）的雙重執著，隨順當事人自主而饒益有情眾生，因

而才說此歷程有助於專業助人者在佛法治療中進行法念

處修學。

本文作者尤淑如老師，係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

輔仁大學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目前從事宗教哲學諮

商與諮商倫理之研究。

法念處的觀想，目的是要對治「有我」的錯認，

以及對「我」的執著，進而證得「無我」的真理。施

行佛法助人者，如何在佛法治療中修行法念處？亦即

佛法助人者如何在助人活動中對治「有我」的錯認以

及放下「我執」？與此課題相關的是，「佛教徒」與

「專業助人者」兩種身分如何整合課題。西方助人專

業強調價值中立，展現在倫理守則上為：「助人者必

須避免將價值觀強加到個案身上」(美國諮商學會ACA, 

1995)。專業佛法助人者應如何理解價值中立？施行「

佛法治療」，包括「禪的心理治療」，例如：「認知

行為治療」(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正念減壓

療法」(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時，禪、正

念…等，是否屬於助人者價值觀融入的一部分？助人

者施行佛法治療時，需不需要徵求個案的同意？若助人

者因自身堅信佛法治療對人有益而忽略個案的意願，那

麼這樣的作為是「有我」？還是「無我」？思考這些問

題，有助於說明專業佛法助人工作者如何在佛法治療中

修行法念處。

上述課題可從兩種觀點思考：一是從「體」的觀

．專題論述／佛法VS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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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民國100年5月-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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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佛法會
2011.05.01（日）
上午09:00

靈山禪林
浴佛、供佛、師父
開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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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七
　樓

002
禪坐健身班
第276期

2011.05.05(四)晚上
07:00至晚上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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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
大陸朝聖參
學團

2 0 1 1 . 0 5 . 0 7 -
2011.05.13（六至
五）

台 北 講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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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 優婆塞戒經

2011.05.14(六)開
課,上午09:00至上
午11:00每隔週六
上課一次

台北講堂 敦請本因法師講授

005
端午節社區
關懷

2011.05.28（六）
上午09:00至下午
02:00

靈山禪林 
訪視懷石碇鄉獨居
老人及貧困鄉民

006 八關齋戒
2011.06.18（六）
上午09:00至下午
05:00

靈山禪林

為種出世善根，如
能清淨受持，是人
則 得 無 量 善 業 果
報，及無上樂

007
禪坐健身班
第277期

2011.07.07(四)晚上
07:00至晚上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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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
山
講
堂
定
期
活
動
表

浴佛法會
緣　　起：為了紀念教主釋迦牟尼佛聖誕，緬懷釋迦佛出世救人
　　　 的精神，特舉行盛大浴佛法會，藉以宣揚佛德，祈使
　　　 大眾早日成就佛道，報答佛恩。

法會內容：浴佛、供佛、師父開示。

主壇法師：秋焱法師

法會日期：2011.05.01（日）
法會時間：上午9:30~上午11:40 (法會結束後午齋)
法會地點：靈山禪林寺  台北縣石碇鄉永定村藤寮坑二號

報名地點：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3、7樓
報名電話：（02）23613015～6　傳真：（02）23141049

※交　通：講堂備有專車，上午八點於天成飯店前集合，敬請預
　　先登記，以方便安排車輛接送，準時發車，逾時不候。

歡迎踴躍參加！

  「優婆塞戒經」講座
講 座

小檔案

名　稱 主　講　人 時　間

慈悲三昧水懺及慈悲藥師寶懺 秋焱(行河)法師主持 週二 晚上07：3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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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尤淑如漫談佛法助人工作者的倫理

一、主  講  人：本因法師

二、地　　點：台北靈山講堂 三樓

三、上課時間：100年5月14日（週六）起隔週六上課，一個月2次

　　　　　　  （上午9：00 ～上午11：00）

四、報名地點：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7樓

五、報名電話：（02）2361-3015～6  

六、主講人介紹：本講座本因法師，對戒律有深入且精湛之研究，目前任教於台灣

　　福嚴佛學院及南普陀佛學院等，曾助理編輯著作《律藏會集》及編輯《毗尼答

　　問》。

七、教材介紹：優婆塞戒經，又稱善生經、優婆塞戒本，共七卷，收錄於大正藏第

　　二十四冊；本經係善生長者為大乘在家信者（優婆塞）說三歸五戒等，乃由長

　　阿含及中阿含中之善生經（六方禮經），敷演成為一部大乘經典。本經二十八

　　品，說明菩薩之發心、立願、修學、持戒、精進、禪定、智慧等。



療治？」黛玉道：「我自來是如此，從會吃飲食時

便吃藥，到今日未斷；請了多少名醫修方配藥，皆不

見效。」黛玉的疾病，呈現在身體的現象為中氣與血

氣的「不足之症」，呈現在心理的狀態則是「情痴之

病」。第二十九回：「原來那寶玉自幼生成有一種下

流痴病，那林黛玉偏生也是個有些痴病的。」第一回

即說明黛玉的前世為一株絳珠草，只因尚未酬報神瑛

侍者的灌溉之德，「故其五內便鬱結著一段纏綿不盡

之意」，這便是導致下世為人的黛玉，生來對情感特

別敏銳，性格孤僻高潔，凡事多心多疑，恆常自戀自

卑的心病。

黛玉的心病唯有心藥可醫，作者認為最好的心

藥即是佛法。第三回癩頭和尚即出現來應病與藥：「

那一年我才三歲時，聽得說來了一個癩頭和尚，說要

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

他，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除非從

此後總不許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親友之

人，一概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世。』」癩頭和尚認

為黛玉的痴病若要復原，最有效的方式是出離情愛糾

纏的三界輪迴之家；若捨不得出家，退而求其次是「

不許見哭聲」，不許見「外姓親友之人」，此正指的

是賈寶玉。黛玉是為「還淚」而下世為人的，和賈寶

玉孰慣親密，爭執不斷，經常獨自垂淚，一旦眼淚越

來越少，身體怯弱憂鬱的病症便越沉重。癩頭和尚知

其前世因緣，欲點明迷情幻海之虛妄，故而指引黛玉

必須斷了前世對神瑛侍者纏綿不盡之痴情，心病才能

痊癒，此生也方可平安度過。然黛玉及家人都認為癩

頭和尚「瘋瘋癲癲」，說的話是「不經之談」，並不

加以理會。此亦可顯示作者對世人執著情痴而迷妄不

悟的無可奈何。

k●k 三、熱毒須斷名 k●k

其次，《紅樓夢》書寫的心病，是寶釵的「熱

毒」之症。第七回寶釵道：「再不要提吃藥。為這病

請大夫吃藥，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銀子錢呢。憑你什麼

名醫仙藥，從不見一點兒效。後來還虧了一個禿頭和

尚，說專治無名之症，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胎

裏帶來的一股熱毒，幸而先天壯，還不相干；若吃尋

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了一個海上方，又給了一

包藥末子作引子，異香異氣的，不知是那裏弄了來

的。他說發了時吃一丸就好。倒也奇怪，吃他的藥倒

效驗些。」寶釵的「熱毒」，是作者杜撰且具有高度

象徵意義之心病，指的是從出生即具有的對世間名利

價值急切躁進的「貪毒」之病，此乃佛法所說人與生

俱有的「貪、瞋、癡」三毒之一，必須透過修行法門

加以對治。

寶釵的「熱毒」，乃緣於從小出身在顯赫的家族

中，視權勢名位為理所當然的人生價值，這是一種天

生而成、未加自覺反省的價值觀，其勸寶玉順從流俗

而競考功名，也是這樣的價值觀主導所致。作者對寶

釵並非持批判的態度，而是以悲憫的筆調書寫出清代

社會普遍之價值蘄向，連潔淨高雅如隱士的寶釵，都

難免受主流價值的影響，相形之下，作者更珍愛寶玉

及黛玉離塵脫俗的品格。

寶釵這樣的價值觀，寶玉曾批評道：「好好一個

清淨潔白的女子，也學的沽名釣譽，入了國賊祿蠹之

流。」寶釵從出生即有的「熱毒」，既是一種心病，

當然現實中的名醫仙藥也是無效的。《紅樓夢》作者

安排禿頭和尚給了一帖靈驗的藥方子：「春天開的白

牡丹花蕊十二兩，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秋天開

的白芙蓉花蕊十二兩，冬天開的白梅花蕊十二兩。

將這四樣花蕊，於次年春分這日晒乾，和在藥末子一

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雨水十二錢，白露

這日的露水十二錢，霜降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

k●k 一、眾生因何而病？k●k

《紅樓夢》自清代問世以來，其影響力風靡兩百

多年而不衰。《紅樓》猜夢，幾乎是中國古典文學中

最花團錦簇、最眾說紛紜的一個研究領域。小說文本

中關於病業的情節書寫，也最饒富興味、發人深省。

要瞭解《紅樓夢》對病業的描寫，首先要瞭解佛法所

認為的「病」究竟內涵為何？眾生何以有疾病？疾病

如何療治？

在佛教三藏的經典中，《維摩經》對疾病的本

質、根源、醫治藥方、療治方法等，均有根本性的論

述。〈佛國品第一〉開宗明義即曰：「（佛）為大醫

王，善療眾病，應病與藥，令得服行。……以斯妙法

濟群生，一受不退常寂然，度老病死大醫王，當禮法

海德無邊。」此處提到醫病關係的幾項重點：一、佛

陀為最好的醫師，擅長於療治眾生的各類病苦；二、

眾生的病苦品類繁多，廣義而言，包括老、病、死

等，皆可視為疾病苦痛，皆需佛陀加以救度；三、佛

陀因應眾生之病而給予最適合病情的藥，此藥即為妙

不可言的佛法。四、眾生若能遵循佛陀法教，好好服

藥修行，則病苦必定痊癒。

其次，〈文殊師利問疾品第五〉亦曰：「文殊

師利言：『居士所疾，為何等相？』維摩詰言：『我

病無形不可見。』又問：『此病身合耶？心合耶？』

答曰：『非身合，身相離故；亦非心合，心如幻故。

』又問：『地大、水大、火大、風大，於此四大，何

大之病？』答曰：『是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水、

火、風大，亦復如是。而眾生病從四大起，以其有

病，是故我病。』」維摩詰居士示現有疾，佛陀命文

殊師利菩薩前往探病問疾，維摩詰居士回答己所病非

身體之疾，亦非心理之病，非地、水、火、風四大不

調所起，而卻又不離四大。此病乃因眾生有病而有

病。眾生之病從四大不調而起，故要療治我之病，當

從調伏眾生的四大開始。

維摩詰居士又曰：「有疾菩薩應作是念：今我

此病，皆從前世妄想顛倒諸煩惱生，無有實法，誰受

病者？所以者何？四大合故，假名為身，四大無主，

身亦無我。又此病起，皆由著我，是故於我，不應生

著。既知病本，即除我想及眾生想。……但除其病，

而不除法，為斷病本而教導之。何謂病本？謂有攀

緣，從有攀緣，則為病本。何所攀緣？謂之三界。云

何斷攀緣？以無所得，若無所得，則無攀緣。」

此處論病源、病本、療治之道，均直指眾生之要

害：一、眾生四大不調之病，乃緣於前世妄想、顛倒

等諸煩惱而生；二、此四大不調之病的本質為空性，

並無真實不變的存在；三、此病既無有實質存在，故

也沒有任何眾生承受著病苦，因為不論四大或身相，

都是因緣和合的假相，並無真實存在、常恆不變之自

性；四、眾生之所以有病苦，均由於執著有「我」

此一主體，疾病的本源即來自於吾人之「心」執著欲

界、色界、無色界為真實存在，而不斷向外攀緣之

故；五、若要療治病本，必須從「無所得」著手，瞭

知一切存在的本質皆為空性，不作二元分別，也不追

逐攀緣，唯有放下一切我執與我愛，才是終極究竟的

療癒之道。

從佛法觀之，廣義的疾病，其實無所不包。在生

命尚未臻於圓滿成佛的狀態之前，六道眾生均承受著

病苦的磨難，包括「罪業」，亦為病苦之一種。《紅

樓夢》作者深受佛教的影響，小說中有關病業書寫的

情節，皆以佛教思想作為中心價值。

k●k 二、痴病須斷情 k●k

《紅樓夢》首先書寫的心病為林黛玉的「痴病」

。第三回黛玉拋父進京都，來到賈府之後，眾人便

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不急為

專題論述

佛法VS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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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釋淨行

本文作者淨行上人，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

家文學博士，創辦台北靈山講堂、靈山禪林

寺及靈山現代佛教月刊等。目前擔任世界靈

山佛教會僧統及世界靈山大學創辦人。

k
■ 林素玟

的雪十二錢。把這四樣水調勻，和了藥，再加十二錢

蜂蜜，十二錢白糖，丸了龍眼大的丸子，用十二分黃

柏煎湯送下。」寶釵吃的這帖藥，名為「冷香丸」，

小說作者安排其藥方要四季當季盛開之花蕊，以及二

十四節氣的當令物事，主要用意在告訴讀者：「心」

要配合節氣時令而行，以「無所求」之心，不要躁進

於世間功名，而要用自然時令之氣以調伏熱衷功名之

心，讓生命的韻律與大自然四季的節奏律動相應和。

k●k 四、淫病須斷慾k●k

《紅樓夢》第三個書寫的心病，即是賈瑞的「邪

思妄動」之症。賈瑞對鳳姐有非分之想，被賈蓉、賈

薔整得不成人樣，雖然「心下方想到是鳳姐頑他」，

可是仍執迷不悟，「再想想鳳姐的模樣兒，又恨不得

一時摟在懷內，一夜竟不曾合眼。」庚辰本脂硯齋批

語：「慾根未斷。」作者接著又說：「他（賈瑞）二

十來歲人，尚未娶親，邇來想著鳳姐，未免有那指頭

告了消乏等事；更兼兩回凍惱奔波。」己卯本脂硯齋

又批：「寫得歷歷病源，如何不死。」可見賈瑞之病

源，在於「淫慾熾盛」。這樣的心病未斷，終究會導

致身體的極度虧損。第十二回寫賈瑞的病症曰：「因

此三五下裏夾攻，不覺就得了一病：心內發膨脹，口

中無滋味，腳下如綿，眼中似醋，黑夜作燒，白晝常

倦，下溺連精，嗽痰帶血。」《紅樓夢》作者塑造「

賈瑞」這一小說人物，代表著耽執於情慾淫念的世間

男子。這樣的心病若不從根源處以心藥療治，則現實

中再多珍貴的藥材，雖「無藥不吃，只是白花錢，不

見效」，終究是回天乏術。

為了警戒世人情色的虛幻，小說作者又安排了「

跛足道人」出場：「忽然這日有個跛足道人來化齋，

口稱專治冤業之症。賈瑞偏生在內就聽見了，直著聲

叫喊說：『快請進那位菩薩來救我！』一面在枕上叩

首。眾人只得帶了那道士進來。賈瑞一把拉住，連叫

『菩薩救我！』那道士嘆道：『你這病非藥可醫。我

有個寶貝與你，你天天看時，此命可保矣。』說畢，

從褡褳中取出一面鏡子來─兩面皆可照人，鏡把上

面鏨著『風月寶鑑』四字─遞與賈瑞道：『這物出

自太虛幻境空靈殿上，警幻仙子所製，專治邪思妄

動之症，有濟世保生之功。所以帶他到世上，單與那

些聰明傑俊、風雅王孫等看照。千萬不可照正面，只

照他的背面，要緊！要緊！三日後吾來收取，管叫你

好了。』」「冤業之症」、「邪思妄動之症」，即明

白表示賈瑞對鳳姐的淫慾心病，一則為心念的邪思妄

動，二則乃前世所造的冤孽業感所致，因此非藥石可

醫，只有反照「風月寶鑑」方可療治。「風月寶鑑」

的正面為「鳳姐」，背面為「骷髏」，用佛法的角度

觀之，可視為「白骨觀」或「不淨觀」，對治的是貪

慾之病。顯然跛足道人的用心，賈瑞並無法瞭解，不

斷正照風月寶鑑，一再地耽迷於「虛幻空靈」的情色

慾海中，難得的暇滿人身，終究化為骷髏般，一命嗚

呼哀哉！

《紅樓夢》描寫的心病乃呈現出病兆症狀，而

且現實中的醫藥罔效，均必須依賴一僧一道，或指點

化解，或傳授秘方，或給予醫術，真如第三回甲戌本

脂硯齋批語所謂的：「通部中假借癩僧跛道二人點明

迷情幻海中有數之人也。」可以想見，在《紅樓夢》

作者的認知中，一僧一道相當於心理醫師，可應病與

藥，解救眾生輪迴無明之苦；佛法乃救命良方，可療

治眾生貪、瞋、癡三毒之病。至於眾生的病業是否能

療癒，則有待眾生的因緣，以及個人修行精進的程度

了！

．專題論述／佛法VS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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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山現代佛教月刊雜誌社

因版面所限，未能刊載功德錄下期待續

眾生有病我有病─

100年2月功德錄（續）

﹝弘法教育-印經﹞

200元 彭宏禎、彭邵祺、
彭心怡、彭政凱、
邱紹秀

﹝弘法教育-月刊﹞

7,083元 尤淑如

500元 吳銘

﹝供養上人﹞

5,000元 吳致緯

2,000元 施秀英

1,500元 黃登雲

﹝供養常住﹞

3,000元 莊訓德

2,000元 吳致緯

500元 李逸秋

52元 張玟琪

﹝供養常住-僧服﹞

10,000元 余咪玲、劉長輔、
劉珣瑛、王翔昇、
王照錡、王晨安

﹝供養三寶﹞

500元 胡文豪

﹝救濟﹞

2,000元 吳銘

500元 明周

﹝放生﹞

2,500元 胡玉欣

300元 邱秀玉、楊慧敏、
楊璨霙

﹝譯經﹞

1,000,000元 蕭俊良

33,000元 劉惠齡

30,000元 江瑞祥、江黃靜
花、王玟力

15,000元 顏良恭閤家、
江可可

10,000元 吳致緯、周淑真王
傳樹閤家

9,000元 萬乃賏

7,000元 劉金龍

6,000元 邱文安

5,100元 朱明緯

5,000元 萬乃塵

3,000元 江心吾、薛安秀、
吳德慧

2,500元 胡玉欣

2,000元 陳金財、李廖銀釵

1,600元 聖慈生機股份有
限公司

1,400元 林俊燿、林皇璋、
黃莉穎

1,000元 三寶弟子、王鴻
模、蔡耀檳、陸信
貞、邱碧玉、黃素
娥、沈榮欣、洪澤
南、林春鳳、洪曼
只、洪曼棣

800元 林櫻貴

750元 孫台興、黃淑鎂、
孫如欣、孫沛文

600元 簡淑婷、簡榮慶、
簡淑華、柯馨媛、
黃素蘭、賴毅庭、
賴瑞琅

500元 卓碧雲、許來傳、
陳越鳳、賴柏嘉、
陳昭惠、呂忠洋、
郝政道、劉宗勇、
黃麗淑、黃鴻珍、
潘筠涵、潘建豪

400元 李桂蜜、王黃鳳、
周李寶玉、許雪、
李榮森、李偉翔、
李冠延、李宜馨

300元 鄭立專、林歆惠、
姚樹宏

200元 呂詹好、呂怡瑩、
呂玉茹、薛昀軒、
呂旻璁、蘇佳卉、
李冉來、李佳紘、
李岱瑾、李宜臻、
林佑聲、楊富美、
鄭勝宏、陳秋汝、
柯進發、柯欣妤、
柯茂全、林素珍、
陳聰明、林阿抱、
林世偉、許麗霜、
林品儒、林庭瑜、
蔡博任、OSCAR、
余玲玫

150元 蔡秦琴、蔡東仁、
梁美琳、蔡珠麗

100元 李書堅、賴蓓瑩、
彭品瑄、簡綸巠、
簡君如、蘇琳雅、
蘇毅恩、吳映儀

﹝譯經-台中講堂﹞

36,000元 陳秋敏、(故)李
賴枎榕

10,000元 林英雪

8,785元 妙印

3,000元 林清雲、(故)林圓
郎、黃淑雲

2,000元 曾玉惠、李靜怡、
林榮吉、劉蕙櫻、
劉惠令、塗勝豪

1,040元 立大中走有限公司

1,000元 陳麗華

500元 黃金枝

250元 (故)鄭掽獅、(故)鄭
周秀枝、廖苗茱、
詹凱焱

216元 蕭明汯

200元 蕭游桃、鄭真如、
黃水樹

160元 鄭志隆

100元 張瓊文、張永芬、
張蕭月鳳、張益
嘉、李肇瑞、黃金
葉、鄭來春

﹝隨喜﹞

500元 丁權福、季夢蓮

300元 何燕娟、何燕蓓、
何志勤、賴武村

200元 鄧晉陽、鄧韻華

100元 陳石連

15元 陳月美

﹝隨喜-講堂﹞

2,000元 劉瓊元

500元 吳銘

﹝隨喜-人事費贊助﹞

50,000元 黃中洋

﹝隨喜-禪林車子﹞

10,000元 釋行新

﹝隨喜-郵資費﹞

600元 陳右玲

淨行上人
開示錄 「佛教倫理」專輯 第一課 道德倫理概說 之2 

乙、本論
一、倫理淺釋

（三）道德判斷的標準

前文言及，善就是自他適當關係的

實踐，也就是利他利己的行為。然而，

隨著時代與社會環境的變遷，「利他」

的方式，便顯然有所不同。

如何判定一項行為利他與否；是依

符合道德或違背道德？是依「善」或「

惡」？實難說有一四海皆準、古今皆

宜的標準。同一行為，在甲乙兩地及過

去、現在、未來，可能有不盡相同的評

價，例如女子的「三從四德」，在中國

古代備受推崇，若在現代則萬萬不通；

西洋人視親吻擁抱為交際禮貌，而東方

人則不敢苟同。換句話說，道德判斷不

同，「倫理」也就不同，表現在世間

的現象上，就是風俗習慣的差異。「利

他」，可謂是道德一貫的原則，但是如

何才算得上「利他」呢？這就不免見人

見智、人言言殊了。

佛法以為，修行之「增上」（或「

增盛」），是「自增上、世增上、法增

上」（參見「長阿含經」卷八「眾集

經」、「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廿

一），也就是憑藉自我的良知—自增

上、社會普遍的要求—世增上以及真

理—法增上三者，來策發道念，引導行

為，實現人生的理想。換言之，就是道

德判斷的標準，須訴諸良知、所屬社會

公意及真理。人在生活中須時時面對道

德的抉擇，「應不應該？」，但問自己

心安與否，能為社會接受與否，更重要

的是，能否與真理相契合（註三）。

（四）道德的具體實踐

風俗習慣的差別，證明人間道德觀

念多方面的適應性，每個社會道德的具

體實踐方式多少會有不同，所以才要「

入境問俗」，避免衝突誤會。由這一點

得知，道德的圓滿實踐，尚須藉助學習

來完成。人類良知的啟發、真理的信受

理解（「真理」五花八門，也要靠學習

抉擇）、風俗習慣的分別，「自增上」

、「世增上」、「法增上」三者之間如

何拿捏得恰到好處，皆有賴於後天的學

習；至於抽象的道德觀念如何落實於日

常生活中，如何掌握不同人際關係（父

子、夫婦、君臣、兄弟、朋友等）的份

際，也一樣需要學習。

佛教及儒家皆重視道德教育（包括

學校、社會、家庭等各方面），強調用

教育發揚人性向善的一面，用意即在道

德之實踐實不可缺漏學習一事。

二、中國的倫理觀念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有其個別的特

色與發展。那麼在中華文化的社會裡，

道德倫理所呈現的面貌又如何？以下試

概述之。

（一）諸子百家

自古以來，中國思想界格外偏重於

倫理道德的討論，儒家尤其如此，春秋

戰國時期，百家爭鳴，除儒家以外，各

家對於人世間的倫理關係，亦有其各自

獨特的見解。其中較具影響力者如下：

1.道家的倫理思想

道家體認人是宇宙全體之一，應當

理解宇宙的自然法則，「道」，且依循

「道」來行事。道家主張無需強求的

人生態度，以超越善惡的精神順乎「

自然」，然而這並非「為所欲為」、「

無惡不作」，而是不刻意地去有所作

為—「無為」。

2.法家的倫理思想

法家的倫理，主要是政治功利取

向，大多沒有人性的考量，遵行其主張

的行為規範，不在實踐道德，提升自我

價值，而在富國強兵，讓統治者順利遂

行統治。商鞅（？—西元前三三八年）

云：「一個國家若是講究詩、書、禮、

樂、善、修、仁、廉、辯、慧十件事，

這個國家必定衰弱。」（註四）強調嚴

刑峻法，賞罰分明等，是要「君主自行

運用刑罰、恩德兩種手段，讓群臣畏威

懷德，不得不將利益歸於君王。」集法

家之大成的韓非（西元前二八○年—二

三三年）認為：「上古之時，人的優劣

取決於道德；中古之世，便取決於智

謀；當今之世，則取決於實力。」（註

五）此語可見法家思想於一斑。

3.墨家的倫理思想

墨家的代表人物墨子（約西元前四

七九年—三八一年）提倡順「天意」而

淑世。「天意」即是「天一定希望人類

互相愛護，彼此照顧，而不希望人類相

互憎惡，彼此傷害。」（註六）因此「

兼愛非攻」就成了墨子的核心思想。墨

子主張摒除個人自利之念，將天下人視

為一律平等，皆是兼愛的對象，而父慈

子孝等倫理，也只有在兼愛之下，方能

實踐。此與儒家行仁之「親疏有別」的

方式，大異其趣。

4.楊朱的倫理思想

與墨子兼愛思想恰好反其道而行

者，乃是楊朱之學。楊朱（生卒年不

詳）本唯物的立場，否定道德的意義，

其云：「人在世的時候，不管他是堯舜

這樣的聖人，還是桀紂這樣的暴君，只

要是死了，還不都是枯骨一堆，這還有

什麼分別？所以人應趁活著的時候，盡

情享樂，哪裡還管死後幹什麼？」（註

七）楊朱對人生的看法便是把握當下，

盡情享樂，堯舜桀紂的分別，就他而

言，毫無意義，因此凡事只求自己快

樂，至於「拔一根汗毛來利益天下，這

樣微不足道的自我犧牲，也絕對不做」

（註八），完全是自私自利的態度。

上述學派在當時皆頗受重視，而對

形成社會風氣起一定的作用，孟子甚至

有云：「楊朱、墨翟的言論充斥天下；

天下的言論，不是歸於楊朱一派，就是

歸於墨翟一派。」（註九）可見在儒家

獨佔鱉頭之前，中國社會是思想豐富、

價值多元的社會。以上所舉諸說，也僅

係各家各派中犖犖大者。儒家日後在中

國思想界居領導地位，其理論經得起實

際的考驗，是其主因，而其在政治力量

近期活動
翦 影

世界靈山佛教會及世界靈山大學
一、梁皇寶懺法會
圖一至圖二說明：每月初一至十五日，世界靈山佛教會及世界靈山大學在法國巴黎近郊
薇翠舒仙，舉辦禮拜梁皇寶懺法會，當地華人信眾有不少人參加。

|

《紅樓夢》的病業書寫與療治

100年3月功德錄

﹝禪林建設﹞

5,000元 劉金龍、王和雄

2,000元 王相光、吳銘、
陳美賢

1,200元 高文煌

1,000元 湯松卿、李素梅、
周天生、陳純英、
劉愛嬌

600元 許明哲、陳美代

500元 蔡新鑫、蔡宜勳、
陳思涵、吳麗莉、
葉慶豐、蔡宜潔、
葉沐恩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所發揮的影響力，則不容忽視。

（未完待續）

註三：儒家所言之道德判斷標準，也有與

佛教「三增上」之說相似者，如，以「

真理」為憑據者，如「君子有三畏」之

「畏天命」（同上）。俗謂「天理、國

法、人情」，亦近於此。

註四：「商鞅．農戰」：「詩、書、禮、

樂、善、修、仁、廉、辯、慧十事，有

之則其國必弱。」

註五：「韓非子．二柄」：「人主自用其刑

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韓

非子．五蠹」：「上古競於道德，中世

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

註六：「墨子．法儀」：「天必欲人之相愛

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

註七：「列子．楊朱」：「生則堯舜，死

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

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

註八：「孟子．盡心上」：「楊子取為我，

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註九：「孟子．滕文公下」：「楊朱墨翟

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

墨。」

二、世界靈山大學護持委員會召開會議
圖三說明：世界靈山大學護持委員會於
2011年4月3日在大學召開會議，研商如何
強化委員會組織功能及弘揚佛法，淨行上
人蒞臨指導。

三、佛學講座(越語)
圖四說明：世界靈山佛教會及世界靈山大
學於每月的第一個週日下午，在大學舉辦
佛學講座，吸引不少當地的越南佛教信
徒。

四、佛法共修會(越語)
圖五說明：世界靈山佛教會及世界靈山大
學常住僧眾，在每周周日上午帶領共修法
會，固定有不少越南信眾與會。

台北靈山講堂
一、梁皇寶懺大法會(清明春祭)
圖六至圖七說明：台北靈山講堂於2011年3
月19日至3月26日，在會所(三樓)舉辦梁皇
大法會，有不少信眾報名參加。

二、靈山現代佛教月刊發行
圖八說明：靈山現代佛教月刊每月發行一
萬三千份，其發行量龐大，因此每月出刊
時，均有不少信眾及發心志工幫忙處理月
刊寄發之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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