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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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婆塞戒經講座 每月第一、三個星期日上午09:00至11:00 台北講堂
敦請行新法師主講「優婆塞戒經
講錄」（太虛大師著）

1. 即日起報名
2. 報名電話：  
   (02)2361-3016
3. 報名地點：台北靈山講
   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
   段21號七樓）
   

002 觀音菩薩成道紀念法會
2012.08.06（農曆6月19日上午09：00至12
：00）

台北講堂
恭誦《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虔
持大悲咒、拜願及佛前大供。

003 國中夏令營 第二梯次1012.08.11~08.12 台北講堂

004 兒童夏令營 第二梯次1012.08.18~08.19 台北講堂

005 盂蘭盆報孝法會
一、2012.08.25安位引魂（星期六
二、2012.08.26法會

靈山禪林
恭誦《地藏經》、禮敬報恩、佛
前大供及大蒙山普度施食。

006 禪坐健身班284期開課 2012.09.06每星期四下午07:00～09:00 台北講堂 禪坐及靈山氣功

007 地藏菩薩聖誕法會 2012.09.15(星期六)上午09:00-下午03:00 台北講堂 恭誦《地藏經》、佛前大供。

008 中秋社區關懷 2012.09.22上午09:00至下午02:00 石碇社區 探訪獨居老人及低收入戶

009 藥師消災祈福超薦大法會
2012.10.20(星期六)至2012.10.27(星期六)
即農曆2012.09.07至2012.09.13

台北講堂

010 禪坐健身班285期開課 2012.11.01每星期四下午07:00~09:00 台北講堂 禪坐及靈山氣功

011 八關齋戒 2012.12.23上午08:00 台北講堂

012 梁皇寶懺法會

一、2012.08.05-08.15晚上07：00-9：30 (
恭誦頂禮梁皇寶懺)
二、2012.08.16-08.17晚上07：00~9：30（
恭誦頂禮慈悲報恩寶懺）
三、2012. 08.18上午8：30~11：00（恭誦
頂禮慈悲報恩寶懺）
 四、2012. 08.18下午2：00（普施 法會）

台中講堂

1.即日起報名
2.報名電話：      
  04-37020688~9
3.報名地點：台中市進化
  路575號16樓之1

中國禪
Vs

西方心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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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與靈性的困擾。這位病人在我跟他解釋完止痛藥物

與疼痛控制之後，突然冒出一句英語：「I am waiting to 

die！（我在等死）」害我當場詞窮接不下去，只能說

出：「Everybody is waiting！（每個人都在等）」

這是我當醫生二十年來第一次被病人「撂英語」嚇

到，除了因為我不知道他的學歷背景，更重要的這句吶

喊「我在等死」，才是讓我在100年的結尾和101年的開

頭，一直盤旋在心底的當頭棒喝。

末期病人是知道死期已經逼近的「我在等死」，比

較像「剋期取證」的精進禪修方式，健康者則是不知死

活的「我在等死」，則屬於遙遙無期的懶惰，卻是忘記

無常隨時來臨，誰會先死還不一定。

我們常開玩笑說某些公務員都在「混吃等死」，其

實帶有百分之百的真實性，是對所有人而言，在某個程

度上都一樣。這位病人在這個年關突然化身成了我的師

父，提醒我自己一樣是「我在等死」。

我常說：「死亡是我自己必須準備的，死亡不是

別人或是敬老尊賢的事情。」我曾把佛教蓮花基金會

給我的演講題目：「死亡，您準備好了嗎？」直接改成

「死亡，我準備好了嗎？」我的意思是說：「別人要不

要準備死亡，那是他家的事情，我可管不著。我只能決

定自己有沒有準備好隨時都會死亡而已。」

死在等我
101年的第一個星期四，我再去看這位病人，他已

經抽了腹水，減輕腹部脹痛感，還貼上長效與嗎啡同等

級的「芬坦尼止痛貼片」，看起來氣色好一些，但仍是

眉頭深鎖。

這位病人問我：「有沒有辦法治療？」我只能誠

實的告訴他：「沒有新方法，沒有辦法，目前只能

治標，能止痛可以過日子就好。」病人聽完以後說了

一個英文字：「headache（頭痛）」，於是我無言以

對，然後變成了我的頭痛。

我的安寧療護服務團隊陣容還不夠堅強，社工師當

時還未上線，也缺少心理師、宗教師，更缺少受過培訓

足以進行深度陪伴的安寧志工。以我這樣每週兩次的蜻

蜓點水，根本不足以陪伴末期病人與家屬，做到真正的

臨終關懷。

只是這應該不只是我個人需要以及能力可以解決的

問題，這是所有佛教徒以及所有人都會面臨的問題。臺

灣的65歲以上老人已經在2010年超過10%，預定到2017

年達到14%，而且將在2025年突破20%，變成每五人就

有一人是65歲以上。

老化人口的急速增加，而且老化的末端就是死亡，

所以長期照護與安寧療護已經成為臺灣無法抵擋的趨勢

潮流了。我們不會一直都只是社會大眾，總有一天會成

為家屬，最後都可能變成末期病人。不是「我在等死」

，而是「死在等我」：死亡一直都在終點線上等著我，

我就是「一步一步踏入死亡的界線」啊！

本文作者許禮安醫師，係畢業於高雄醫學院醫學系、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社會科學碩士，目前
擔任高雄市張啟華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並任職於
衛生署屏東醫院家醫科兼任主治醫師，以及擔任台灣
安寧照顧協會及台灣安寧緩和醫學學會理事，華杏出
版社《安寧緩和療護》作者兼召集人，積極從事各種
方式推動「臨終關懷」及「生死教育」，有興趣之讀
者，可洽該基金會網站http://www.zhangqihua.com.tw/
查詢）

我目前在南臺灣的衞生署屏東醫院當兼職醫師，除

了每週一下午和週四下午時段的家醫科門診之外，還負

責「安寧居家療護（另排時間）」和「安寧共同照護」

的服務，只差還沒設立「安寧病房」而已。

疼痛控制
民國100年的最後一個星期四下午，我去看了一位

六十多歲的男性病人，他被診斷出是原發部位不明的轉

移性腹腔癌症，發現時已經是末期了，會診的原因是腹

部脹痛。

腹部脹痛的癌症末期病人（例如肝癌末期）通常沒

有得到良好的疼痛控制，有時候是問錯問題所導致。當

醫護人員去問病人肚子痛不痛時，病人多半回答不痛，

因為病人把腹脹與痛分開表述，病人覺得很脹但那不是

痛。

醫護人員應該知道學理上脹痛是屬於疼痛的一種，

但是病人並不清楚脹痛也是痛。後來我都教導醫護人員

要問病人脹不脹，而不是問痛不痛。因為問錯問題就會

得到錯誤的答案，結果誤以為病人不痛，就沒有給適當

的嗎啡類止痛藥，病人就會活得很痛苦。

這位病人的嗎啡止痛藥是一天只有三餐飯後給藥，

但是短效嗎啡的止痛效果只能持續三到五小時，通常是

每四小時給藥一次。看來這位病人就算嗎啡的藥物劑量

足夠，他一天當中還是有很多時段，特別在夜間是很痛

苦的，夜間睡眠差，生活品質當然不會好到哪裡去。

我在等死
末期病人除了身體的痛苦之外，還有心理、社會的

■ 許禮安我在等死 或 死在等我

本文作者王溢嘉先生，台大醫學系畢業，畢業後即
專事寫作與文化事業，著作四十餘種，涵蓋散文、
心理、文化評論、科學論述等範疇，融合知性與
感性、科學與人文、東方與西方。其新作《活用
禪：豁然開朗的人生整理術》，甫由有鹿文化出版
社於2012年03月30日出版。王溢嘉老師的信箱：
sigmund195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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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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0～09：00

梁皇寶懺法會 秋焱(行河)法師主持 週四 上午09：30→上午12：00    

禪坐健身班 張文菘老師 主持 週四 晚上07：00～09：00

藥師經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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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婆塞戒經
講座

行新法師
每月第一與第三個星期日午上

09：00至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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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樓之1（國產大樓）
電話：（04）3702-0688～9

台
北
講
堂

台
中
講
堂

■ 王溢嘉

284期 禪坐健身班開始招生了
歡迎參加台北靈山講堂舉辦的

「禪坐健身班」教學！

透過禪坐，您可以更接近自己、更認識自己；知道如

何運用智慧來抒解生活的壓力以及解決生命所遭遇的

問題；而配合氣功的教學，使您學會如何舒通筋脈，

健全體魄，達到動靜皆宜，生活充滿喜悅與自在的人

生。

一、時間：2012年9月6日(四) 起每週四晚上7：00～9：00

　　　　  （為期二個月）

二、地點：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3樓 

三、內容：佛教禪坐與氣功健身教學。

四、報名地點：台北靈山講堂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7樓  

五、電話：2361-3015、6    

六、注意事項：報名請攜帶相片兩張。

台中靈山講堂梁皇寶懺法會 通啟
主壇法師：淨行上人　領眾法師：秋焱法師

緣起：

梁皇寶懺肇因於梁武帝元配郗氏，生前善妒，口出惡言，死後墮蟒

蛇身，後因梁武帝懇請寶誌禪師作懺文十卷，為郗氏作懺悔，才得

脫蟒蛇身，而上升忉利天。可見懺悔功德不可思議，若能真心懺

悔，必能消災增福。歡迎大眾共襄盛舉，祈願身心安康，風調雨

順，國泰民安，人間早日成為淨土。

法會時間及活動內容：

一、2012.08.05-08.15晚上07：00-9：30（恭誦頂禮梁皇懺）

二、2012.08.16-08.17晚上07：00~9：30（恭誦頂禮慈悲報

　　恩寶懺）

三、2012.08.18上午8：30~11：00（恭誦頂禮慈悲報恩寶懺）

四、2012.08.18下午2：00（普施法會）

法會地點：台中靈山講堂　台中市進化路575號16樓之1

報名時間：即日起受理報名（電話、通訊、傳真、劃撥或親

　　　　　臨皆可）

報名地點：台中靈山講堂　台中市進化路575號16樓之1

報名電話：04-370206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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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
 之道

人生有各種苦惱，幾乎人人都有過焦慮不安、憂

鬱沮喪、悲傷痛苦、寂寞空虛的時刻，當這些負面情

緒來襲，讓我們飽受肆虐時，多數人都想脫困離苦，

會主動去尋求解脫之道。下面就是中國禪宗裡一個有

名的公案：

一日，慧可對初祖達摩說：「弟子的心不得安

寧，請師父替我安心。」達摩說：「把你的心拿來，

我替你安。」慧可說：「我找來找去，找不到我的

心。」達摩說：「好，我已經把你的心安好了。」

雖只三言兩語，卻清楚點明了中國禪「解脫之

道」的特色。當你焦慮不安（或其他心理困擾）而

去求教現代的心理治療師（以西方訓練為主的醫師或

諮商師）時，他們通常會先問你的不安何時發作？內

涵（症狀）是什麼？然後找出造成不安的可能原因，

最後再對症下藥；但達摩對這些看似重要的線索卻一

句也沒問，而直接開出處方――「把你的心拿來」。

因為他認為、同時也是要「找不到心」的慧可自行領

悟：我們的「真心」本自清淨安祥，所有的不安和無

明煩惱都是來自「識心」所產生的妄念，五花八門的

症狀與所謂的原因都只是它的變貌或表象，均屬枝節

問題，釜底抽薪的解脫之道就在於「去妄存真，明心

見性」。

假設下面這種情況：你在擠得水泄不通的捷運

車廂裡，突然覺得有人用雨傘尖在戳你的腳踝，你想

轉身叫那人挪開雨傘，但根本動彈不得；當車廂搖幌

時，那雨傘尖就戳得更重，你心中的怒火逐漸升高。

好不容易到了一個大站，下去了一些乘客，於是你憤

怒地以皮鞋頂開雨傘尖，轉身怒視那位不知輕重的乘

客。結果你心中的怒火竟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

因為你這時才發現對方是一個女盲人，戳到你腳踝的

並非雨傘尖，而是她的拐杖！你剛剛的「憤怒」完全

是來自你先入為主的「識心」所產生的妄念。這個例

子生動地呈現了中國禪教人如何解脫的前置作業：在

遇到不愉快的事時，不要一開始就用帶有成見和個人

好惡的「識心」去大作文章，這樣你就能輕鬆許多，

因為你設想的原因與感受很可能都是虛妄的。

西方的行為主義學派也認為，來自推論而不可見

的原因大抵亦是虛妄的，它更感興趣的是操作外在（

環境）變項，讓當事者減少負面情緒並表現出預期的

理想行為。譬如對在社交場合感到焦慮不安的人，行

為主義治療師同樣不會花時間去深究「為什麼」，他

會「改變」環境，譬如讓當事者先參加小型而溫馨的

聚會（其中有一兩個熟人），等他不再感到焦慮後，

再逐步提高難度，參加全部是陌生人的大型聚會；這

當然也有它的效果，用禪的語彙來說，這叫做「以境

轉心」。但中國禪認為，「以境轉心」只是治標，會

產生心理困擾的情境多如牛毛，你沒有辦法一一改變

它們；「直指本心」、「以心轉境」才是治本之道，

真正的解脫不假外求，乃是來自內心。

「以心轉境」，通俗一點說就是「你無法改變你

的遭遇，但你可以改變你對它們的看法」，當你的心

思和看法改變後，所謂「一念心轉，萬境皆善（轉）

」，那些原本困擾你的問題就不再是什麼負擔了。但

要如何「以心轉境」呢？除了前面所說先認清所有負

面情緒都是來自「識心」所產生的妄念外，第二步

是「接納」它們，譬如有人問：「寂寞無依時該怎麼

辦？」南台禪師回答：「就讓他寂寞無依。」有和尚

問：「怎樣消除煩惱？」趙州禪師反問：「用得著消

除嗎？」日本晚近有一種脫胎於禪的「森田療法」就

很有這種味道，譬如當一個憂鬱症病人在住院日記裡

寫道：「我無法相信我的情況已經改善。」醫師在日

記後面的評語是：「如果你無法確定，那麼就請你繼

續受苦，不要想擺脫這些苦難。」但這種接納並非消

極認命，而是像深受東方思想薰陶的心理學大師榮格

所說：「除非接納它，否則不能改變任何事；責怪不

是解脫，而是壓抑。」一旦你接納了它，它就不再是

困擾你的問題，而你也就超越了它。接納，其實也就

是一種「放下」。

提倡「意義治療法」的弗蘭克就為我們提供了

一個範例：有一個業務員遇到緊張情況，手掌就會不

停冒汗（多汗症），特別是想向初見面的客戶握手致

意時，他越提醒自己不能流汗，汗就反而流得越多。

一個精神科醫師給他的處方是――不要再隱藏它或想

克服它，而是接納它。遇到客戶時，最好先向對方表

明自己天生異稟，乾脆就故意伸出雙手讓對方瞧個仔

細，「看看你在一分鐘內究竟能流多少汗？兩個人好

好研究一下你這種特異功能，這樣的社交方式應該會

比單純的握手更好、更有創意。」他如法泡製，結果

汗反而流得很少；幾次之後，故意要在客戶面前表演

特異功能，他的手心反而冒不出汗來。但在西方，有

這種觀點的治療師畢竟是少數，多數的西方心理療法

都以「克服焦慮」、「戰勝憂鬱」為標榜，把心理困

擾當做必須消滅的「敵人」，看似積極進取，但其實

是「斷除煩惱重增病」，往往越弄越糟。

在接納之後，必要時，你還可以換個角度和心情

看問題。有個禪宗故事說：某老太婆有兩個女兒，大

女兒嫁給賣雨傘的，二女兒嫁給賣麵條的，老太婆向

禪師抱怨：「天晴時，我擔心賣雨傘的女兒沒生意；

下雨時，又擔心賣麵條的女兒無法曬麵條。不管好天

氣、壞天氣，我都煩惱。」禪師聽後笑著說：「老

婆婆，妳何不換個想法？當天晴時，就想到二女兒家

的麵條有太陽可曬；下雨時，就想到大女兒家的雨傘

能賣出去。這樣，妳就能天天快樂。」凡事有苦就有

樂，有黑暗就有光明，有正面就有反面，我們若能從

正面、光明、樂觀的角度去看事情，「日日是好日」

，那就能減少負面情緒的衝擊，恢復心靈的安祥與喜

樂。西方的認知心理療法、特別是近年來成為主流的

正向心理療法也都有這種味道，但對中國禪來說，這

絕非解脫之「究竟」（最終與最高境界），因為凡事

都從好的、光明的一面去看，其實也是一種「偏執」

、「耽溺」，真正的解脫應該像禪宗五祖弘忍為六祖

慧能講解《金剛經》時所提到的「應無所住（耽溺、

偏執）而生其心」，不偏明也不偏暗，不住苦也不住

樂，以無差別的慈悲心去經歷各種苦與樂、淨與穢、

聖與凡，就像潭州雲峰志璿祖燈禪師的偈子所說：「

聲色頭上睡眠，虎狼群裡安禪。荊棘林內翻身，雪刃

叢中游戲。竹影掃階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對

不可避免的各種騷動紛擾，我們都能以清淨的「真

心」或「自性」悠閒地去觀照、品味，「君子事來而

心始現，事去而心隨空」，這才是一種更雍容自在的

解脫。

生命的一個弔詭是，越提醒自己「我要平靜」，

就越無法平靜。在這個時候，我們最需「要」的就是

拿掉那個「我」。前文在談到心與我時已提到，「真

心」或「自性」其實就是「無我」，在觀照、回應外

界時「放空自己」，不帶任何個人色彩或偏見。更有

進者，真正的解脫還要解消、脫離「我」，像個「旁

觀者」般去品味自身的各種情緒，一則西方的科學報

告說：一個瑜珈師能若無其事地將尖銳的腳踏車鏈穿

過雙頰，但腦波自始至終均呈現代表鬆弛、寧靜的α

波；而另一位冥想師也在將一根鋼針刺入自己的手臂

後，仍能和周遭的人談笑自若。問他是怎樣辦到的，

他說方法其實不難，最重要的一點是「改變認知」：

把鋼針刺入「我」的手臂換成刺入「一隻」手臂。換

句話說，他從自身抽離出來，從遠處看著自己的手

臂，它變成一個外在的客體，把鋼針刺入「那隻」手

臂就好像刺入椅子的扶手般，沒有痛的感覺，或至少

不再感覺那麼痛（這樣的觀照當然需要長時間的練

習）。

對肉體的痛苦可以做如是「觀」，對心靈的痛苦

與煩惱當然也可以做如是「觀」，也就是從陷入諸般

苦惱、抱怨中的「我」抽離出來，當你焦慮不安時，

不再像平常一樣自問：「我為什麼這麼焦慮？我要怎

麼辦？」而是成為自己的旁觀者，在遠方問：「這個

叫王某某的人在焦慮個什麼勁？『他』看起來像隻迷

途羔羊。」在這種「分離的覺察」下，就較能讓你「

脫離」原先騷動不安的負面情緒，恢復心寧的平靜。

有些人在面對心理無法負荷的壓力情境時，也會

有「彷彿脫離軀殼，成為自己旁觀者」的奇妙體驗，

譬如下面這個由美國精神科醫師席格爾提供的例子：

一名二十三歲的幫派分子受到黑道人物的酷刑，事後

說他覺得自己當時脫離了軀殼，飄浮到天花板上，注

視著下面被毒打的自己，一點也不覺得痛。而某些

從死亡邊緣被搶救回來的人更回憶說，他們在瀕臨死

亡時，覺得自己從肉體脫離而出，浮升至約天花板的

高度，向下俯視醫護人員正在搶救的「那個」（自己

的）軀殼，而有一種平和、安祥的感覺。有人認為這

是「靈魂出竅」，科學家則認為這是腦神經細胞異常

放電或保護自我的心理防衛機轉，但不管怎麼說，都

表示這種「成為自己旁觀者」的認知方式是人類與生

俱有的，是我們的「本來面目」、「真心」或「自

性」所具備的功能，禪只是在幫助我們找回這種恢復

寧靜安祥的能力而已。

死亡，也許是最讓人憂心如焚、恐懼驚惶、悲痛

逾恆的事件，更是每個人都必然會走上的一條路，如

何解脫死亡之苦顯然是最大與最後的功課。有一個禪

宗故事說：一個自稱能主宰人生死的神靈前來威嚇元

珪禪師，元珪禪師回答：「我本就無生，你又怎麼能

讓我死？我看待我的身體如同虛空，……你豈能毀壞

虛空？即使你能毀壞虛空，我也是不生不滅的。」中

國禪秉承印度佛教的觀點，認為生命只是一種因緣的

聚散，但一般人卻執著於色身，不僅貪生怕死的心理

是虛幻的，連對生死的定義都是虛妄的，因為所有的

一切都在剎那中生滅，你不是將來有一天會死亡，而

是你現在就在死亡（此時此刻，你已死了好幾百個細

胞）；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死而復生，生而復死；

所以，其實是「沒有生死，只有變化」，一如宗衍禪

師所說：「人之生滅，如水一滴，漚生漚滅，復歸於

水。」如果能有這種「生死不二」的超越觀，自然就

較能勘破生死，以更安祥、雍容的態度去面對、接納

死亡。

但中國禪似乎更積極一些，不少禪師甚至還把

死亡當做他此生中的最後一門功課，就像道祖禪師在

臨死前，圓悟禪師大聲提醒他：「抖擻精神透關去！

」道祖微笑點頭，閉上眼睛，溘然而逝。抖擻精神去

參透生命的最後一關，雖然無法回來和大家分享他的

經驗與領悟，但也算是貫徹始終，功德圓滿。不只死

亡，生命中的各種苦惱，其實也都是幫助我們修行的

好功課；真正的「解脫」不是放下、丟開不管，而是

用另一種心情和態度去重新體驗、接納與承擔。

盂蘭盆大法會 通啟
主壇法師：上淨下行上人

一、法會時間

（一）101年8月25日（週六）晚上7：00至9：00（引魂、安位）

（二）101年8月26日（週日)上午9:00至晚上8:30

二、法會地點：靈山禪林寺   新北市石碇區永定里大溪墘109號(男

　　　　　　　眾大殿)

三、法會內容：誦地藏經、佛前大供消災、超薦、點燈、授幽冥

　　　　　　　戒、施放大蒙山（接受普桌認供）

四、報名時間：即日起至8月5日止（電話、通訊、傳真、劃撥或親

　　　　　　　臨皆可）；若逾期，請以電話或傳真連絡

五、報名地點：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7樓

六、報名電話：（02）23613015、6

七、傳　　真：（02）23141049

八、劃撥帳號：19726167號   帳戶：靈山禪林寺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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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
101年
8月
︳

1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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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馬祖答：「現在問我的那個，就是你的自家寶

藏啊！它什麼都有，毫無欠缺，使用起來也自在無

礙，你又何必苦苦向外尋求呢？」馬祖所說的「自家

寶藏」指的就是「真心」（真我），當你對人生感到

迷惘時，它會讓你彷彿聽到「內心的呼喚」般，而想

要去探尋什麼。就是「這個」讓古人想要去「求道」

或「求佛法」，用現代語彙來說就是想去從事「自我

追尋」或「追尋生命的意義」。

在西方，以弗洛姆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心理）

學派認為，所謂「自我追尋」就是要擺脫各種有形

無形的束縛，善用本然的自由，去創造、成就自己的

生命意義，從他所說「人一生的主要工作是讓自己誕

生，成為他潛能所應是者」「絕大多數人在尚未完全

誕生前就已死亡」可知，「自我」是不斷選擇、努力

後的產物，它是不斷在成長、擴充的。而以馬斯洛為

代表的人文心理學派則更主張「自我實現」與「自我

超越」，認為人在滿足基本的需求後，就會想要發揮

潛能、施展抱負、追求自尊與意義等，最後更超越個

人，關心社會、國家及全人類的福祉。

但對中國禪來說，如果有所謂「自我追尋」，那

也是一種「內在追尋」（莫向外邊覓、莫向外邊討）

，而且不是想創造、增加什麼，而是要去除、減少妄

見，以不帶任何個人色彩、偏見的「自性」去體驗、

回應外界；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真我」、「真

心」或「自性」其實就是「無我」（沒有個人成份）

，而所謂「自我追尋」就是「無所追尋」，當一個人

出發去追尋他的「自我」時，往往就是進一步迷失的

開始，在這方面，中國禪跟基督教的觀點倒是頗為接

近的。

但「無我」、「無所追尋」並非無所事事，而是

在做任何事時都「心無所住」，不思善、不思惡，不

瞻前、不顧後，「在淨而淨，不以為欣；處穢而穢，

不以為戚；應彼而動，於我無為」；全神融入眼前的

事物，「活在當下」，觸目皆是菩提；不僅讓每個當

下都變得清純、完整，而且「渾然忘我」――忘了利

害得失、忘了時間空間、忘了自己，與當下的對象合

為一體、物我兩忘，剎那成了永恆，融通於宇宙大道

之中。由「無我」進而「忘我」，方是中國禪「自我

追尋」的最高境界，由無數這樣的當下串連起來的人

生，自然也就顯得清純、完整而又多彩，不過它是隨

遇而成，並非來自什麼刻意的經營或追尋。

但這並不是說，中國禪只勸人做個自了漢。西

方人文心理學派所說的「自我超越」，在中國禪裡

有兩個含意：一是「忘掉自己」，一是「自他不二」

。在忘掉自己後，更進一步認識到他人跟自己是沒有

分別、是一體的，「自度度人，利人利己」，幫助別

人就是在幫助自己；一個人既可出世，亦可入世，以

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由「自他不二」進而「凡聖不

二」，砍柴燒飯是修行，治國平天下也是修行，他同

樣會關心社會、國家及全人類的福祉，而且比馬思洛

的「自我實現」與「自我超越」更多了些慈悲和豁

達。

101年6月功德錄

．專題論述／中國禪VS西方心理學

■ 釋淨行
淨行上人
開示錄

甲、前言

乙、本論

二、業感緣起說的道德意義

（三）業力與世間
1.「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佛法將有情眾生大
致分為六類。其中天界眾生，過的是快樂享受的生

活；人，則苦、樂參半；阿修羅，不限於哪一類，

瞋恚心極大，乃是特徵；至於畜生、餓鬼、地獄，

則是苦多樂少，甚而有苦無樂。在任何一類有情眾

生中，苦樂也各自有別，例如人，有生而富貴、聰

穎、美麗，有生而貧窮、愚鈍、醜陋。大抵說來，

這一切都是過去的業因所感得的業果。過去曾行利

他利己的事業，行善助人，便能受到可喜可樂的果

報；反之，為惡者，就感得可痛可悲的果報。如此

業力之施為，關於受生的種類，則是「引業」，關

於同一類中各自差別者，則是「滿業」。

2.「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有情眾生一但起惑造
業，就產生一定業力的影響，這是無法加以抹殺取消

的。然而，有情眾生造業，有善也有惡，善惡又有輕

有重有大有小，業力的運作，同質相攝，異質相拒；

由業因至業果的期間內，有情眾生還是不斷造作新

業，增添影響於未來的變數。在善惡、輕重、時間等

因素相互作用下，一項業因要成熟為業果，實在充滿

了不定性（參見「中阿含經」卷三「鹽喻經」）。譬

如造了一樁惡業，便可感得一樁惡報，倘若造惡之後

悔過，在充分的時間內多行善舉，如此種下的善因，

就影響了惡果的現行，而至惡業輕受甚至不受，這稱

為「不定業」；如果造下惡業，並無悔過並設法彌

補，亦或雖行彌補卻為時已晚，那麼惡有惡報，則成

定局，這稱為「定業」。

就人的現世而言，在引業的部分，生而為人，已成

「定業」，毫無轉圜的餘地，至於滿業的部分，透過現

生行為的影響，則仍屬未定之數—「不定業」。

3.「自作自受，共作共受」：有情眾生在意志指

導下的行為，對未來造成影響，作為本身，事關個

人，則影響施之於個人，謂之「不共業」，事關大

眾，則影響的層面便在大眾，謂之「共業」。如某

國發生戰爭或災荒，是該國眾生共同承受的業報，

就是共業，而戰爭或災荒中，每個人又各有不同

的遭遇，獨自擔當，則算是不共業了。共業與不共

業，又有一層交互作用的關係。家族、民族、國家

乃至整個地球的興衰動盪，對個人福禍影響深遠，

而個人的作為，也相對地在某種程度上主導人類社

會的命運。

總之，有關業力的種種，複雜微妙，所以佛法每稱

「業力不可思議」，即是此理。

（四）業感緣起說的道德意義
1.落實道德責任
業報「自作自受，共作共受」的理論，落實了人類

的道德責任。種什麼因，得什麼果，完全是自己負責，

不假他人。墮落受苦，自己承擔，解脫得樂，自己努

力，一方面肯定了人類向善向上的潛能，一方面也廓清

了所有不道德的藉口。

中國的業報思想，過分強調血緣關係，如「積善之

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易經．文

言．坤」），業報與血緣關係有所牽連，則父過子受，

父債子償，前人之罪殃及子孫，國人常謂祖上不積德

云云，就是將一切歸咎於他人，枉顧自己行善積德的

必要，推卸道德責任。「般泥洹經」卷上云：「父作不

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獲福，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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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以有名的「洞穴寓言」表達了這樣的看法：如果

把人的感官和思維看做光，那我們對事物及自身的觀

照就猶如光的照射，我們所認識到的事物及自身只是

個人感官和思維的投影，而非事物本身；晚近的數學

家兼量子物理學家馮‧紐曼亦說：「這個世界並非客

觀的真實，而是依賴觀察者的心而存在」。在西方心

理學界，也有主張人對世界及自身觀照所形成的「自

我」是虛妄的，譬如以史金納為代表的行為主義學派

就認為人只是一個「刺激――反應體」，他的思想與

行為都是受文化或環境制約的結果，世人所執著的「

自我」乃是虛幻不實的。他特別指出，人類連登陸月

球這麼困難的事都辦到了，為什麼還無法改善學校教

育、社會亂象呢？主要就是被「個人自由」和「自我

尊嚴」這些空幻的觀念所誤。如果我們能揚棄虛幻的

自我，跳出意志、人格、思想、自由、尊嚴等魔障，

設計和提供能讓人產生良好反應的刺激，那麼世界就

會朝我們預期的美好方向改變。

當有人指摘史金納是個「冷血的科學家」時，

他辯解說他的這種「自我」觀其實深受基督教長老教

會神學觀點的影響，甚至還有強烈的東方神祕主義色

彩。所謂「東方神祕主義色彩」就讓人聯想到印度佛

教和中國禪，中國禪的確主張多數人所執著的自我是

虛妄的，但並不認為人只是個「刺激――反應體」（

它更像「識心」），因為除了「識心」外，人還有一

個自在無礙、不自動搖的「自性」或「真心」。但問

題是我們怎麼能確定這個「自性」或「真心」（真

我）不也是一種「虛妄」呢？有什麼能證明或暗示我

們內心真有這樣的一個「無位真人」嗎？下面這個來

自現代西方的催眠示範可以給我們一些真實的啟發：

史丹福大學心理系的希加德教授，經常在課堂上

利用催眠術向學生示範人類心靈的奧妙。

譬如先將一名學生催眠，給他「你已經失去聽

覺」的催眠暗示，然後在他身邊大聲說出引起哄堂大

笑的笑話、製造各種刺耳的聲響，但這位學生卻都沒

有任何反應，似乎存在於一個「無聲」的世界裡。當

在座的同學嘖嘖稱奇時，希加德又柔聲對那位被催眠

的學生說：「你雖然已被我催眠成耳聾，但你是否還

有『另一個我』能聽到我說的話？如果能，請把你右

手的食指伸出來。」

結果，他真的伸出右手食指。不只在場的人大感

驚訝，連他自己也莫名奇妙，而彷彿從夢中驚醒般，

說他剛剛在一個無聲的世界裡感到厭煩，心裡在想一

個統計學的問題，然後忽然間就覺得自己的食指伸了

出來，他想知道為什麼。於是，希加德又將他催眠，

說：「我知道剛剛失去聽覺的只是你的『一個我』而

已，現在我想請方才聽見我說話而且讓你的食指伸出

來的『那一個我』說話……。」結果，在大家瞠目結

舌下，被催眠的學生又一五一十地說出了他「失去聽

覺」時，希加德所說的所有話、所製造的各種聲響。

希加德將那個藏在心靈深處，但卻又對發生的

一切一清二楚的那一部分稱為「隱藏的旁觀者」或「

另一個自我」。如果說被催眠而失去聽覺的那個我是

隨外在刺激（催眠師的暗示）而起舞的「妄我」，那

麼那個「隱藏的旁觀者」就有點像是「自性」或「真

我」了，它對一切了了分明，卻又不自動搖，一直清

閒地坐在我們心中，只是我們對它渾然無覺。所謂「

覺悟」，有一個意思就是覺察到有這樣的一個「真

心」或「真我」存在。

這個「真心」（真我）是與生俱來的，不受任何

西方心理學
Vs 

中國禪

圖一至圖十四說明：今(2012)年夏季，為配合兒童及青少年學子的暑期假日，靈山文教基金會
特於今年七月及八月在台北靈山講堂舉辦夏令營活動；七月舉辦的是「淨靜夏令營」，八月舉
辦的是「4Q快樂營」。其中，七月的「淨靜夏令營」，分兩個梯次舉辦：第一梯次是「國小
營」，於2012.7.7-2012.7.8舉行。第二梯次是「國中營」，於2012.7.14-2012.7.15舉行，均已
圓滿落幕。主辦單位感謝講堂創辦人淨行上人、常住法師 、十方施主、 香積組志工、贊助活動
經費之信眾，以及帶領本次活動之營隊長、小隊輔導老師、授課老師及學員們。

「佛教倫理」專輯 第三課 佛教重視倫理（上）之3

﹝禪林建設﹞

3,600元 林陳源

2,000元 蔡欽終、陳美賢

1,000元 鄭書和

500元 陳卉娟

120元 佛弟子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禪林建設-上人寮房﹞

8,000元 張秀碧

3,000元 陳楷捷、三寶弟子

2,000元 蔡新鑫

﹝護法﹞

6,000元 鄭文達

3,000元

黃素蓉、黃衍成、
魯緒惠、黃素慎、
高東海、高子翔、
高子健

2,000元
黃麗雲、萬波笛、
萬乃塵、萬乃儂、
萬乃賏

1,000元 曾淑珠

300元 高啟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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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元 佛弟子

﹝弘法教育-月刊﹞

500元 蔡欽終

200元 鄭居士

﹝弘法教育-夏令營﹞

3,000元 黃素慎、江碧玲

2,000元 柯淑玲

1,000元

黃素娥、黃素蓉、
徐慧德、梁實村、
吳阿素、劉惠美、
陳燕美

500元 吳阿蝦、石文子

200元 吳薛安秀

100元 葉綠

﹝供養上人﹞

1,000元 黃逢源

500元 陳卉娟

100元 張秉筑、江台文

﹝供養常住﹞

2,000元 吳德美

﹝供養三寶﹞

1,000元 胡文豪

240元 佛弟子

100元 羅螢智

﹝救濟﹞

2,000元 蔡欽終

﹝救濟-社區關懷﹞

1,000元 陳楷捷

500元
藍龍波、劉惠美、
吳阿素、陳玉美、
陳朱六妹、王珍莉

﹝放生﹞

2,000元 胡玉欣

200元 蕭素娟

﹝譯經﹞

13,000元 吳薛安秀

5,000元 朱明緯

4,000元
顏良恭、顏庸、
顏晞

3,100元 黃素娥

3,000元
呂許盡、吳德美、
吳德慧、胡玉欣

2,000元
黃逢源、賴瑞琅、
李唯瑄、陳美賢

1,000元
邱士惠、黃彥智、
黃祺雯、鄭敏江、
萬波笛

600元
張婉筠、萬乃塵、
萬乃儂、萬乃賏

500元
賴柏嘉、李冉來、
李佳紘、李岱瑾、
黃麗淑

300元
香包狗、葉靜、葉
樺、范昌健

200元

呂詹好、呂玉茹、
薛昀軒、呂怡瑩、
黃騰輝、陳燕美、
黃俊凱、蕭素娟

100元

賴蓓瑩、彭品瑄、
蘇琳雅、蘇毅恩、
吳映儀、李宜臻、
蔡新鑫、陳泳榛、
張秉筑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譯經-台中講堂﹞

1,000元 陳麗華閤家

600元 楊美鳳、謝孟庭

500元 游育翔

﹝隨喜﹞

1,000元 陳右玲、陳宏家

600元 無名氏

500元
丁權福、藍章華、
藍黃雪貞

350元 古紹蓉、古晉瑄

300元
何燕娟、何燕蓓、
何志勤、古棠炎、
賴武村

200元 鄧晉陽、鄧韻華

72元 邱碧玉

30元 陳月美

﹝隨喜-講堂﹞

500元 蔡欽終

﹝隨喜-禪林鐘鼓﹞

12,500元 曾世守、鍾有蓮

此如此。佛陀，只是此法的發現者、覺悟者，親證此一

宇宙的真相，而非無中生有，創造了些什麼。依因緣法

說，一切現象是緣起而生，在相對相恃的關係下成立，

無個體的獨立性，宇宙是依因緣法而運作，只有因果相

續的生滅循環，沒有起始，也沒有任何超越宇宙的力量

在背後推動。如此則完全推翻了唯神的創造論。眾生的

存在，無始以來，即是如此，眾生所依止的世間，是眾

生共業所感，人間的福禍，更不出自神的旨意。和樂的

社會，要由大家共同創造，苦痛與災難，也要由大家共

同來努力消弭與改善，這一切不是「代人贖罪」可以解

決得了。

由唯神而引發的祭祀、祈禱、巫術等行為，佛法加

以根本的否定（參見「長阿含經」卷十四「梵動經」）

，導之以自作自受、共作共受的合理解說，而推重人世

自、他之間合理關係的實踐，如佛之化導長身婆羅門（

參見「雜阿含經」卷四）。此外，本一切唯神之論，猶

可藉「替天行道」、「神的旨意」而將諸般惡行合理化

（不幸的是，這竟是人類歷史上發生的事實），針對唯

神論這種為非道德開方便之門的傾向，佛陀更毫不遲疑

地予以批判（參見「中阿含經」卷三「度經」）。

佛法從不將責任歸諸於祖先或神靈，有情眾生，特

別是人，自己有能力分別善惡、行善作惡，必是自己承

擔自己所作所為的後果。

受殃。」

佛陀覺悟的因

緣法，是「若佛出

世，若未出世，

此法常住，法住

法界」（「雜阿含

經〕 卷十二），世
俗的說法，就是宇

宙的原理法則，有

佛無佛，它都是如

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心」，它泛指由個

人知覺、情感、思想等構成的內在世界，雖然

看不到、摸不著，但人人都知道它確實存在。

當我們在提到「我」時（向他人表白或自我思索），

指的通常也是這個「心」。如何界定與對待這個「

心」或「我」是心理學的基本課題，不少西方心理學

――特別是動力心理學派，都認為我們的內在世界不

僅相當複雜，而且恆常處於矛盾與衝突狀態，就是這

些矛盾和衝突讓人產生焦慮、憂鬱、苦悶、空虛、迷

惘等心理困擾。

　譬如以佛洛伊德為代表的精神分析學派認為，

人的心靈有三個「我」：「原我」（id）以滿足本能

的需求為目的，依「快樂原則」來行事；「超我」

（superego）是由教養與社會規範所形成的高尚成

份，依「道德原則」來行事；而「自我」（ego）則

是日常生活的應對者，它審時度勢，依「現實原則」

來行事。在這三個「我」的矛盾衝突中，佛洛伊德主

張要成為一個心理健全的人，就要強化「自我」，藉

以約束「原我」的盲目衝動，同時擺脫「超我」的僵

硬束縛。

以榮格為代表的分析心理學派認為，人的心靈

也有三個不同的成份所組成：「暗影」（shadow）指

的是心靈的陰暗面，像人類仍拖在身後的無形的爬蟲

尾巴；「內我」（anima）代表心靈中理想的異性心

象，譬如一個男人的「內我」指的是他內在較女性化

的靈魂；而「假面」（persona）則是我們表現在外的

社會面人格，它好像我們在人生舞台上表演時所戴的

面具。在矛盾與衝突中，榮格認為，要成為一個心理

健全的人，「假面」應該更富彈性，包容「暗影」與

「內我」。　

以杭妮為代表的新佛洛依德學派則認為，人的心

靈同樣由三個不同的成份所組成：「真實我」（real 

self）指個人天賦潛能中，真正可成長、發展達到

的地步；「現實我」（actual self）指個人的實際面

貌，在某時某地表現出來的綜合狀況；「理想我」

（idealized self）指個人為了滿足心理需求，所虛構

的脫離現實、完美的意象。在矛盾與衝突中，杭妮認

為要想成為一個心理健全的人，有賴個人重新評估自

己，放棄「理想我」而聽從「真實我」的指引。

印度佛教對人的心靈有著比西方心理學更豐繁的

描述，脫胎於印度佛教的中國禪則化繁為簡，但概括

來說，還是認為人心有兩個層面：一是人與生俱來、

本自清淨的「真心」或「自性」，它無所攀援，真空

妙有，能生萬法，而又不自動搖，可稱為「真我」。

一是由個人後天的學習、知見與好惡所形成的「識

心」，它是主觀的、會分別揀選的、有所偏執的，對

世界的認知是片面、扭曲的，當然也是虛妄的，所以

又稱為「妄心」或「妄我」，人的貪嗔癡與諸般煩惱

皆由是而生。我們若想脫困離苦，就要「去妄存真，

明心見性」，去除妄見、歇下識心，讓「真心」與

「自性」顯現，「還我本來面目」，如此才能自在無

礙。

從上面簡單的介紹可知，西方心理學普遍認為

人「心」是幾個「我」衝突、角力的場所，解決困擾

與心理健全之道在於「強化」、「包容」或「壓制」

某個（些）「我」，讓「我」與「我」間建立一個「

理想的秩序」。但中國禪卻認為困擾或煩惱並非來自

衝突，而是源於虛妄――「識心」所產生的妄見；西

方心理學所說及一般人所感覺到的那些「我」，基本

上都屬於「妄我」，也成了需要清掃、消除的對象。

因為只有清除掉這些，讓真空妙有的「自性」或「

真心」顯現，並發揮作用，才能對世界與自身有「真

如」、純粹的認知，也才能恢復心靈的清淨、安祥。

說我們的「心」或「我」對世界的認知是主觀、

虛妄的，較可理解也較能被接受，希臘先哲柏拉圖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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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溢嘉先生，台大醫學系畢業，畢業後
即專事寫作與文化事業，著作四十餘種，涵蓋散
文、心理、文化評論、科學論述等範疇，融合知性
與感性、科學與人文、東方與西方。其新作《活
用禪：豁然開朗的人生整理術》，甫由有鹿文化
出版社於2012年03月30日出版。王溢嘉老師的信
箱：sigmund1950@gmail.com

■ 王溢嘉

個人知見與好惡的汙染，像明鏡一般如實

反映外物，不將不迎，不留不藏，但在「

本來無一物」中，卻還有一點有別於物的

「心性」。慧海來向馬祖禪師求佛法時，

馬祖說他自家有個寶藏不知珍惜，四處遊

蕩做什麼？慧海問：「什麼是我的自家寶

國中營活動報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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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佛典故事影片欣賞──藉
由影片動畫，介紹佛陀的一生，
其平等教化一切眾生的慈悲智
德，及佛陀聖弟子──優婆離及
大迦葉的修行典範。
圖八：彩繪教學──引導青少年
朋友，經由顏色的調和與變化，
領悟人我相處關係的微妙變化。
圖九：快樂的過堂時間──講
堂、寺院何嘗不是跟自己喜歡、
與自己同心同願同行，為愛護眾
生而付出，不定期聚首、談心及
共餐的好地方。

國中營活動報導二

圖十：靜坐教學──引導青
少年朋友如何善加利用時
間，盤腿靜坐──調身、調
息及調心安穩自己的身心。
圖十一：手語教學──由青
年老師示範教學，以具體又
傳神的手勢表達無盡的關愛
與問候，希望一切人都能感
受到無所不在的佛心慈愛。

國中營活動報導三

圖十二：壓花作
品──鑰匙圈 
圖十三：花創意
──壓花教學
圖十四：國中營
彩繪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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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營活動報導一

圖一：兒童營全體合照──共同成就營隊的一切良
善法緣
圖二：小組時間──學員自我介紹
圖三：愛護地球──從心靈環保作起──有獎問答

國小營活動報導二

圖四：學佛行儀──教導小朋友禮敬智者、覺者，
從端嚴的身口意三業──合掌、問訊及頂禮開始。
圖五：押花教學──運用自製的乾燥花草，構圖製
作書籤
圖六：與色彩共舞──讓小孩子了解色彩的特性和
關係，藉由混色，使色彩產生變化，從中學習人與
人之間的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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