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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淑如

「佛教哲學諮商死亡議題的處遇」，其目的是

希望藉由諮商技巧讓佛法更容易親近地協助生者度過

死亡的焦慮與哀傷。在此，死亡意指離開人世，生者

與死者永遠分離、永遠被隔絕、無法相見、無法再交

流；死亡也意味著失去，失去所摯愛的、所擁有的，

以及失去所有的可能性。再者，佛教哲學諮商所處遇

的死亡議題，並不是指身體疾病的醫治，而是指：

(1)適當地面對那些因為死亡所帶來之無法掌控
的、無法排遣的分離與失去；

(2)適當地面對情緒，例如：害怕、恐懼、不捨、
難過、悲傷、哀傷。

(3)處理上述二者所引發之後續影響，包括：身
心、人我關係…。

本文依據佛法，依止三法印與四聖諦的精神，

並擬整合「四聖諦」與伊莉沙白‧庫伯勒－羅斯

（Elisabeth Kubler-Ross, M.D. 1926-2004）的「面對臨
終哀傷五階段理論」，談佛教哲學諮商之死亡議題處

遇。（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的「悲傷五個階段理

論」的五個階段是：一、否認的階段，二、憤怒的階

段，三、討價還價階段，四、沮喪階段，五、接受階

段。）

當個案面對死亡議題，呈現否認與憤怒兩階段的

種種現象時；諮商員一方面以慈悲心接納與陪伴，使

其情緒有適當的宣洩；另一方面，鼓勵個案憶念諸佛

菩薩、聆聽佛樂與佛號的法音宣流，祈求個案得諸佛

菩薩的撫慰。待個案的理性稍加恢復，便要積極導引

其覺察自身的無明與貪愛。所謂覺察自身的無明，在

於幫助個案看見事物之間相互依存的本性；先讓個案

抽離本身苦難，將眼光轉向自身以外的世間百態，幫

助個案看見世間諸事物的無常性；而後將焦點轉回，

體會自身所經歷事物的無常性。其次，幫助個案看見

情緒起伏的無常性，無論是震驚、驚呆、害怕、挫

折、焦慮、害怕或羞愧，全都是短暫的、生滅的，流

轉不定的。若能學習觀察情緒的流轉而不隨之起舞，

便能控制情緒、看見情緒背後的根源來自於何種貪愛

的欲望。

若個案在「討價還價」階段求助佛教哲學諮商，

諮商員一方面要辨識個案「討價還價」的欲求為何？

辨識個案的貪愛對象為何？同時，也要肯定個案想要

積極做些什麼的努力，避免再增加個案的挫折感。諮

商員要小心翼翼地導引個案，檢視「討價還價」的欲

求來自何種執取？導引個案將想要多活幾年的動機，

從情感上的貪愛轉向覺察無明與發願解脫。一方面鼓

勵個案積極接受醫療，另一方面鼓勵個案聽經聞法，

積極修行，轉化死亡意義的消極面，使之朝向「道

諦」的階段發展。

若個案已處重度沮喪，萬念俱灰、充滿絕望與

無力，那麼諮商員只能積極地祈請佛菩薩加持自身，

使自己得以有無盡的慈悲心自然地湧向個案、耐心地

陪伴個案，直到個案從沮喪的萬丈深淵中感受到佛光

與甘露。如果個案願意，陪個案聆聽或吟誦佛樂、

佛號，感受佛菩薩的慈悲、鼓勵個案皈依佛菩薩修

行、祈求諸佛菩薩救度…，這些皆有助於將個案從低

潮中往上拉昇。進而幫助個案在低潮中，認出受苦以

及受苦事件皆來自於與他者間相互依存的反應，幫助

個案在低潮中，發願解脫，同理類似之苦難者。待個

案恢復理性後再導引其反思其念頭推論之謬誤，覺知

其受苦根源於無明與貪愛。當個案對自身無明有所體

悟時，便能引導個案對他所處之種種苦難產生「厭離

心」，轉而走向求解脫的「道諦」階段。

簡言之，個案若能對死亡之境起修，死亡議題便

能成為有情眾生體驗與修持佛法的契機；一旦信眾應

機修行有成，佛法即成為有情眾生面對死亡議題、了

脫生死之道。佛教哲學諮商扮演推手的助緣角色，諮

商師以慈悲心撫慰信眾的情緒，引導信眾從死亡議題

的苦難中體解世界的無常與無我，減輕對世間摯愛的

依戀與執取，由此消解其破壞性情緒的荼毒；進而發

菩提心，發願解脫，精進修行，此為佛教哲學諮商之

於死亡議題的療癒，也是佛教哲學諮商在信眾面臨死

亡議題之「接受」的階段，所要進行的內容。當信眾

依正念起修，縱使身體仍承受病痛之苦、抑或已遭逢

至親死別；相信個案也都能安住在其痛苦之境，不追

起更多念頭，而是靜觀諸種痛苦覺受的生住異滅。如

是，即能煩惱減輕、安住於某種平靜喜樂之境。

本文作者尤淑如老師，係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
學術專長為「宗教哲學諮商」與「諮商倫理」之研
究，目前是中華民國陸軍官校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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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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坐健身班286
期開課

2013.1.3每星期四
下午07:00~09:00

台北
講堂

禪坐及靈山氣功

003 釋迦法會 2013.1.19(六)
台北
講堂

004 歲末聯誼
2013.1.27 (日)上
午11:00

靈山
禪林寺

欲參加聯誼活動者
，請洽清根法師報
名；聯絡電話
0933138619

005 千佛法會
2013.2.10(日) ～
2/12(二)

靈山
禪林寺

006
光明燈開燈法
會(誦藥師經)

2013.2.21 (四)
台北
講堂

007
禪坐健身班第
287期開課

2013.3.7每星期四
下午07:00~09:00

台北
講堂

008
梁皇寶懺報恩
法會

2013.3.24(日)～
3.30(六)

台北
講堂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2年1月-2月）

名　稱 主　講　人 時　間

梁皇寶懺法會 行河法師主持 週二 晚上07：30～09：00

梁皇寶懺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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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河法師主持 每週 週四晚上07：30～09：30

法華經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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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論述／佛教哲學諮商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為迎接新年的到來，祈求新
的一年裡，大眾能夠平安吉祥、諸事如意，特為信
眾安奉光明燈。
一、報名地點及電話：即日起報名，請洽台北靈山講

　　堂（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七樓）

　　02-23613016

二、奉施燈明功德：根據《佛為首迦長者說業報差別

　　經》記載，奉施燈明有如下功德：「若有眾生奉

　　施燈明，得十種功德：一者，照世如燈；二者，

　　隨所生處，肉眼不壞；三者，得於天眼；四者，

　　於善惡法，得善智慧；五者，除滅大闇；六者，

　　得智慧明；七者，流轉世間，常不在於黑闇之

　　處；八者，具大福報；九者，命終生天；十者，

　　速證涅槃。是名奉施燈明得十種功德。」

安奉光明燈  通啟

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壹、佛法修行輔導的對象與內容

無論是僧眾、在家居士，只要是在佛法修行發

生無法自我解決的挫折或困難，這些挫折和困難，

可能是來自於單純的修行上的困難；可能是因為不同

學問、不同宗教體系的衝擊；也可能是因為人際關係

的不和諧，或日常生活中的種種逆境，所造成的身心

失衡，例如：失眠、頭肩頸不舒服、胸悶氣鬱、情緒

失控、易怒或暴怒、焦慮、憂鬱、沮喪…，由此引發

修行者對自我、佛法、修行的懷疑或否定，進而起退

心，減少修行、甚至是不再修行，或遠離佛法。特別

是僧眾，師父們度眾時，某種程度扮演心靈關顧者角

色，無論是在內心或外在要求，難免面臨「凡人與聖

人」的撕裂與拉扯。當這些撕裂與拉扯，危及其個人

的佛法修行時，或者因為上述諸種問題，使其修行窒

礙難行時，可能比一般平常人更為隱晦、更難啟口，

更別提與他人討論，甚至是求助。這些對自我、對佛

法、對修行有所懷疑，或否定的修行者，皆為佛法修

行輔導的對象。

由於上述困境的產生，有可能是來自於對佛法

與修行法門的不理解或誤解，也可能是信心或願力不

足等人性軟弱所造成，也可能是來自於對人際關係，

或日常生活逆境的錯誤推理所致。當修行者因此遭遇

到身心失衡的逆境時，必須從誠實地檢視自己的內心

與信仰，來調整與轉變。此時，專業諮商，與源自於

信仰基礎的佛法修行，就是兩條不可偏廢之路。換言

之，佛法修行輔導師，一方面要藉由諮商理論與技巧

修補其人性軟弱的層面，撫慰修行者的情緒與受創的

心，恢復修行者的對自我和佛法的信心；並且也要引

導理性的對話，協助修行者檢視與分析逆境的原因，

澄清修行者對佛法與修行法門的理解，或協助其尋找

理解的方法；並且，與修行者共同討論改變的方法，

重新藉由法門的修行，來產生療癒的果效。

貳、佛法修行輔導的核心精神

一、輔導的方法必須符合佛法

佛法修行輔導理應符合佛陀教法，佛法的本質

裡，具有探索自身經驗的特質，讓人得以非批判性的

方式，檢視自己的行為和反應。「佛法教導人們以一

種內審的方式明瞭自身具足獲得快樂的能力，西方科

學則以一種較為客觀的方式解釋這些教法『為什麼』

有用，以及『如何』運作。佛教與現代科學對人心

的作用各有卓越的見解，兩者並用，可以更為清晰完

整。」詠給‧明就仁波切的這段話，指出佛法修行與

西方諮商輔導科學合作的方向。佛法修行輔導朝此方

向發展，善用佛法的特質，協助修行者，從挫折的逆

境中，重新檢視自身修行的諸種面向，以非批判性的

方式，檢視自己的修行與挫折的相互緣起關係，此為

佛法修行輔導的內涵。傳統心理治療，則將重點放在

「回到正常狀態」。佛法修行輔導的宗旨，不是為了

治療精神疾病，或者是「回到正常狀態」，而是要發

展人們的覺性，讓人的心，達到更高層次的覺性。佛

法修行與輔導的結合，意謂以一種理性對話的方式，

幫助修行者思維與思辨：在世俗諦裡，在逆境裡，如

何繼續佛法修學？怎樣作才如法？佛法修行與世間法

如何連結與合作？…等課題。修行輔導師將善用佛

法，陪伴來談者探索，如何助長平靜、快樂與自信，

如何避免那些會引發焦慮、絕望和恐懼的行為。修行

輔導師協助來談者，走回佛法修行的核心：「認清自

己原本就是一個良善、完整且圓滿具足的人。」因為

佛法修持的重點之一，即在於「認清自心原本具有的

潛能」(眾生皆有佛性)，換言之，「佛教注重的並不

是讓自己變得更好，而是認識到此時此刻的你，就如

你自己一直深切期望的，是完整、良善，且本質上是

完好健全的。」詠給‧明就仁波切的這段話，道出佛

教修行輔導的目的：在修行的挫折困頓中，重拾對自

身佛性的肯定，對自身佛性的肯定，是佛法無止盡療

癒的活水泉源。因此，雖然在輔導的過程中，將使用

諮商、心理學以及其他世間法的新興知識，但是，所

有的使用，都應當依止佛法，符合慈悲與智慧的佛法

精神，目的是要使修行者，重拾對自己、對佛法、對

修行的欲望與信心。

二、從逆境中體驗佛法

(一) 依止四聖諦轉化受苦的意義

無論修行者所遭遇的是何種挫折、何種逆境，

修行者在過程中，嚐盡各種苦受與苦果，特別是對

「無法為外人道」的出家眾而言，長年累月下來，這

些苦不堪言的無法言說之苦，甚至被禁止言說，或不

被允許言說的諸種痛苦，往往又苦中生苦，永無止盡

的苦苦循環。輔導者該如何協助修行者依止佛法，以

此面對無盡增生或循環的痛苦呢？首先，修行輔導師

引導修行者，將自己與「使自己受苦的人事物」之間

保持距離；亦即運用想像與同理的技巧，把受苦的自

己，想像成某位不相關的陌生人，來加以觀察，然後

運用佛法來思維，「這位不相關的陌生人」，以及他

所遭遇的逆境。以四聖諦為例，受苦時，其實正是修

行者體證「洞悉事物本性之清淨見解」的好時刻。若

修行者能從「我好痛苦」，或者，從身體各種苦徵的

顯現中以及從情緒各種苦徵的發顯中，生出「我正在

受苦」的覺知，進而體悟「我與眾生凡夫的生命，皆

受制於痛苦而難以自拔」。由此，體證「同理大眾」

，甚至是「同理大眾苦的慈悲心馬上現前」，就成為

自然而然，且深刻有意義的事；更重要的是，修行者

也得以從「我好痛苦」的受苦情境中，轉向對苦諦與

慈悲心的思維和體悟，由此轉化受苦的意義。一如佛

陀教法所指出的，學佛只靠知識性理解，是不可能領

會他的言教根本要義，唯有透過直接體驗才能有所了

悟。

(二) 從體驗「心性本具佛性」到生起避苦求樂

　　的欲望

佛法修行輔導，本著「眾生皆有佛性」的精神，

視來談者內具慈悲的潛能，能全然覺知，有為自己和

他人追求至善的能力。修行輔導師，藉由觀看自心

之正念修行的引導，以及諸種諮商技巧的輔助，協

助來談者得以逐漸去熟悉自己的自心本性：看見自己

本來如是的心，意即能接觸到自身的本性，由此產生

療癒的欲求與動力。佛陀曾說，追求永恆快樂與避免

受苦的欲望，乃心之本來如是。一切眾生的真實本

性，就是想要全然地遠離痛苦，並且渴求擁有永恆的

圓滿喜樂。佛法修行輔導，幫助修行者在低潮時喚起

他避苦求樂的本性欲望；並且，在來談者追求快樂、

避免受苦的過程中，幫助他認識自己、了解自己的真

實本性。體驗人本具之心性所帶來的妙用，在於來談

者會經驗到，無論是挫折、困頓、沮喪、自我否定、

懷疑、…等種種都不過是心中來來去去的念頭而已，

心還是心，它是念頭來來去去的空間，但本身卻不附

著任何念頭。換言之，人本具之心性，像虛空一樣，

無論在此虛空中升起了什麼樣的念頭，虛空本身不受

干擾。因此，來談者若能體驗到，人本具之心性猶如

虛空，就會發現，發生在自己身上的諸種負面經驗，

其實是很平常的，都只不過是來來去去的念頭而已，

若能安住等待念頭的消退，不試圖阻斷念頭或增生念

頭，只是安住地觀察，最後會生起一種穩定的放鬆

感，進而生起一種無限的開闊感。這樣的放鬆感與開

闊感有助於來談者恢復理性與覺性，使之往修行路上

向前邁進。

(三) 從逆境中體證空性

依據詠給‧明就仁波切的敘述，單純地安住時

所體會到的開闊感，在佛教名相中，稱為「空性」

(emptiness)。佛陀教導我們，空性是所有現象的本

質。但佛陀的意思，並不是指一切現象的本性像真空

一樣，完全空無、「什麼都沒有」，而是指一種能讓

任何事物顯現、改變或消失的無限可能性。換言之，

正因為有空性，才使得所有現象有可能顯現，並且有

無限種可能實現的樣貌。修行輔導師協助修行者從逆

境中禪修空性時，可以提醒他：許多關於逆境的苦

受，以及對逆境事物的觀想，都是從空性中生起，一

方面可能是假象，另一方面這些逆境中的現象和事

物，也只是來來去去的念頭而已，受苦現象僅是諸種

可能顯現的現象之一，並不是唯一的，更不是絕對

的，也不是固著不變的。當修行者體悟此一道理，便

能享受到這些可能性所帶來的自由與開闊感，降低了

修行者對困境的絕望感，進而能逐漸在心中，允許未

來有無限種可能性實現的樣貌，也由此逆境中學習、

體悟空性的意涵。這樣的學習與體悟，賦予了受苦有

正面的意義，提升了受苦的正面價值，無形中也有可

能增加了修行者吃苦、了苦的耐受力。空性也是心的

本質，是指某種無法界定、不全然可知的狀態，因為

心具有空性的本質，使得心成為一切念頭、情緒和感

官知覺不斷生起的基礎。修行者若能從輔導中有此體

悟，便能增加他的心念的彈性，使得他比較不容易執

著於某些特定的、負面的念頭，從而使改變與轉化念

頭的可能性增加，達到療癒的果效。

(四) 從逆境中體驗無常與無我

佛法主張，許多時候，人之所以會陷入逆境的諸

種負面苦受，是因為人不自覺地認定有一個實在的「

我」，人們通常會將自己所賦予的種種自我概念當作

真實的自己。無論是出家僧眾或者是在家信徒，都有

可能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忽略此一教法，不自覺地陷

入這個自我牢籠中，緊抓住這些潛意識的自我概念，

彷彿自己所經歷的種種苦受與挫折，是唯一的真實與

事實。因此，檢視和質疑這些自我概念，分析這些自

我概念如何呈現，分析所謂的「逆境」、「苦受」跟

自我概念的關係…，將有助於修行者從逆境中體驗

無我。「無我」並不是指沒有「我」的存在，而是指

沒有固有存在、固定不變的自我概念。依據空性，既

然心的片刻是隨當下呈現的因緣而生的。因此，不但

沒有固定不變的「自我」，也沒有固定存在的現象和

人，所以是「無常的」。修行輔導師透過對話的發

問，幫助修行者檢視「逆境」是如何被貼上「逆境」

這個標籤的？引導修行者觀察逆境形成的過程中，種

種現象、人、事、物互為緣起的關聯性，由此覺察到

逆境中的種種現象、人、事、物都是無常的，甚至連

逆境本身可能都是無常的、不是固定存在的。修行者

若能因此體證逆境的無常與受苦的自身是無我的，那

麼就自然能夠生出所有事物皆是可改變的體會，特別

是：我的感知、我的判斷、我的認定、我的覺受都是

可改變的，沒有固定不變的存在。因此，只要修行者

隨時提醒自己，允許改變發生，不要牢牢抓住這些感

受，就有可能從逆境中超脫出來。

故而，綜合上述，佛法修行輔導，藉用西方諮商

輔導的理論與技巧，乃是將之視為善巧的方便法門，

以此輔助佛教傳統原有的教法與修行法門，目的是要

協助此世代更加認識佛法、善用佛法，精進佛法修

行。

專題論述

佛教哲學諮商

本文作者尤淑如老師，係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
學術專長為「宗教哲學諮商」與「諮商倫理」之研
究，目前是中華民國陸軍官校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談佛法修行輔導的核心精神 ■ 尤淑如

佛教哲學諮商的死亡議題處遇

一、時間：2013年1月27日 (日)上午11時正

二、地點：靈山禪林寺

三、報名聯絡人：清根法師

四、報名電話：0933138619

五、交通：如欲搭交通車者，請於聚餐當日上

　　午10點前在天成飯店集合搭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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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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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號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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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一號七樓  

五、電話：2361-3015、6    

六、注意事項：報名請攜帶相片兩張。

靈山禪林寺 歲末聯誼餐會 286期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佛教哲學諮商的死亡議題處遇
靈山禪林寺 歲末聯誼餐會
安奉光明燈  通啟
286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2年1月-
　2月）
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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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活動報導

近
期
活
動

翦

影

﹝禪林建設﹞

2,000元 蔡欽終

1,200元 高文煌

1,000元 趙釗鐶

300元 黃登雲、陳卉娟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禪林建設-上人寮房﹞

8,000元 三寶弟子

3,000元 陳楷捷

﹝護法﹞

2,500元 黃立昌、黃立瑋

1,500元 黃姝渝

500元 曾淑珠

300元

高啟瑞、李韋萱、
龔裕欽、林腰、李
楊來發、李聰明、
黃麗鳳、李易軒

200元

陳燕美、黃俊凱、
黃彥智、黃祺雯、
黃葉喜、簡源彰、
黃登雲、簡淑婷、
簡榮慶、簡淑華、
柯棠中、柯馨媛、
柯惟媛、黃佳怡、
呂國章、呂藍金枝

100元
郭溫柔、賴力瑋、
何嘉浩

﹝弘法教育-月刊﹞

500元 蔡欽終

﹝弘法教育-印經﹞

1,200元 劉瓊元

100元
張金火、張恒嘉、
張伃捷、張榮真、
施秀清

﹝供養上人﹞

1,000元 梁福栓

500元 黃登雲

200元 張秉筑

﹝供養上人-台中講堂﹞

5,300元 皈依法會

1,000元 妙忠

﹝供養常住﹞

1,000元
吳德美、胡玉欣、
胡文豪、趙釗鐶

300元 陳卉娟

﹝供養三寶﹞

2,000元 陳純英

﹝救濟﹞

2,000元 蔡欽終

﹝放生﹞

1,200元 黃生利

1,000元 胡玉欣

﹝譯經﹞

60,000元 陳怡君

4,000元
顏良恭、顏庸、
顏晞

3,000元
張能聰、林淑瑜、
吳德美、薛安秀、
吳德慧、胡玉欣

2,000元 沈榮欣

1,000元

李高青崴、黃彥智
黃祺雯、黃素娥、
張玟琪、(亡者)陳
寶琴、賴柏嘉

700元 張童愛

500元
陳錦治、郝政道、
黃麗淑、李佳紘

400元 張婉筠

300元 李虹慧

250元
孫台興、黃淑鎂、
孫如欣、孫沛文

200元

呂詹好、呂玉茹、
薛昀軒、呂怡瑩、
黃騰輝、陳燕美、
黃俊凱、香包狗、
蘇琳雅、蘇毅恩、
吳映儀、賴蓓瑩、
彭品瑄

150元 蔡淑花、康勇立

100元

姚樹宏、簡淑婷、
簡榮慶、簡淑華、
柯棠中、柯馨媛、
柯惟媛、黃佳怡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譯經-台中講堂﹞

5,000元 陳秋敏

3,000元 妙印

1,000元 廖苗茱

﹝其他專款-尼泊爾法器﹞

80,000元 游祥梓

﹝隨喜﹞

500元
丁權福、藍章華、
藍黃雪貞

300元
何燕娟、何燕蓓、
何志勤、賴武村

200元 鄧晉陽、鄧韻華

15元 陳月美

﹝隨喜-講堂﹞

2,000元 劉瓊元

500元 蔡欽終

200元 周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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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淨行
淨行上人
開示錄

甲、前言

上一課略言佛教在教理與實踐中展現的道德意義，

本課繼續另就三點加以補充。

佛化的道德精神，具體表現在自他關係上者，慈悲

是根本，也是理想；即學佛的人，是以慈悲為本來處

世，並向諸佛菩薩大慈大悲的理想看齊；故而在此有必

要對慈悲的意義做一番介紹。

佛教以出世解脫為目標，但世上多有智力、個性等

難以勝任者，於是佛便以多方面的方便適應之，循循善

誘，似此雖非直趣解脫，然亦屬生善之道；在這佛教共

世間法的部份，呈現出什麼樣的道德意義，同樣值得一

探。

佛教的出世，頗令一般人感到疑惑，以為出世不是

在這個世間，而係到了另一個世界去；已達出世境界的

聖者，那就是離開人世，再也不與人世有任何往來，故

也無甚道德意義可言。其實，佛教的解脫之道—過程，

是道德的實踐，解脫的境界—目的，那就是道德實踐的

圓滿了。這樣的出世，不見得必待死後，必待來世，而

主要是超越這愛染為本的世間，成就清淨無著的完善人

格。最後，本課就以介紹佛教在現實環境裏所達到的出

世理想生活，做為總結。

乙、本論

一、至高無上的道德精神—慈悲

（一）慈悲的意涵

道德與不道德，善與不善的分別，如第一課所言

及，惟在利他與否。懷有利他的意念，從事利他的行

為，正是古今中外一致的道德原則。說到利他，一定有

一從事利他的行為主體—我，世人在強烈自我愛的籠

罩下，事事都離不開我，利他時，也很難不想到一切與

我相關的利益；這樣的利他，終究是有所保留的，有

限的，可以說是不夠圓滿的。所以，世人歌頌的道德理

想，就是無私無我的精神，唯有真正拋棄了自我，視他

與我無二無別，如此自他統一，利他利己統一，才能實

現道德的理想。佛教的慈悲，即是此一道德理想最為徹

底，最為究竟的發揮。

「大智度論」定義慈悲為：「慈即是懷抱喜愛眾生

的意念，不斷地貢獻一己之力俾令眾生獲得安樂。悲即

是懷抱同情眾生的意念，同情眾生沈淪在無限的生死輪

迴中，一世又一世遭受到種種精神、肉體上的痛苦。」

（註一）對眾生的苦難感同身受，進一步再以實際的行

動解除眾生的苦難，這就是慈悲。

（二）慈悲的根源

佛教何以會講究慈悲呢？何以會興起自他一體的觀

念呢？又何以會對眾生產生同情呢？如此利他的動機出

自何處？回歸到佛教的中心思想—緣起論，這一切當可

一目了然。

緣起是一切法因緣和合而起；一切的人、事、物，

宇宙萬象，都是緣起、無自性、空，是種種條件，因素

的匯聚。談到自我的存在，為沒有獨立自我的決定性，

而係透過條件、因素結合的關係而決定，無自性，也

就是無我。自我的現存，背後牽涉到一世又一世複雜

且龐大的因緣，與自己建立關係者，簡直不可限量。因

此，在這自他的相互關涉裏，消泯了所有自他的對立，

此其一。一切是無自性空的，法性如此，大家都一樣

的，沒有任何差異。也因此，在這一切緣起的平等性

中，消泯了所有自他的分別，此其二。在「雜阿含經」

卷一中，佛為羅睺羅說「平等慧正觀」，即一切物質及

精神的現象，不論時間上是過去、現在、未來，空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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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倫理」專輯 第四課 佛教重視倫理（下）之1
是遠是近，都與我有所關涉，其中有

我，但又不全然是我，正觀如此無自

他對立、無自他分別的平等（註二）

。服膺緣起的真理，深刻體驗到眾生

與我，我與眾生的休戚與共，得知自

他對立所導致之鬥爭、衝突、實在不

是眾生獲得安樂利益之道，反而引發

無限的苦痛；相反地，順應緣起的法

則，揚棄自他對立的偏執，經中稱為無有「我、我所

見」，我不異他，他不異我，這才能對眾生的憂喜感同

身受，而興與眾生樂、拔眾生苦的意念及作為，這也才

是自己獲得安樂的不二法門。

服膺緣起的真理，徹底了達一切眾生本來平等的實

相，不再驕傲自大，目中無人，經中稱為無有「我慢」

，真正能尊重對方與自己相同的存在價值，不施欺凌、

壓迫，而能施以援手。

擁有緣起的宇宙觀、人生觀，可以說慈悲心就在此

一觀念的引領下，油然而生，緣起法的正見，即是慈悲

的根源。【本課未完待續】

附註
註一：「大智度論」卷廿：「慈名愛念眾生，常求安隱樂事

以饒益之。悲名愍念眾生，受五道中種種身苦心苦。」

註二：「雜阿含經」卷一：「當觀若所有諸色，若過去若未

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粗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

彼一切悉皆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如是平等慧正觀。如

是受想行識、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如是平等慧

如實觀。」

．專題論述／佛教哲學諮商

壹、諮商的輔助

佛法教導我們，煩惱的產生常常來自於欲求的不

滿足。因此，許多修行法門或者是輔導修行的方法都

是朝向「放下欲望」而努力。然而，若從認識論或認

知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判斷「煩惱來自何種欲望」，

以及判斷「欲望中哪些方面不滿足」，對佛法修行輔

導而言，卻是相當重要的。依據人的認知結構來加以

分析，煩惱與欲望不滿足的判斷，可以從三個層面來

加以分析：外在的事物、自身的感官經驗、以及對感

官經驗所接受訊息的理解和推論。換言之，我們所思

考和感受的內容和所感知的對境，許多部份都是被我

們的習氣所制約。依照認知心理學的說法，我們接收

到的任何資訊的意義，主要取決於我們是在何種情境

下看待它，而轉變自己看待事物方式的能力，是心的

基本功能。在腦中，整個感知過程與外在種種之間，

可說是互為緣起，持續相互影響，煩惱只是這一切互

為緣起過程中所呈現的現象和暫時的結果。

佛法修持能引導我們逐漸放棄慣有的假設，嘗

試以不同的論點和角度去看待事物。佛法幫助我們體

會，任何一種可能的解讀方式都無法否定其他解讀方

式的正確性。佛法幫助我們理解，人之所以會賦予事

物恆常性或獨立存在性，是由於自己在那樣的情境中

選擇那樣看待它。如果能訓練自己從不同觀點來看待

自己和周遭的世界，那麼，感知就會隨之轉變。佛法

修行的原理指出，人若透過修行，無論是正念或禪修

或其他種修行法門，所進行的某種心智訓練，可以

改變多年養成的感知習性，逐漸減輕煩惱。因為，諸

種佛法的修心訓練，不僅能轉化既有的感知，更可超

越焦慮、無助感和痛苦等心理狀態，進而邁向較持久

的喜樂與平靜經驗。佛法修行輔導即是在這樣的基礎

下，輔以諮商技巧，好使佛法修行理事圓融無礙。

若從整合佛法修行與傳統諮商的觀點立論，佛

法修行輔導的首要目標，在於協助修行者接納自己和

逆境中人事物的有限與不圓滿之處；而整個輔導過

程概略可分為三階段：第一，建立良好諮商輔導的

關係，辨識修行者的問題。通常，此時，修行輔導師

本著「尊重修行者本具之佛性」的態度，專注且慈悲

地聆聽修行者說話，修行者感受到輔導師全然的重視

與關切，樂意傾聽他說話。輔導師要在慈悲中保持警

醒與敏銳的覺察，以全然的專注來同理眼前的這位修

行者，一開始先概略地掌握他發生了什麼事情，被什

麼事情所困擾。但此時所掌握的只是他外顯問題的訊

息，不是什麼深層的難題。因此，第二階段即是要針

對修行者的外顯問題深入探討，發掘問題的根源。這

部份有待修行者與輔導師建立良好關係才得以展開，

因為此時修行者才可能放心地揭露深層的內心世界，

坦誠地與輔導師共同檢視自身未覺察的內心世界，探

索自己修行挫折的根本原因。有時這些原因跟修行者

的個性、人格有關，或者是跟過去負面經驗的投射有

關，但也有可能來自於認知上的誤解或者是邏輯上的

錯誤推論，或者是某些過去不適當的惡習有關。第三

階段即是要從佛法來幫助修行者檢視並分析上述的種

種謬誤，進而探討如何就佛法與修行來修復這些錯

誤。在這個階段中，輔導師會陪伴修行者共同探討相

關的佛法並且練習某些實作的修行或宗教儀軌，來幫

助重新得到法喜。當進行到第三階段，修行者有所好

轉，就可以嘗試與修行者討論中止諮商的話題。

貳、善用佛法與修行法門

一、佛法的聞思與省察

第一階段，輔導師專注且慈悲地聆聽修行者說

話，努力了解修行者所敘述的內容與佛法之間的關

聯。輔導師透過語言與非語言之神情態度的表達，鼓

勵修行者開放自己、坦誠地揭露自己的困惑與種種與

負面的情緒，允許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所有感覺和需求

浮現，不做刻意的壓抑，使情緒得以有適當的宣洩。

輔導師幫助修行者真誠地表露與接納自己的不圓

滿與受苦，專注地品嘗人生的苦味，由此明白佛陀所

說的「苦諦」；進而轉向思維「集諦」，省察自己的

思維與言行舉止是否如法，檢視引發自己受苦之對境

的人事物是否如法，由此釐清逆境中的相互緣起，嘗

試從多元觀點掌握逆境的全貌。許多受苦來自於人將

注意力過於集中在自己身上，若能從整體的角度，儘

可能多層面地檢視事件發生的相互影響，看見自己在

此一事件上的「貢獻」，則通常可以有效地降低自己

的負面情緒，使自己恢復理性，思維佛法。

整個諮商輔導的過程中，特別是首要階段，輔導

師最重要的工作是慈悲的傾聽。輔導師不是師父或上

師，輔導師的首要工作不在於教導佛法或修行，而是

要以佛法撫慰修行者，以佛法傾聽修行者，引導修行

者從受苦的沉迷中，轉向對佛法與修行的關注。

二、依止諸佛菩薩

修行者若長期處於挫折的逆境中，往往會不自覺

地產生「我好笨，怎麼都做不好」、「我好無力，無

論怎麼說、怎麼做就是沒辦法使師父滿意，使信徒解

行佛法」、「我真是沒救了，無論怎麼修就是改不掉

貪嗔痴的壞毛病」…。面對強烈自我否定的修行者，

輔導師可探詢修行者：當自己感到最無力、最無助

時，最希望尋求哪一佛菩薩的救度？之後，輔導師引

領修行者靜坐，觀想他所渴求被救度的佛菩薩，向其

懺悔自己的種種軟弱、有限與愚癡；其次，求其悲憫

地接納自己的種種不圓滿，觀想其慈悲溫柔的樣貌，

想像佛菩薩現前時會怎樣慈悲溫柔地給予安慰與鼓

勵。藉由這類觀想，修行者得以在逆境中，仍然能與

其所皈依之佛菩薩緊密連結，使其能從佛菩薩那兒得

到源源不絕的支持力量，由此降低修行者在逆境中的

絕望感與孤獨感。當修行者重新與佛菩薩緊密連結，

也將由此喚起修行者內在本具的佛性，產生修復自我

的欲望和力量。當修行者與佛菩薩的連結越緊密深

刻，他就會更加渴求自己的身語意皆能如實地體現佛

菩薩的法意，自然就能將注意力從受苦的逆境轉向精

進學佛的目標上。

「觀想佛菩薩」除了有助於心的依止與安定、降

低無助的孤獨與絕望感之外。「觀想」法門也有助於

修行者回歸自心本性，將注意力從困擾自己的外在事

物轉回對內在心性的探求上。佛陀或其他諸佛菩薩，

是修行者的導師，透過觀想的引導，修行者得以真誠

地面對佛菩薩，不用刻意偽裝與壓抑，在內心深處與

導師對話，省思這個在對話中的「我」是誰？與我對

話的「佛菩薩」又是誰？修行者在內心真實地將自己

所有的痛苦向佛菩薩傾訴，並且耐心靜默地傾聽佛菩

薩的回應，感受佛菩薩的慈悲教化，由此得到佛力的

加持與救度。由此可知，修行者和其所觀想的佛菩

薩，在此階段乃諮商過程的「主角」。輔導師所扮演

的，僅是輔助者的「配角」工作，輔導師藉由諮商輔

導技能，善為二者的「橋樑」。

三、修行法門作為療癒方法

若就「身、語、意」的觀點言之，其中，最為核

心，也是佛法修行的重點在於「意」。換言之，佛教

修行，從修「意」開始。佛學中，意與心並沒有明顯

的區分。佛教認為，「心」主要是認識及省思自身經

驗的能力，不是某種特定物體，並非某種能被見到、

被觸摸到的東西，甚至無法以語言文字定義。「心」

■ 尤淑如試析佛法修行輔導的原理
專題論述

佛教哲學諮商

本文作者尤淑如老師，係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
學術專長為「宗教哲學諮商」與「諮商倫理」之研
究，目前是中華民國陸軍官校通識中心助理教授。

台北靈山講堂
藥師消災祈福超薦大法會

為祈願國泰民安，檀信解冤釋結，消災增福慧，身心安康，一切吉祥如

意，台北靈山講堂於2012年10月20日至10月27日，特依藥師佛十二大願，開

壇禮懺。會中恭誦藥師經、拜藥師懺、供燈繞佛、拜十二祈願文、止觀、開

示、放生、齋天、解結、放大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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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常以許多方式進行一種所謂「執持」的活動，「執

持」是心「執著對境為原本真實」的習性所呈現出來

的現象，又稱為「執著」。佛法的修持，提供種種替

代方法，幫助我們改變慣有的習性，得以用更適當

的態度去經驗生命。換言之，佛法修行的核心是心，

修心的目的，主要在於徹底轉化心念、思想，進而以

慈、悲來保護自己，善待眾生。如何修行和轉化呢？

(一) 正念治療

輔導佛法修行的治療，必須從觀看自心的正念修

行開始，透過修行，首要理解的佛法是，我們所認同

的自我，包括：「我的心」、「我的身體」、「我自

己」，其實只是相續不斷的念頭、情緒、感官知覺與

感知分別…等所造成之某種錯覺和幻相。依據詠給‧

明就仁波切的說法，觀看自心的正念修行即是：「單

純地觀看每一個通過自心的念頭、情緒和感官知覺，

那個有限的自我幻相就會消融，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比

較平靜，寬廣，安詳的覺知。」佛法修行輔導的療癒

原理，建立於佛法之中。因為佛法本身就主張，單純

地觀照自心有助於改變心的狀態，由此達到某種療癒

的效果：「如果我能覺察自己慣性的念頭、感知分別

和感官知覺，而不是被它們牽著走，那麼，它們對我

的影響力就會逐漸削減。」因此，佛法修行輔導的重

點，在於溫柔的陪伴修行者，傾聽其挫折與困頓、引

導他持續練習觀看自心的正念修行，來轉化心念、思

想，進而以慈、悲來接納自己、保護自己、為自己設

立停損點，進而逆勢上揚，繼續前行。

(二) 禪修治療

臨床研究顯示，禪修練習可以進一步開展神經元

的同步機制，讓感知者能夠開始意識到，自己的心，

與感受到的經驗對象，其實是一體的。換句話說，長

期的禪修練習，能夠消融「能感知的我」和「我所感

知的對象」之間的人為區別，由此能感知的我，才能

自由地決定經驗到的性質，也能自在地分辨什麼是真

實的、什麼只是顯相而已。消融「能感知的我」和「

我所感知的對象」的分別，並不表示所領會到的一切

境相，就會變成模糊的一大團。人的感知經驗，仍然

會有主客分別，只是在這同時，你也會了解到這種分

別，實質上只是概念性的。輔導禪修的治療有助於修

行者，在清醒時刻超越主體和客體間的區別，認出「

所經歷的一切」和「經歷一切的心」其實並不是分離

的。雖然日常清醒的生活，不會因為這樣的體悟而停

頓，但是修行者對生活的體驗或感知，卻會從有限的

狀態，轉換為更為超越與解脫的經驗，使自己活在更

為自在與開闊的生命層次中。

佛陀不斷教導我們要「聞思修」，輔導師依此

原則，輔導修行者，思其所聞，修其所思。無論是「

佛法的聞思與省察」或「依止諸佛菩薩」或「正念治

療」、「禪修治療」等修行法門，皆能夠成為療癒修

行者的方法。佛法本具療癒的性質，然而由於受限於

現代環境的轉變，需要在「語言」與「技巧」等方面

的更新，才能使佛法修行與佛法的療癒，充分發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