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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身體的主人嗎？——談自律神經失調與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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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家台北大醫院的急診室，人潮洶湧，像捷運

站似的。

馨蓮躺在觀察床上，鼻子插了一根透明軟管，

裡頭墨一般黑的液體，那種讓人說不出話來的黑。

醫生把這活性炭灌進她的胃裡，是要趕緊吸附她剛

吞下的安眠藥，以免吸收到身體裡。

活性炭經過了馨蓮的食道，卻沒辦法吸收她的

痛苦，雖說食道和心臟只一牆之隔。馨蓮感覺心臟

痛了半年，胸前很悶，就像身體剛浸入游泳池，水

從四面八方往身體壓過來，真的喘不過氣，像是水

馬上就要灌進鼻子。

急診醫師匆忙地來到床邊，告訴馨蓮：

「我幫妳做過三次心電圖、抽血看過三次心肌

酵素、還幫妳做過心臟超音波，妳真的沒病！這個

事小，但這禮拜妳已經來急診七次了，拜託妳去看

精神科，不要再來了。妳看，我現在手邊有三床還

在急救，我要衝過去了！」

馨蓮剛平靜下來的心湖，馬上被湖怪掀起驚濤

駭浪。她對著其他床的病人大吼：

「那個爛醫生…叫院長出來跟我道歉！」

旁邊的社工師聽到了，連忙上前安撫，聯絡她

的妹妹過來，幫忙帶她去看精神科醫師F，很多病
人不明原因的胸悶、心臟痛改善了。

下午，馨蓮見到了F醫師。F醫師輕聲問她：
「發生了什麼事情，讓妳早上那麼生氣？」

本文作者張立人，為台北人間診所精神科醫師，兼
任台大醫學院講師、《張老師月刊》專欄作家、精
神健康基金會雲林區執行長、心靈園地電子報副主
編，曾任雲林台大精神部主任。著有《上網不上
癮》、《25個心靈處方：台大精神科醫師教你過
減法人生》、《如何用詩塗抹傷口？》（詩集）並
合譯《學習認知行為治療：實例指引》等書。

馨蓮說：「我每天大老遠從宜蘭跑來台北，就

是聽說那間醫院很會醫心臟。結果醫生隨便說我沒

病，叫我不要再去了。」

 F醫師說：「馨蓮妳說說看，症狀是怎樣？」
「大概半年了吧！從中文系畢業以後，我就

覺得心臟很痛、胸很悶、喘不過氣來，害我心裡很

慌！我幾乎看了台北30家心臟科診所，還好有健
保。奇怪的是，每家都跟我說心臟很好。心臟發作

起來真的很要命，特別早上起來的時候，讓我心情

很差，活不下去，所以我吞了一大把安眠藥…你又

要說我有憂鬱症了嗎？我絕對沒有！」

F醫師說：「我瞭解。讓妳難受的不是心情，
而是心臟不舒服。看妳相關的檢查都正常，有可能

是自律神經失調引起。我來幫妳做個檢測吧！」

檢驗結果很快就出來，馨蓮說：

「啥？真的自律神經失調？自律神經在哪裡，

我怎麼沒感覺？」

F醫師跟馨蓮說：
「妳讀過中文系，不知妳有沒有聽過，明朝的

憨山德清(1546-1623年)寫過一首禪詩：
『竹林瓦枕足松風，午睡沉酣夢想空；四體百

骸俱作客，不知誰是主人公？』

他在竹林裡把瓦塊當枕頭，踩著松林吹來的

風。午後睡得很沈，沒有做夢。全身上下就像求宿

的旅客，不知誰才是酒店主人？

我們真的是自己身體的主人嗎？我們的五臟六

腑、肌肉血管，密密麻麻地埋著自律神經的管路，

交感神經自動負責幫妳摧油門，副交感神經幫妳踩

油門，讓身體各項運作維持平衡。妳雖然感覺不

到，但它們無所不在地控制了妳的身體。當碰到某

些生理變化，加上過度的擔心、不當的干預，自律

神經就會失去平衡，出現這類『找不到原因』的症

狀。放心，目前已經有很好的處方，可以幫助妳回

復！」

馨蓮聽了放心許多，在F醫師協助下，努力改
善自律神經狀態，更瞭解了造成自己自律神經失衡

的背後因素，特別是畢業後找工作的壓力、和自我

的嚴苛要求。

當馨蓮開始學習覺察、接納各種身體訊號，而

不是硬要當自己身體的主人的時候，她的心也不再

痛了。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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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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23613016
3. 報名地點：台北
市忠孝西路一段21
號七樓002

消災祈福藥師
懺大法會

11/4(一)～ 
11/10(日) 

台北
講堂

003
禪坐健身班第
291期開課

2013.11.7 (四)
台北
講堂

禪坐及靈山氣功

004
藥師法會（台
中講堂）

10/27(日)～ 
11/2(六)

台中
講堂

誦經、供佛、齋
天、甘露普施法
會

1.即日起報名
2.報名電話：
04-37020689或
0916868238
3.地點：台中市進
化路575號16樓之
1（國產大樓）

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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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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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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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

法華經法會 行河法師 主持
（每週第三週。週六、日）早上8：30

～下午6：00週日下午甘露施食

地址：台中市進化路575號16樓之1（國產大樓）
電話：（04）3702-1688～9

台
北
講
堂

台
中
講
堂

．專題論述／佛教哲學

你是身體的主人嗎？—談自律神經失調與禪

緣  起：祈願國泰民安，檀信增福慧，消

災免難，眷屬如意，菩提不退，得歸

正法。

一、主壇法師：上淨下行上人 
二、法會時間：民國102年11月4日（週

一）至11月10日（週日）
三、法會地點：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3、7樓
四、電話：（02）23613015
五、傳真：（02）23141049
六、劃撥帳號：19726167號
　　帳戶：靈山禪林寺

法會中設有多種功德項目，
歡迎踴躍隨喜報名參加！！！

消災祈福 藥師懺大法會

略論《中論》裡「相離」和「相即」的兩種思路
■ 林建德

專題論述

佛教哲學

《中論》之運思模式暨哲學思想一直

為學界所關注。在《中論》之首句――「

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

不來亦不去（出）」，開宗明義即指出該

論書「八不緣起」、「八不中道」的核心

旨趣，標示出「離於二邊說於中道」之義

理，可以說整部《中論》乃以捨離兩邊為

論述重點。但此緣起中道的義理，不只承

接於阿含經教思想，也沿襲《般若經》中

性空、不二等的道理。

但相對於「八不」之雙遮兩對反概

念，藉以不落二邊、超越二邊，尚有其它

的對反詞組，並不以雙遮相離的方式呈

顯，卻也成為《中論》裡顯著的概念，如

世俗、勝義及生死、涅槃的對反語詞即

是。以《中論》裡對於生死與涅槃的論述

為例，在〈觀縛解品〉第十頌說：「不離

於生死，而別有涅槃」；據此可得出青

目釋文「涅槃即生死，生死即涅槃」之觀

點，顯示出生死與涅槃間的相即不離。而

《中論》之既說相離，又言相即，初步可

看出中觀學破、立善巧的思維模式。

進言之，《中論．觀縛解品》中，

既以雙遮的方式說「不縛亦不解」；1 而

如果「縛」對應到的是生死流轉，「解」

所關聯到的是涅槃解脫，在〈觀縛解品〉

裡，同時也談「生死即涅槃」，而其間的

關聯即有進一步解釋的空間。本文認為，

此二種運思模式，大致可理解為自性空

與緣起有之相離（破）和相即（立）。意

即，在《中論》緣起性空的義理下，可

開展出二邊雙是雙非、相即相離的兩種理

路，在緣起、空義下，「生死即涅槃」與

「不縛亦不解」可得到通貫性的理解，並

顯示出《中論》裡對於對反概念的運作與

思辨，有其一致的理論基礎。

以下即說明此一道理。首先，由《

阿含經》之「如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

概說《中論》八不的理論依據。其次，在

雙非二邊的前提下，探討對反間相即、雙

是的命題之成立可能。最後，論述二邊相

離、相即的思路，可說契合於《般若經》

的本義。

（一）、對反兩邊之相離

「八不」重戲論之遮破與「二諦」

重說法之安立，就某種意涵來說，可說是

「不二」之相離與相即。八不的相離是不

落二邊、捨離二邊，而世諦之如性即是第

一義諦之如性的相即，則顯示諸法因緣相

待、平等一如。以下先從不落二邊之雙遮

對反二邊談起。根據龍樹《中論》唯一提

到的《迦旃延經》之內容，可以歸納出三

點要義：2 
 一、世人顛倒依著於有、無二邊。唯有
　　對二邊不取著、不計於我，才是得

　　正見。

 二、如實正觀世間的集與滅，則不生世
　　　間無、有之二邊見，而能處於中

　　　道。

 三、如實正觀世間的集、滅，以及「離
　　於二邊，說於中道」之道理，意即

　　是了知所謂的「緣起」―「此生

　　（滅）故彼生（滅），此有（無）

　　故彼有（無）」。

從此小段經文中可以看到多組的對

反語詞，如無有、生滅、此彼等；由此可

知緣起、不二、中道等義理，可說是就兩

相對性概念所開展之論述。其中如實正觀

世間集滅，即如實正觀緣起之此與彼的關

係，藉由如此的緣起正觀就能不落入二邊

見，而能領會一切之有、無、生、滅皆

依於因緣條件；也因此緣起法而說不生

不滅、非有非無之不二。換言之，由於諸

法因緣生所以說「不生」，諸法因緣滅所

以說「不滅」，其中「不」、「非」、「

無」、「離」等否定意涵之語詞，可說是

自性的否定與緣起空義的展現，藉此「離

於兩邊」(ubho ante anupagamma)來顯示中
道之義理。

（二）、對反兩邊之相即

《中論》之八不緣起、不二中道等

是依據阿含經教之「離於二邊，說於中

道」，因此也重在捨離各種偏執，使既不

落入常見，也不落入斷見，而得之以中道

正見。但是，相對於「離於二邊，說於中

道」之顯示相離於對反兩邊之思維，《中

論》是否存在著對反兩邊相即之思維，或

者在什麼樣的意涵下，可以成立兩邊相即

的觀點？此則成了可探討的問題。

「即」與「離」此二對反概念，是

漢譯佛典中的常用語彙，其中的意涵可說

相當豐富。3 如以羅什所譯之《中論》為

例，其也以「不即」、「不離」進行思辨

而云：「今我不離受，亦不即是受，非無

受非無，此即決定義」。其中「離」與「

即」分別對照到梵文的anya與eva，再與
否定詞na相關聯，而為不即、不離，在不
同的版本裡以一（即）、異作翻譯。按照

此一思路來看，當談「離」時，其對反之

「即」可說已預設其中，而成為一組對反

概念。但此處的即、離，是否與「離於兩

邊」中所談的「離」的概念相近，可能有

不同的看法。4 而且此兩邊相即在義理上

如何成立，或者是否可說「生死即涅槃」

是某種兩邊相即的語句，也有開放理解的

空間。

雖然「即」字背後所傳達的思想，

有諸多可探討之處， 5 但若以如其所是

的如性(tathata，又譯為真如／suchness; 
thusness)的觀點來理解，則二邊相即的命
題應可成立；其中相即的「即一性」，所

表示的可說是真如。6 換言之，如果「如

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表達出捨離

二邊的思想，則「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

死」及「世諦、第一義諦無異」等，即顯

示出二邊相即的見解；而此一見解的理論

基礎，可說與如性相關。7 如此，對反間

的相即，強調的是對反間的無所差異(na 
prthak／no distinction)，說明了對反兩面
間之平等、一如、無分別(nir-vikalpa)等，
因而可理解為與空性相當的如性思想。此

平等一如的義理，可說與《維摩詰經》所

說的不二相通，而且此即一性與真如也是

龍樹哲學所體現的一環。8 
此外，在語言層次上，對反間相即

的語句形式，應與四句論述結構的第三句

（如「亦實亦非實」）相近。換言之，如

果雙遮對反二邊之非實非非實，所關聯到

的是第四句，則雙立對反二邊之亦實亦非

實，所關聯到的可說是第三句。如此之相

即與相離，至中國佛學也發展出雙是、

雙非（或雙照、雙遮）的論理模式，而成

為中國佛學相當典型的論述之一。9 以下

以《心經》之空義為例，論述《中論》相

即、相離二邊在經典中的成立依據。

（三）、以《般若心經》之「空」證成《 
         中論》相即相離的思路

在《中論》之〈涅槃品〉與〈縛解

品〉中，有涅槃與世間對反二邊之相即、

無分別，顯示此相對概念不是雙遮對反兩

邊之相離，而是道出兩者間之相即不二。

如此相即、相離的思路，在般若經教中有

類似的線索可尋。如廣為流傳的《心經》

在一切皆空的觀點下，闡明色與空兩者間

相即不二（或稱「色空不二」）；同時也

說：「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

不增不減」，遮遣生滅、垢淨、增減等對

反概念。可知，僅就《般若心經》而言，

其可說存在著「離於兩邊」的思想，但也

有相即不二的命題，而說「色即是空，空

即是色」。10 

其中「空」是共通的義理，也因為「

空」所以有相即或相離兩種思路。因此在

《心經》裡，雖說「空不異色」、「空即

是色」，但同時也說「空中無色」。前者

的「不異」與「即」，皆說明空、色間的

不二無別；但後者「空中無色」，在表面

上卻顯示出與「空即是色」截然不同的意

涵。

此兩種不同的理路，如同《中論》裡

既說：「入空戲論滅」、「一切法空故，

世間常等見，何處於何時，誰起是諸見」

，但同時也說：「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

成，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成」。因此，

《中論》所談之「空」和般若經教是相通

的，「空」可有兩層面向，使既能離一切

見，也能成一切見。其關係可如下表所

示：

1 全句為：「諸行生滅相，不縛亦不解；眾
生如先說，不縛亦不解。」

2 詳見T02, p. 66-67, a8

3 其中「即」字本身，具有相當大的歧義
性。在吉藏《大乘玄論》分有二義，其一
表示二種事象完全是一體而為不二之即，
其二表示二種事象之體有別，但互不相離
之即。(T45, p. 21, c7-p. 22, a16)而根據知
禮《十不二門指要鈔》將「即」分三種：
一是「二物相合」之即，如說「斷煩惱、
證菩提」；二是「背面相翻」之即，如說
「迷時即煩惱，悟時即菩提」；三是「當
體全是」之即，如說「本無煩惱，元是菩
提」。其中唯有當體全是之即才屬於圓
教之極談，天台與禪宗皆以當體全是之「
即」為極至之法。 (T46, p. 707, a21-b23)再
者，天台宗另立圓教菩薩六行位而為「六
即」，亦顯示出重「即」之一面。

4 《阿含經》離於兩邊所對應的巴利文為
ubho ante anupagamma，其中「離」
是以an-upa-gamma來表示，倘若要表
示「離」的相對意涵，是否可把其否
定接頭音節an拿掉，而為upagamma，
來表達「即」之意涵，應有不同的看
法。但初步而言，如果即、離確是一
組對反詞組，則以「離於兩邊」 (ubho 
ante anupagamma)來類推「即」於兩邊
(ubho ante upagamma／na……ubho ante 
anupagamma)，在文法上是可成立的。
在ubho ante upagamma／ubho ante是
二邊，而upagamma的upa表「接近」
，gamma是gacchati的絕對分詞（字根
√gam，為不規則動詞），表「正在去」
(having approached)。此時巴利文ubho 
ante upagamma，其中文白話或可譯為「
正在接近兩端」。關於upagacchati之意
思可參考水野弘元《パ－リ語辭典》（東
京：春秋社，1989二訂）：63。

5 上田義文也對「即」也作了探討，如以「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為例，說明色與空
完全的同一性，此「即」同時具備了絕對
性的矛盾對立性，與絕對性的同一性。可
見《大乘仏教思想の根本構造》（京都：
百華苑，1990六刷）頁54-56。

6 關於「即一性」顯示「如性」(tathata)、

「真如」(bhuta-tathata)，可見長尾雅人
《中観と唯識》（東京：岩波，1977）
：16。

7 如前註所引之《般若經》所說的，世諦、
第一義諦之無差異，乃是因為「世諦如即
是第一義諦如」。(T08, p. 378, c12-13) 

8 長尾雅人在論述「中觀哲學的根本性立
場」時，即強調龍樹哲學的「即一性」。
其以《中論》〈觀四諦品〉：「眾因緣生
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
道義」，說明因緣、空、假、中四者之相
即，認為此四法，恰可視為同義異語；而
此偈之重點，乃在於其間相互的即一性。
長尾認為此「即一性」可名為「真如」，
而中觀哲學之基本立場，就在於緣起與空
性的即一，緣起即性空、性空即緣起，而
從中顯示如性、中道。對於如性、空性與
緣起以及「即」之概念，長尾雅人作了些
探討，詳可見其《中観と唯識》：11-21

9 如天台智者說：「若觀色空、空色不二而
二，二而無二，雙照雙亡，此是實相一心
三觀。」《仁王護國般若經疏》 (T33, p. 
254, a7-8)荊溪湛然在《止觀輔行傳弘決》
說：「雙非雙照，即是中道。」(T46, p. 
176, c23-24) 華嚴五祖宗密在《大方廣圓覺
修多羅了義經略疏》亦說：「齊融絕待，
雙是雙非，皆是中道。」(T39, p. 559, c8)

10 嚴格說來，能否將色、空視為一組對反詞
組，恐不無異議，但就緣起有與自性空的
有、空（無）兩面來說，似可作此理解。
如上田義文把《般若經》之「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理解為「有即無、無即有」
的結構，認為此有即無、無即有，包含了
從有到無的過程與轉換。而在層層否定的
過程中，顯示出否定即肯定、肯定即否定
為一的看法。上田義文認為，此印度佛教
思想史上的有即無、無即有的思想，日後
也形成中國佛教的事事無礙、三諦圓融，
或日本佛教的六大無礙等思想中的無礙與
圓融；或者說中國、日本佛教的圓融無礙
思想，皆不外立基於此無即有之主客觀關
係上而成立的。見《大乘仏教思想の根本
構造》：229及232。

11 倘若如此，當《中論》說：「以有空義
故，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則不
成」時，則似順理可推出「以有空義故，
一切法得壞（破），若無空義者，一切則
不壞（破）」之語句。

12 關於《中論》既論述了「不二」，也闡釋
了「二諦」，其間的關聯，如吉藏《大乘
玄論》說：「不二而二，二諦理明；二而
不二，中道義立。」(T45, p. 19, a16-17)即
依「不二中道」而論述「二諦」的道理，
而且也依「二諦」的道理，來闡述此「不
二中道」。如此「二而不二」、「不二而
二」，顯示出中觀思想立、破的雙面手
法。

13 例如徹底的「斷見」本身可說是一種「常
見」，因其已以「斷見」為不變之見解；
同樣地，徹底的「常見」也是一種「斷
見」，不見無常變化之一面，而落入片面
獨斷之見解。

本文作者林建德老師，係國立臺灣大學

哲學博士，目前是佛教慈濟大學宗教與

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學術專長為「佛教

哲學」、「人間佛教思想」及「佛道比

較宗教」等。 

                        空義

空即是色 色即是空／空中無色
（法得成） （戲論滅）

當《中論》順觀緣起法的從緣而生，

則說「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若逆

觀緣起法的從緣而滅，則說「入空戲論

滅」、「總破一切法」。此依因緣條件而

或生或滅，若深觀其法性，則是涅槃寂靜

的不生不滅，仍是所謂的「空」。如此

緣起性空如同一把兩面刃，一旦契入空性

的道理，則其既能有所否定，又能有所肯

定，即藉由「空」能立破無礙。11 此時在

空義下，既可有「二諦」重說法之安立，

也可以有「八不」重戲論之遮破，但兩者

皆是緣起空義之開展，二諦與八不二者背

後的義理可說是相通的。12  
因此就中觀學「緣起性空」的核心

法義，可以區分出《中論》兩種思維路

數，其既可由空無自性遮除一切法，也可

由緣起的相待性成立世間諸法。在空義的

開展下，任何兩種對立性的概念，既是相

即、也是相離，既是雙邊肯定、也是雙邊

否定。若以相離面向談生滅，則有所謂「

不生亦不滅」，但如果以相即的面向談

生滅，可以有所謂的「生即滅」。而此「

生即滅」，更進一步說，可以是即生而有

滅、不離生而有滅，顯示生滅相依、相待

的道理，意味著生、滅皆不離其對反面而

能存在。

總之，在緣起性空等理論原則下，似

可開展出對反間相即、相離的兩種思路；

如此離於兩邊可說已預設相即不二之思

想，反之亦然。而任何的對反語詞，如生

滅、一異、來去、有無、縛解等的關係，

除了以相離、雙非的形式呈顯外，似也可

以由相即、雙是的型態呈顯。此意味著生

滅、常斷、來去、一異等，皆非獨立存在

的；相對地，落入一邊的同時也將違背另

一邊。 13

。

■張立人

靈山禪林寺藏經樓  興建資金勸募  啟事
本寺創辦人上淨下行上人，畢生重大志業之一，為將漢

文大藏經翻譯成越文大藏經，承上人宏大願力及十方善信殊

勝助緣，目前翻譯印經事業已近圓滿，越文佛經及著作陸續出

版。茲為安置倡印之越文佛經，而興建藏經樓，以利流通。

勸募辦法
（一）募款以二百單位為募款目標。
（二）靈山禪林寺擬於興建藏經樓募款目標達成後，啟建梁皇寶
         懺法會，為功德主祈福消災
（三）藏經樓興建後廣泛使用於藏書、講經、僧寮等…利益眾生

靈山禪林寺 新北市石碇區永定里大溪墘109號
連絡人：釋清根 0933-138-619  
            釋清藏 0933-469-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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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論述／佛教哲學．近期活動報導

淨行上人
開示錄 「佛教倫理」專輯 第五課 佛教的倫理觀念（一）父子倫理 之2 ■ 釋淨行

為人倫當中最為重要的一環（註三）。

由於父母恩德廣大，子女之孝與不

孝，反應在因果業報上，便有不可言喻的

影響。佛典中反覆陳述子女盡孝者，功德

無量，善報至勝，不孝者，罪過無量，惡

報至重（註四）。甚至說到對待父母即使

是微不足道的小善小惡，都有顯著的果報

（註五）。有關這一類的教說，不僅顯示

出佛教之注重孝道，更能有效地提醒世間

子女，令行孝者堅固信心，不孝者幡然悔

悟。（本課未完待續）

父母，計其功德，殊勝難量。所以者何？

我自憶過去世時，慈心孝順，供養父母，

乃至身肉，濟救父母危急之厄，以是功

德，上為天帝，下為聖主，乃至成佛，三

界特尊，皆由斯福。」不孝的惡報，如：

《雜寶藏經》卷一：「有二邪行，如似拍

鞠，速墮地獄，云何為二？一者，不供養

父母；二者，於父母所，作諸不善。」佛

教有五逆罪之說，犯者死墮地獄，五逆罪

中便以殺父母為首。

註五：同上：「於父母所，少作供養，獲福

無量；少作不順，獲罪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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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版面有限，未能刊載功德錄下期待續

102年8月功德錄（續）

102年9月功德錄

一、前言

二、身心二分在佛教中僅是暫時
　　性的區別

三、佛教對身心問題之中道立場

四、業力之心：為什麼佛教視「心
　　」不僅僅是身或腦？

（二）心的修煉以達滅苦之境
由上可知，佛教認為心和身（或心

和腦）之間，既不是同一的、也不是二

分的―所謂不是同一的，乃因為心不僅

是腦，而與「業」相關而具有價值性的

意涵；所謂不是二分，乃否定有一個獨

存的自我或靈魂存在。如此，佛教既不

認同笛卡兒式二元論，也不接受行為主

義、物理主義及生物自然主義等的身心

觀點。

身心以及業力間的關係，或可借用

中國佛教徒所說的「藉假修真」或「以

身載道」等詞彙略作比擬。意即，身是

工具，藉由此「臭皮囊」或「載道器」

進而去追求進一步價值的實現，即所

謂涅槃解脫。這樣的身心關係，猶如

「畫」和「美」間的關係，即一幅畫

所構成的顏料與它呈顯的美之間，可說

是「不即不離」的。換言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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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不存在所謂的「美」，此

近於唯物論的立場，乃是一般常識所難

以接受的。相反的，如果離開色料素材

的構圖，而有所謂那幅畫的「美」獨存

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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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一部份的觀點，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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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上述所言的「藉假

修真」、「以身載道」。

如此，心理狀態不即是腦狀態，在

大腦這個器官之外，心還有更多非生物

性的內涵。就佛教而言，一個有意義、

價值和幸福的人生，不只是在於了解物

理層次的世界，而還需要透過心意識狀

態的昇華、淨化才足以達成，而且後者

更為關鍵。因為人不見得需要具備腦神

經科學的充足知識，才可以追求及實現

人生的幸福，而是回到當下覺知、觀照

每一個心念的起伏生滅，即可立竿見影

地享受到生命的寧靜和輕安。而此把心

意識問題和價值實現及終極關懷緊密地

聯結在一起，可以說是佛教哲學對當今

心靈哲學暨身心課題探究時，另一種進

路的啟發。

（三）「心」作為物理世界和價值世
　　 界間的「解釋橋樑」
　　（Explanatory Bridge）
現今主流科學探究進路，重於回答

心意識是什麼(what)，而古代佛教哲學
家卻著重於心意識如何運作及其功用，

藉此而滅除苦痛。即便在印度後期佛

教哲學家如陳那、法稱等人，對心意

識的探究也重於知識論的探究，但仍

不能解脫的關注，即佛教是以解脫論

(soteriology)以及價值論(axiology)為基礎
或前提而展開哲學式的思辯和論理。

如此，統括對心意識問題的探究進

路，可藉下表來顯示：

試論佛教對身心二元論之可能回應 (下)
■ 林建德

專題論述

佛教哲學
甲、前言

乙、本論

一、佛教對於親子倫理的重視

　（一）「父母愛」—為人父母的偉大

　（二）「子孝」—為人子女的責任

父母生養之恩如是，故而子女對待父

母的態度與行為，就應以報恩為出發點，

恭敬奉養，此在中國謂之孝道。佛教對子

女應報父母恩的觀念，則與中國完全相

同。

人若受恩不報，只思利己不思利他，

即違背人類來往交際的原則—道德，也就

喪失了做人的基礎，更何況是父母之恩！

所以佛教與儒家皆一再強調孝之必要，視

﹝禪林建設-藏經樓﹞
500元 潘芳靜

300元 陳德生

﹝護法﹞
3,000元 黃素蓉、魯緒惠

1,800元 林進藍、林吳阿素

500元 黃貞祥

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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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腰、李楊來發、
李聰明、黃麗鳳、
李易軒、陳尹珊、
李韋萱、龔裕欽

300元
吳銅、吳金欉、吳
宗益、吳貴莉、吳
淑真

200元
陳燕美、黃俊凱、
黃彥智、黃祺雯、
呂國章、呂藍金枝

﹝弘法教育-月刊﹞
1,216元 林崇安

600元 謝禎燕

500元 蔡欽終、陳仙女

﹝弘法教育-夏令營﹞
2,000元 陳惠娟、許榮輝

﹝供養上人﹞
10,000元 黃衍成

3,492元 釋行禪

1,500元 詹阿滿

1,200元 許清原

1,000元 梁福栓、黃登雲

600元 林鳳明

500元 張翠仙

﹝供養常住﹞
10,000元 黃衍成

1,000元
詹阿滿、胡文豪、
胡玉欣

600元 林鳳明

500元
施光祥、董祖恩、
張翠仙

﹝供養三寶﹞
1,000元 劉淑貞

﹝救濟﹞
2,000元 蔡欽終

﹝譯經﹞
1,300,000元 黃素慎

220,200元 黃衍成

24,000元 朱明緯

16,200元 張文菘

6,000元 張能聰

4,000元 胡玉欣

2,000元 陳美賢

1,500元 賴柏嘉

1,000元

楊茶妹、張玟琪、
黃彥智、黃祺雯、
李唯瑄、張文騫、
陳谷音

600元 張婉筠、陳昶宇

500元
黃麗淑、孫台興、
黃淑鎂、孫如欣、
孫沛文

300元

香包狗、鄭立專、
林歆惠、李虹慧、
范昌健、賴蓓瑩、
彭品瑄

200元

李宜臻、李佳紘、
呂詹好、呂玉茹、
薛昀軒、呂怡瑩、
黃騰輝、陳燕美、
黃俊凱、陳德生、
李岱瑾、張秉筑、
簡淑婷、簡榮慶、
簡淑華、柯棠中、
柯馨媛、柯惟媛、
黃佳怡、姚樹宏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黃妍熙

﹝隨喜﹞
2,000元 劉瓊元

500元
丁權福、楊衍春、
藍章華、藍黃雪貞

300元
黃貞祥、何燕娟、
何燕蓓、何志勤、
賴武村

200元 鄧晉陽、鄧韻華

﹝隨喜-講堂﹞
500元 蔡欽終

﹝隨喜-禪林大鐘﹞
229,900元 游祥梓

50,000元
廈昌針織工業有限
公司

自然主義、唯物論等傾向於一元論的立

場。佛教對身心問題所持為一「中道」

立場，既不接受二元論、也不贊成同一

論。

最後，現今主流學界化約式的探究

心意識問題，把心歸為僅僅是身或腦，

乃是佛教無法認同的。就佛教探究心意

識問題的脈絡，很多都是道德和價值問

題的關懷；換言之，心意識不會僅是一

物理或生理、生物的概念，而有濃厚的

價值性意涵，把心意識活動緊密關聯到

「業」的造作，以及輪迴流轉和涅槃解

脫的問題。如此，可視心意識為聯結物

理世界和價值世界的一個中介。如此，

佛教此觀點和目前主流學界頗不相同，

值得吾人之重視，以助於完整掌握身心

暨心意識問題的全貌。（本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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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除了「畫」和「美」的例子外，H2O和「
水」的關係或也可以助於理解身、心關係
的一個面向。就唯物論者而言，「水」不
過就是H2和 O2組成，但「水」固然以這
些化學元素作基礎，但不代表「水」此一
概念僅僅如此。例如佛教常用「水」來表
達清淨無垢、潤澤眾生之意，道家老子說
「上善若水」，用「水」來表達柔弱和靈
活之意。因此「水」有其理化基礎H2O，
但H2O並不能完全就等於水；在此同時，
「水」也不離開H2O而有所謂的清淨、柔
弱等特質，於是乎「水」和H2O間有著不
即不離的關係。

26 此處的心理學(Psychology)乃兼具西方及
東方下的概念意義。 

27 就佛教而言，苦痛並不是一個抽象概念，
而是建立在身心基礎下具體的經驗感受。
而正因為苦痛是身心所經驗到的現象，若
要止息苦痛，也就不得不回到身心的覺知
和洞察上。

上圖解釋項(explanan)及被解釋項
(explanandum)僅是初步的劃分，以助
於理解；約略可知心意識是界於價值世

界與物質、生化世界的中間。正如心意

識有其物理及生物基礎，而可以藉物

理、生物學或生理學等來作出「是什

麼」（what）的解釋；相對的，佛教哲
學所強調的價值面向，以心與意識作為

基礎，特別強調心與意識的品質或能力

問題，相對於「是什麼」的知識認知，

也重於「如何」（how）的實踐性，以
此教導人為善與去惡、淨化己心。此如

前所述，東方的佛學可說是一門「心理

倫理學」(Psychological Ethics)，28在心

理現象的解析、分類背後有濃厚的倫理

或道德意涵，認為善惡或對錯行為的產

生，與一個人心念密切相關，而從心識

的狀態去解釋人生的一切，而也藉著心

識的修煉去追求涅槃境界的實現，以涅

槃解脫作為最終關懷。相對的，現今學

界把心識視為是待解釋項，而透過心理

學、生物學等作解釋。

如同Owen Flanagan所說，真正的
艱難問題(the really hard problem)乃在於
物理世界中的意義問題(meaning in this 
material world)29，從佛教觀點來看，
意義的追求和實現正有賴於心意識的理

解和修煉，而心意識的活動所預設的基

礎，也不離身體。可說，身體提供趨入

心的一個管道，而心扮演著走向幸福和

解脫的媒介，因此可視心為溝通物理世

界和價值世界間的橋樑。

五．結論

本文試著論述佛教對身心二元論的

可能回應。佛教關注身心問題，在於身

心關涉到一個人的輪迴和解脫，而這正

是佛教最核心的焦點，而如此身心問

題在佛教中具重要地位；而也正因為重

要，各個佛教傳統、派別即有各種不同

的理論和觀點。本文不在於細部論究佛

教內部各個立場，而試著從佛教觀念的

啟發，來試著回應現今主流學界的觀

點，而可歸結三個重點：

首先，對於佛教是否支持身心二元

論，本文認為身心二分只是暫時性的區

分，僅是方便性的工具以利於溝通，以

及理解「人」此一個體為何，其中涉及

到佛教的「假名」和「世俗諦」的觀

念；也因為是語言層次約定俗成之分，

因此佛教傳統也有五分、六分等之使

用。如此，佛教使用身心二分，但不代

表其一定支持二元論，特別是笛卡兒式

二元論。

那麼，笛卡兒式二元論將遇到什麼

樣的困難呢？本文指出行為主義Gilbert 
Ryle「範疇錯置」之反對笛氏二元論的
論證，應會是佛教所接受的；但是，

佛教認可Ryle此一論證，不代表佛教支
持行為主義，乃至於心腦同一論、生物

28 Rhys Davids以《法聚論》（Dhamma-
sangani）探討佛教對心理現象的解析、
分類，即將書名訂立為「心理倫理學」
C.A.F. Rhys Davids, A Buddhist Manual of 
Psychological Ethics, London, PTS, 1900.

29 Flanagan, Owen (2007), The Really Hard 
Problem: Meaning in a Material World, 
the MIT Press.

心 靈 的 探 究 本 身 即 是 心 理 學

(psychology）的領域，而在英語學界實
證科學傾向的主導下，以物理學、生

物學、生理學、神經科學等所作之研

究居多，但佛教哲學一直將其放在道

德與靈性修煉的面向上。因此心意識

暨身心問題多種解釋即可能形成。此

使人聯想到古印度「盲人摸象」的比

喻，即大象是如此之大，而認知能力受

限的盲者，如何能整全的掌握大象的

形貌，成了一大挑戰，而難以避免的盲

人對何謂大象產生了各種不同的理解。

同樣地，不同的心識研究進路，都受制

於探究者本身的條件狀況，因此可能

是「物理地」(physically)、「生理地」
(biologically／physiologically)、「心理
地」(psychologically)，乃至「倫理地」
(ethically)、「靈性地」(spiritually)的方
式，探討所謂的身心問題，依循其既有

的背景知識或文化傳統，帶著一定預設

的成見乃至偏見，因而有所見與有所不

見。而如何多管齊下，並統整各個研究

進路，而得一更全面、宏觀的理解，則

是未來可努力的方向。

可知，僅以現今主流科學之進路探

究心識問題，乃有其限制，因為心識

課題的背後，存在更深層次的價值問

題，而如同科學難以全面回答人生的

意義和幸福等問題，因此主流科學亦

難以解決所有的心靈問題。而就佛教

觀點而言，人生乃追求滅苦，也即尋

求幸福，而幸福正有賴於對身心現象

的深刻洞察。27 如此，心靈或可視為一

種聯結物理世界和價值世界間的「解

釋橋樑」(explanatory bridge)或者媒介
(intermediary／medium)，透過心意識現
象的理解，進而探求終極價值實現的可

能。心意識所扮演的中介功能，可如下

表所示：

Spirituality/ Religion
Ethics Axiological level

Mind Psychology 26

Physiology/
Neuroscience     

Physical/
Brain level

Physics

本文作者林建德老師，係國立臺灣大學哲
學博士，目前是佛教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
研究所副教授，學術專長為「佛教哲學」
、「人間佛教思想」及「佛道比較宗教」
等。 

﹝禪林建設﹞
4,000元 蔡欽終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黃妍熙

﹝禪林建設-藏經樓﹞
50,000元 黃衍成、陳信綸

40,000元 林玫伶

10,000元
陳錦治、釋心恩、
劉張麗貞、劉惠美
閤家

5,000元 賴朝松

3,000元
賴張網、賴阿謹、
賴足

2,000元
鄧張端儀、林鴻
志、林婉絹、鄧菱
珠、張文菘

1,250元

蔡新鑫、吳麗莉、
蔡宜潔、葉慶豐、
葉沐恩、葉沐軒、
蔡宜勳、陳思涵

1,000元

呂信雄、呂玉茹、
陳遠明、(故)韓陳
照秀、潘陳錦秀、
梁實村、梁彭錦
雲、黃麗容、陳昭
惠、王培坤

300元 林夏

﹝護法﹞
300元 林夏

200元
陳燕美、黃俊凱、
黃彥智、黃祺雯、
呂國章、呂藍金枝

﹝弘法教育-月刊﹞
1,000元 蔡欽終

﹝弘法教育-禪氣功﹞
500元 劉秀滿

﹝供養上人﹞
200元 張秉筑

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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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營 營隊長 王耳碧

六月時，參加課程的同組學姊秀琴推

薦我來帶靈山文教基金會的國中營隊，霎時

還不明白那是個什麼樣的活動呢？在還沒開

始想像時，她們就一直給我鼓勵和稱讚。「

我～能嗎？」這樣的思緒不斷地竄出來。

之後的某天晚上，與營隊的負責人淑

瑜約見面，經過他說明過去幾年的經驗，包

括邀請師資、學生來源、志工召募、活動進

行...鉅細靡遺地解說清楚，而且伸出援手襄
助一些工作，讓我明白若缺席此項非常有意

義的公益活動會是一生的遺憾！

過了數日，本身業務突然增多，差點連

小隊輔都成不了軍。幸好，吉人天相的我，

找來甫從大學畢業的小女兒怡嘉，以及忘年

之交的泳霈，再加上泳霈的同事容羽，頓時

找到三位小隊輔姐姐，就差一位了。在活動

前二週，學員原本僅有三、五位，距離十人

開班的人數還有段差距，還好在大家的努力

招生下，最後達到了開班門檻。

真是不能小看這個二天的活動，雖然只

有二組共十一名的學員，其籌備的工作或人

力不能小覷，除要有小隊輔陪著孩子們外，

為使上課場地的氛圍吸引孩子的專注力，要

有美編人員構思圖案佈置，還要有指揮官整

隊、管理學員行為與上下課的規矩，更重要

的是要有點心阿姨隨時補充餅乾，讓學員下

課時間可以解饞或補充能量。更難能可貴、

令我敬佩的是授課的講師們，因為我負責企

業教育訓練多年，聘任講師的鐘點費少說一

小時1600元，高則一小時6000元到10000元
間，而二天課程的所有師資都是無償的志工

活動前二天召開meeting，這時更覺得
團隊力量大，所有熱心、願意付出的伙伴們

聚集一起討論與分配工作。志豪雖然只能在

第二天拍照，他也來參加meeting。聽著PM
小魚ㄦ的整合說明，接著由營隊長挑起擔

子，分配彼此的任務，以使得大家當知道心

中著實安定不少。

活動前二天召開工作會議，這時更覺得

團隊力量大，所有熱心、願意付出的伙伴們

聚集一起討論與分配工作，在最有限的時間

裡做好事前的準備工作，而第四位小隊輔永

翔的出現，以及有豐富經驗的小學老師景文

擔任值星官，心裡更踏實了。會後大家一起

探勘場地。，圖案美編部份續由去年最獲好

評的薇涵與熱心又專業的芳玉負責。至此，

大部份的工作皆在掌握之中。

雖然，寫到這好像很瑣碎，但是我很

感謝與珍惜這個團隊，大家只因為相信、願

意，將暑期裡的週六日貢獻在未知的一群國

中生身上。

第一天活動，大夥依約早早來到分工

佈置，學員的父母也提前到課堂，在不慌不

亂之下，按著時程揭開國中營隊夏令營的課

程。由於這是靈山文教基金會主辦的活動，

由法師主持始業式，這也令我開了眼界，法

師很莊重也很有效率的開場歡迎學員。於

是，二天的課程正式登場囉。

學員中有姐妹、姐弟檔，但畢竟這般青

澀年齡的孩子，不會主動互相認識，所幸第

一門課由東賢老師破冰的相見歡遊戲，打開

陌生的人際線！國中真是個尷尬年紀，有童

真、有扭捏，畢竟，我們也曾有過Teenage
時期，好動、靜不下心、喜惡明顯，但是上

課的老師們功力超強、超專業，讓十一位青

少年能照著他們們的指令，服貼、安靜、參

與、配合，非常地佩服。想想這課堂的氛圍

與課程設計，以及富教學經驗的講師們的指

導與示範，在在影響著每一位孩子們的身心

靈。

二天活動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最後一門

課「舞出快樂的暑假」！乍看名稱誤以為是

教授跳舞，可是沒想到銀蓮老師拿來一條粗

繩子，要孩子們加上隊輔共16位玩跳繩，遊
戲規則是每個人只能跳一下，並要求先設定

目標，七嘴八舌後，從160下改為16下，大

堅強的工作團隊是夏令營的護航者

兒童營 營隊長 林芳玉

制，如同脫僵的野馬，唉！果然如此，但看

到他們親蜜的抱著妳，阿！這時又覺得他們

很可愛，真是矛盾阿。

小孩養成時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在與

人互動的禮貌態度上更為重要，在課程當中

講師循循善誘，鼓勵小朋友要注意禮貌和尊

重別人，但這不只是課堂上教的，現在多數

父母將孩子寵上天，基本教養卻是缺乏的，

若父母能多花點心思在孩子養成，未來在職

場上的成就更加優秀。

青少年營和兒童營志工 劉珠嬋
拜今年六月中換了新手機增加網路功

能之賜，許久不見的淑瑜馬上透過Line連上

家沒想到操繩手要二位，就只剩下14人，那
麼要如何完成任務呢？呵呵～當我拿著iPad 
攝錄跳繩的過程，自己常有要跳起來的動

作呢！原來每個人的能力不同，有人不會從

外面跳進正在甩的繩子內，有人必須站在定

點在原地跳一下，也有人不費吹灰之力順利

地跳完，孩子們沒有一起討論要如何達成目

標，但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敗中，慢慢地磨

合出共識與團結。二個最靈光又聰明的孩子

自告奮勇各自再跳一次，終於在快一個小時

達陣了！聽到他們的歡呼，在場的大人們也

為他們高興。原來，甜美成功的結果並不是

英雄一個人做到的，而是大家一起歷經挫折

考驗並有志一同努力做好的！

青少年營 小隊輔 陳永翔
第一次參加靈山文教基金會所舉辦的

青少年4Q快樂成長營，擔任小隊輔，一開
始接觸相當陌生，從開始的工作會議及前置

作業，可以感受工作人員對此活動有充分的

準備，亦期望能給參與的學員們充實的二天

課程。在這二天的課程中，亦與學員們一同

學習，從中亦獲益良多，經由課程講授、影

片欣賞、遊戲活動、心得分享等課程，讓

學員們得以增進人際關係、情緒管理及潛能

開發。在與學員們互動的過程中，發現每位

學員都有相當學習的意願，亦充分發表自己

的想法，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相信他們在

這二天的學習課程中都有所成長，對於我而

言，也是一種很棒的體驗及美好的回憶。

心調製出健康美味的蔬食料理，也都是我念

念不忘的。希望往後有機會，大家再一起當《

青少年和兒童4Q快樂夏令營》的快樂志工。

兒童營 小隊輔 鄭玫君
第一次參加靈山文教基金會舉辦的夏令

營，因為平常很少接觸小朋友，報名時選擇

了香積組，在廚房裡幫忙切菜準備食物，後

來因為報名的小朋友人數較多，被分配到擔

任小隊輔的工作，剛開始知道這個消息覺得

很緊張，感覺國小的小朋友應該很難控制。

活動當天，同樣是小隊輔的夥伴告訴我他的

經驗，他說：「不需要管教小朋友，只需要

陪伴。」，抱持著這個心情，我變得比較輕

鬆，和他們一起上課，鼓勵他們發言，發現

他們有很多創意、很純真。

雖然小朋友們high起來時有點難控制，
兩天夏令營結束，感覺快虛脫了，但也學到

一些和小朋友相處的方法，心覺得滿滿的，

很充實。感謝辛苦的值星官和一群有經驗的

工作夥伴帶領，感謝介紹我來參加夏令營志

工的朋友，明年我會再來當志工

我，問我最近在忙什麼？7月27日和28日及8
月3日和4日這四天有沒有空？有什麼事呢？
每年一度的靈山文教基金《青少年和兒童

4Q快樂夏令營》又要開始了，請把時間留
下來喔，好啊！正巧沒事。因此有幸再度參

與靈山基金會《青少年和兒童4Q快樂夏令
營》的活動，當一名快樂的志工。

這已是我第三度參與此夏令營的志工，

志工的工作有許多種，但我都被分派到最輕

鬆拿手的行政志工，協助小朋友辦理簽到、

午餐點心擺放、環境佈置整理、輔助拍攝學

習動態、工作補位、以及臨時發生事項的處

理等，三年下來已更為得心應手，只是每一

年的小朋友，無論在年齡層、人數、性格等

等都不同，但都非常有趣，能與大家共度四

天學習時光，從中學到不少新的知識和遊

戲，也增進因應特殊小朋友的方式，更從大

家互相激勵及課後的檢討當中，瞭解到需要

改進的地方，可以讓未來的服務更精進。

感謝有這樣的機緣在清靜的佛堂中學

習，法師和上課老師的教導，許多大小朋友

的互相激盪，法師、香積阿姨和哥哥們所精

附註
註三：如《增一阿含

經》卷五十：「父母

生子，多有所益；長

養恩重，乳哺懷抱。

要當報恩，不得不報

恩。」《孝經》（三

才章）：「夫孝，天 之經也，地之義也，

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

註四：孝順的善報，如：《雜阿含經》卷

四：「如汝於父母，恭敬修供養，現世名

稱流，命終生天上。」《增一阿含經》卷

十一：「有二法與凡夫人得大功德，成大

果報，得甘露味，至無為處。云何為二

法？供養父母，是謂二人獲大功德成大果

報；若復供養一生補處菩薩，獲大功德，

得大果報。是謂比丘，施此二人，獲大功

德，受大果報，得甘露味，至無為處。是

故諸比丘，常念孝順無養父母。」《賢愚

經》卷一：「出家在家，慈心孝順，供養

『可不可以請妳一同參加營隊』

『可不可以請妳當國小營的營隊長』

啥米！一切就從可不可以發生了，也就

因為可以，讓我體驗不同的課程及學員，當

初想說自己從事的工作是做教育訓練的，但

是這個營隊與我想的不同。

靈山文教基金會主辦的「青少年（國

中）夏令營」和「兒童（國小）夏令營』，

工作團隊是由一群無給薪的老師和志工所組

成，它的成立是希望讓小朋友於暑假期間

體驗不同的營隊，營隊的架構是以4Q為核
心，讓小朋友學習到人與人互動、啟發自我

的同理心，學習思考發揮創意等，多達7-8
門課程。

然而每位老師真是佛心來也，犧牲自己

美好的假日，分文未取來教導小朋友們，而

且教學完全不打折，香積組的志工媽媽更是

不辭辛勞準備大家的午餐和點心，更重要的

是全程有10多位的志工全程陪同照料，透過
這個營隊也讓我學習到與小朋友相處，之前

認為國小小朋友是惡魔要化身，完全不受控

大朋友陪伴著小朋友一起度過快樂的暑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