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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念處
專欄

四念處又稱四念住，其內容為身念處、受念處、

心念處、法念處的如實觀察，令心安住正念。經中稱

之為能淨諸眾生，越憂悲、滅惱苦，得如實法的「一

乘道」。它是大小乘觀行初門，四念處的念為能觀之

心，處為所觀之境，能所冥合，唯是一心。經由觀察

自他內外的身、受、心、法四境，如實覺了自己身心

當下情況，正念正知其無常、苦、空、無我性，而調

伏滅除無明、見、愛等煩惱，可對治凡夫外道的四種

顛倒：諸不淨法中淨顛倒，苦中樂顛倒，無常中常顛

倒，無我中我顛倒。

一位安寧病人（生命老師）的示現

「許醫師！請幫我打一針，讓我死了吧。」

阿明32歲未婚，是一位口腔癌併肺轉移及左臉頰
惡性傷口的末期病人，因為左臉頰惡性傷口感染、發

燒以及重度疼痛而住入安寧病房治療。其傷口腐爛、

惡臭、易流血，同時長蛆，左半邊臉皮只剩一些皮瓣

連在頸部，皮瓣下可見血管筋脈連持著。護理師在換

藥時都需小心翼翼的，約需一小時多的時間才能換

好。阿明知道自己來日不多，身心承受極大的痛苦，

希望醫護人員能讓他安樂死，早一點死掉算了。  
從生命老師阿明身心所示現的整體性痛苦，令

我想到省庵大師不淨觀頌：「腐爛應難睹，腥臊不可

聞；豈知膿潰處，蘭麝昔曾熏。薄皮糊破紙，爛肉棄

陳羹；膿血從中潰，蠅蛆自外爭。」以及於《大般若

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六十八的第六分念住品，有關

本文作者許煌汶醫師係，畢業於高雄醫學院醫學系，
目前擔任財團法人天主教若瑟醫院胃腸肝膽科主治醫
師。工作之餘，積極推動佛教臨終助念，幫助有情眾
生減輕痛苦，獲得安樂。並曾擔任台灣安寧緩和醫學
會專科醫師及台灣安寧照顧協會監事。

四念處的教誨，言及修觀身不淨時：「觀察此身，從

足至頂，唯有種種不淨過失，無我、無樂、無常敗

壞，腥臊臭穢筋脈連持，如斯惡色誰當喜見？」同時

修觀受念處時，思惟：「諸受皆苦，有情顛倒，妄起

樂想，異生愚痴，謂苦為樂，聖者但說一切皆苦」而

修觀心念處及法念處，也如經文思惟其無常、苦、無

我性及作調伏對治。如是觀已，身中貪欲、執身我見

皆得調伏減輕，由此便能順諸善法。

我與團隊人員回應阿明說：「我們會盡力緩解你

身心的苦痛，與你的家人在場陪伴你，不會遺棄你，

但是團隊人員不會也不能作安樂死的行為。」經由團

隊人員的整體性照護，其傷口惡臭、疼痛與焦慮不安

等都能緩解。同時家屬有恭請法師來為阿明開示佛

法，引導他一心念佛，發願往生到無有眾苦但受諸樂

的西方極樂世界去修行，究竟離苦得樂，乘願再來幫

助眾生，阿明也能信受奉行。

思惟四念處對念佛的助益

一、思惟苦諦，調伏愛取，厭離娑婆：藉由生命老

師的示現，更能體會三界五陰身心無安皆苦，漸能調

伏身心的愛取。從而激發自己的出離心與菩提心，我

一定要學佛、念佛了生死，圓成佛道度眾生。
二、思惟極樂淨土清淨四念處，能啟欣求之願心：

西方極樂淨土，是無為涅槃界，觀淨土之身皆是容色

微妙之自然虛無之身、無極之體的法性生身，究竟清

淨，此是其身念處；觀淨土之受，純不思議樂受，

無有眾苦逼迫；觀淨土之心，唯一平等真常之心，遠

離生滅無常；觀淨土五陰之法，八自在為我。如是具

常、樂、我、淨四德，能啟欣求極樂之願心。

但是我是一介生死凡夫，無量劫來於三界流轉，

無有出離之緣，要如何此生就能了生死呢？平時身心

應如何安住呢？感恩慶幸佛慈悲宣說四念處與阿彌陀

佛淨土法門，經由上述四念處的思惟，激發自己厭離

娑婆與欣求極樂淨土的願心。進而將現前一念心性安

住於專念阿彌陀佛名號，無疑無慮，乘彼佛願力，加

上心力與法力的三力加持，定得往生。而持名念佛，

由藕益大師所開示的《念佛即禪觀論》，可知雖似與

念自佛的四念處觀相異；但所持之名，當體無非一境

三諦，能持之心，當體無非一心三觀，全性起修，全

修在性，其旨趣實與修止觀以及「是心作(憶念、稱
念)佛，是心是佛」究竟同也。

                                                                       
小結

這些年來，從事末期病人的安寧療護以及為臨終

者／亡者助念的實務經驗中，激發自己省思身心安身

立命的生死問題。何其感恩、慶幸，能得聞佛法與彌

陀淨土法門，作為自己安心起行的決定之業。誠如善

導大師在《觀經四帖疏》所言：「一心專念，彌陀名

號，行住坐臥，不問時節久近，念念不捨者，是名正

定之業，順彼佛願故。」祈願有緣見聞者，信願念佛

皆不退！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
（103年1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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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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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坐健身
班第292
期開課

2014.1.2(
四) 

台北
講堂

禪坐及靈山氣
功

003
春節社區
關懷

2014.1.4
(六) 

石碇
探訪石碇地區
獨居老人及貧
苦感恩戶

004

釋迦法會(
本師釋迦
牟尼佛成
道紀念日)

2014.1.8
(三)

台北
講堂

誦經、禮佛、
拜願、臘八粥
供眾

005 歲末聯誼
2014.1.12
(日)

靈山禪
林寺

上人開示、年
度建設報告、
一年來回顧

006 千佛法會

2014.1.31
(五)～
2014.2.2
(日)

靈山禪
林寺

禮拜三千佛、
感恩三寶慈光
照拂、祈求新
年風調雨順、
災障普消、廣
增福慧

007
光明燈開
燈法會

2014.2.14
(五)

台北
講堂

誦藥師經

名　稱 主　講　人 時　間

藥師寶懺
共修

行河法師 
主持

每週四晚上
07：0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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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關懷

安寧療護中的四念處教誨

如何陪伴孩子像陪伴菩薩或天使一樣
■  許禮安

專題論述

生命關懷

■許煌汶

去演講加旅遊，還和媽咪去十趟科工館玩一整天，

我本來就不在意他的功課，但是今年暑假結束前，

他跟媽咪講了一段令我們很感動的話：「媽咪暑假

陪我很辛苦，所以我生日拿到的紅包錢要分一半給

媽咪。」

七、你年紀最小考最後一名也是應該的

我兒子是八月底出生，小一開學沒多久，我就

給他心理建設：「你是全班年紀最小的，所以考最

後一名也是應該的，如果你成績考太好，其他同學

會很難過。」這是我的標準：希望兒子可以快樂的

學習與成長，假如兒子考最後一名我都不在意，他

就不會有功課的壓力，所以現在升上小二，他還是

每天很開心的上學。

我在本土生命繪本的親子演講時，問過學員媽

媽們：「給你小孩考最後一名好不好？」大多數正

常的媽媽會說不好，有的說：「我小孩只要不是最

後一名就好。」這個念頭相對是在咀咒最後一名最

好都給別人家的小孩，我說：「你們怎麼都那麼壞

心！」媽媽們就很尷尬的笑了。

我在佛教團體就講這句名言：「但願眾生得離

苦，不為自己求安樂」。如果得最後一名對小孩和

家長都是痛苦的，那就讓我兒子最後一名好了，同

時可以讓其他家長和小孩都開心，反正我不在意成

績，只在意他有沒有學到東西。我只要兒子學會閱

讀、養成習慣，他就可以終生受用，即使他學習速

度緩慢跟不上同學，但是長久累積總有收穫，至少

不會像許多考生在大考完後就燒書或把書當廢紙回

收。

我很早就知道考試範圍的成績優異是很狹隘

的，大人都知道「學海無涯」，卻又篤信「成績至

上」。考試範圍明明就只有一個小圓圈，圓圈之外

廣大範圍的其他沒考到的能力，才是可以讓孩子生

存在這個快速變遷世界的關鍵。我自己小時候每到

越接近考試，就越是讀不下考試範圍的書，於是越

到考試我就越要讀課外書，我相信自己知道很多醫

學系高材生沒興趣學習的知識。

我們家只有教兒子：「吃飯不落人後」，動作

慢沒關係，吃飯還輸人家是會餓死的，以前男生上

過成功嶺的都知道如何搶吃飯才能飽。今後我們還

會教兒子：「做好事不落人後」，我兒子小時候還

不會說話時，看到電視或路上其他小小孩在哭，他

也會跟著哭，我會教他說：「你給那個小朋友『惜

惜』（台語）。」朋友邀約聚餐吃飯時，我們都跟

朋友這樣說：「聚餐吃飯不用約，但是做好事要記

得約我們！」

八、八歲就要開始打工體會民間疾苦

我記得小時候我媽在夜市賣水餃和酸辣湯，

所以我國小就開始體驗「夜市人生」。國小放學要

先到夜市幫忙擺攤、升火、煮開水和大骨湯、排

桌椅、擦桌椅，到晚餐時段大忙，要幫忙收碗盤、

擦桌子、包水餃、端盤子。一直到大學讀高醫醫學

系，家裡賣麵，我三餐都回家吃飯，理所當然要幫

忙，還邀約醫學系同學來我家吃麵，從不曾覺得自

己不如人，知道父母賺錢辛苦，就會節儉但卻不會

自卑。

我老婆從小打工，讀護理半工半讀加上助學

貸款，聽她說過護理工作之外的有早餐店、泡沫紅

茶、花店、禮儀公司等，所以多才多藝，像孔子說

的：「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因此兒子還在娘

胎時，我們就講好：「八歲就要讓兒子去當童工，

以免將來不小心當上官員，會被百姓恥笑不知民間

疾苦。」為何選在八歲呢？因為我和老婆都大約在

這個年紀開始工作。

兒子今年過完七足歲生日隔天就是小二的開

學日，他說他是八歲，我們稱呼他「店小二」。既

然已經八歲，在家吃飽飯就叫他：「店小二來擦

桌子」，做家事之外已學會用電鍋煮飯。光這一點

就贏過半數的國中生，我曾在花蓮某國中對全校國

一、國二學生演講「生命教育」時，問：「會用電

鍋煮飯的舉手？」竟然還不到一半。

九、功課是自己的事是你會被老師處罰

我們讓兒子去讀不用寫功課的幼稚園，到國小

必須寫功課，我們讓他知道功課是他的事情。我們

說：「隨便你要寫多久，反正你功課沒寫完，是你

去學校被老師處罰，老師又不會處罰爸比媽咪。」

幼稚園大班上正音班開始學寫字，我跟老師寫聯絡

簿：「不用太早學寫字，反正以後寫字機會越來越

少，都是打電腦。」「我兒子是左撇子，認字是圖

像思考，寫字像畫圖，希望老師不要太強求筆順。

」

我老婆寫「關於寫功課這件事」：「老實講功

課不多，只是要寫字，小孩面對寫字，只能說無敵

慢，因為他說他住烏龜國，爸爸媽媽只能等他慢慢

寫。面對功課這件事，我想他需要學習時間管理，

寫功課和上學都是他的事，作業忘了帶是他的事，

功課寫完就是他的遊戲時間，寫快寫慢由他自己決

定，唯一的規定是功課寫完之前不可以玩玩具及做

其他事。」

我們對兒子有時候就用「反向要求」，晚上他

說睡不著，我們就叫他當貓頭鷹不准睡，這是繪本

教的，他就會說我才不要，當然很快就睡著了。寫

字一直很慢，中間還要偷玩和發呆，我們就會叫他

慢慢寫，反正寫很久就不能看卡通也不能玩玩具，

於是他就會變快，何況不變快也沒關係，我們就是

以讀書和寫作陪他一起做功課而已。

我有過青少年的叛逆期，現在回想起來，要感

謝我媽當時都叫我：「禮安啊！趕快去睡覺，不要

讀書讀那麼晚。」於是我就偏要讀書讀到很晚。我

後來懷疑如果當時我媽說的是：「你要認真讀書」

，我會不會就故意不讀書了。青少年難免有「越講

越故意」的情況，當父母親的要有一點寬容和耐

心，對孩子逼太緊只會「狗急跳牆」。

十、尊重孩子長大選擇宗教信仰和職業的自由

我雖然吃素已超過二十年，從小嗜吃山珍海

味，吃到某年發現再這樣下去可能會還不完，於是

就此改吃素。我不會因此要兒子從小就吃素，不然

對他太不公平，我等兒子長大後自己決定是否要吃

素、要信什麼宗教、要從事何種職業。

很多人會問我兒子：「你爸是醫生，那你長大

要不要當醫生？」我討厭大人這種無聊的問句：「

你爸是總統（清潔工），那你長大要不要當總統（

清潔工）？」試想你會這樣問總統或清潔工的小孩

嗎？這是一般大人未經思考而加給孩子的枷鎖。我

兒子小時候說：「爸比是醫生，媽咪是護士，我長

大要開救護車去救人！」多好啊，可以變成家族企

業。後來他陸續說：「我要開垃圾車去收垃圾」，

「我要開消防車去救火」，「我要當昆蟲學家」，

「我要當警察去抓壞人」。

有次我爸媽聽到就說：「當警察很危險！」我

和老婆直接就回話吐槽：「那當醫生就不危險嗎？

」聽說醫師的保費額度在台灣還高於軍警呢！我兒

子後來喜歡樂高玩具，說他長大要當樂高工程師，

但他也很喜歡樂高的警用摩托車。我們都覺得只要

不危害社會人群，他長大想要當什麼都好。

我還在讀醫學系的時候，就和同學討論過：「

假如將來兒子長大說要考醫學系，你會如何？」有

同學很高興家學淵源，有的說「不好吧！不要啦！

」我說：「先把兒子吊起來打一頓，然後，如果他

還是要去讀醫學系，將來不論結局如何，就怨不得

別人！」我希望不是家長幫他決定，不然將來一定

會怪是家長害他，讀醫學系和當醫師都很辛苦又危

險，當然要他歡喜甘願。

十一、希望兒子記得爸比最常跟他講的一句話

我看過一個報導：研究者詢問國小學生：「你

爸爸最常跟你講的一句話是什麼？」統計獲得第一

名的竟然是：「還不快去做功課！」有孩子調皮搗

蛋，他寫的答案是：「去把棍子拿來！」可想而知

他經常被爸爸修理。有孩子的爸爸大約是草莽個性

或中低階層，答案只寫了一個字：「幹！」

當父母的有檢討過自己最常對孩子說的一句

話，或是會讓孩子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是什麼嗎？

我決定要從小對兒子講好話，你希望他將來寫什麼

答案，現在就要常常跟他講。我自己小時候是嚴父

慈母，據我媽說：我爸從小不曾幫我們換過尿布。

我在安寧病房接受護理師的教導，學會如何幫臥床

昏迷的末期病人翻身換尿布，後來有了兒子，換小

孩的尿布當然更是輕而易舉。

我和爸爸之間從小沒有甜言蜜語、沒有肢體

接觸，現在才想辦法要彌補，可是我和兒子不可以

再錯過這個階段。我從小就和兒子抱抱親親養成

習慣，每天晚上關燈睡覺前要親嘴，然後說：「晚

安，我愛你！」早上要叫兒子起床時，要親他再

說：「早安，我愛你！」出門演講前（因為現在一

起和他走路上學再去上班）要說：「我愛你！」

我在高雄社區大學、美和科技大學、千佛山

都開過「生死學」課程，在家從小就給兒子生死教

育。我希望兒子想到爸比時，不是只有：「還不

快去做功課！」生命如此美好，來這世間能當家人

是奇蹟，要珍惜彼此的對待。我希望如果有天我

睡著就沒再醒過來，兒子會記得爸比跟他說的一句

話是：「晚安，我愛你！」假如我出門遇到意外再

也回不了家，他會記得我跟他說的：「早安，我愛

你！」

十二、拜佛是好事怎麼可以變成做錯事的處罰

佛光山星雲大師說：當他還是小沙彌的時候，

他的師父總是處罰師兄弟做錯事去拜佛。當時他一

直想這樣不太對，做錯事被師父罰拜佛，拜佛是

好事，怎麼可以拿來當作處罰？那麼，大家看到有

人在拜佛，就會聯想到他一定是做錯事。後來等星

雲大師自己成了師父，他就改變規定：「弟子做錯

事，處罰他不准拜佛！」

我聽過兩個故事，其一：有個人在拜觀世音

菩薩的時候，看到旁邊有人也在拜，一看分明就是

觀世音菩薩，很不解的問：「您為什麼還需要拜自

己？」觀世音菩薩回答：「因為求人不如求己！」

其二：聽說有小孩在佛寺的大雄寶殿撒尿，被大人

痛罵一頓，小孩很鎮定的對大人說：「佛經上說：

十方三世都有諸佛，請問我可以向哪邊撒尿呢？」

這個孩子就是菩薩來的，大人只會在意表面的事

情，卻不知道事物的真相與本質。

我演講時把兩個故事串在一起講：有個小孩

不小心死掉了，到了一個地方，有天使告訴他：「

前面有兩個門，你去排隊，一個是往天堂，一個

是往地獄。」天堂門前大排長龍，地獄門口沒人，

小孩去排在地獄門口第一個。天使怕小孩沒聽懂，

就問他：「你看大家都排隊要去天堂，你是不是弄

錯了？」小孩很自在地說：「沒錯啊！我媽交代過

我：人多的地方不要去！」這個小孩轉世投胎之後

就發願：「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地獄未空，誓

不成佛！」這就是地藏菩薩的前世今生。

我討厭「錦上添花」，期待可以「雪中送炭」

與「濟弱扶傾」，當大多數醫師都想要「治病、救

命」的成就感，我卻堅持要走在「解除痛苦（醫

療的第三任務）」、陪伴臨終與收拾殘局的安寧療

護。我希望兒子將來不要跟大家一樣：一窩蜂地走

在追求名利的道路上，因此我一定會交代與提醒兒

子：「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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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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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9：00

藥師經法會 每月第二週日 週日 上午09：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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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講堂台北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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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論述／生命關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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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釋淨行

（一）父母對子女

據「長阿含經」卷十一「善生經」

所述，父母對子女的應盡之責如：

1. 重視子女生活教育，不令其誤入歧
途，為非作歹。（「制子，不聽為

惡」）

2. 培養子女正確價值觀，指示其人生
正道。（「指授，示其善處」) 

3.以慈愛之心照顧子女，入骨徹髓。 
（「慈愛子女，入骨徹髓」）

4. 幫助子女成就美滿的婚姻。（「為
子求善婚娶」）

5. 隨時供給子女所需的一切。（「隨
時供給所須」）

「長阿含經」卷十一「善生經」

5. 不讓子女擔負債務。（「中阿含
經」卷卅三：「令子不負債」）

綜合而言，父母生養子女，除了

物質上的付出外，教育誠為不可或缺之

部份。較之學校的知識教育，家庭教育

關乎人格的陶治，因此更形重要。佛陀

給我們的指示，就是要父母注意子女教

育，令其對人類社會有所貢獻，這樣不

但是對子女負責，亦是對社會負責。中

國人謂「養不教，父之過」，同一義

也。

父母付予子女慈愛的關懷，細心的

呵護，待人處世的指導，必要時在人生

的道路上助其一臂之力。佛陀之教，不

外乎此，這也是古今中外為人父母者的

共通之道。（本課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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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年9月功德錄（續）

102年10月功德錄

前言

在兒子很小的時候，我看著他睡覺的樣子，就

把他想像成一尊臥佛，他一直是我們家的小臥佛。

我因此發現佛經上寫的「四小不可輕視」的秘密：

小沙彌不可輕視，因為將來他會變成大師父；小王

子不可輕視，因為長大會成為掌管生殺大權的國

王。總括而言就是：小孩不可輕視，因為他是「未

來的主人翁」，可是有很多現在的主人翁根本就沒

把未來的主人翁放在眼裡！

我在一些演講當中偶爾會穿插我兒子的小故

事，強調的是我和老婆共通的與眾不同、不願從眾

的教育態度，以及我從心也重新學習如何認識這

個世界的方式。於是決定寫下這篇關於「兒童教育

與陪伴」的文章，告訴這些大人們應該如何陪伴小

孩：要像慈視眾生、像陪伴菩薩或天使、像對待臥

佛或耶穌基督一樣。

一、從孩子的位置與角度看世界

我小時候的記憶有很大部分的缺損，我都說

是：「我腦袋的記憶體容量不足，所以自動逐步刪

除兒時記憶」，我跟老婆說：「人家失智症是新

的記不住、舊的很清楚，我則是新舊記憶都逐漸模

糊。」兒子還小的時候，我們帶他去家樂福買東

西，我突然想到：「我小時候究竟是怎麼開始認識

或看到這個世界的？」 於是我決定蹲下來跟兒子同
高度，我的視線朝向貨架上看去，恍然明白：東西

都堆到天上去了。

我後來演講時開玩笑說：我們的家只有兩種，

一種是二聲的「豪宅」，另一種則是三聲的「好

窄」，那麼要如何把好窄變成豪宅呢？不用努力

賺錢買豪宅，只需要學我兒子趴在地上往天花板一

看，「哇！我家天花板挑高耶」，瞬間就可以變成

豪宅了。而且，反正豪宅都是外勞或管家在享用，

主人通常很少有空在家，所以要住豪宅最快的方法

不是努力賺錢，而是直接去應徵外勞或管家。

我有時會說：你可知道小孩為何經常會在百貨

公司走失嗎？那是因為小孩的高度只能看到媽媽的

大腿或小腿，而百貨公司總是有那麼多的美腿，小

孩很容易就認不出哪一雙腿才是自己的媽媽，於是

就會跟媽媽走失了。大人們用他的角度看這個世界

的時候，卻不知道小孩和小人物能看到的竟是如此

不同。醫護人員家屬與志工用健康的角度看待「病

情世界」時，可以眼觀前後左右四面，卻不知道末

期病人是躺在床上只能看著上面的天花板，而且「

病床六尺，就是我的世界」。

二、從小被大人教育有錯就怪別人

有很多家長（特別是阿公、阿嬤）在小孩跌倒

時，都會打地板、罵地板給小孩看，責怪說「都是

地板不好，害我金孫跌倒。」我一直都覺得這種大

人和這樣的教育模式有病，地板一直都在那裡啊，

請問它到底招誰惹誰了？這樣被教育的小孩長大之

後，自己犯錯就怪別人：「大家都闖紅燈，警察為

何只開我罰單？」「大家都有A錢，為何只有抓我
去關？」這是光有賭徒性格卻無「願賭服輸」的氣

魄！

台灣人其實多半都是海盜的後代，不管是西班

牙、荷蘭、鄭成功或日本來佔據與統治台灣，能夠

渡海來台就是某種程度的海盜。海盜性格的典型表

現就是：「贏的就整碗捧去，輸的就趕緊落跑。」

跑太慢就會被抓起來，小則被關、重則殺頭，這就

是現實的社會。我看到社會新聞，家長說：「我兒

子本性不壞，都是交到壞朋友被帶壞的」，我很想

對這種笨蛋家長說：「你兒子才是別人家兒子的壞

朋友啦！」

我兒子從小走路跌倒或撞牆，我們就教導他：

「地板（牆壁）本來就在那裡，是你自己去撞它

的，你會痛，地板（牆壁）也會痛啊，跟地板（牆

壁）說：對不起！」我不會叫兒子不准哭，我覺得

有血有淚才是個「人」，我看著他竟然能夠邊哭邊

跟地板（牆壁）說對不起。自己錯了就承認，不要

牽拖怪別人或拖別人下水，俗話說「不生，牽拖厝

邊（台語）」，我希望兒子長大是個哭笑自如、有

擔當的真人。

三、從小看繪本保護想像超能力

我很喜歡一句廣告詞：「想像力就是你的超能

力！」請問：太陽和月亮應該是什麼樣子？草原和

海洋應該是什麼顏色？可不可以有紫色的方太陽、

咖啡色的長月亮、藍色的草原和綠色的海洋？小孩

看繪本可以保有原始生命的超能力想像世界，大人

看繪本或許可以稍稍記起失落已久或被教育所斲傷

的生命本能。

我小時候台灣還沒有繪本，我有兒子才開始

看繪本，從兒子還不會說人話的時候就開始讀繪本

給他聽，我把繪本放在書櫃的最低層，這是提供養

成閱讀習慣的可近性。兒子兩、三歲時可以自己選

擇，我們就給他決定睡前要爸比或媽咪講哪一本繪

本？有時候可以選兩本讓他體會閱讀的快樂。後來

老婆給我機會，多半讓我在睡前讀繪本給兒子聽。

我老婆比較會改編，用自己的方式講繪本，我則是

原汁原味的照著繪本念，最近聽說這才符合繪本專

家林真美老師的觀念。

在我兒子還沒滿三歲進幼稚園之前，我就發現

他有時候會在晚餐後開始「發作」：把書架上他拿

得到的繪本一本一本抽出來翻閱，一個晚上可以翻

了一大疊，很像是在總複習。我都說：「這小子明

明還不認識字，所以應該是看著圖像，想著爸比或

媽咪曾經怎樣跟他講這個故事吧！」我因此知道孩

子是從繪本與圖像開始認識世界，後來才能夠進入

文字與文本，現在台灣出版界推動「橋梁書」則是

介於其間的過渡階段。

四、左撇子小孩來教育幼稚園老師

我從事安寧療護工作已經十八年，安寧療護

強調：「尊重末期病人的自主權與個別差異」。可

是，為何要等到一個人快死了，才想到要尊重他

呢？可不可以在他還健康的時候，就尊重他的自主

權？可不可以在你的孩子小時候，就尊重他的個別

差異、欣賞他的與眾不同呢？我們一整個世代的生

命教育都教錯了，孩子從小就被要求要合群、要從

眾、要和其他人一樣，可是假如孩子和其他人都一

樣，那既然已經有那麼多的其他人，根本就不需要

再把他生出來啊！

每個孩子之所以值得被生下來，就因為他和其

他所有人都不一樣，這才符合「生物多樣性」的物

種原理，人類才不容易因為大環境的變遷而絕種滅

亡啊！根據全世界的統計：左撇子在各類人種當中

都佔約10%。我妹小時候是左撇子，在當時的社會
環境與教育體系，她被我爸媽和老師強迫改換成右

手。當我發現我兒子是左撇子時，現在輪到我這個

「右撇子」做主，我決定尊重孩子的天性！

當兒子已經會用左手拿餐具自己吃飯後，有次

看到他用右手拿著餐具卻不會吃飯，我們才寫連絡

簿提醒幼稚園老師：「我兒子是左撇子，請注意餐

具不要放右邊，不要讓他以為必須跟別人一樣用右

手。」我自己是佛教徒，吃素超過二十年，當我看

到兒子在天主教幼稚園裡面，用左手在胸前畫著十

字，我很高興養出一個與眾不同的兒子，我要等他

長大自己決定宗教信仰以及繼續吃葷或改吃素。

後來班上又出現兩個左撇子小孩，老師說：「

當幼教老師二十幾年，第一次發現這麼多左撇子。

」請注意兒子的班上大約三十人，平均應該每年每

班三個左撇子，可能只是老師的心眼沒打開。有人

跟我說：「讓你兒子也學習用右手吃飯寫字，左右

開弓會更聰明喔！」我說這是「右撇子沙文主義」

！除非你會要求所有的右撇子家長也來教孩子通通

練習用左手吃飯寫字，說服這90%的右撇子孩子的
家長，讓他們相信「孩子可以左右開弓會更聰明」

如何陪伴孩子像陪伴菩薩或天使一樣
專題論述

生命關懷
甲、前言

乙、本論

一、佛教對於親子倫理的重視

二、佛教父子倫理實踐要道

理想的倫理實踐是建立在自他雙方

的自然互動之上，並非一方一廂情願所

能企及。在父子倫理中，父固然應慈，

子尤須盡孝，彼此實有其相對之責任與

義務。但是這不是說必待父慈，子才須

孝，像這樣有條件的付出，不符道德利

他的要求。只不過父子關係要能圓滿融

洽，有賴雙方共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大學」云：「為人子，止於孝；為人

父，止於慈」，父子倫理的「父慈子

孝」，其實是互待互成的。佛典中對於

父子倫理的具體闡述，不僅在於子女的

盡孝之道，尚包括了為人父母的教養之

責。以下便介紹佛教父子倫理的具體實

踐方式。

，請注意美國2000年三位總統候選人都是左撇子，
而且從那時到現在都是左撇子治國！

五、幼教要先教台語和台灣民間故事

我兒子三足歲去讀幼稚園在開學的第一天，老

師很巧就講了白雪公主的故事，我不想太早用外國

童話故事污染兒子，所以我暫時不買安徒生童話、

格林童話和伊索寓言等繪本給兒子看。因此兒子今

生上學的第一天晚上，我就不客氣的給老師寫聯絡

簿：「請老師不要先講白雪公主的故事，可不可以

先教台灣民間故事！」

後來發現兒子的幼稚園有教美語，兒子竟然有

英文名字，念起來是「俊」，我很排斥這件事，於

是又給老師寫聯絡簿：「請老師不要先教美語，可

不可以先教台語！」幼稚園其實有教一些台語，我

們家裡現在儘量講台語，因為先前阿公、阿嬤竟然

都和金孫說國語，而我們也忽略了，害兒子現在台

語稍微會聽卻不大會講。

台灣的教育讓我們似乎跟外國人比較熟，於是

長大之後就很容易變成外國人，現在從國小義務教

育就開始教英文，從幼稚園就開始給他外國名字，

將來就只會更快亡國滅種。這是台灣基礎教育失敗

的根源，各個領域都有類似的狀況，我去高師大美

術系的系學會演講時曾經問過美術系的學生，照樣

講不出來台灣有畫家。

我以前聽到畫家就直接聯想到：米勒、莫內、

梵谷、高更、畢卡索，奇怪我們認識的畫家怎麼

都是「阿兜仔」？直到人在張啟華文化藝術基金

會，才開始講得出：楊三郎、李石樵、廖繼春、李

梅樹、劉啟祥、張啟華等台灣前輩畫家的名字。我

常說：「外面有自稱他是台灣人的，你就考他這一

題：請講出五個台灣的畫家？」

六、學才藝上安親班要尊重孩子的自主權

我在演講安寧療護強調，不只要尊重末期病

人，應該在還健康的時候，我們就希望有人尊重我

們的自主權、欣賞我們的與眾不同，現在則延伸

到：在孩子還小的時候就應該尊重他，將來他長大

之後才知道要尊重別人。可是大部分家長父母親強

迫孩子去學才藝、要補習、上安親班，都說：「我

是為他好！」卻沒想過將來小孩會長大、父母會年

老，將來他會跟主治醫師說：「醫師，你盡量幫我

爸媽插管急救，我是為他好！」那就是家長父母親

活該現世報啊！

我兒子幼稚園要另外繳費學才藝，我每學期

都問他，直到大班才決定要學才藝。兒子學鋼琴據

說是因為某個小女生也學鋼琴，幼稚園畢業時問他

要不要繼續學鋼琴，他就說不要了，雖然我妹妹是

鋼琴老師，我也不願意勉強孩子。至於學小提琴不

適應，起先是他覺得：「我拉一次就會了，為什麼

還要一直練習？」我都說：「這是孩子太聰明的壞

處，因為聰明與勤勞很難並存。」接著是看他手勢

不順與力道不足，我才發現是因為沒有左撇子專用

小提琴和用左手拉小提琴的老師，後來是兒子自己

決定不學了。

我們很早就告訴他：「花錢學才藝至少要學得

開心，學才藝如果不開心，爸比賺錢繳學費也很辛

苦，你如果不想學就告訴爸比，我也可以省錢，不

要兩個人一起痛苦。」我們並不會「肖想（台語）

」兒子長大變成鋼琴家或小提琴家，甚至不會期望

他變成鋼琴或小提琴老師，我自己小時候學過一兩

年鋼琴，到現在只記得「小蜜蜂」，所以幹嘛父子

倆要這樣浪費生命呢？

我兒子一直不願意上安親班，幼稚園上全天

不需要去安親班，升上國小一年級，只有週二全天

到四點，其他四天都在中午十二點，同學都去安親

班，他決定要上「媽咪安親班」，我們尊重兒子的

決定。寒暑假問他要不要去安親班，他說不要去，

去上游泳課和樂高課，暑假去澎湖、花蓮，陪爸比

﹝供養常住﹞
1,100元 黃衍成

1,000元 胡玉欣

﹝救濟﹞
4,000元 蔡欽終

﹝譯經﹞
152,000元 黃衍成

10,000元 周淑真王傳樹閤家

4,000元 胡玉欣

3,500元 張文菘

2,000元 潘家彬、沈榮欣

1,000元

李高青崴、黃彥
智、黃祺雯、黃
素娥、曹秀玲、王
珍莉

500元
李冉來、劉向蘭、
郝政道、【小白.小
黃】

400元
林夏、李桂蜜、王
黃鳳、周李寶玉

300元 范昌健、李虹慧

200元

呂詹好、呂玉茹、
薛昀軒、呂怡瑩、
黃騰輝、陳燕美、
黃俊凱、李佳紘、
李宜臻、李岱瑾、
陳聰明、林阿抱、
蔡博任、柯茂全、
林素珍、林世偉、
許麗霜、林品儒、
林庭瑜、許雪、李
榮森、李偉翔、李
冠廷、李宜馨、許
來傳、許卓碧雲、
王馨苹

100元
鄭玉獅、鄭勝宏、
鄭明展、楊富美、
陳秋汝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黃妍熙

﹝其他專款-尼泊爾鐘鼓﹞
3,000元 陳楷捷

﹝其他專款-美國光明燈﹞
25,000元 馬紹章、陳純英

7,500元 鄭本立

﹝隨喜﹞

500元
丁權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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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元 張郭梅、蔡欽終

500元 黃衍成

近
期
活
動

翦

影

同本異譯的經典有：「尸迦羅越六方禮

經」、「善生子經」以及「中阿含經」

卷卅三的「善生經」。在這些經典之

中，言上述五事，略有不同，「長阿含

經」卷十一之「善生經」所未載者，

有：

1. 讓子女習一技之長。（「六方禮
經」：「教計書疏」）

2. 讓子女秉持佛法正道處世。（「六
方禮經」：「教持經戒」，「善生

子經」：「教學經道經」）

3. 幫助子女建立事業。（「善生子
經」：「興造基業」）

4. 幫助子女發展事業。（「善生子
經」：「與謀利事」）

■ 許禮安

（下接第四版）

﹝禪林建設﹞

1,000元
蘇郁嵐、呂忠信、
張黃盡妹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黃妍熙

﹝禪林建設-藏經樓﹞
50,000元 邱美君

6,000元 林毓程

5,000元 劉惠美閤家

2,000元 魯緒惠

1,000元
黃麗容、呂信雄、
呂玉茹、陳昭惠、
梁實村、梁彭錦雲

﹝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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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6元 陳清惠

﹝弘法教育-禪氣功﹞
200元 陳越鳳

﹝供養上人﹞
3,000元 林毓程

1,000元 梁福栓

200元 張秉筑

﹝供養常住﹞
1,000元 胡玉欣

﹝救濟﹞
1,000元 朱明緯、胡玉欣

﹝放生﹞
500元 蕭素娟

﹝譯經﹞
100,000元 陳怡君

75,000元 朱明緯

10,000元 黃艷霞

8,000元 黃素蓉

6,500元 張文菘

6,000元 張能聰、林淑瑜

4,500元 郝政道

3,000元 胡玉欣

2,000元 魯緒惠、沈榮欣

1,000元
黃彥智、黃祺雯、
黃素娥、黃胤中

500元
李冉來、蕭素娟、
【小白.小黃.熊熊】

400元 林夏

300元
鄭立專、林歆惠、
范昌健、李虹慧

200元

呂詹好、呂玉茹、
薛昀軒、呂怡瑩、
黃騰輝、陳燕美、
黃俊凱

100元
鄭玉獅、鄭勝宏、
鄭明展、楊富美、
陳秋汝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黃妍熙

﹝其他專款-尼泊爾鐘鼓﹞
3,000元 陳楷捷

﹝隨喜﹞
1,000元 許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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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喜-講堂一樓活動看板費﹞
2,800元 黃素娥

三皈依法會
2013年9月7日，淨行上人於台北靈山講堂，

為新進佛子舉行三皈依法會，會中除了有皈依儀式

外，尚有佛法開示、傳燈等活動，會後，受三皈依

佛弟子與上人合影留念。（圖一～圖五）：

教育與弘法
一、2013年2月24日，美國漢譜

森大學恭聘淨行上人為該校導師，

該校董事長林春文居士，並於2013年
9月間，追隨上人飛往巴黎弘法考察
（圖六～圖七）；二、2013年8月11
日，台中靈山講堂恭請上人蒞臨台中

（圖八），為信眾開示。：

一、2013年5月30日，新店小
碧潭原住民部落發生火災，靈山

文教基金會捐贈救災款（圖九～

圖十）。二、2013年9月19日，新竹五峰鄉8歲田小弟不幸車禍喪生，
因家貧無力處理後事，靈山禪林寺代表前往關懷（圖十一）。

救災與濟貧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五

圖六

圖七 圖八

圖九

圖十 圖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