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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念處
專欄

最近聽了網路中「哈佛大學幸福課」的一些內

容，哈佛Tal教授根據「積極心理學」提供了一些
見解，深獲我心。他認為人都有些潛能，我們如果

積極面對現實，去發展這些潛能，就會有自信且感

覺更幸福。但我認為這還不夠，當你發展潛能的時

候，因為自信而有幸福感，你的潛能同時也能幫助

別人，使別人也增長他自己的潛能，使他更幸福。

你能助人，自己更會有幸福感。這類似孔子所說的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
也》) 如果一個人只關心自己的幸福，不關心別人
的幸福，這樣的幸福是有局限而不會是真正的幸

福。我目前尚未聽完全部的幸福課，不知道Tal有
沒有提到自利且利他的幸福價值。

有一天我去植物園快走時，不知不覺唸起《金

剛經》的關鍵句：「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

相非相，則見如來。」我覺得這是般若思想的難讀

處。

佛在《金剛經》說：「所有一切眾生之

類，……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

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

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

非菩薩。」在這裡菩薩須發菩提心，度一切眾生入

涅槃。但菩薩度眾生時，又不應執著一切相，這的

確是一大難處。

當你執著某種相，卻無法超越它時，這是真正

問題的所在。其實，我們不必否定相，相並非是負

本文作者王開府老師，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
授，學術研究專長為：佛學、禪學、中國哲學（儒
家、宋明理學、中國哲學史、倫理學）、思考方法、
國文課綱、國語文教學、思考教學、心智圖教學、閱
讀教學、寫作教學等。

面的。惠能說：「於相而離相。」(《六祖壇經》) 
他並不是否定相，而是不執著它，不執著固定不變

的相，而有離開相的工夫。這種工夫叫做無相、無

念、無住。人不可能無相、無念，關鍵在我們須能

「不住」於當下的相與念，讓自己不斷的超越它，

而向上提升，得證菩提。積極心理學的見解與此有

點類似。積極心理學要你不斷的提升自己的能力，

在肯定自己的同時，也不斷提升自己，到達理想的

境地。這是金剛經未直接講的部分，卻是學佛人該

努力的方向，所謂「見性成佛」。

然而積極心理學只提到自己須積極，沒有提

到自己積極的同時，也幫助別人積極。唯有己立而

立人，利己又利他，才能更加幸福。否則只是自私

自利，不能有圓滿的幸福。佛教福慧雙修，自己有

福慧，也要幫助別人有福慧，這才是真正的幸福。

如果自己福慧，別人卻在不幸中，你的幸福也不圓

滿。自利利他，才是真正的積極，才可能真正幸

福。

Tal的演講中曾提到道德，但積極心理學如何
與道德相關，未見說明。祇講自利自立，未必與道

德相關；要自立立他、自利利他，才真正涉及道

德。不止如此，道德要圓滿，達到福慧圓滿，還須

要無自、無他才行，這就是佛教殊勝之處。

講到這裡，可以參考禪宗達摩祖師談修行「入

道」有關「理入」的一段話，他說：

「理入者，謂藉教悟宗。深信凡聖含生同一真

性，但為客塵妄覆，不能顯了。若也捨妄歸真，凝

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更不隨

於言教。此即與真理冥符，無有分別，寂然無為，

名之理入。」(《楞伽師資記》〈略辨大乘入道四
行〉)

達摩的「藉教悟宗」是藉經典的教導，以悟

得本有的真性。悟得真性時，無自無他，超越了言

教，與真理相應，叫做「理入」。「無自無他」是

悟到本性時，超越了人我的分別。接著達摩又講「

四行」，在第四「稱法行」說：

「第四稱法行者，性淨之理，因之為法。此

理眾相斯空，無染無著，無此無彼。經云：法無眾

生，離眾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智者若能

信解此理，應當稱法而行。」(同上)
達摩在第四種修行「稱法行」，是指修行到最

高層次，本性與「空」相應，清淨無染。「無此無

彼」與上文說「理入」的「無自無他」相呼應。

佛教講「無我」，當我超越了我（「法無眾

生」「法無有我」），不求自利，能「無此無彼」

「無自無他」，才是真正的利益眾生。但修行須先

自立，才能立他，才能實現圓滿的福慧。這樣講「

實相」才有意義，這樣才真正見到如來。而見到如

來，並非進入頑空，一無所有；而是無自無他，福

慧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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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論述／正念療法

無自無他、福慧圓滿 ■王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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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整體活性衰退。不少上班族女郎才30多歲，自律神
經年齡卻呈現85歲！難怪身體機能提早老化，每天懊
惱皮膚問題，併發多種身心疾病。

許多人長期處在身心煎熬的狀態，散盡家財，遍

訪名醫卻找不出原因，吃遍藥方卻治療不好，殊不

知，問題就出在自律神經功能的失調上。因此，及早

偵測出自律神經失調，並且提供積極治療，是十分重

要的。

（四）自律神經失調的檢測
如何檢測出自律神經失調的型態與嚴重度？

自從1996年以來，學界已經確立由心律變異性
(heart rate variability)作為檢測自律神經活動的重要指
標，透過儀器進行五分鐘的心電圖測量，由電腦分析

R-R波的間隔時間與其變異統計，並進行傅立葉頻譜分
析，最後得到三個最重要參數，包括：

1. 高頻功率(high-frequency power, HF)；副交感神經
 活性的指標，反應放鬆、身體復原、心臟保護的能
 力。
2. 低頻/高頻功率比(ratio of low-frequency power to 
 high frequency power, LF/HF)：是交感神經活性之
 指標，反應專注力或警覺度。
3. 總功率(total power, TP)：是整體自律神經活性，反
 映活力。
隨著年紀增長，總功率會有正常的下降，性別對

於自律神經功能的型態也有影響，男性的交感神經活

性較高，女性的副交感神經活性較高。

一名40歲男性，呈現失眠、暈眩、呼吸困難、焦
慮、恐慌、胸悶、心悸…等12項自律神經失調症狀，
身體非常不舒服，甚至認為自己活不過一年，尋遍各

大醫院與急診室，檢查卻無任何異常。經進行自律神

經檢測後，發現其狀態如下圖一：

其中虛線的太極圓圈，代表整體自律神經活性，

白色的部分代表交感神經活性（陽），黑色的部分代

表副交感神經活性（陰），最左側為20歲的平均自
律神經活性，最右側為80歲的狀態。該男性狀態為
實線的太極圓圈，直徑不到該年齡應有的一半，換算

自律神經年齡為超過80歲！而且，他的交感神經明顯
亢進，副交感神經嚴重衰退，說明了為何他如此不舒

服。

好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專業治療之後，他已經恢復

到該年紀應有的自律神經狀態，也不再有上述多項惱

人症狀了。

（五）改善自律神經失調的方法
改善自律神經失調的作法，首先要找出根本原

因，進行對症治療，接著採取以下方式進行保養：

1.生活型態調整：
戒煙、增加身體活動量、避免肥胖、紓解工作壓

力。試著放慢步調，並隨時提醒自己要保持心理與肢

體放鬆的姿態，即使在忙碌之中，做到忙而不亂，充

分發揮「減法人生」的精神。

盡量讓睡眠能夠充足。可採用腹式呼吸法、肌肉

放鬆法、冥想舒適畫面，來幫助自己放鬆身心，改善

自律神經功能。

此外，積極改善高血壓、糖尿病，以及高膽固醇

血症。以上這些調整，不僅能保養自律神經，也能減

少心血管疾病風險。

2.運動：
有氧運動可以增加副交感神經活性，減少交感神

經活性，增加整體自律神經活性。一般建議為每週3
次，每次30分鐘。若為輕度運動，也就是一般步行，
建議為每天60分鐘。在有心血管疾病的族群中，運動
具有心臟保護的效果，且運動表現的進步幅度，和整

體自律神經活性的增加呈現正相關。

根據2011年8月台灣國家衛生院溫啟邦研究員等人
在《刺絡針》(Lancet)發表的報告指出，能夠減少死亡
率與延長壽命的最低運動量，是每天15分鐘或每週90
分鐘的中等強度運動，也就是快走等級的運動。

3.營養補充法：
隨著國人對於預防醫學的重視、對食品藥品安全

的要求，營養學在疾病的預防與治療上，已成為受到

高度矚目的學問。以功能醫學(functional medicine)或自
然醫學的角度來看，現代人「營養過剩」、卻「營養

不良」！如何攝取優質而適當的營養素，是維護身心

健康的關鍵。關於自律神經的營養保健，已知有下列

方法：

(1)抑制交感神經的營養成分：氨基丁酸(r-Amino-
 butyric acid, GABA)、酸棗仁、Sympalin®
(2)增強交感神經的營養成分：人參皂苷、辣椒、薄
 荷
(3)提升副交感神經活性的營養成分：素食、米麩素
 (γ-Oryzanol)、Cortiset-A®、Vagalin® 
(4)提升整體自律神經活性：維生素B群、Cortiset-C®

4.正念療法(mindfulness)： 
透過正念呼吸、身體掃瞄、正念瑜珈、正念人際

關係…等練習，能夠有效改善自律神經功能。

三、正念療法改善自律神經失調的實證研究

（一）正念能改善自律神經功能
已有不少文獻證實，在正念冥想狀態中，不僅在

額葉中線頭皮偵測到的θ腦波會獲得增強，同時，能

夠增強副交感神經活動、降低交感神經活性，或增加

整體自律神經活性。此外，正念能夠改善心血管功

能、減少在面對壓力時的急性血壓上升。

2009年中國學者Tang等人發表於《美國科學院院
報》(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的研究，針對86人隨機分為兩組，實驗組進行
正念冥想，達成情緒與認知的調節，控制組進行放鬆

訓練，運用主觀的控制力來進行放鬆的過程，兩組在

性質上有所不同。和放鬆訓練組相比，正念冥想組有

明顯較低的皮膚導電反應(skin conductance response, 
SCR)和較高的高頻功率，表示有較高的副交感神經活
性、較低的交感神經活性。這表示正念冥想在抑制交

感神經以及刺激副交感神經上，比一般放鬆有更好的

效益，這項結果，也和先前有關冥想與自律神經的研

究一致。

正念冥想組除了在額葉中線有θ腦波增強現象，

也有更多在右側亞屬(subgenual)與鄰近腹側(adjacent 
ventral)前扣帶迴皮質(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 ACC)
、左側腦島(insula)等部位的局部腦血流灌注(regional 
cerebral blood flow, r-CBF)；相對地，放鬆訓練組則是
在前額葉、頂葉、顳葉、右側腦島等部位有更多腦血

流灌注。此外，訓練後五天再測，發現正念冥想組的

額葉中線θ腦波與高頻功率（副交感神經活性）呈現

正相關，但放鬆訓練組則無此現象。

綜合以上發現，正念冥想的生理特徵，激發了右

側亞屬前扣帶迴皮質以及左側腦島，牽涉自我的調節

能力，和情感鏡像神經元(Von Economo neurons)也有
關，充分反映了存在模式(being mode)，對於身與心保
持接納態度，能增強副交感神經活性；放鬆訓練則激

發了右側腦島，與內在生理狀態的察覺、能量消耗、

警覺有關，也和自我的關注有關，反映了行動模式

(doing state)，也就是透過努力和控制，來保持放鬆，
反而可能會增強交感神經反應。

2013年印度Telles等人研究正念瑜珈中的「止」
（Dharana，把意識專注在指定的對象上）、「觀」
（dhyana，意識無特別專注，僅擴展覺察）兩種基本技
巧，對於自律神經活動的影響。研究發現，「觀」為

自律神經系統帶來最佳改善，能夠減少心律、呼吸速

率、降低低頻/高頻功率比（交感神經活性）、增加高
頻功率（副交感神經活性）。相對地，「止」能增加

皮膚電阻，也就是降低了交感神經活性。

然而，2013年Krygier等人發現，運用印度最古老
的禪修方法Vipassana來進行正念冥想，僅導致交感神
經活性減少，副交感神經活性卻沒有改變。

這研究顯示不同的正念方法，可能會帶來不同的

自律神經改變。未來或許針對不同的自律神經失調型

態，可以採用特定的正念療法，獲得預期的改善。

（二）正念改善職場員工的自律神經活性
2012年Wolever等人針對239名職場員工進行隨機

分組，一組進行職場正念減壓療程，一組則不做處

置，結果發現，前者感受到明顯壓力減少、睡眠品質

提升、自律神經功能改善。研究建議在職場運用正念

減壓療程來改善員工身心健康。

不過，2013年Cheema等人針對37名職場員工進行
隨機分組，一組接受每週3次、每次50分鐘的午間哈達
(Hatha)瑜珈訓練，結果發現實驗組身體彈性增加、焦
慮度減少、肌肉骨骼體適能增加，卻並未改善自律神

經功能。此研究受試者少，且於中午進行訓練，是否

受到飢餓、飽食或消化的因素影響到自律神經檢測數

值？研究結果需要進一步判讀。

（三）正念改善身心疾病的自律神經失調症狀
1.廣泛性焦慮症：

Mankus等人針對67名大學生，進行焦慮症狀以及
正念能力評估，後者採用15題的正念注意與覺察量表
(Mindful attention and awareness scale)，發現在高焦慮
症狀者身上，愈好的正念能力和較高的副交感神經活

性相關。高焦慮度者通常正念能力較差，自律神經失

調也較嚴重，這項研究帶來的啟發是：若能針對高焦

慮族群提供正念訓練，或許可以積極改善其自律神經

功能。

2.酒癮：
Garland針對58名酒精依賴的住院病人，測量其正

念能力、對壓力酒精暗示(stress-primed alcohol cues)的
身心反應、以及心律變異性。結果發現，有較佳正念

能力的病人，較能夠抵抗對酒精暗示的渴望，而且因

為酒精暗示而造成的高頻功率（副交感神經）變化，

能夠較快恢復。研究顯示正念應用於戒酒方面，有相

當大的潛力。

3.腦中風：
Joo等人發現，自發性蜘蛛膜下腔出血的腦中風

患者在經歷外科手術後，若提供每週一次、每次2.5小
時、共8週的正念減壓療程，憂鬱情緒顯著改善，總體
自律神經活性顯著增加，病痛的身心壓力也減少了。

研究建議將正念療法作為改善接受手術病人生活品質

的新方式。

4.纖維肌肉疼痛：
纖維肌痛(fibromyalgia)是一種慢性疼痛的身心症，

該疼痛來自肌肉及周圍的軟組織，患者常抱怨長期的

腰酸背痛，卻難以治癒。診斷一般依據在18個典型的
身體位置上，出現11個以上的壓痛點。它有明顯的自
律神經失調、交感神經亢進，更帶來多種身心症狀以

及憂鬱情緒。

Lush等人為纖維肌痛患者進行正念減壓療法，發
現在進行冥想時，憂鬱情緒改善，皮膚導電度降低，

這表示交感神經活動降低了。研究建議正念減壓療法

可以用於纖維肌痛的治療。

5.難治型癲癇：
Sathyaprabha等人針對34名難治型癲癇進行分組，

一組進行正念瑜珈，一組進行例行性運動，頻率為每

天、維持10週。結果發現，正念瑜珈組副交感神經活
性顯著增加，且癲癇頻率減少了。在訓練結束後，正

念瑜珈組的自律神經失調已經恢復與常人無異，但例

行性運動組卻沒有任何的改變。研究建議正念瑜珈作

為難治型癲癇者自律神經失調的輔助治療。

6.癌症：
Carlson等人針對59名癌症（乳癌、前列腺癌）患

者提供8週的正念減壓療程，進行療程前、療程後、
半年後、一年後的四次追蹤，他們發現：壓力相關症

狀減少、可體松濃度降低、促發炎細胞激素減少，同

時，療程後的收縮壓降低和壓力症狀的減少呈現正相

關。研究建議正念療法可以用來改善癌症患者整體身

心靈狀態。

其實，臨床上可以發現更多身心疾病在正念療法

之後，自律神經功能以及症狀改善。只是因為目前實

證研究方在累積當中，尚無法一一為讀者介紹，期待

未來有更多的研究成果發表。

（四）正念改善睡眠的自律神經功能
2012年，Patra等人針對30名自願受試者，進行白

天兩次的冥想訓練(cyclic meditation)，隔天則進行一般
的躺床休息(supine rest)，結果發現所有的受試者在冥
想訓練的當天晚上，睡眠呈現心律減低、交感神經活

性下降、副交感神經活性上升的改變；躺床休息的當

晚，則無自律神經活性改變。

失眠者的自律神經失調型態，常是交感神經活性

上升、副交感神經活性下降的模式，依此研究的發

現，正念療法能夠改善睡眠的自律神經狀態，可以預

期它在失眠治療上的潛力。

（五）正念改善求診者的自律神經狀態
2011年Kemper等人的研究中，治療師觀想慈愛

（下接第二版下）

圖一   自律神經檢測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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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療法與自律神經健康
．專題論述／正念療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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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釋淨行

 備辦眾事」）。
(2)不可增加父母的憂慮。（「六方禮
 經」：「不益父母憂」）
(3)須念念不忘父母養育之恩。（「六
 方禮經〕 ：「當念父母恩」）
(4)須使父母心情時時歡樂。（「善生
 子經」：「唯歡父母」 ) 
(5)「父母疾病，當恐懼求醫師治之。
 」（「六方禮經」）
僅在「六方禮經」中有一事為「早

起／令奴婢，時作飯食」，似較合乎當

時印度社會實際情況，不適於現代社

會，然其中亦蘊涵為人子女須勤加事奉

父母的意義。

若將上述所引與儒家之論兩相對

照，顯而易見，佛教要求子女的盡孝之

道與儒家並無不同。「孝經」所說的尊

敬父母，取悅父母，父母生病，要以慎

重嚴肅的心情延醫診治，佛典中無一不

備；所謂「凡有所為，先白父母」，其

意義則與孔子說的「父母在世，不遊歷

遠方，若是出遊，也有一定的地方」相

同；所謂「不斷父母所為正業」，其精

神亦與孔子強調的「父親去世，三年內

註六：「孝經」：「孝子之事親也，居則
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
「論語．里仁」：「父母在，不遠遊；
遊必有方。」「論語．學而」：「父在
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可謂孝矣。」「中庸」十九章：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
也。」

註七：「佛說阿速達經」：「父母喜殺生，
子能諫止父母，令不復殺生；父母有惡
心，子常諫止，令常念善無有惡心；父
母愚癡少智，不知經道，以佛經告之；
父母貪狠嫉妒，子從順諫之；父母不
知善惡，子稍以順告之。」孔子也說：
「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
」（孝經」）然而「事父母幾諫，見志
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論
語．里仁」）

註八：如「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三：
「假使其子一肩持母，一肩持父，經於
百年，不生疲倦；或滿此大地末尼、真
珠、琉璃、坷貝、珊瑚、瑪瑙、金銀、
璧玉、牟薩羅寶、赤珠、右旋，如是諸
寶咸持供養，令得富樂；或居尊位；雖
作此事，亦未能報父母之恩。若其父母
無信心者，令住正信；若無戒者，令
住禁戒；若性慳者，令行惠施；無智慧
者，令起智慧。子能如是於父母處，善
巧勸喻，令安住者，方曰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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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功德錄

專題論述

正念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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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子女對於父母

1.世俗的盡孝之道

子女對父母的盡孝方式，佛經中記

載至多，不勝枚舉，而以佛為善生長者

子所說之教，最為具體，所以此處同樣

引「長阿含經」卷十一「善生經」及同

質經典為例。據「長阿含經」卷十一「

善生經」，為人子女者，當以五事敬順

父母：

(1)供給父母生活所需，使其無所缺乏
 。（「供奉能使無乏」）
(2)不論欲作何事，預先告知父母。（
 「凡有所為，先白父母」）
(3)父母所做之事，以恭敬順從的態度
 面對，不可違逆。（「父母所為，
 恭順不逆」）
(4)父母正當合理的要求，不可違背。
 （「父母正令，不敢違背」）
(5)父母從事有益於社會的事業，要能
 繼承不斷。（「不斷父母所為正業
 」）
在其他同質的經典中，另外載有：

(1)須具謀生能力，治理家庭。（「六
 方禮經」：「當念治生」；「善
 生子經」：「唯修債負」；「中阿 
 含經」卷卅三：「增益財物」、「

神經功能持續低下，會增加各類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當身體能量過度地消耗，卻無法得到適當的休息與恢

復，就容易提早老化，並且引發自律神經失調的症狀

與疾病。

（二）自律神經失調的症狀
您可以填寫看看，自己有以下幾項自律神經失調

症狀：

表一、自律神經失調的症狀清單

近
期
活
動

翦

影

義產生衝突時，佛教與儒家同樣主張，

應該以公義為先，同時亦不悖於親子之

情。父母的要求不屬正當合理者，子女

不但不必唯命是從，反而要勸父母去惡

就善。只是在這種情況中，子女的態度

須委婉和善，不能失去對父母的尊敬。

佛教與儒家的盡孝之道，絕非僵化的教

條，子女的孝心不可只拘泥於滿足父母

物質、精神上的享受，子女事奉父母，

竭力有之，然絕非諂媚，否則反而可

能陷父母於不義，如此便難逃不孝之罪

了。（註七）

2.佛教的真實孝道

以佛教的觀念來說，得聞正法，領

受法益，成道解脫，方是至樂。因此，

佛教中實踐真正的孝行，除了物質上供

給父母令無缺乏，精神上令父母快慰無

憂，最重要的，還在能使父母獲至佛法

的利益。所以為人子女者，要能善用方

便，勸說誘導，令父母信受佛法，實踐

佛法，真正心開意解，離苦得樂。（註

八）（本課未完待續）

附註：

■ 張立人

（下接第四版）

﹝禪林建設﹞
3,000元 蔡玉英

2,000元 蔡欽終

1,000元 雷久和

600元 黃登雲

500元 黃偉翔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黃妍熙

﹝禪林建設-藏經樓﹞
50,000元 陳彥廷

5,000元
劉惠美閤家、劉張
麗貞

3,000元

許煌煇、陳福來、
陳振熙、詹岱謙、
【黃煥亭、黃治
源】

2,000元 鄭雄傑、張文菘

1,000元

呂信雄、陳瑞鳳、
陳遠明、(故)韓陳
照秀、潘陳錦秀、
呂玉茹、陳昭惠、
黃麗容

﹝護法﹞
3,000元 黃素慎

1,000元 蔡明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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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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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元 謝禎燕

500元 蔡欽終

300元 田慶祥

﹝供養上人﹞
2,000元 張兆辰

1,000元 黃登雲

200元 張秉筑

﹝供養常住﹞
8,000元 鄧菱珠

2,000元 詹阿滿、蔡明坤

1,000元 胡玉欣

﹝救濟﹞
2,000元 蔡欽終

1,000元
【黃煥亭.黃治源】
、胡玉欣

﹝放生﹞

600元
張文菘、劉琇如、
張兆辰、林桂楨、
張李增璞

100元 黃祺雯

﹝譯經﹞
470,500元 張李增璞

100,000元 陳怡君、陳惠玲

50,000元 朱明緯

20,000元
顏良恭、顏庸、
顏晞

15,000元 吳德美

5,000元 周淑真王傳樹閤家

4,700元 張文菘

3,000元
林淑瑜、張能聰、
胡玉欣

1,500元 賴柏嘉

1,000元

黃彥智、黃祺雯、
李高青崴、張玟
琪、黃胤中、黃
素娥

600元 張婉筠

500元

程瑜、鄭敏江、李
唯瑄、郝政道、【
小白.小黃.熊熊】、
孫台興、黃淑鎂、
孫如欣、孫沛文

300元
香包狗、范昌健、
李虹慧、賴蓓瑩、
彭品瑄

200元

李桂蜜、王黃鳳、
周李寶玉、呂詹
好、呂玉茹、薛昀
軒、呂怡瑩、黃騰
輝、陳燕美、黃俊
凱、鄭玉獅、鄭勝
宏、鄭明展、楊富
美、陳秋汝、姚樹
宏、簡淑婷、簡榮
慶、簡淑華、柯棠
中、柯馨媛、柯惟
媛、黃佳怡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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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祺雯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黃妍熙

﹝譯經-台中講堂﹞
2,000元 莊寓鈞

500元 廖苗茱

﹝其他專款-尼泊爾鐘鼓﹞
3,000元 陳楷捷

﹝隨喜﹞
10,000元 薛淑貞

600元 林國顯

500元
丁權福、楊衍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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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元 劉瓊元

500元 蔡欽終

﹝隨喜-禪林大鼓﹞
10,000元 劉長輔

3,300元 薛奶玉

2,000元 許淳哲

1,000元
余咪玲、呂信雄、
周淑真、陳瑞鳳、
許大陸、江碧玲

500元
李冉來閤家、張文
騫閤家、劉林碧、
劉月枝、劉秀滿

300元 程瑜

200元 劉林照、孔王茶

100元
蔡杜素月、蔡秋
琴、葉瓊鍈

盂蘭盆報孝法會及地藏菩薩聖誕法會
靈山講堂分別於2013年8月18日及

2013年9月4日，在靈山禪林寺及台北

講堂舉辦盂蘭盆報孝法會（圖一～圖

四）及地藏菩薩聖誕法會（圖五）： 

一、 簡介正念療法

（一）正念療法的歷史
正念(mindfulness)，指的是透過持續的專注，覺察

當下，與當下體驗培養親密感。一般人的心念總是忙

碌，迷失在一個接一個的行動(doing)，但正念鼓勵與
經驗共處，成為充分覺察的存在(being)。
正念發源於佛教與禪宗，某些部分和西方基督宗

教與思想共通，例如有名的尼布爾祈禱文說：「願上

帝賜我平靜，接受我無法改變的事；願上帝賜我勇

氣，改變我能改變的事；願上帝賜我智慧，能夠分辨

兩者的差異。」這段話頗能描繪正念的精神。也因

此，近半世紀來，正念療法在歐美國家快速流傳，並

且再次傳回東方世界。目前全世界已有超過300個機
構，將正念療法應用在醫療、諮商、教育、企業、監

獄、運動等領域中。

正念在身心醫療上的應用，有個特別的緣分。在

1966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有一名分子生物學的研
究生，有天偶然聽到「禪學」演講，決定開始六個月

的禪修，結果，自己的慢性胃潰瘍竟不藥而癒！且也

沒再復發過。自此，他發願推廣「正念」，以改善大

眾的身心健康為己任。他的名字，就叫做卡巴金(Jon 
Kabat-Zinn)。

1 9 7 9年，卡巴金正式創立了正念減壓療法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並在美國
麻省大學醫學中心創立減壓門診，在1995年擴大為「
正念中心」(Center for Mindfulness in Medicine, Health 
Care, and Society，簡稱CFM)。1999年，瑪莎‧林內翰
博士(Marsha Linehan)將正念融入行為治療中，創立辯
證行為治療(Dialectic Behavior Therapy, DBT) ，用於邊
緣型人格疾患的治療，至今是該疾患首選的心理治療

模式之一。2002年，英國牛津大學的馬克‧威廉斯教
授(Mark Williams)等人，把正念減壓與認知治療結合，
於是誕生了正念認知療法(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 MBCT)，用於反覆發作型的憂鬱症患者，在
預防復發方面有卓越的效果。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醫學院的丹尼爾‧席格教授

(Daniel Siegel)，本身為精神科醫師，融合最新神經科學
知識與正念智慧，將正念療法大量使用於精神疾患的

治療上，獲得絕佳的臨床療效。他出版了《第七感》

(Mindsight)一書，將「第七感」定義為觀察心念的能
力，也就是正念，能夠增強注意力、調節情緒、接納

當下；而「第六感」則為感覺身體訊號的能力。他進

而建立「人際神經生物學」(interpersonal neurobiology)
，鼓吹「第八感」，定義為觀察人際關係的能力，

以正念方式增進溝通技巧，感覺自己被對方感覺到

(feeling felt)、感覺自己作為整體的一部分。
近年在台灣，致力於推廣正念療法的學者專家心

理師、或精神科醫師，正逐漸增加中，對於民眾的身

心健康，實是一大福音！

（二）正念療法的核心內容
正念療法的核心內容，包括：葡萄乾練習、正念

呼吸、身體掃瞄、三分鐘呼吸空間、正念散步、正念

瑜珈、愉悅記錄、慈心禪、艱辛紀錄、艱辛禪、正念

人際關係…等。它能為你培養以下能力：

 (1) 覺察身體經驗，如：情緒、思考、身體感覺，
  保持不批判的態度。

 (2) 對於自我與世界，保持好奇心與慈愛。
 (3) 接納現實，不管經驗的感覺是舒適或不舒適。
正念能夠豐富心理感受，有一位義大利人名叫桑

巴博(Sambhavo)，有著非常順利的事業與人生，獲得臨
床心理學博士學位，並且治療病人無數，但他發現：

「所有外在的事物，看似那麼的美好；但是，
為什麼我的內在，卻如此悲傷？」
後來他有機會接觸正念，才重新找回生命的美

好，並且療癒了舊日的心理創傷。這當中的另一個

關鍵，在於正念能減少存在的孤獨感。美國Maxwell 
Maltz醫師說：
「如果你和自己作朋友，你就絕對不會孤獨。

」(If you make friends with yourself, you will never be 
alone.) 
在正念當中，你可以孤獨，同時也快樂著。

正念療法建議每天能夠撥出時間進行練習，不管

是正念呼吸、身體掃瞄、或其他技巧。改變不是奇

蹟，是每天投一枚銅板到撲滿裡，最終能夠享受到心

靈的財富。在身心症狀的醫療上，特別是如此。達賴

喇嘛說：

「人要能夠真正成長，每天至少要靜心15分鐘。」
15分鐘可說是最少、最少的時間了。如果一個人

連15分鐘的時間都抽不出來，或者不願意安排，讓自
己和自己親密相處，那麼他的身心健康怎麼能不出現

問題？

（三）正念療法的應用
正念在身心疾病治療的應用，包含：

1. 生理疾病：頭痛、高血壓、心臟病、癌症、腸胃問
 題、氣喘、慢性疼痛、自律神經失調…
2. 精神症狀：睡眠障礙、焦慮症、恐慌症、憂鬱症、
 邊緣型人格疾患、酒癮、厭食症、暴食症…
正念為何對於多種身心疾病有療效？根據大量實

證文獻，發現有至少有以下五種機轉：

1. 增加自我情緒調節能力
2. 增強大腦前額葉神經迴路
3. 啟動神經可塑性
4. 提高免疫力
5. 減輕壓力與創傷的負面影響
自律神經失調，是各類身心疾病的共同徵象。甚

至，在疾病尚未出現之前，自律神經就已經有了失

調，造成當事者的不適，但一般的身體檢查可能顯示

結果正常。及早偵測自律神經失調、並且提供正念療

法或其他處置，有其在疾病預防上的積極意義。

本文擬介紹正念療法在自律神經失調的角色，並

回顧國際最新實證研究，以饗讀者。

二、認識自律神經失調

（一）	自律神經系統
人體的運作，實是宇宙間的一大奧秘！

你每天的生理運作，不管是醒著或睡覺，並不需

要隨時提醒自己，記得保持呼吸、注意心臟有沒有在

跳、提醒腸胃要記得蠕動…這正是自律神經的神奇功

能。

自律神經系統(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ANS)從
中樞神經系統發出，延伸到全身的平滑肌、內臟與腺

體，包括：心臟、血管、肌肉、腸胃道、泌尿器官、

生殖系統等。自律神經系統有兩大分支：

1.交感神經系統(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SNS)：
由脊髓發出，在附近形成交感神經節鏈(chain of 

sympathetic ganglia)，再延伸至各部位，以正腎上腺素
為(norepinephrine)為主要神經傳導物質，可以放大瞳
孔、刺激淚腺分泌、抑制唾腺分泌、增加排汗、增加

心跳、擴張支氣管、減少胃部與胰臟的消化功能、減

少小腸的消化功能、分泌腎上腺素、抑制膀胱收縮、

減少生殖器官血流、產生性高潮。

2.副交感神經系統(parasympathetic nervous system, 
PNS)：
由腦幹發出，以乙醯膽鹼(acetylcholine)為主要神

經傳導物質，可以收縮瞳孔、抑制淚腺、增加唾液分

泌、降低心率、收縮支氣管、增加胃部與胰臟的消化

功能、增加小腸的消化功能、刺激膀胱收縮、增加生

殖器官血流、形成勃起。

整體來說，交感神經牽涉能量的運用 ( e n e r g y 
m o b i l i z a t i o n )，副交感神經有關維生與恢復功能
(vegetative and restorative function)，兩者維持拮抗關
係，產生動態平衡，對於環境無時不刻的改變，進行

精密而快速的調整，目的在於讓生物體用彈性調整的

方式，適應環境的改變，從而能生存下去，並且盡可

能保存個體能量。睡眠現象的發生，也來自副交感神

經功能的急遽增加，以及交感神經功能的正常下降，

讓生物體累積的疲勞能夠恢復。這和中醫講的「陰」

（副交感神經）與「陽」（交感神經）的概念，可以

說相當地接近。

最新的研究發現，自律神經系統不只控制臟器活

動，更會影響到免疫系統、發炎反應、以及新陳代

謝。副交感神經系統在組織分泌乙醯膽鹼，可以抑制

組織巨噬細胞促發炎細胞激素，這是抗發炎的反射機

制(the inflammatory reflex)。若此機制產生問題，身體長
期處在發炎狀態，勢必造成多種症狀與疾病。因此，

自律神經系統失調，所波及的層面實在相當深遠。

身心症狀最常見的模式，是交感神經過度亢奮，

而副交感神經功能低下。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副交感

身體系統 常見症狀 症狀數量

1.神經系統
□頭痛 □頭暈 □耳鳴
□眩暈 □眼睛疲勞

2.心血管系統 □心悸□高血壓□低血壓

3.呼吸系統
□胸悶 □呼吸困難 
□過度換氣 
□喉嚨異物感

4.腸胃系統 □口乾 □口腔潰瘍 
□吞嚥困難 □胃痛 
□胃酸逆流 □消化不良 
□腹瀉 □便秘 □脹氣 
□胃潰瘍 □腸躁症 

5.泌尿系統 
□頻尿 □排尿困難 
□殘尿感

6.生殖系統
□性冷感 □勃起困難 
□早洩 □月經不順 
□不孕 □外陰搔癢

7.皮膚肌肉系
統

□頸部僵硬 □肩頸酸痛 
□下背痛 □肌肉緊繃 
□面部僵硬 □多汗 
□躁熱 □麻痺感

8.精神系統

□恐慌 □坐立不安 
□亂發脾氣

□注意力不集中 □健忘
□情緒低落 □暴食 
□厭食 □厭倦□疲勞 
□失眠 □多夢

八大系統 合計症狀數量：

如果超過5項，建議接受專業醫師評估，確認是否
有自律神經失調！

若有自律神經失調狀況，先考慮是否為重大生理

疾病引起，應優先針對病源積極治療，其次，再改善

自律神經功能。

譬如糖尿病，當血糖長期控制不佳，可能會造成

自律神經病變，引起腸胃蠕動不良、排尿困難、血管

功能異常…等，首先需要針對血糖進行嚴格控制，再

針對自律神經進行調整。

（三）自律神經失調的原因
自律神經失調的症狀，在現代社會中極為常見。

這是為什麼呢？

美國史丹佛大學神經內分泌學家薩波斯基(1957-)
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他注意到一個自然現象，並且

提出了一個「大哉問」：

「為什麼斑馬不會得胃潰瘍？」

他寫了一本書，來探討為什麼斑馬不會得胃潰

瘍，發現秘密在於：雖然當斑馬們遇到獅子的時候，

壓力非常大，急著逃命，非常慌張；然而，一旦獅子

獵到一隻斑馬、不再攻擊其他斑馬的時候，牠們馬上

就恢復了平日的自在，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問題來了，現代人的工作、家庭、人際壓力，一

天比一天沈重，大家每天都生活在急性與慢性的壓力

(stress)中，引發內分泌系統的巨大改變。
在急性壓力下，下視丘—腦下垂體—腎上腺軸

(HPA axis)呈現高度活動的情況，腎上腺素(epinephrine)
、正腎上腺素(norepinephrine)、可體松(cortisol)數值急
遽增高，脫氫表雄酮(dehydroepiandrosterone, DHEA)下
降，導致交感神經亢奮，副交感神經減弱，若發揮得

當，能夠使身體應付壓力；但過度時，則呈現嚴重焦

慮症狀，甚至引起胰島素阻抗、高血壓、心血管疾病

風險。

若進入慢性壓力的階段，下視丘—腦下垂體—腎

上腺軸功能進入耗竭階段，整體自律神經活性低落，

則會出現疲勞、缺乏精力、憂鬱、身體不適等症狀。

整顆地球像是一個巨大的壓力鍋，誰能像斑馬那

樣灑脫呢？壓力就像獅子，現代人一起床，就好像看

到獅子在身旁等著自己起床，交感神經就繃緊起來；

上床前，看到獅子還守在床的旁邊，副交感神經功能

又無法正常發揮。

長久過這樣的生活，交感神經、副交感神經失去

了平衡，同時，又日復一日地耗竭，最終導致自律神

日益競爭，個人、家庭與社會壓力急遽增加，3C科技
產品更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讓種種壓力毫無防備

地進入每一個人的日夜生活當中。

這樣的大時代背景下，產生各種不健康的文化，

包括：不良生活型態、缺乏運動、熱量過剩卻營養不

良、過度競爭卻不知如何安頓身心…在在造成自律神

經失調，可說是當代的代表疾病。

近年來，學界累積愈來愈多正念療法能夠改善自

律神經失調的實證研究，顯見，正念療法是值得推廣

的心理治療方法。即使無法接受完整的正念訓練，然

而擁有一顆富有正念精神的心，卻是唾手可得的——

專注、欣賞、接納。

就讓我用現代藝術巨匠米羅(Joan Miró, 1893-1983)
的名言，來為正念療法做一個註腳：

「在一處風景裡，充分感受到一株小草之美，帶

來的喜悅可以跟一棵樹、甚至一座山一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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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改變父親在世所行的正

道」、「要能繼承先人的

遺志、完成先人的事業」

一致。（註六）

值得注意的是，當

人倫的私情與社會的公

越譯大藏經
淨行上人於2013年10月18日赴美國視察越譯

大藏經處理情形，該美國聯絡處目前由廣心居

士負責（圖六）：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五

圖六

(compassion，慈心禪)來與受試者互動10或20分鐘，
四次呼吸的時間來觀想以下每一句話：

(1) 願你安全與安心
(2) 願你健康、舒適與有活力
(3) 願你平安與愉悅
(4) 願你免於受苦
結果發現，與控制組相比，分在實驗組的受試者

們呈現：心跳減緩、高頻功率（副交感神經活動）增

加；接受互動20分鐘者比10分鐘者，在以上兩種指標
都顯著較佳；同時，自律神經功能的改善與主觀的幸

福感(well-being)呈現正相關。
這項研究指出，即使求診者並不知道治療師使用

正念技巧，但也會因為互動過程，而得到自律神經的

改善及幸福感。這項結果的啟發在於，治療師保持慈

愛心，對於求診者的身心狀態有正面的幫助；醫師情

緒狀態不佳、身心過勞、或者醫病關係陷入緊張，可

能反過來對於患者的身心健康有不良影響。醫病正向

互動所帶來的效益，遠超乎我們想像！

四、結語
隨著文明的高度發展，以及全球化的趨勢，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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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度論》四念處十二種觀
千佛法會通啟
靈山禪林寺藏經樓興建資金勸募啟事
293期禪坐健身班招生啟事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3年2月～5月）
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四念處
專欄

龍樹《大智度論》於解釋《般若經》十八空之前

三空—「內空、外空、內外空」時，曾指出修行者如

欲學般若波羅蜜，以恆時安住內空、外空、內外空，

則應修習四念處十二種觀。所謂「四念處十二種觀」

，就是於身、受、心、法等四念處，分別從內空、外

空、內外空等三空，一一觀察其空性，合為十二種空

觀。所謂「內空」，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等

內六入處空，「外空」就是色、聲、香、味、觸、法

等外六入處空，「內外空」就是內、外等十二入處俱

空。以下分別就四念處之次第說明十二種觀。

（一）身念處三觀：即觀內身不淨、觀外身不

淨、觀內外身不淨。（1）觀內身不淨，《智論》
說：「初觀內身三十六種不淨充滿，九孔常流，甚可

厭患，淨相不可得。淨相不可得故，名內空。」文中

龍樹乃係以《阿含經》佛所說的不淨觀，來觀察內身

不淨，由觀察內身不淨，即名為內空。（2）觀外身
不淨，如《智論》：「行者既知內身不淨，觀外所著

亦復如是，俱實不淨。愚夫狂惑，為婬欲覆心，故謂

之為淨，（行者）觀所著色亦如我身，淨相不可得，

是為外空。」由於凡夫為貪欲所迷，於外色身顛倒執

為淨相，智者則觀外身亦如內身淨不可得，此即為外

空。（3）觀內外身不淨，如《智論》：「今俱觀內
外，我身不淨，外亦如是，外身不淨，我亦如是，一

等無異，淨不可得，是名內外空。」行者能等量齊觀

內外身俱淨不可得，即為內外空。

（二）受念處三觀：即觀內受空、觀外受空、觀

本文作者劉嘉誠先生，係台大哲學研究所博士，於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及圓光
佛學研究所等校擔任教職，講授中觀等佛教課程。

內外受空。「觀內受空」，就是觀內三受—內樂、內

苦、內不苦不樂皆空不可得，《智論》先觀內樂不可

得，論中從三方面觀察：（1）壞苦，如說：「是樂
從苦因緣生，亦生苦果報，樂無厭足故苦…世間樂顛

倒病故，著五欲樂，煩惱轉多，以是故行者不見樂，

但見苦…」（2）樂少苦多，如：「樂少苦多，少樂
不現，故名為苦，如大河水，投一合鹽，則失鹽相，

不名為鹹。」（3）樂不定，如：「樂不定故，或此
以為樂，彼以為苦…著者為樂，失者為苦，愚以為

樂，智以為苦…」其次，《智論》以上述觀樂為苦的

道理，等觀內苦、內不苦不樂亦皆空，如：「如是等

觀樂為苦，觀苦如箭入身，觀不苦不樂無常變異相。

」以上是觀內受空。至於觀外受空、觀內外受空，則

道理同前，《智論》係以「觀外受、內外受亦如是」

例觀餘二受亦空。

（三）心念處三觀：即觀內心無常、觀外心無

常、觀內外心無常。「觀內心無常」，就是觀內三

受心—樂受心、苦受心、不苦不樂受心的無常、生住

滅相，如《智論》說：「苦受心、樂受心、不苦不樂

受心，各各異念。覺樂心滅，而苦心生，苦心爾所時

住，住已還滅；（滅已）次生不苦不樂心，知爾所時

不苦不樂心住，住已還滅；滅已還生樂心。」此即是

觀察樂心、苦心、捨心，此三心前心滅而後心生，知

後心時是住，住已還滅，滅已後心更生，如此而觀內

三受心之生住滅相。生住滅相亦即是無常相，依《智

論》所說，無常相是由觀察貪、瞋、癡等心相續中各

自異相，無一定心常住，苦受、樂受等心，皆從因緣

和合而生，因緣離散，心亦隨滅，是為無常相。以上

是觀內心無常。其次觀外心無常、觀內外心無常，《

智論》亦以「如是等觀內心，（觀）外心、內外心無

常相（亦如是）」例觀餘二心亦無常。

（四）法念處三觀：即觀內法無我、觀外法無

我、觀內外法無我。「觀內法無我」，龍樹從三方面

說明：（1）明觀處，如《智論》：「初取相故，名
為想眾；因吾我起結使及諸善行，是名行眾。是二

眾，則是法念處。」這是指出想蘊及行蘊，即是法念

處所觀對象（餘三蘊則為身、受、心念處）。（2）
法說，如：「於想、行眾法中，求我不可得，何以

故？是諸法皆從因緣生，悉是作法，而不牢固，無實

我法。」這是從想蘊、行蘊等法悉從因緣和合而生，

非常住性，觀察諸法無我。（3）喻顯，如：「行如
芭蕉，葉葉求之，中無有堅。相如遠見野馬，無水有

水想，但誑惑於眼。」文中舉芭蕉、野馬（陽燄）為

喻，形容想蘊、行蘊乃至諸法皆是虛假不實。以上是

觀內法無我。其次觀外法無我、觀內外法無我，《智

論》仍以「如是等觀內法，（觀）外法、內外法（亦

如是）」例觀餘二法亦無我。

綜上四念處十二種觀，行者若能善於修習，依《

智論》所說，則能破常、樂、我、淨四顛倒，時住內

空、外空、內外空，是名為菩薩善修學般若波羅蜜。

．專題論述／佛教修行

《大智度論》四念處十二種觀 ■劉嘉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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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三版）
導入安止定。這是依導入近行與安止定來抉擇業

處。    
（3）依禪那的種類：在導入安止定的三十種業處中，

出入息念及十遍導入初禪至第四禪。身隨念及十

不淨導入初禪；前三種梵住導入初禪至第三禪；

第四梵住（捨）及四無色導入第四禪。這是依禪

那來抉擇業處。

（4）依次第超越：分為禪支的超越和所緣的超越兩
種。導入三禪及四禪的業處（出入息念、十遍）

是禪支的超越。因為在相同的所緣境中，必須

超越「尋、伺」等禪支才能入第二禪；第四梵住

亦然，必須在與慈、悲相同的所緣中超越喜，才

能入第三禪。在四無色中超越所緣，於前九遍中

超越其他所緣，便能入空無邊處定；若超越虛

空等，便能入識無邊處定等，其餘的業處則無超

越。如是依超越而抉擇業處。

（5）依增不增：在四十業處中，只有十遍當增大。由
於「遍」的擴大空間，在特定的範圍內，可以天

耳聽到聲音，可以天眼看到外境，可以他心智知

道他人的心念。  
     身隨念與十不淨想則不宜增大，何以故？由於範

圍的限制和沒有益處，如果這些業處會增大，那

麼只有屍聚會增大，故不應擴大。其他的（佛隨

念等十種業處）因為沒有相，故無法增大。如是

依增不增抉擇業處。

（6）依所緣：在四十業處中，有二十二種以相似相為
所緣，即十遍，十不淨，出入息念和身隨念；其

餘十八種業處沒有相似相所緣。有十二種業處為

自性法所緣，亦即在十隨念中，除了出入息念和

身隨念外的其餘八種，加上食厭想，四界差別，

識無邊處，非想非非想處共十二種為自性法所

緣。其餘六種（四梵住、空無邊處、無所有處）

是不可分類的所緣。這是依所緣而抉擇業處。 
（7）依地（處所）：有十二種業處，即十不淨，身隨

念及食厭想在諸天是不會現起的。這十二種業處

加上出入息念，這十三種在梵天界不會現起。在

無色有，除了四無色，別的不會現起。於人界中

所有業處都會現起。如是依地而抉擇業處。

（8）依執取：依見（sight）、觸、聞而執取業處。十
遍中除了風遍，其餘九遍加上十不淨共十九種，

是由見執取的。在（似相）初階，先以眼見彼

等之相而執取；身隨念中的皮等五法（髮毛爪齒

皮）由見所執取，其餘二十七法由聽聞而執取，

這是身隨念由見、聞所執取。出入息念由觸；風

遍由見與觸，其餘十八種由聞而執取。捨梵住及

四無色，初學者不宜執取，應取其餘三十五種。

以上是依執取而抉擇業處。

（9）依緣：在這些業處中，除了空遍，其餘九遍為無
色定之緣；十遍亦為神通之緣。前三梵住（慈、

悲、喜）為第四梵住之緣。每一種較低的無色定

為較高的無色定之緣；非想非非想處為滅盡定之

緣。如是依緣而抉擇業處。

（10）依性行的適合：貪行者以十不淨加上身隨念等十
一種業處為適合；瞋行者以四梵住和四色遍為適

合；痴行者與尋行者以出入息念業處為適合；信

行者以前六隨念為適合；覺行者以死隨念、寂止

念、四界差別和食厭想為適合。其餘六遍與四無

色則適合所有行者。這是依性行適合與否來抉擇

業處。

     修習這些禪法可以降伏貪等，並能啟信。如《彌

醯經》說1 ：「應修習四種法：為除貪，當修不

淨；為除瞋恚，當修慈；為斷尋，當修出入息

念；為除我慢，當修無常想。」2 《羅睺羅經》

也提到：「羅睺羅！修習慈心」等，由此可知，

只為羅睺羅一人而說七種業處3 ，所以不應拘泥

文句，應求其真義。   
4.捨離不適合修定的精舍，住在適合的精舍
為了修定，應捨棄不適合的精舍，住在適合的精

舍。如果與教授業處的阿闍梨同住一寺，而那裡是方

便的，則應住在該處修習業處；如果那裡不能安住，

則應遷到其他寺院去住。如果對業處有任何疑問或忘

記時，他可以在做完寺內的職務後，再往阿闍梨的住

處親近阿闍梨，釐清有關業處的問題。有關業處的所

有問題，都應在阿闍梨處釐清，並一再熟思業處，雖

然遠一點，為了修定，應捨離不適合的精舍，到較遠

的合適的精舍去住。                
（1）不適合修定的精舍
以下八種缺失中有任何一種即是不適合禪修的精舍。

何以故？

  ①大的精舍：當他在房內禪修時，沙彌們和年輕

比丘們的喧嘩聲，以及大眾的作務聲，使他的心

散亂。如果所有職務都有人作，無其他干擾，像

這種大寺也可以住。

  ②新精舍：有許多建築事宜，如不參與，其他比

丘會出怨言。如果其他比丘說：「大德可自由行

沙門法，我等當負責建築事宜。」這樣的新精舍

亦可住。

  ③破舊精舍：有許多修繕之事，甚至連自己的坐

臥處若不修繕，別人亦出怨言。若從事修繕，將

中斷禪修。

  ④如果在為人所渴仰（著名）的精舍住，那麼欲

往禮拜者自四方來集，使他不得安寧。如果此處

對他是適當的話，則白天當往他處，夜間則在此

住。

  ⑤近於城市：則有異性出現。

  ⑥有不和合者居住的精舍，住著互相敵對不和的

比 丘，當他們起衝突時，會嚴重影響禪修。 
  ⑦不適當者：指有異性等外境，或是非人棲止之

處，都是不適當的精舍。

  ⑧ 不得善知識的精舍：不得善知識是大的缺失。
   這八種缺失中，有任何一種便是不適當的精舍。
（2）住在適當的精舍
住在具備五支的住處。如世尊所說：4「諸比丘，

何謂具備五支的住處？①住所離行乞的鄉村不過遠

不過近，有路可往返者；②日間不喧鬧，夜間又無聲

音；③無虻、蚊、風、熱及蛇等物；④住在該處容易

獲得衣服、飲食、臥具及醫藥；⑤在該處有多聞、通

達《阿含》，持法、持律及持論母的長老比丘居住，時

時可親近詢問，他們能為他解說其所不明瞭者，對諸法

中的疑惑處得以除疑。諸比丘，如是為具備五支的住

所。」

5.修禪定的注意事項
  ①兩種定

  兩種定指近行定與安止定。「在近行地（plane）
」則以捨斷五蓋使心專注（入定）；「在安止

地」則以禪支5的現前使心專注。

  這兩種定有如下的作用：在近行定，五禪支是不

強的，因為五禪支不強，當入近行定時，他的心

以相為所緣而墮入有分（life-continuum）。安止
定則五禪支強固，因為五禪支強固，他的心一旦

斷除有分，整夜整日均可持續，因為以善的速行6

繼續作用。猶如有力之人，從坐而起，可以整天

站立。   
  ②七種適與不適

     以下是守護的方法：應避免「住處、行境、談

話，人、食物、節氣、威儀」這七種不適當者。

應用適當的七種，如是禪修者，不久便得安止

定。 
     a.住所：禪修環境要適當，能維持生計，這種地

方才能讓人入定。若住在那裡，不專注之心無法

專注（入定），這是不適當的住處；若住在那

裡，正念能現前，心能入定，則為適當住所，能

使心專一的住處，應住在那裡。適當的住所，如

銅鍱洲的小龍洞，住在那裡修習業處的五百比丘

均證得阿羅漢果。 
  b.行境：禪修者必須避開會影響個人禪修的環

境，因為繁忙且活動多的地方，會讓心從禪修的

所緣境轉移。相當程度的安靜非常重要，但不能

太遠以致無法取得賴以維生的各種必需品。

    c.談話：在禪修期間，談話要限制，註釋書將此
限定為聆聽佛法。我們可以加上與禪師一起進行

的佛法討論：小參。在禪修時偶爾花些時間討論

是很重要的，特別是對進行的方式感到困惑時。

任何事只要過度就有害。即使是禪師的開示也要

仔細評估，要學習分辨，判斷聽到的開示是否有

助於培養已生起的定，或令未生起的定生起，如

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禪修者必須避免那樣的

情況，甚至不去聽禪師開示，或不再安排更多的

小參。

   在密集禪修時，禪修者必須儘量避免交談，尤其

是談俗事，即使嚴肅的佛法討論，有時也不適

宜。在禪修時，要避免與同修者辯論教義，而最

不適當的是談論食物、住所、生意、經濟、政治

等，這些稱為畜牲論7 。禁止這類言談的目的，

是為了避免禪修者分心。佛陀對禪修者說：「禪

修者不應放縱言談，經常交談會分心。」

  當然，禪修時可能免不了需要交談，不要超過絕

對必要的溝通，同時在談話時保持正念。談話的

內容若依十論事而談者為適當，然應適度的說。

十論事指：1.少欲，2.知足，3.遠離煩惱，4.無
著，5.精勤，6.戒，7.定，8.慧，9.解脫，10.解脫
知見。

  d.人：主要與禪師有關。如果禪師的指導能讓人
進步，使已生起的定增長，並令未生起的定生

起，他就是位適合的老師。另外兩種與禪修有關

的人：一是團體中護持禪修的人，一是團體中相

關的人。在密集禪修時，禪修者需要許多護持，

對忙於團體修行的人來說，去思考自己對團體的

影響是很重要的，設身處地為其他禪修者設想，

唐突或吵雜的動作會打擾別人，請將這點牢記在

心，尊重其他禪修者，自己便能成為合適的人。

  此外，不作畜牲論之人，具有戒德者，親近這種

人，能使不專注之心變專注，或已入定之心更堅

固，與此人交往是適當的。過度關心身體及作畜

牲論之人為不適當。

     e.食物：適當的飲食有助於禪修，有人以甘的為
適合，有人以酸的或辣的為適合，要謹記在心的

是，不可能一直滿足自己的嗜好。團體禪修有

時規模相當大，為大家烹煮的食物要一起準備

好，在此情況下，最好能接受團體所提供的任何

食物。如果禪修者被食物不足或厭惡的感覺所困

擾，可以試著改正。 
    f.氣候：人類對氣候有很強的適應力，不論多熱或

多冷，都可以找到讓自己舒適的方法，當這些方

法有限或無法取得時，禪修會受干擾，如果可能

的話，最好在溫和的氣候禪修，所以氣候以安適

為主。若能使未入定之心入定，已入定之心更堅

固，這樣的食物和氣候為適當，其他為不適當。

    g.威儀（姿勢）：在此談論的是行、住、坐、臥四
種姿勢。坐姿對止禪最有幫助。有些人以經行為

適合，臥、立、坐則適合他人。如果那種姿勢能

使未入定之心入定，已入定之心更堅固，則為適

當，餘者為不適當。

以上七種，不適當的應捨棄而用適當者，若能如

此修習，不久即可獲得安止定。

（二）入安止定的十種善巧 
若如此行道，仍不得安止定，應以十種安止善巧

助其入定，以下是入安止定的十種善巧：

1.令事物清淨：
保持身體與外在環境的清潔。保持內部的清潔是

指規律的洗澡，保持頭髮與指甲的整潔，並使排便通

暢。保持外部清潔是指穿整齊清潔的衣服，並清掃整

理住處，這會使心清明，因為當目光落在污穢與雜亂

無章的事物上，心容易散亂，若環境清潔，心就會變

得清明，心處於這種狀態有助於禪修。 
2.使五根平衡
五根指信、進、念、定、慧。禪修者應當使五根

的力量平均。如果他的信根強而其他根弱，則精進根

的策勵作用，念根的專注作用，定根的不散亂作用，

慧根的知見作用便無法發揮。

若精進根太強，則信根的勝解作用和其他諸根的

作用無法發揮，應修習輕安等來對治。其餘諸根，若

其中一根太強，其他諸根便無法發揮作用。

此處要特別強調信與慧，定與精進的平衡。假使

信強而慧弱，則成為迷信（盲目的信仰）；若慧強而

信弱，則未免奸巧，兩者平衡，才能信其當信之事。

若定強而精進弱，則會懈怠，增長懈怠；若精進強而定

弱，則會掉舉，增長掉舉，唯有定與精進平衡，才不會

懈怠；精進與定平衡，才不會掉舉，所以兩者應均等，

兩者均等才能入安止定。

（下接第二版下）

1《彌醯經》（Meghiya-sutta）Udana第四品第一經。Udana 
p.37.

2《羅睺羅經》（Rahula-sutta）M.62./I, p.424
3 七業處（satta kammatthanani）：即慈、悲、喜、捨、不
淨、無常想、出入息念。

4 A.V,p.15f.（Anguttara-nikaya，《增支部》）
5 支（anga）：即初禪的「尋、伺、喜、樂、心一境性」五
禪支。

6 速行（javana）：指「速行心」。速：快速。

7 三十二種無用的談話（畜牲論）1.王論，2.賊論，3.大
臣論，4.軍論，5.怖畏論，6.戰論，7.食物論，8.飲物
論，9.衣服論，10.床室論，11.花蔓論，12.香論，13.親
戚論，14.乘物論，15.鄉村論，16.市集論，17.城論，18.
地方論，19.女論，20.男論，21.英雄論，22.道旁論，23.
井邊論，24.先亡論，25.種種論，26.世俗學說，27.海
洋起源論，28.有無論，29.森林論，30.山岳論，31.河川
論，32.島洲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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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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佛法會
2014.1.31(五) 
~2014.2.2 (日) 

台北
講堂

消災、超荐、點燈、
供齋

003
光明燈開燈法
會

2014.2.14(五)
台北
講堂

誦藥師經

004
禪坐健身班第
293期開課

2014.3.6(四) 
台北
講堂

禪坐及靈山氣功

005
梁皇寶懺報恩
法會

2014.3.23(日)
～2014.3.29(六) 

台北
講堂

006
禪坐健身班第
294期開課

2014.5.1(四)  
台北
講堂

禪坐及靈山氣功

007
佛誕節浴佛法
會

2014.5.4(日)  
台北
講堂

008 端午社區關懷 2014.5.31(六) 石碇
探訪石碇地區獨居老
人及貧苦感恩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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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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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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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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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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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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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3年2月～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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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禪定學─以止禪為主（上）

．專題論述／佛教修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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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釋淨行

經」卷卅）。在家信眾分佈於社會各個

階層，生活環境與非佛教徒無異，對於

社會所負的義務和責任，亦無二致（註

九），絕無毀棄人倫之理。一般非議佛

教倫理之人，往往忽略了這一點。

佛教既然讚歎出家功德，社會大眾

所質疑者，其實是出家者對人倫所抱持

之態度。

古代部份批評佛教的儒者，最容易

指斥出家者不孝，「弘明集」和「廣弘

立身處世之道及修行生活，共有

八項：一、「方便具足」：習得一

技之長，以資營生。二、「守護具

足」：未雨綢繆，防患未然，守護

家業，不令有失。三、「善知識具

足」：結交良朋益友，相互勸勉。

四、「正命具足」：理財有術，量

入為出。五、「信具足」：篤信

佛法，不為外道邪說所惑。六、「

戒具足」：持守五戒，不違不犯。

七、「施具足」：熱心公益，樂

善好施。八、「慧具足」：聽聞佛

法，能解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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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年12月功德錄

專題論述

佛教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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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出家豈云孝乎？

佛教徒包括出家者與在家者二類，

所謂「四眾」一詞，即出家男女二眾與

在家男女二眾。四眾之中，以在家男女

二眾佔絕大多數。出家有出家的因緣，

也就是在現世具足各種出家的條件，除

了人事時地等環境的配合外，自己的個

性也要適合出家的生活方式，所以能夠

順利出家修行，實為難得。

站在修行解脫的立場來說，出家固

然最善，但世人多受現實條件的束縛，

因而障礙重重。所以佛教雖鼓勵人出

家，卻不主張人人一定要出家，居家行

道，同樣可以證果成就（參見「雜阿含

有兩種業處：即一切處業處及應用業處。

（1）一切處業處：對比丘眾等而言，「修習慈心和念
死（死隨念）」為一切處業處；有人說也包括不

淨想。

  ①修習慈心：禪修的比丘對同一範圍內的比丘修

習慈心，首先當限定其範圍（先對寺內的所有比

丘）：「願他們幸福，沒有煩惱。」其次對同範

圍內的所有神衹，然後對村裡的施主，其次對所

有的人和所有的生靈修習慈心。

  由於他對比丘眾修習慈心，使同住者生起柔和之

心，他們便成為友善的同住者。由於對同一範

圍內的神衹修習慈心，良善的神衹會如法的守護

他；對村裡的施主修習慈心，則有柔軟心的施

主能如法的護持他所需要的資具；對人們修習慈

心，能使他們生起信心，不會討厭他；對一切有

情修慈，則在各處行走皆無妨害。

  ②念死：即憶念「我必定會死」來斷除不當的希

求，增長警覺之心，不執著生命。如果他熟悉不

淨想，即使是諸天的境界，他也不會生起貪欲。

  由於修習慈心、念死和不淨想有許多利益，所以

當於一切處修習，故稱為「一切處業處」。

（2）應用業處：指在四十業處中，對適合他的根性的
業處應常常修習，因為它是修行增上的的近因，

所以稱為「應用業處」，能教導這兩種業處的人

為教授業處者。  
禪修者應親近教授業處的善友，所謂善友指有下

列特質的人：可敬重者，善語堪教他者，能作甚深論說

者，不作畜牲論者。像這樣具足德行，專為他人利益，

能使道業增上的人為善友。

如果能找到漏盡者當然很好，如果找不到，則應

該依序向以下的人學習業處，即阿那含、斯陀含、須

陀洹、獲得禪那的凡夫、三藏持者、二藏持者、一藏

持者等。如果連一藏持者也不可得時，則當親近精通

一部（Nikaya）及其義疏，又知羞恥者。持聖典者了解
經典，保護教法及維持傳統，並遵循其師之意而非自

己的意見，所以古德再三的說：「知恥者保護佛教。」

多聞者藉著親近許多阿闍梨，從中學習，並釐清

問題，他會引經據典的解說業處，說明哪種業處適

合、哪種不適合學人，所以應當親近這種教授業處的

善友，向他學習禪修的業處，並對他盡各種義務。

3.於四十種業處中選擇適合自己的業處
在四十業處（Kammatthana）中，禪修者應選取

何種業處，有十種解說：（1）依名稱（2）依入近行
定與安止定（3）依禪那的種類（4）依次第超越（5）
依增不增（6）依所緣（7）依地（8）依執取（9）依
緣（10）依性行的適應。茲以此十種行相來解說業處
（meditation object）：
（1）依名稱：是就「四十業處」而說的。四十業處指

十遍、十不淨、十隨念、四梵住、四無色、一

想、一差別。

  十遍：指地遍、水遍、火遍、風遍、青遍、黃

遍、赤遍、白遍、光明遍、限定虛空遍等。

  十不淨：指膨脹相、青瘀相、膿爛相、斷壞相、

食殘相、散亂相、斬斫離散相、血塗相、蟲聚

相、骸骨相等。

  十隨念：指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戒隨念、

施隨念、天隨念、死隨念、身隨念、出入息隨

念、寂止念等。

  四梵住：指慈、悲、喜、捨。

  四無色界：指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

非想非非想處。

  一想：指食厭想。

  一差別：指四界差別。以上是依名稱來說明業

處。

（2）依導入近行與安止：在四十業處中，除了身隨念
與出入息念外，其餘的八種隨念及食厭想和四界

差別等十種業處導入近行定；其他三十種業處則

明集」就收錄了一些這類文章；韓愈謂

佛教徒「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

原道」），直至今日，類似的批評聲音

尚可耳聞。為糾正這種偏見，在此有必

要對出家的意義加以說明。（本課未完

待續）

附註
註九：在「雜阿含經」卷四中，佛陀開

示年少婆羅門鬱門迦俗人在家的

■ 釋果儒

（下接第四版）

﹝禪林建設﹞
2,000元 蔡欽終

1,000元 李素梅、陳榮輝

600元 黃登雲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黃妍熙

﹝禪林建設-藏經樓﹞
50,000元 陳彥濡　

30,000元 余咪玲

5,000元
鄭雄傑、劉惠美
閤家

1,000元

陳遠明、(故)韓陳
照秀、潘陳錦秀、
黃麗容、呂信雄、
呂玉茹、陳昭惠、
楊裕隆、楊皓丞、
吳文淑

500元
潘芳靜、程瑜、乖
乖(狗)

300元 陳德生

﹝護法﹞
500元 程瑜、張選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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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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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5元 王耳碧

1,200元 黃永政

984元 林淑瑜

520元 福慧門

500元 蔡欽終、黃進忠

425元 林芳玉

400元 劉珠嬋

300元 陳慧心

245元 鄭玫君

﹝供養上人﹞
2,000元 張兆辰

1,000元 梁福栓、黃登雲

200元 張秉筑

﹝供養常住﹞
2,000元 陳素貞

1,000元 胡玉欣

﹝供養三寶﹞
2,000元 黃煥亭

﹝救濟﹞
2,000元 蔡欽終

1,000元 胡玉欣

500元 陳春鳳

﹝護生﹞
200元 程瑜

﹝譯經﹞
900,000元 余翠娣

500,000元 余咪玲

100,000元 黃麗雲

90,000元 朱明緯

50,000元 陳世昌、王月勤

30,000元 余小華

10,000元
張李增璞、周淑真
王傳樹閤家

3,000元
林淑瑜、張能聰、
胡玉欣、張文菘

1,200元 OSCAR、余玲玫

1,000元
劉秀滿、黃彥智、
黃祺雯、黃素娥

700元 李宜臻

500元

郝政道、【小白.小
黃 .熊熊】、孫台
興、黃淑鎂、孫如
欣、孫沛文、薛
奶玉

400元
李冉來、李佳紘、
李岱瑾、李桂蜜、
王黃鳳、周李寶玉

300元
陳德生、范昌健、
李虹慧

200元

林佑聲、呂詹好、
呂玉茹、薛昀軒、
呂怡瑩、黃騰輝、
陳燕美、黃俊凱、
鄭玉獅、鄭勝宏、
鄭明展、楊富美、
陳秋汝、簡淑婷、
簡榮慶、簡淑華、
柯棠中、柯馨媛、
柯惟媛、黃佳怡、
姚樹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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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瑜、陳澍樂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黃妍熙

﹝譯經-台中講堂﹞
36,000元 王移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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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喜-講堂﹞
500元 蔡欽終

﹝隨喜-歲末聚餐﹞
5,000元 靚美實業有限公司

1,000元 黃素蓉

500元 趙阿寶、吳阿素

﹝隨喜-禪林大鐘﹞
500元 趙阿寶

﹝隨喜-禪林大鼓﹞
5,000元 梁潔冰

3,000元 陳楷捷

1,000元 施秀清閤家

500元 程瑜

印度雙林寺開光、落成典禮及傳戒活動
世界靈山佛教會僧統淨行上人，於2012年11月4日及11月5日，在位於印度涅槃

地之雙林寺，主持該寺之開光、落成典禮及傳戒活動；該寺住持為智順法師。

戒、定、慧在佛教稱為「三學」，又名「三增上

學」，是修學佛法的三大基礎。有人問佛陀：「外道

是否能證得阿羅漢果位？」佛陀說：「只要圓滿八正

道即能證得阿羅漢果位，無論他是否是外道。」然

而外道根本不知道何謂八正道，即使知道八正道的名

目，也不知道如何修習。根據《中阿含210經‧法樂比
丘尼經》，法樂比丘尼答曰：「三聚攝八支聖道，正

語、正業、正命，此三道支聖戒聚所攝；正念、正定，

此二道支聖定聚所攝；正見、正思惟、正精進，此三道

支聖慧聚所攝。」（大正藏，第一冊，788頁）
簡而言之，圓滿八正道即是圓滿戒、定、慧三

學，因為正語、正業、正命屬於戒學；而正念、正定

屬於定學；正見、正思惟、正精進屬於慧學。至於

如何才能使定學圓滿呢？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主題；首

先，必須知道什麼是定？定有幾種？以及如何修習？

一、什麼是定？

（一）定的定義
善的心一境性為定。心一境性，指心專注在所緣

境上，即住心一境。又「等持為定」，什麼是等持？

即將心與心所平等（sama）平正（sammā）的專注在所
緣境上。是故「以持戒之力，使心與心所專注在所緣上

便是等持。」（《清淨道論》103頁，中平精舍印行）
 

（二）定的相、作用、現起、近因
 定以不散亂為特相，以去除散亂為其作用，以不

動搖為現起，由於「樂者之心善於等持」，故知樂為

定的近因（足處）。

二、定有幾種？

根據《清淨道論》，定的種類繁多，茲摘錄如

下：定可分為（一）近行定、安止定二種；（二）世

間定、出世間定。

（一）近行定與安止定：
1.近行定（upacara-samadhi）：

Upacara意為「準備，初步的行為」。Samadhi，
音譯為三摩地或三昧，意為定。近行定：指禪修者已

降伏「貪、瞋、昏沈睡眠、疑、掉舉」五蓋，具有「

尋、伺、喜、樂、心一境性」五禪支，但不穩定，不

強固。《分別論》說：「非常接近，…接近安止定，

稱為近行。」

《清淨道論》則說：「由修習六隨念與念死、寂止

念、食厭想及四界差別等所得的心一境性，以及在安止

定前的心一境性為近行定。」（95頁）
這種定的修習稱為「行道」。這種行道對某些人

是很難的，由於五蓋的障礙，所以很難修行；而對那

些沒有這些障礙的人而言是容易的，而這種人非常稀

有難得。

2.安止定（appana-samadhi）：

Appana意為安止。安止定即心專注在一固定的所
緣（object）上。安止定已入禪那，是具有五禪支的根
本定。安止定的諸禪支非常強固，猶如有力之人，從

坐而起，可以整天站立。

（二）世間定與出世間定：
三界內的善的心一境性為「世間定」，如四禪八

定。與聖道相應的心一境性為「出世間定」，如滅受

想定（滅盡定）。

（三）持續的定與剎那定：
又，根據班迪達尊者講述的《就在今生――佛陀

的解脫之道》，說定有兩種：1.持續的定：即專注於單
一所緣所獲得的定。這種定是在平靜、輕安的禪修中

獲得，心必須專注在固定的所緣，而去除其他所緣，

遵循這種方法的人可獲得平靜、輕安的經驗，特別是

在禪那中獲得安止（absorption）時。2.剎那定。修習
觀禪，雖然沒有固定的所緣境，卻可以培養剎那定，

剎那定非常重要，所緣境不斷生滅，而在每個剎那，

隨著所緣生起剎那定。雖然這種定是剎那剎那生起的，

卻毫無間斷，因此，剎那定與持續的定一樣有使心輕安

並降伏煩惱的力量。（150頁） 

三、如何修習禪定？
（一）坐禪

佛陀建議，不論是森林裡的一棵樹下，或其他安

靜的地方都適合禪修。禪修者應安靜、平靜的結跏趺

坐，如果盤腿有困難，也可以用其他坐姿；而背部有

毛病的人，坐在椅子上也無妨。為了使心達到真正的

平靜，我們必須要讓身體處於平靜狀態，因此，選擇

可以持久又舒服的姿勢十分重要。  
打坐時背部要挺直，與地面成直角，但不要太僵

硬。坐姿挺直的理由是：因為拱起或彎曲背部會很快

感到疼痛，若保持端身正坐，便可精力充沛的禪修。

1.破除禪修的障礙
禪修者經常會碰到一些障礙而無法禪修，因此禪

修者必須先破除禪修的障礙，根據《清淨道論》，禪

修者有十種障礙，即所謂：「住所、家、利養、眾與業

為五，遊方、親戚、病、讀書與神通。」以上是十種障

礙的名稱。

（1）住所：指室內或茅蓬，也指整座僧伽藍。這並非
對所有人都是障礙。若有熱心從事建築等事，或

對住所有所執著，心有罣礙，對這種人而言，則

住所成為障礙，對其他人則不然。

（2）家：指俗家或護持者的家。因為親情與人情的執
著與牽累，會造成修行的障礙，當然包括禪定的

修學，但有些真修行人，即使是自己的父母，也

不會造成障礙。 
（3）利養：指飲食、衣物、臥具、湯藥四種資具，以

及名聞和其他供養，這些怎麼會是障礙呢？因為

有福報的比丘所到之處，人們供給他許多資具，

他必須為他們說法，因此無法修習沙門法，他不

斷的應接各方人士，所以利養便成為他禪修的障

礙。「他應當離開大眾，住在沒有人認識他的地

方，這才能破除障礙。」

（4）眾：指經學眾或論（Abhidhamma）學眾。因為要
教導他們，他便無法修習沙門法，所以僧眾是他

的障礙。他應該這樣破除：他應該去找另一位教

師，對他說：「尊者！請攝受教導他們。」如果

找不到教師，就對他們說：「諸賢者！我有重要

事情。」他應這樣捨眾，去行沙門法。

（5）業：指營造（nava-kamma）之事。他必須知道營
造的材料是否已獲得，又須監督，哪些工作已作

或未作，這是障礙。他應如是破除：如果只有少

許未作，便應完成；如果還有大部分未完工，如

果是僧團的建築工程，則委託僧團或僧團中負責

的比丘；如果屬於自己的，則委託為自己負責的

人。

（6）遊方：即使他去阿蘭若行沙門法，也很難斷除有
關遊方的念頭，所以他應該去完成那件事，然後

專心修習沙門法。

（7）親屬：在寺院則指阿闍梨、和尚、同修（阿闍梨
的弟子）、和尚的弟子、同學，與師兄弟等法

眷；在家中則為父母、兄弟等。他們若生病便是

他的障礙，他應該照顧他們，等痊癒後，即去除

障礙。當自己的和尚生病，如果無法很快痊癒，

則必須繼續看護。對自己出家的阿闍梨，受具足

戒的阿闍梨，同修，授具足戒的弟子，從自己出

家的門人，同一和尚者亦然；還有自己的依止阿

闍梨，教授阿闍梨，依止的門人，教授的門人，

同一阿闍梨者，在依止和教授期間應該看護。如

果能這樣做，即使依止和教授期間已結束，仍需

照顧他們；對自己的父母應如對和尚一樣。

（8）病：指任何疾病，因有礙禪修故為障礙，所以必
須服藥去病。如果他服藥一連幾天都無效，則應

作：「我不是你的奴隸和雇傭者，為了養你，使

我無始的輪廻。」這樣呵責自身後，再去修習沙

門法。

（9）讀書：讀誦聖典對經常忙於讀誦的人而言是障
礙，餘者不然。如以下故事所說的，據說有位《

中部》的誦者勒梵長老去親近住在馬拉耶的勒梵

長老，請教業處（禪修的所緣）。之後，他修習

業處十九年期間，未曾誦經，在第二十年時，證

5.當抑制心時，即抑制心：
即抑制過度興奮的心，禪修者在禪修中經常有令

人迷戀的經驗，會變得興奮，他們過度精進。此時禪

師不宜鼓勵他們，而應該使禪修者回到正常狀態，同

時幫助禪修者激發輕安覺支，或是教他放鬆，不要過

度精進。 
6.振奮因疼痛而怯弱的心：
如果心因疼痛而畏縮，也許需要為它製造快樂。

禪修者也許會因為環境或舊疾復發而感到沮喪，此時

心需要振奮與清淨，好讓它再度清明、敏銳，你可以

嘗試各種方法使心振奮起來，禪師也可以勉勵你，說

一些鼓勵的話。

7.當有捨心時，使有捨心：
當他如此行道：不惛沉，不掉舉，對所緣，心均

等，行於奢摩他的道路，此時無須策勵或抑制心，猶

如馬夫對平均行進的馬一般，這是「當有捨心時，使

有捨心」。

8.遠離無等持之人：
遠離心散亂的人和沒有出離心的人，遠離忙於俗

事而心散亂的人。

9.親近等持之人：
心不平靜又不安靜的人，無法培養定力，所以要

時常親近邁向出離之道，有定的人。

10.傾心於彼：即傾心於定，尊重定，趨向於定。
以上是入安止定的十種善巧。（本文未完待續）

（上接第四版）

圖四：開光（三）

圖二 ：開光（一）

圖五：羯磨

圖六：落成典禮 圖七：傳戒（一）

在定與慧中，修定者必須有強的心一境性，如此

才能入安止定；而修觀者必須慧強，如此他可通達（

無常、苦、無我）三法印。如果定與慧平衡，則可獲

得安止定。

念力強是其他四根所需要的，因為正念可以使心不

掉舉，而信、精進、慧有使心掉舉的傾向。正念也可

以使心不懈怠，而定有怠惰的傾向，所以義疏提到：

「世尊說：念能用在一切處，何以故？心以念為依止，

以念為守護；若無正念，則無法策勵心，抑制心。」

3.於相善巧：
即熟悉禪定的所緣境，亦即保持清晰的心相。

4.當策勵心時，即策勵心：
即振奮沮喪的心，在心變得沉重、憂鬱、沮喪

時，使心振奮起來，這時你應該試著使心振奮起來。

振奮沮喪的心也是禪師的工作，當禪修者拉長著臉來

小參時，禪師會知道如何激勵他。 

得阿羅漢果，後來他對為誦經而來

的比丘們說：「諸賢者！我已二十

年沒有讀經了，但我仍通曉。開始

吧。」從頭至尾，竟無一字疑惑。

（10）神通：指凡夫的神通。「神通如
幼稻難以持久，些微的事情便會失

去。」對修習毗婆舍那（觀禪）而

言，神通是障礙；對「定」則不

然，因為透過定才有神通。所以「

想證得內觀智慧的人，應當破除神

通的障礙；修定的人則應破除其餘

九種障礙。」

2.親近教授業處的善友 

本文作者果儒法師，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及法光佛研
所畢業，後負笈斯里蘭卡求學，獲kelaniya大學碩士
學位，著有《佛國之旅—斯里蘭卡見聞記》及譯有《
觀禪手冊》、《內觀禪修之旅》、《不存在的阿姜
查》、《阿姜查的內觀禪修》、《炎夏飄雪》等十餘
種書籍。

◆ 海外弘法拾零 之一 ◆

圖三：開光（二）

圖八：傳戒（二）

圖一：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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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無邊處，因此先滅空無邊處之微妙真實想，同時生起

「識無邊處」之微妙真實想，以此之故，彼於是時，具

有識無邊處之微妙真實想，如是由修習故想生；由修習

故想滅，此由於修習也。15

在第五禪，禪修者體驗到空無邊處，現在要做的

是將注意力由無邊的空間轉向觀察空間的意識上。無論

是在空無邊處定或在識無邊處定，我們都找不到有個人

在入定，如果有，那就不是這兩種定了，因為有個觀察

者在裡頭。在四禪，觀察者縮到最小，這使心力大為提

升，變得很清明。在第五和第六禪那，出定後，觀察者

充分了解，除了無盡的空間或意識外，沒有人，也沒有

任何東西。

有了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會同時生起，我們只

需把注意力從無盡的空間轉到觀察這空間的意識即可。

識無邊處定是證悟和禪修的一部份，透過修行，

當我們有了這種禪定，心也會越來越清明，越能觀察實

相，心不再偏狹，不再只關心特定的我。從空無邊處定

和識無邊處定出定後，我們會發現苦仍然存在，修行仍

未結束；只要心中還有自我，這個自我必定有苦。 

7. 七禪、八禪、九禪：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定、      

　滅盡定

世尊復言：「布吒婆樓！復有比丘，超出所有識無

邊處，達『所有皆無』之無所有處，因此先滅識無邊處

之微妙真實想，同時生起無所有處之微妙真實想，以此

之故，彼於是時，具無所有處之微妙真實想，如是由修

習故想生；由修習故想滅，此由於修習也。」

第五、第六和第七禪經常被稱為毗婆舍那禪

（vipassana jhanas）或內觀禪那。當然，我們也可以從
色界的四個禪那證得內觀智慧。

在第五禪及第六禪所生起的觀智（insight），發現
自我消失了，只剩下空間和意識。雖然有觀察者，卻

找不到觀察的「人」，因為觀察者已經擴大到無盡的空

間和意識。現在坐著正在讀書的觀察者，根本無法體驗

到「無限」，而「無限」卻可以在禪那中體會，觀察者

也可以擴大到無限。此時雖然有意識，這是心，沒有「

人」在那裡。

在第七禪（無所有處），我們知道不但沒有「人」

，也找不到任何物體。同樣的，在第五禪（空無邊處）

和第六禪（識無邊處），沒有任何物體可以執取，因為

在整個宇宙中，根本沒有可以執取的堅實物體。有了禪

那的體驗後，我們有了內觀智慧，因此對人和對世間的

反應會改變，我們知道那些看似堅固的物體，事實上是

不斷變遷的。

要證得甚深的內觀智慧並非一蹴可躋，要花時間，

要一再證入不同境界的禪那，才能證得智與見(vision)，
然而，這個境界不是涅槃，只是證入涅槃的過程。

「想之極致」是第八禪（非想非非想處）的境界，

使心能休息最久，使心充滿精力，這是心進入第九禪那

「滅受想定」（滅盡定）前的最後階段。經中記載，只

有不還者（阿那含）和阿羅漢才能進入這種禪那。

某些論著詳細描述九禪：進入滅盡定的人彷彿死了

一般，因為呼吸如此微細，以致於難以覺察，然而仍有

生命力，仍有體溫及微弱的心跳。據說阿那含和阿羅漢

可以進入滅盡定達七日之久。

在第八禪（非想非非想處），此時，心處於沒有活

動的狀態，但又不是完全沒有覺知，所以不可以說有覺

知，也不可以說沒有覺知。在九禪（滅受想定），即使

是三果（不還者）聖人，仍有些微「我」的感覺；只有

阿羅漢的滅受想定完全沒有「我」的感覺。

以上是有關四禪八定的修習法。如《清淨道論》所

言：「須陀洹為『戒』圓滿者，斯陀含果亦然；阿那含

為『定』圓滿者；阿羅漢為『慧』圓滿者。」若能圓滿

戒學，再在禪修上下功夫，逮定學圓滿，即可證得三果

阿那含。

對禪修有興趣者不妨放下萬緣，到緬甸禪修（必須

禁語），待個三、五年，雖未必能證果，卻能讓自己的

心更平靜，而對外在的事物（身外之物）也不會如凡夫

俗子般的執著，能入安止定，同時又能修習觀禪，修習

四念處，隨時隨地保持正念正知，逐漸圓滿八正道中的

「定學」――正念、正精進、正定，精勤的邁向解脫之

道，他日必定能究竟解脫，永斷生死，不受後有。

21世紀的病醫關係新思維—醫療決策
梁皇報恩法會通啟
293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3年3月～5月）
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四念處
專欄

一個偶然的機會，聽到了聖嚴法師說過的一句

話：「我們必須重新思考我們的角色……。」感到十

分受用。

與20世紀相較，生活或工作在21世紀的我們，無
論在生活、工作，乃至生命的課題上，都有很大、很

快的改變，因此重新思考我們的角色是必要的。以醫

療為例，醫療的角色功能，已由「治療」、「治癒」

轉變為「健康促進」，即幫助民眾與慢性病共舞—

提昇慢性病人的生活品質。因此無論是醫院、醫療人

員、病人(民眾)，勢必要重新思考和學習「醫療人員
的角色與責任」以及「病人的角色與責任」。

傳統的醫療，常常是醫師的建議說了算，但因社

會型態改變、就醫方便、就醫經驗增加、醫療進步快

速，以及罹患多種慢性病的人數增加，因此一個病，

同時在不同醫院就醫，或一個人有多種疾病，在不同

的醫院就醫，或因搬家必須更換醫院就醫等，是常見

的現象，所以說影響醫療效益的因素很多。因此醫師

的建議，已不一定是最適當、安全的，這與病人(家
屬)的參與度有關，是故適當、安全的醫療決策，需要
有病人以及家屬的參與，而另一種的說法是，這也是

病人以及家屬的一種「義務」。

試舉一例說明：

王女士51歲有高血壓、氣喘、心律不整，以及腎
結石等多種慢性病，持續在他院治療。腎結石曾做體

外震波碎石術8次，這次因搬家關係，換醫院就醫。
第一次去泌尿科門診時，醫師看X光，發現右腎

本文作者高碧月小姐，馬偕護校，以及台北護理健康
大學老人組碩士班畢業，曾在基督教、天主教、佛教
的醫療機構服務。因喜歡臨床，而重返臨床工作，現
任恩主公醫院安寧共照護理師。因生活上的經驗，以
及喜好歷史與旅行，常從不同的觀點，省思現代醫療
體系中，有關健康生活適當性的相關課題。

鹿角結石4×4公分，建議做侵入性的輸尿管鏡雷射碎
石手術，病人、家屬聽了後表示：前一個治療的醫師

說，體外震波碎石術比較安全，拒絕醫師的建議。但

醫師以健保規定及專業建議，堅持這是最適當的治

療，最後病人接受建議安排手術，於住院次日手術。

手術當日下午，病人因呼吸困難，急救插氣管

內管使用呼吸器，轉住加護病房。急救原因：右肺下

葉水腫、心律不整、電解質不平衡等。住加護病房期

間，病人因插管不舒服，希望拔呼吸管，病人丈夫看

了不忍，要求拔呼吸管，他說：「上次在某家醫院拔

管就沒事了！」，每次會客，為此與醫護人員爭執，

直到一星期後拔管。

醫療照護服務的對象是人，必須有個別性的考

量，雖然專家建議健保有規定，尤其是有多重慢性疾

病，或曾在他院治療的病人，需要更多的考量。王女

士的危機，在手術後發生了家屬才告知的現象，這在

臨床上常發生。雖然在決策過程中，醫療人員有責任

以病人及家屬能了解的方法解說，但病人及家屬，如

果不了解的時候，要表示不了解，且應主動提供與身

體健康有關的病史資料，如曾做過的治療及反應、使

用藥物(西藥、草藥或其他)、過敏史…等等，供做適
當醫療決策的參考及安全準備。

王女士在門診時，可能沒有充足時間與醫師互

動，應利用住院到開刀前的時間，告知醫療團隊成

員，曾有急救插呼吸管等狀況，以使能於術前就做預

防性的安排，如開刀後，先在加護病房觀察，或其他

院須知裡，告知病人的權利與義務，除了是醫院評鑑

規定，亦為了提醒病人要得到適當、安全的醫療，必

須提供完整的健康資料供參考，包括現在及過去的疾

病史、治療（傳統西醫、非傳統西醫）；當然，醫療

人員也有收集健康資料的責任。

為了提供完整健康資料，「病歷摘要」好用又

方便，如臨時掛急診，或如王女士的例子，在轉院治

療時，需主動拿出病歷摘要給診療醫師參考，他們會

很感激，這樣醫療人員也能於最短時間內認識你的健

康狀況，做較適當安全的決定。尤其是有兩種以上疾

病，或領有重大疾病、常住院的病人。

大環境、小環境一直在改變，許多事或許我們都

還來不及或沒有適當時機思考各自的新角色；比如，

攸關生命健康醫療新角色的思考就是，病人（民眾）

常會措手不及，醫療人員也會措手不及的。我們已身

處在健康促進的新世紀，必須了解及學習，醫療人員

扮演的角色已與過去有許多的不同，適當安全的醫療

決策，需要病人（民眾）、醫療人員的共同參與，這

樣大家才能善巧應用醫療資源，有和諧的醫療環境。

．專題論述／佛教修行

21世紀的病醫關係新思維—醫療決策
■高碧月

（上接第三版）
四禪。彼清明之心，遍滿全身；此比丘清明之心，無不

遍滿全身。」如是捨斷一支，具備二支，入住第四禪。  
喜是在第四禪近行剎那捨斷的，苦、憂、樂是在

初禪、二禪、三禪的近行剎那個別捨斷。在初禪的近行

定中（未達安止定），雖已暫時止息苦根，若被蚊虻等

所嚙，或有不適的床座，則苦根會現起，在安止定則不

然。在近行定苦根並未究竟止息；在安止定，由於全身

遍滿喜樂，以全身充滿樂，則苦根止息。

在第二禪的近行定（未達安止定）亦然，雖然已捨

斷憂根，但以尋伺為緣，碰到身心俱疲時，則憂根可能

生起。若無尋伺，則不會生起；憂根生起，必有尋伺。

二禪的近行定是不斷尋伺的，所以憂根可能生起；而二

禪的安止定則不然，因為憂根生起的緣已斷。

同樣的，在第三禪的近行定中，雖然已暫時捨斷樂

根，樂根仍可能再生起；第三禪的安止定則不然，因為

在第三禪，是樂的緣的喜已完全止息。

同樣的，在第四禪的近行定中，雖然已斷喜根，

但仍近喜根，因尚未證得安止定的捨，未能超越喜根，

所以喜根可能會生起；第四禪的安止定，喜根絕不會生

起，故說：「茲有比丘捨離苦樂，已先滅喜與憂故，以

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入住第四禪。」由於四禪的

貪瞋與貪瞋的緣俱滅，故貪瞋不再生起。

「不苦不樂」：即捨受，以和可意與不可意的經驗

相反為特相，以中立為作用，以不明顯的態度為現起，

以樂的消失為近因。

「捨念清淨」：指由捨而生起的念清淨。在四禪，

念非常清淨，而念清淨是由捨所致，故說「捨念清淨」

。使念清淨的捨是中立之義，不僅念清淨，一切與念相

應之法亦清淨。  
雖然捨在較低的三個禪那也存在，但在初禪、二禪

和三禪中不得清淨，因前三禪的捨不清淨，故俱生的念

等亦不清淨，所以在前三禪不能說「捨念清淨」，而在

四禪沒有尋伺，又有捨受，故心極清淨。因為捨清淨，

念亦清明，所以只有第四禪稱為「捨念清淨」

捨離一支，具備二支：捨離一支指捨離喜；事實上

喜在同一過程的諸速行心中便已捨斷了，所以說喜是第

四禪的捨斷支。捨受與心一境性的生起為具備二支，四

禪只有捨與心一境性二禪支。

5.第五禪：空無邊處定

在《清淨道論》中，覺音論師（Buddhagosa）為前
四個禪那做了很貼切的譬喻：「有一個在沙漠中旅行的

人，他沒有帶水，感到越來越渴。終於，他看到遠處有

水池，他非常興奮，充滿喜悅。」

「在沙漠中旅行，沒有帶水」並「感到越來越渴」

指我們的內心追求喜樂、幸福及平靜，這些是無法從外

境獲得的。「看到遠方有水池，非常興奮，充滿喜悅」

類似在初禪所體驗到的感受，知道目標在望，雖然仍在

遠方，但很快就會到達目的地。

後來，那人站在池邊，知道這池水能除去口渴，

感到非常歡喜。這是描述二禪的境界，我們知道自己已

經快到目的地。然後，他走到水池，盡情喝水，非常滿

足，和剛才到處尋找池水的心境相比，是完全不同的，

這是三禪的體驗。如果我們很長的時間沒水喝，我們知

道此時身心是多麼苦惱，這個譬喻道出我們的心理和情

緒：在追求渴望的東西時，內心總是煩躁不安。一旦找

到我們渴望的東西，我們感到喜悅、滿足。這種喜悅的

心境不是佛陀所說的最終目標，我們可以從中獲得繼續

修行的動力，以及獲得新的內觀智慧。

此時，這位在沙漠中的旅人感到非常平靜。之前，

為了生存，他不斷尋找水源而感到焦慮不安，他的口渴

使他到處尋找水，現在，口渴已經解除，他走出水池，

在樹蔭下躺著休息，從困頓中恢復過來。這種輕安和四

禪的經驗一樣，是完全的寂止，讓心休息。

四禪是進入無色界禪的跳板，我們都有進入四無色

界禪的能力，事實上，這些定境或可稱為「平凡無奇」

，雖然這不是開悟，卻是開悟的基礎，並能訓練我們的

心力。開悟不是簡單的事，需要極大的心力，所以我們

必須先打好基礎。修習禪那需要耐心和堅忍不拔，而最

重要的是，要有無所求之心。

前四個禪那是色界禪，因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有類

似的境界，我們都有類似色界禪的體驗，所有這些定境

都潛藏在心中，只是被我們的顛倒妄想和不斷生滅的念

頭所障蔽。

無論何種念頭生起，這些「定」被我們的念頭、情

緒、反應、意見和觀念所障蔽，這些我們所熟知的心理

現象會障礙我們入定，這些念頭對禪修毫無意義，我們

必須把這包袱丟掉，心才會轉到其他心識狀態，因此才

可以進入這種禪定的境界。

有關禪定的論述和言論有些是矛盾的，讓人產生困

惑。看了一些有關禪修的書籍，容易先入為主，會產生

成見，妨礙禪修，所以沒有接觸任何禪修的論述反而更

容易禪修。只要坐下來，放下心中的罣礙，心自然會靜

止下來，沒有顛倒妄想，心就能體驗禪那的境界。我們

甚至不說是「入」定，而是把各種念頭放下，就像一隻

從水池裡跳出來的狗，把水抖落一樣，我們也把念頭從

心中抖落。

初禪到四禪是色界禪那，接下來的是四種無色界禪

那。這四種禪那是無形無相的，在日常生活中，在一般

的心識狀態下，不可能有無色界禪那的體驗。事實上，

未曾禪修的人會覺得這有點像神話，而禪修者即使沒有

無色界定的體驗，也會有粗淺的了解。

前四個禪那和身體的感受或情感有關，而佛陀所舉

的譬喻全與身體有關，如佛陀提到全身遍滿喜樂；而在

四禪，身體處於寂止狀態，這都和感受有關。而無色界

定，只有心境（mental states），沒有任何情感或身體
的感受，所以經中沒有任何譬喻。禪修者要證入這種禪

那，平日必須不斷修習前四種禪那，直到心變得溫順、

柔軟、平靜，不再頑固和抗拒，才能體驗更高層次的無

色界定。

佛陀是這樣敘述五禪的：「茲有比丘，超出所有

色想，滅除障礙想，不起異想，故達空間是無邊的空無

邊處定，因此先滅色想，同時生起空無邊處樂之微妙真

實想，以此之故，彼於是時，惟有空無邊處定之微妙真

實想，如是由修習故想生；由修習故想滅，此由於修習

也。」13

在四禪，我們不再有身體的感受，只覺察到心、感

情、感受的寂止，所以到了第五禪「超出所有色想（身

體的感受）」，我們毋須刻意去修便可以做到；而破除

「障礙想」（all sense of resistence）就要刻意去破除才
會成功。

通常我們會以皮膚為限的身體為「我」，皮膚以外

就不是「我」了，我們都很清楚自己所佔的空間大小，

這是我們強加在自己身上的自我限定。在前四個禪那，

這種「界限」已經被擴大到某種程度，不再以身體為

限，至少，禪修者的思想觀念不再僵化。從四禪退出，

如想進入「空無邊處定」，我們可以觀察當時心所感覺

到的身體邊界，並慢慢把它擴大。

「不起異想」意指我們必須超越個體，我們將事物

視為個別的、有範圍的，這種「異想」是人類的心態，

如果要進入空無邊處定，就必須超越所有的個體及其差

異。有兩種進入空無邊處定的方法，我們可以同時用兩

種或只用其中一種，至於要用哪個，視我們在擴大心

識時遇上多少困難而定。第一種方法是先觀察身體的邊

界，再將這邊界慢慢擴大到無窮盡的空間。假如在這個

過程中遇上障礙，意識無法擴展，那麼可以用第二種方

法：觀想森林、草原、山川、河流和海洋，再觀想整個

地球和天空，以及地平線，當我們觀察到地平線時，再

把它們放下，只剩下無盡的空間，這就是所謂的「不起

異想」。

去思考這些指導方法，看看佛陀所說的是否真實

不虛也很有幫助。界限是真實存在的抑或只是幻象？從

科學的觀點來看，宇宙間根本沒有固體粒子，只有不斷

離合的能量粒子。透過觀察，我們知道事物的真相，也

知道所有的界限都是心製造出來的，因此會放下對「異

想」的執著。14

佛陀所說的進入「空無邊處」的兩種方法是可以刻

意去做的。透過修持空無邊處定，心會擴大，一般人將

自己的心侷限於個人，無法觀察到宇宙的真相；透過思

考和禪修，我們可以把心擴大。心的侷限越少，我們越

能把心擴大，也越容易證到究竟實相。

通常我們所知道的與究竟實相無關，這種認知障礙

了我們對究竟實相的了解。如果我們把心擴大，就能超

越這些界限，我們都有這種潛能，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潛

能發揮到極致，不要把自己侷限在框框裏，要盡可能的

把心擴大。

在修止禪時，我們試著平靜和專注；在修觀禪時，

我們如實的觀察不同的現象，止禪和觀禪應同時修習。

從經典中我們知道佛陀的教法是完整的，我們不可以只

選擇一部份來修，而忽視其他的，這樣是無法解脫的。

所有修行的方法包括：持戒、守護諸根、知足、正念正

知、修習止禪與觀禪，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

6.第六禪：識無邊處定

復有比丘，超出所有空無邊處，達「識是無邊」之

本文作者果儒法師，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及法光佛研
所畢業，後負笈斯里蘭卡求學，獲kelaniya大學碩士
學位，著有《佛國之旅—斯里蘭卡見聞記》及譯有《
觀禪手冊》、《內觀禪修之旅》、《不存在的阿姜
查》、《阿姜查的內觀禪修》、《就在今生－佛陀的
解脫之道》等十餘種書籍。

13 見《長部》經典第93頁。
14 請參閱Ayya Khema的《何來有我―佛教禪修指南》 

107~122頁。

15 請參閱《長部‧布吒婆樓經》93頁。

預防措施，這樣才能確實保障病人安全，

醫療人員也才能安心，同時提高醫療效

益，減少醫療資源浪費。

目前，醫院都會在醒目的地方，或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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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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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期開課

2014.3.6(四) 
台北
講堂

禪坐及靈山氣功

003
梁皇寶懺報恩
法會

2014.3.23(日)
～2014.3.29(六) 

台北
講堂

004
禪坐健身班第
294期開課

2014.5.1(四)  
台北
講堂

禪坐及靈山氣功

005
佛誕節浴佛法
會

2014.5.4(日)  
台北
講堂

006 端午社區關懷 2014.5.31(六) 石碇
探訪石碇地區獨居老
人及貧苦感恩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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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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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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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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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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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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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3年3月～5月）

梁皇報恩法會通啟
主壇法師：上淨下行 上人   領眾法師：行河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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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星期日）上午9
：30至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六）下午17：00

法會地點：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廿一號三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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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靈山講堂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廿一號七樓

電　　話：（02）2361-3015～6
傳　　真：（02）23141049
郵政劃撥帳號：19726167號　帳    戶：靈山禪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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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禪定學─以止禪為主（下）

．專題論述／佛教修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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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釋淨行

爭，造諸惡業（註十二）。對於人類這

種依維護、保障自我私有所形成的社會

習慣及制度，以佛法超越世間第一義的

見地上說，並不值得認同及肯定。佛陀

絕不以成就某一人、某一家、某一族、

某一國的私利為號召，相反地，乃是呼

籲人類徹底打破我見的框架，來為全體

眾生而努力。也唯有徹底消除我見，才

能令世間得到真正永久的和平安樂。

出家，就是要求斷絕所有自我財

產、眷屬等佔有（本不足留戀）以培養

不以自我為中心、摒除私欲的生活態

度。

因此，就出家者本身而言：出家修

行，志在破除我見，解脫生死（註十

三），經營事業，俗務纏身，不免令人

分心，難以辦道，實不如放下一切，專

趣涅槃（註十四）。

就他人而言：出家者既以擺脫我見

為生活態度，凡事當不能只求自利，而

是要盡力將自己的身心與眾生融為一

體，對眾生的苦樂感同身受，於是乎利

他也就成為出家者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務

（註十五）。出家人不蓄私財，身無長

物，利益眾生，並不著重於金錢物質

的幫助，主要是以精神生活指導者的身

份，開示佛法，撫慰人心，替紛亂擾

攘、你爭我奪的世間提供安定、清淨的

依止處（註十六）。這也就是佛陀之所

以成立僧團的初衷—將佛法住世的責任

交付僧團一肩承擔（註十七）。

是故，出家者必須以勇猛不懈的精

神，努力戰勝私欲的繫縛，以一個全新

的、不惑於世間名利、超越世俗我見、

出世無我的態度，積極從事入世利他的

事業。對於自己的家人親眷朋友，依淨

惱苦，究竟苦邊故。」
註十四：「中阿含經」卷十九「迦稀那
經」中，阿那律尊者言：「居家至狹，
塵勞之處，出家學道，發露曠大。我今
在家，為鎖所鎖，不得盡形壽修諸梵
行。我寧可捨少財物及多財物，捨少親
族及多親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至
信捨家，無家學道。」

註十五：如「雜阿含經」卷卅九中，佛陀
答惡魔波旬：「汝夜叉當知，眾生群集
生，諸有智慧者，孰能不哀愍，以有哀
愍故，不能不教化，哀愍諸眾生，法自
應如是。」

註十六：如「雜阿含經」卷十三中，佛陀
勉勵富樓那尊者：「汝今宜去，度於未
度，安於未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
」

註十七：佛陀制戒攝僧，成立僧團，其目
的如「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二中所示：
「承事聖眾，和合將順，安隱聖眾，降
伏惡人，使諸慚愧比丘不令有惱，不信
之人使立信根，已有信者倍令增益，於
現法中得盡有漏，亦令後世諸漏之病皆
悉除盡，復令正法得久住世。」

註十八：佛陀晚年，僑薩羅國在毘流離王
的率領下，發動了對佛陀祖國迦毘羅越
的侵略戰爭，佛陀為保護祖國，亦曾盡
其最大的努力，詳見「增一阿含經」卷
廿六、「五分律」卷廿一、「四分律」
卷四十一等。

 世人但謂佛教徒一味忍辱，懦弱不堪，
只會任人宰割，對於佛教徒保衛國家的
決心與勇氣，深致懷疑。其實佛教既然
反對滿足私欲的殺伐、欺盜、爭奪、侵
略，更主張以行動積極地制止這一類危
害眾生的暴行。對付侵略者，在和平絕
望之際，則不妨以將傷亡減至最低為原
則入戰；殺生本係罪惡，然不依貪、
瞋、癡而殺，依慈悲心、為保護他人而
殺，在佛教反而是受到讚歎的行為，「
大薩遮尼乾子所說經」卷五對此有詳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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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1月功德錄

專題論述

佛教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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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出家豈云孝乎？

（一）出家的意義

佛教的出家制度，要求出家者斬斷

一切世俗的繫縛，以一個不受世俗任何

群體（家庭、民族、國家等）約束的身

份，投入修道的行列，此為奉儒家倫理

思想為圭臬者所難以接受，也因此，出

家被視為遁世、消極、逃避。

佛教肯定出家，儒家否定出家，此

一態度上的歧異正反映出佛、儒思想的

根本分野。佛教以為，眾生為無明所

覆，執我為實，種種意念行為，無不以

自我為中心，以自我為出發點，以滿

足我的需求為要。世人總是為了我、我

的家人、我的民族、我的國家等相關

於我的一切而努力，歸結起來，不外乎

是依「我見」而起作用，這才輪迴生死

不已（註十）。消除「我見」，正是佛

教修行的目的。然而，儒家講仁愛親

疏有別，卻正是以自我為中心而展開愛

戀關懷的次第。這種說法，的確符合世

間眾生自以為是的人情，也符合世間的

實況。如是再配合以周朝傳統的宗法制

度，因而建立起家庭、家族為本位的倫

理觀念（註十一）。

人類最基本的團體—家，其實就是

順應自我的佔有欲而成立的生活方式。

人類社會承認私有的合理，一方面接受

個人的私有與男女的相互佔有，一方面

又不容許自我所佔有者受他人侵犯，家

庭就是在這種相互保證又相互制約的情

況下為人類所推行；其次，社會群體的

制約，猶須透過一定的組織與制度才容

易生效，國家於是應運而生（參見「長

阿含經」卷廿二「世紀經．世本緣品」

）。然而，這樣的制衡只是遷就佔有欲

的發展結果，並不能真正為人類帶來

和諧安樂的生活，人類依舊要為私利而

在安止的剎那捨離尋伺，禪那生起，所以稱尋伺為二禪

的捨斷支。

具足三支：喜、樂、心一境性生起為「具備三支」

。《分別論》說11：「第二禪是信（confidence）、喜、
樂、心一境性」，這是說明附隨於禪那的諸支，除了信

支外，喜、樂、心一境性三支是禪那之相。

 3.第三禪

證入第二禪時，於五種行相已習行自在，從熟練

的第二禪出定，看到二禪的過失，知道此定仍有讓人興

奮的喜心，故稱二禪的喜為粗，因為粗的喜，故禪支亦

弱。禪修者看到二禪的過失後，不再希求二禪，而對第

三禪的寂靜作意，為了進入第三禪，必須繼續禪修。 
當他從第二禪出定時，以正念正知觀察禪支，粗

的喜生起，樂與一境性平靜的現起。此時為了捨斷粗的

禪支和獲得平靜的禪支，他在相同的相屢屢作意。當他

想：「現在第三禪將生起」，斷了有分，以同樣的所緣

生起意門轉向心，此後，即對同樣的所緣生起四或五個

速行心；這些速行心的最後一個是色界的第三禪心，其

餘的為欲界心。

此時，如《馬邑大經》所說：「諸比丘!比丘離喜，

住於捨，正念正知，以身受樂，成就聖者所說之捨、

念、樂住，住於第三禪。彼以離喜所生之樂，…無不遍

滿全身。」禪修者如是捨離一支，具足二支，入住第三

禪。

住於捨（upekkha）：入第三禪者因為有清明強固的
捨，故名「住於捨」。捨以中立為特相，不偏為作用，

不造作為現起，離喜為近因。

念與正知：憶念為念，正當的知為正知，指禪修者

有正念與正知。「念」以憶念為特相，不忘失為作用，

守護為現起。「正知」以不痴為特相，以推度為作用，

以簡擇為現起。

在初禪、第二禪也有正念正知，因為如果失念或不

正知，是無法入近行定的，遑論入安止定。因為那些禪

那比較粗，猶如走在平地上的人，正念與正知的作用不

明顯。由於捨斷粗的禪支，成細禪支，猶如人在剃刀鋒

的邊緣，必須有正念正知。

第三禪雖已離喜，如果不以正念正知去守護，則必

定回到喜，與喜相應。此外，有人貪著樂，而三禪之樂

極微妙，無有他樂過於此樂，必須有正念正知，才不會

貪戀此樂，為了強調這特殊的意義，故只在第三禪說正

念與正知。

「成就捨、念、樂住」：禪修者達到最上微妙之

樂的三禪，他有「捨」心，不被樂所牽引，正念現前，

以防止喜的生起，他以名身（mental body）受無雜染之
樂，故說「成就捨、念、樂住」。

捨離一支：此處以捨離「喜」為捨離一支。猶如第

二禪的尋與伺在安止的剎那捨斷，而喜亦在第三禪安止

的剎那捨離，故說喜是第三禪的捨斷支。

具備二支：以「樂與心一境性」的生起為具備二

支。所以《分別論》說12：「第三禪那即是捨、念、正

知、樂與心一境性」，這是說明第三禪那所有的禪支。

若只論證入禪相的禪支，則除了捨、正念正知，只有「

樂與心一境性」這兩支。

4.第四禪

證入第三禪時，對上述的五種行相已習行自在，從

熟練的第三禪出定，看到三禪的缺失：三禪仍有樂，因

為樂粗，故禪支亦弱，看到三禪的缺失後，對第三禪不

執取，對第四禪的寂靜作意， 為了進入第四禪，必須繼
續禪修。

自三禪出定後，當他以正念正知觀察禪支時，樂

粗糙的生起，而捨受與心一境性平靜的生起，此時為了

捨斷粗禪支和獲得寂靜支，禪修者在相同的相上屢屢作

意，他以相同的所緣斷了有分，生起意門轉向心，此後

以相同的所緣生起四或五個速行心，這些速行心的最後

一個是色界第四禪心，其餘的為欲界心。

第四禪必生起不苦不樂受（捨受），因為這些速行

心是與捨受相應的，因為與捨受相應，所以第四禪的近

行定的喜也消失了。

此時，如《馬邑大經》所說：「諸比丘!比丘捨離苦

樂，滅除憂喜，成就不苦不樂，捨、念、清淨，入住第

近
期
活
動

翦

影

上述，古德言「出家乃大丈夫事」，即

是此意。可惜的是，這一點固為以家庭

為本位的儒家倫理所不能企及，且亦令

儒者難以接受，而要指責出家甚而佛教

是不忠不孝。（本課未完待續）

附註：
註十：「雜阿含經」卷六：「色有故，是

色事起，於色繫著，於色見我，令眾
生無明所蓋，愛繫其首，長道驅馳，生
死輪迴，生死流轉。受想行識，亦復如
是。」

註十一：儒家一套政治哲學思想，以治國
平天下為目標，而治理天下國家，必定
由管理好自己的家庭開始。也就是說，
不能承歡親前，慈愛子女，兄友弟恭，
就不能治理天下，其實這是古代以王室
為政府之政治型態的思想遺緒。「大
學」云：「所謂『 治國必先齊其家者』 
，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
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
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
以使眾也。『康誥』 曰：『 如保赤子。
』 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但是對一般人而言，家庭的私利與國
家的公益不是毫無衝突，「忠孝不能兩
全」的難題，始終困擾著儒者。道德實
踐以家庭為優先考量，也就是功利上以
家庭為優先考量，一定要遵循先家後
國、先親後疏的次第，並不盡然合理。

註十二：「中阿含經」卷廿五「苦陰經」
：「眾生因欲緣故，以欲為本故，母共
子諍，子共母諍，父子兄弟姐妹親族展
轉共諍…王王共諍，梵志梵志共諍，居
士居士共諍，民民共諍，國國共諍。彼
因鬥諍共相憎故，以種種器仗，轉相加
害。」

註十三：「雜阿含經」卷十：「爾時世尊
告諸比丘：出家之人，卑下活命，剃髮
持缽，家家乞食，如被噤咒。所以然
者，為求勝義故，為度生老病死、憂悲

■ 釋果儒

（下接第四版）

﹝禪林建設﹞

3,000元
迎家音響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

2,000元 蔡欽終

1,000元 冷新銘

200元 黃登雲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黃妍熙

﹝禪林建設-藏經樓﹞

50,000元
李永昌黃麗香閤
家、劉家龍

25,000元 官秀宜

10,000元 陳錦治

8,000元 張文菘

2,000元
呂信雄、呂玉茹、
黃麗容、陳昭惠

1,000元
陳遠明、(故)韓陳
照秀、潘陳錦秀

﹝護法﹞
6,000元 鄭文達

5,000元 尤江雲瑾

3,000元
魯緒惠、黃素蓉、
黃素慎

1,800元 林進籃、林吳阿素

500元 林夏

200元
陳燕美、黃俊凱、
黃彥智、黃祺雯、
呂國章、呂藍金枝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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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法教育﹞
3,000元 徐敏淑

﹝弘法教育-月刊﹞
1,000元 江清華

500元 蔡欽終、方輝山

100元 鄭居士

﹝供養上人﹞
10,000元 張李增璞

3,000元 施秀英

2,000元 張兆辰

1,000元 梁福栓

200元 黃登雲

﹝供養上人-上人僧服﹞

1,500元
張文菘、劉琇如、
張兆辰、林桂楨

﹝供養常住﹞
5,000元 邱蘭花、呂學凱

3,000元 江碧玲

2,000元 薛心婷、李永昌

1,200元 沈振榮

1,100元 三寶弟子

﹝供養三寶﹞
1,200元 莊雙田

1,000元 許智德

﹝救濟﹞
2,000元 蔡欽終

﹝放生﹞
500元 蕭素娟

﹝護生-小黃狗醫藥費﹞
5,000元 朱明緯

﹝譯經﹞
75,000元 朱明緯

50,000元 余小華

36,000元 紀金枝

30,000元 陳健民

18,000元 陳根源

10,000元 林少玲

8,500元 張文菘

6,000元
劉宗勇、方建禎、
方新婷、方嘉慶、
林耘安

5,000元 周淑真王傳樹閤家

4,000元 黃素蓉、沈榮欣

3,000元 林淑瑜、張能聰

2,050元 楊碧惠

2,000元
薛心婷、彭銀貞、
郝政道

1,100元 李永昌

1,020元 黃長安

1,000元

李高青崴、黃彥
智、黃祺雯、黃素
娥、黃胤中、黃貞
祥、賴柏嘉

600元
趙子淵、蔡孟谷、
李詩柔

500元

李宜臻、郝政道、
蕭素娟、黃麗淑、
孫台興、黃淑鎂、
孫如欣、孫沛文

400元
呂詹好、呂玉茹、
薛昀軒、呂怡瑩、
黃騰輝

300元
張婉蓉、張宇廷、
范昌健、李虹慧

200元

李冉來、李佳紘、
李岱瑾、林佑聲、
周玉華、李桂蜜、
王黃鳳、周李寶
玉、陳燕美、黃俊
凱、張秉筑、鄭玉
獅、鄭勝宏、鄭明
展、楊富美、陳秋
汝、賴蓓瑩、彭品
瑄、姚樹宏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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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澍樂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黃妍熙

﹝隨喜﹞

500元
丁權福、楊衍春、
藍章華、藍黃雪
貞、明心禪寺

400元 陳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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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元 蔡欽終

﹝隨喜-歲末聚餐﹞
2,500元 陳惠玲

2,000元 梁惠玲、余咪玲

1,500元 董適

海外弘法拾零 之二 美國德州智龍法師道場之大殿啟用典禮、傳戒及開示
世界靈山佛教會僧統淨行上人，於2013年1月15

日至2013年1月21日赴美國參加智龍法師德州道

場之大殿啟用典禮、傳戒及開示。

一、什麼是定？
（一）定的定義

（二）定的相、作用、現起、近因

二、定有幾種？
（一）近行定與安止定：

（二）世間定與出世間定：

（三）持續的定與剎那定：

三、如何修習禪定？
(一)坐禪

(二)入安止定的十種善巧 

(三)平等精進 

如果依此行道，安止定仍不生起，禪修者仍須精

進，絕不放棄禪修，禪修者以平衡的精進一再努力，避

免心過勞，適當的努力，心向於相（sign），從惛沉、
掉舉中解脫。即使有輕微的惛沉掉舉，他也會去除惛沉

掉舉，並以適度的努力，趨向於相，便能入安止定。

（四）四禪八定及滅盡定的修習法

1.初禪

《布吒婆羅經》8 云：「捨此五蓋，觀自身者，便

生歡喜。歡喜者生喜，懷喜者身安穩，身安穩便覺樂，

樂則心入三昧。彼離諸欲，離不善法，有尋有伺，離生

喜樂，入住初禪。」

「已離諸欲」：指已經離欲及捨棄諸欲。入住初禪

時，諸欲不存在，唯有放下諸欲才能入住初禪。

「離諸不善法」：不善法指五蓋，即五禪支所對治

的五蓋，因為五蓋與五禪支是不相容的，所以以五禪支

對治五蓋，去除五蓋。

（1）初禪的五禪支（The Five Jhanic Factors） 
  第一禪支：尋（vitakka）。尋是將心導向所緣，

把心對準目標是其特相；使心觸及所緣為味（作

用）；把心導向所緣為現起。

  第二禪支：伺（vicara）。伺是伺察，即繼續觀
察的意思。在「尋」將心帶到所緣，並穩固的停

在那裡後，「伺」會繼續專注在所緣上。「伺」

以持續專注於所緣為特相，使心固定於所緣為現

起。 
   尋與伺的區別：最初的置心於境為尋；而使心持

續專注於所緣為伺。寧靜的狀態為伺，即心接近

平靜的狀態。在《二法集義疏》9 中說：「將心導

向所緣境為尋，使心安止…。心持續專注在所緣

境為伺，置心一境。」

  第三禪支：喜（piti）。喜有五種：小喜、剎那
喜、繼起喜、踴躍喜、遍滿喜。當這五種喜成熟

時，則成就身輕安、心輕安。輕安成熟時，則成

就身、心兩種樂。樂成熟時，則成就三種定，即

剎那定、近行定、安止定。在這五種喜中，與定

相應者為遍滿喜，此處所說的「喜」即遍滿喜。

  第四禪支：樂（sukha）。能去除身心的苦惱為
樂，樂是跟隨第三禪支而來，會對禪修感到非常

滿意。由於第三與第四禪支的生起是因為遠離五

蓋的關係，因此兩者合稱為「離生喜樂」，意指

由遠離五蓋而生的喜樂與滿足。

  第五禪支：心一境性。「離」的產生是因為尋

與伺的生起，如果心瞄準所緣，專注在所緣，不

久心便會遠離五蓋。由於心遠離五蓋，就會變得

喜、樂。當這四禪支出現時，心會變得平靜，能

專注在所緣上，不會散亂，這種定就是第五禪支

「心一境性」。

（2）捨離五支，具備五支

  捨離五支：捨斷貪愛、瞋恚、惛沉睡眠、掉舉惡

作、疑等五蓋，為「捨離五支」。禪那是超越欲

界，對治貪欲，出離諸欲的，若貪著種種外境，

則不能住心一境，或者心生貪染，不能捨離欲界

而行道；當瞋恚干擾所緣，則心無法專注；當惛

沉睡眠征服心時，則無法禪修；當掉舉惡作干擾

心時，則不得安寧，心會散亂；當心中有疑時，

則無法證入禪那。如未能捨離五蓋，則禪那無法

生起，故說五蓋為禪那的捨斷支。雖然在入禪那

的剎那，其他不善法亦應捨離，但五蓋是禪那的

特殊障礙，故稱為捨斷支。   
  具備五支：「尋」使心專注於所緣，「伺」使

心持續固定在所緣上，由於尋伺使心不受五蓋干

擾，心不散亂而生喜悅，並增長樂。由於加行的

成就，而生喜悅，並增長樂。由於持續專注在

所緣上，有助於住心一境，因此「尋、伺、喜、

樂、心一境性」五禪支的生起為具備五支。當五

禪支生起時，即為禪那的生起，所以這五禪支為

初禪的五具備支。 
  近行定也有五禪支，這五支在近行定時比平時

強；在初禪的五禪支比近行定更強。在安止定，

由於尋的生起，極專注於所緣，伺的生起，持續

固定在所緣上，喜樂生起並遍滿全身，故言「離

生喜樂，無不遍滿全身」。心一境性生起，完全

專注於所緣，這是安止定的五禪支和近行定五禪

支不同處。

（3）初禪的進展：①觀察行相

      禪修者如是觀察行相：「我吃這樣的食物，親近

這樣的人，住這樣的住所，以這樣的威儀，在此

時證入初禪。」應觀察飲食等行相。當他的初禪

消失時，他以此方式重溫那些行相，使初禪再生

起。至於初禪不甚熟練者，他將一再練習，直到

熟練並獲得安止定。禪修者每當退失安止定時，

應觀察他證得初禪時的食物等行相，一再重溫而

得安止，他必須如是觀察行相。

（4）初禪的進展：②淨化障礙法

  當他一再重溫這些行相時，是為了成就安止定，

但不是長久的，若能完全去除禪修的障礙，則能

長久持續。

  當比丘入禪那時，不觀察貪欲的過患等，未能完

全鎮伏貪欲；不以身輕安去除身的粗重，未能除

去惛沉睡眠、掉舉惡作，對其他修定的障礙也未

完全淨除，比丘若這樣入定，如蜂入不淨的窩，

很快就會出來的（出定）。如果已淨除修定的障

礙而入禪那，則如蜂入清淨的窩，他可以終日住

在定中。 
（5）初禪的進展：③五種自在

      在初禪，禪修者應該用五種自在修行。五種自在

即：

  1.入定自在：隨時可入定，為入定自在。
  2.住定自在：能夠隨自己的意願住定多久。 
  3.出定自在：能夠在所預定的時間出定。
  4.轉向自在：能夠隨自己的意願轉向初禪，無滯礙  
    的轉向。
  5.觀察自在：能自在的觀察諸禪支。     
2.第二禪

在五自在中，禪修者從熟練的初禪出定，覺得此

定接近與其相對的五蓋，由於尋與伺較粗，所以禪支較

弱，見此過失已，即對第二禪的寂靜作意，並去除對初

禪的希求，為入第二禪而禪修。

從初禪出定時，由於他以正念正知觀察禪支，尋

與伺變粗，而喜、樂、心一境性生起。此時為了捨斷粗

禪支和獲得寂靜支，他在相同的相下數數作意，斷了有

分，以相同的所緣生起意門轉向心。此後，對同樣的所

緣生起四或五個速行心。這些速行心的最後一個是色界

的第二禪心，其餘的是欲界心。

因此，《馬邑大經》說道：「復次，諸比丘!比丘尋

伺止息故，內心寂靜，一心（心一境性），無尋無伺，

定生喜樂，入住第二禪。由定所生之喜樂…無不遍滿全

身。」10

禪修者捨離尋、伺二支，具備三支，入住第二禪。

因為初禪被尋伺干擾，猶如波浪攪動的水，不平靜，所

以初禪不名為「靜」。因為缺乏靜，三摩地也不甚明

顯，所以不名為專一。這是由於尋伺的止息而靜，不像

近行定因捨斷五蓋而生起，也不是初禪的五禪支現前，

化我見及佔有欲的意念，

懷感恩之情，施以關懷照

顧，對於所屬的民族、國

家，亦復如此（註十八）

。

出家者之抱負，一如

靈山文教基金會
召開董事會會議
2014年1月7日靈山文教基金會在台

北召開董事會臨時會議，由淨行上

人主持。

圖一

圖三

圖六

圖四

圖一

而是因為尋伺的止息而得專一。第二禪因

為不受尋伺干擾，所以極安定，非常靜，

所以說由定生喜樂。

捨離二支：尋與伺的捨斷為捨離二

支。在初禪近行的剎那捨斷五蓋，而只有

8 《布吒婆羅經》為《長部》（Digha Nı̄kāya）第九經。
9《二法集義疏》（Dukanipāta-atthakathā）：即覺音所作的《
滿足希求》（Manoratha-puranı̄）是《增支部》的注解。

10 《馬邑大經》出自《中部》第一冊(M. 39) 。請參閱《中阿
含經》第48卷，182經（T1.P.724）和《增壹阿含經》，
第49卷，第8經，（T2. P.801）。

11 《分別論》.p.258.
12 《分別論》Vibh.p.260

圖七

圖二

圖五

圖二

因版面有限，未能刊載功德錄下期待續



第359期　2014年4月出版

靈山現代佛教月刊雜誌社

第359期　2014年4月出版

現代佛教
第 359 期  2014年4月 出版

靈山現代佛教月刊雜誌社
LINGSHAN MODERN BUDDHISM MONTH
中華民國七十年六月一日創刊
創辦人兼導師：釋淨行
發行人：釋行新（郭陳叡）
編　輯：靈山現代佛教編輯委員會
發行所：靈山現代佛教月刊雜誌社
社　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7樓
　　　　7F., No.21 Sec. 1, Zhong xiao W. Rd.,
　　　　Zhongzherg Dist., Taipei City 100, Taiwan(R.O.C.)
電　話：02-23613015～6　傳　真：02-23141049
郵政劃撥帳號：19726167號　帳戶：靈山禪林寺

中華郵政台北誌第

6 7 8 號 執 照

登 記 為 雜 誌

贈　閱

【無法投遞請會予退回】

雜　誌

國 內 郵 資 已 付

台北郵局許可證

台 灣 字 3 0 1 9 號

靈山現代佛教月刊雜誌社

親人在另一個世界過得很好，家屬就可以得到

安慰。假如過得不好，就要問原因，然後找解決辦

法。例如：靈媒傳話說「這裡很冷」，家屬可以燒

棉襖或棉被給他；假如說「這裡很無聊」，家屬就

可以燒一桌麻將外加三個牌搭子給他。如果靈媒找

不到死者，家屬也可以得到安慰，因為有經驗的靈

媒通常會說「他不在這裡，他已經投胎到更好的地

方去了」，家屬當然更是安慰啊！

如果我們專業的醫護人員以為科學至上，不

相信這些民俗儀式，認為只是邪門或騙局，只相信

外國人寫的「悲傷輔導與悲傷治療」，那是自以為

高尚，甚至是傲慢，卻從來不曾貼近家屬的悲傷心

思，那麼這些悲傷的家屬大可以不要理會這種缺乏

人性的專業人員，而其實「牽亡」或「觀落陰」正

是本土化悲傷關懷儀式的其中一種。

三、「夢見逝者」還是「託夢」比較可以安慰家

　　 屬？

我曾經跟著王浩威醫師學過東西方各種解夢學

說，我認為：解夢其實就是賦予夢境某種意義，讓

夢者可以自圓其說、各取所需、各安天命。好夢可

以說成壞事來做為警告，惡夢也可以善解來安慰人

心。例如：華人夢到棺材就說是升官發財之類的。

    正常悲傷現象的第四類是行為，其中「夢見
逝者」：有的是一般的夢，有的是惡夢。外國人可

能當成單純的「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然而台灣

人多半以為是「託夢」，所謂「託夢」一定是有意

義的。對於華人民俗相信的這種「託夢」現象，我

認為只要給家屬「善解」，或是為惡夢找到解決方

案，家屬通常就可以得到安慰。

曾有家屬這樣跟我們抱怨：「我的兄弟姊妹

都有夢到我爸爸，可是我爸爸唯獨不來給我夢，我

爸爸是不是最討厭我，所以不肯來給我託夢？」因

此，我習慣演講時跟大家半開玩笑說：「假如大家

死後還保有託夢的能力，千萬要公平對待，不可以

漏掉任何一個，以免被誤會說你對誰比較偏心啊！

」

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並不代表孔子

不相信，有可能只是抱著「存而不論」的態度罷

了。孔子確實說過：「未知生，焉知死？」大家都

因此誤以為孔子不談死。可是，古人古文可以互文

換義，孔子說的這句話其實等於同時在說：「未知

死，焉知生？」

四、傳統葬禮儀式為何需要到七七四十九天？

其實葬禮儀式若處理得當，可以增強失落的真

實性，提供家屬表達對逝者想法和感受的機會，並

可提供家屬社會支持網絡，因此有助於宣洩悲傷。

但在民俗習慣中，七七四十九天是服喪期間，之後

就各行各業、各自解散了。獨留那高危險群的喪親

家屬，在人去樓空之後，更是寂寞空閨冷、悲傷獨

自知！

以現代工商業社會的快速節奏，假如有公司喪

假給到四十九天，連我都想要去應徵。可是這個四

十九天是有意義的，理論上，一般親人生離死別的

悲傷，至少要用四十九天去完整宣洩，一兩週就被

迫收拾悲傷上班去，還被迫要面帶笑容，基本上是

不人道的對待，因此，我斷定現在人基本上都有許

多未完成的悲傷。

古人說：「孝子守喪三年」，明清兩代官員逢

父母之喪，依照現代公務員的名稱，是強迫「留職

停薪」三年，過後才重新任用。我猜是因為：父母

官假如有未完成的悲傷，萬一誤判而下錯決策，那

是一方百姓都要遭殃的。那些被台灣百姓認為不知

民間疾苦的當朝官員，我推測應該都有未完成的悲

傷，才會導致政策與政務都荒腔走板吧！

彌陀來迎笑瞇瞇
浴佛法會 通啟
294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3年4月～5月）
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四念處
專欄

佛法是生死長夜的明燈，遭受身心痛苦的末期病

人，若能經由佛法的安慰、開導與修習，定能找到離

苦得樂的光明大道。念佛法門是修習佛法六隨念的項

目之一，而彌陀淨土法門的稱名念佛，更是下手易而

成功高的難信易行之道。     
釋尊一代所說教法，唯此一彌陀淨土法門，仰

仗阿彌陀佛本願功德攝受之力，加上行人真信切願念

佛之力，得以帶業往生極樂世界，直登不退，必至滅

度，當生了辦生死大事。在照護陪伴身體與心力衰弱

的末期病人時，能契機契理的適當運用念佛法門，對

自他會是很有助益與啟發性的。

念佛蒙光攝，大喜充遍身
79歲的林爺爺是一位肺癌併骨轉移的末期病人，

也是我同修的阿公。於住院期間，我同修有空就去看

他，並找機會跟他介紹淨土法門。阿公聽聞彌陀淨土

法門後，雖然有發願要念佛，跟隨阿彌陀佛往生西方

極樂世界修行，但心中對此難信之法仍有疑惑，問：

「我平常沒有修行，業障又這麼重，佛祖要讓我去

嗎？」我同修回答：「阿彌陀佛的第18願，誓願平等
救度十方眾生。只要您相信、願意去西方極樂世界修

行，那麼稱佛名號，阿彌陀佛一定會來接引。不管您

平常有無修行、學歷如何，或是業障如何深重，阿彌

陀佛都願意收我們做學生。」我同修更進一步說：「

極樂世界是唯一不必考試，只要信願念佛就可以往生

的成佛保證班。」並引用了《那先比丘經》的譬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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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勸信說：「阿公！我們的業障像石頭，不管業障輕或

重，都會沉入輪迴的苦海。但是只要我們願意把它放

在阿彌陀佛的大願船上，那麼就可以出離苦海了。」

阿公聽完，思惟其中的法義後，破除心中的疑惑，也

堅定他要念佛往生極樂世界，離苦得樂的信願。

後來，爺爺往生的因緣成熟，於臨終助念開始，

我先佈置好小佛堂，供奉西方三聖像與蓮花燈，然後

依《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的經文：「一一光明徧照十

方世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觀想阿彌陀佛放光現

前接引爺爺。經過十小時的助念後，家屬掀開往生被

瞻仰遺容，掀開的當下，大家都愣住了。原本剛往生

時臉上還有些痛苦的表情，助念後笑得整排牙齒都露

出來了，恰如兒童般的天真燦爛，好甜喔！於第二天

要入殮時，遺體像是沒有骨頭般，非常的柔軟。不由

得讚嘆阿彌陀佛本願力與其光明名號（歡喜光佛）的

不可思議，並深信阿彌陀佛四十八願中的第三十三願

「觸光柔軟願」是真實不虛的。

爺爺的信願念佛往生，就如《佛說無量壽經》所

言：「其有眾生，遇斯光者，三垢消滅，身意柔軟，

歡喜踴躍，善心生焉。」真是念佛蒙光攝，大喜充徧

身。同時也啟發了家屬對阿彌陀佛「其佛本願力，聞

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國，自致不退轉」的信心。

啟發自己去省思生死大事
從陪伴末期病人的實務中，啟發自己省思：死

亡！我準備好了嗎？藉由經常思惟《佛說無常經》

經文的教誡：「老病死苦常隨逐，恒與眾生作無利。

」與「唯有佛菩提，是真歸仗處。」所以應「當勤策

三業，恒修於福智。」法光明入心，激勵自己儘早修

學淨業，立定信願念佛往生淨土，不退成佛度眾生的

目標。誠如《淨土或問》所言：「得一日光景念一日

佛名，得一時工夫修一時淨業。由他臨命終時好死惡

死，我之盤纏預辦了也，我之前程穩穩當當了也。」

不亦善哉！

小結
古德云：「我見他人死，我心熱如火，不是熱

他人，看看輪到我。」於陪伴末期病人的實務中，有

因緣共同修習念佛法門，進而省思自己的生死大事與

堅定信願念佛往生淨土的信心，獲得佛法正知見的利

益。這都要感恩三寶功德力的加持與末期病人（生命

老師）的示現。

參考書目：
1.《那先比丘經》卷下 T32,p.717b
2. 宋‧疆良耶舍譯《佛說觀無量壽佛經》T12,p.343b
3. 曹魏‧康僧鎧譯《佛說無量壽經》T12,p.270b/
 p.273a
4. 唐‧義靜譯《佛說無常經》T17,p.746a
5. 元‧天如維則述《淨土或問》T47,p.300c

．專題論述／臨終關懷

彌陀來迎笑瞇瞇 ■許煌汶

（上接第三版）

後，又因虛弱立刻躺回床上，這種現象在民間俗稱

「辭土」，據說就是「與土地告辭」的意思。依我

在安寧療護服務18年的經驗：不是所有病人都有此
現象，甚至在統計上是屬於少數，並沒有研究指出

是什麼樣的末期病人需要「辭土」。

常見的瀕死症狀包括「譫妄」，有統計指出「

在死前有85%病人會出現譫妄，77%病人有嚴重神
智變化，且持續一週以上。」需考慮腦轉移、代謝

性腦病變、電解質不平衡、營養異常、或敗血症等

因素。「末期憤怒（terminal anguish）」是病人長
期未解決的情緒問題及人際衝突，或長期隱藏的不

快樂記憶（帶有罪惡感）。

這樣的末期病人會有呻吟、長吁短嘆、坐立不

安、唉聲嘆氣、甚至哭泣悲傷等現象，此時給予較

強之鎮定劑讓病人休息可能有幫助。我都說：應該

在末期病人清醒時趕緊化解恩怨情仇，所謂「病床

前解冤仇」，等到意識不清就問不出所以然了。這

或許是少數末期病人被認為「辭土」現象的由來，

可能如此解釋讓家屬可以比較安心。

二、「迴光返照」是「事後諸葛亮」的說詞？

另外一種要探討的臨終徵兆是「迴光返照」，

屬於「臨死覺知」狀況。末期病人會躁動不安，看

到一些幻影或說出奇怪的話。這可能是瀕死症狀，

但也有可能是所謂「臨死覺知」。以我在安寧病房

的照顧經驗，可分為以下三類。

第一種（最高段的）病人，能「自知時至」，

主動告訴家屬或醫護人員：還有幾天或指出某月某

日將會死亡，而且真的是「鐵口直斷」。第二種病

人「若有所見」，看見已往生的親戚朋友來看他或

說要帶他走，沒有多久就去了。第三種病人「若有

自覺」，在生命的最後幾天會吵著要回家，有時病

情會稍微好轉，就是一般常說的「迴光返照」，然

後時候一到就永別了。

通常都是家屬事後回想起來，才說當時的情況

應該是「迴光返照」，這根本就是「事後諸葛亮」

。其實是因為末期病人的病情起伏不定，如果下滑

之後直接死亡，就沒有「迴光返照」現象；但是有

時出現稍微好轉，然後急轉直下，事後才推論這就

是「迴光返照」。如果真的可以判定末期病人的狀

況屬於「迴光返照」，我們一定會直接告訴家屬，

好讓家屬早做心理準備，可惜醫護人員都沒這種能

耐。

三、關於「沖煞」、「洗茉草」和「最後一口氣」

第三種要討論的臨終徵兆是：末期病人在瀕死

階段會出現呼吸暫停現象或所謂「喟嘆式呼吸」。

曾有某慈善醫院的佛教志工師姊提醒我說：「

許醫師，末期病人臨終前吐出的最後一口氣，你千

萬不可以吸進去喔！」我不以為意，因為我經常陪

在瀕死病人身邊要判定死亡時間。有時候家屬以為

病人已經停止呼吸，等我到身邊時，病人才吐出最

後長長的一口氣，而我卻剛好吸氣，假如這口氣吸

進去真的會怎樣，我早就有事了。

這大概算是民間所謂的「沖煞」，可能引發沖

煞的場合包括：喪葬、醫院、曠野、古厝、陰地、

怪宅等。醫院本來就名列其中，而安寧病房一向被

民眾誤認為有如「墓仔埔（台語）」的隔壁，其心

理陰影更甚於醫院內的一般病房。

就有佛教志工師姊跟我那當護理師的老婆說：

「你回家有空要洗茉草4。」我老婆說：「我每天

在醫院上班，那不就一天到晚都要洗茉草了。」其

實我老婆的阿嬤曾經告訴她：「你沒事不要去醫

院。」她回答：「阿嬤，我在醫院上班，每天都要

去醫院啦！」就像我開玩笑說：「醫師難道可以看

到農民曆寫今日不宜探病就決定停診嗎？」

伍、死後民俗可以安慰家屬的悲傷？

一、民俗「死者頭七會回來」只是一種幻覺？

正常悲傷現象涵蓋範圍很廣且種類繁多，包

括：1.情緒反應（感覺），2生理（身體）感官知
覺，3.認知，4.行為。其中第3項的「認知」要探討
的有：1.感到逝者仍然存在：這是與渴念的感覺相
對應的認知部份。悲傷的人感覺到逝者仍存在於同

一個時空之中，特別在逝者剛去世的一段時間尤其

會有。2.幻覺：視幻覺和聽幻覺都是正常悲傷行為
中常有的過渡經驗。通常發生在失去親人後幾個

星期之內。有幻覺不一定表示會有病態的哀悼經

驗。5

有位師父說：「假如你下班趕著回家而闖紅

燈，運氣好可以提早幾分鐘到家，運氣不好就七天

後一定會回到家！」講的就是民間習俗認為：死

者在頭七（死後第七天）的時候會回家看看。對於

「感到逝者仍然存在」的狀態，是親人理所當然的

內在感情，可是外國人說是「幻覺」的過渡經驗現

象，我則非常不以為然。

對台灣的家屬而言，在死者頭七那天，他們一

定會看到、聽到或感覺到：看到熟悉的身影，聽到

熟悉的聲音，聞到熟悉的味道，感覺到熟悉的氛圍

出現；都沒有，就會說「沒有風而紗門自開」之類

的靈異現象；就算這些都沒有，也能穿鑿附會的看

到黑貓、白貓，黑狗、白狗，甚至蜻蜓、蝴蝶和飛

蛾等昆蟲出現或停留在家中。

例如：在某位口腔癌末期病人死後頭七那天，

有位安寧病房的護理師說：那位病人回來了，因為

在病房走廊上有聞到他的腫瘤傷口的味道！護理師

長期幫癌症末期病人進行腫瘤傷口護理，可以分辨

出不同傷口的味道，竟然能夠指認出是某位病人，

有如辛曉琪唱的那首歌「味道」。又例如：根據新

聞報導，洪仲丘命案之後，家中出現一隻飛蛾，一

直停在客廳牆上的字畫上，家屬相信一定是仲丘回

來了。

曾經有家屬跟我們抱怨說：「那個人實在是

很無情無義，頭七的時候也不回家裡來看看！」所

以我演講時會半開玩笑的說：「大家死了以後要

記得：假如還保有這種能力，千萬要回家一趟被看

到，不然可能被家人嫌棄說你無情無義啊！」外國

人竟然說這是「幻覺」，還包括「視幻覺」和「聽

幻覺」，台灣人根本打從心底相信這是真的，假如

你膽敢跟家屬說這是「幻覺」，他們大可以不要理

你！

二、「牽亡」或「觀落陰」是本土化的悲傷關懷儀

　　 式？

《悲傷輔導與悲傷治療》書中，「哀悼的四項

任務」第一項「接受失落的事實」有段話：「有些

人藉著否定死亡的不可逆轉性，而阻止自己接受死

亡的事實。通靈或牽亡是否定死亡是不可逆轉的另

一種策略。其實希望和逝者重聚是種正常情感，特

別是失落過後數日或數週，但若是長期懷抱這種希

望是不正常的。」

我在講解這段話時，總是要先澄清「盡信書

不如無書」，外國人說的話不要輕易就完全相信。

我認為：家屬如果「否定死亡是不可逆轉」，就等

於不承認親人已死亡，那家屬應該在人間尋找，而

不是要藉由靈媒去陰曹地府尋找親人。因此，會去

做「通靈或牽亡」的家屬，必然先承認親人已經死

亡，才會想要去另一個世界召喚親人。

所以，「牽亡」或「觀落陰」其實是：家屬

接受死亡的事實而非「否定死亡是不可逆轉」。因

此，當家屬必須依靠這種悲傷關懷的本土儀式，

去進行一些未完成的家務事，這是我們的民情與民

俗。有些家屬在病人死後，會去「牽亡」或「觀落

陰」，是為了解決未了的家務事或心願。余德慧教

授說：光是問一句「你在那邊過得好不好？」就可

以讓家屬悲傷的淚水奪眶而出，一切的思念都盡在

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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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任職於衛生福
利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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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茉草在民間是驅邪、避陰、去煞的風水植物或護身植
物，被群眾廣泛使用，俗稱「避邪草」，取其枝葉用
之。據說茉草可去陰、邪之氣，一般若感身體不適、
運勢不順、惡夢不吉、陰邪不寧等，可用茉草枝葉煮
汁水浴，浴洗或擦拭等，亦能治一切邪氣造成的不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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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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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期開課

2014.5.1(四) 
台北
講堂

禪坐及靈山氣功

003
佛誕節浴佛
法會

2014.5.4(日)  
靈山

禪林寺
浴佛、供佛、師父
開示等

004
端午社區關
懷

2014.5.31(六)  石碇
探訪石碇地區獨居
老人及貧苦感恩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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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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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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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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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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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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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3年4月～5月）

浴佛法會 通啟

？

5 本段整理自J.William Worden：「Grief Counseling & 
Grief Therapy」，1991。李開敏，林方皓，張玉仕，
葛書倫/譯，「悲傷輔導與悲傷治療」。台北心理出版
社，1995：1-146，心理治療系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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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淨下行  上人

法會日期：2014.05.4（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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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石碇區永定里大溪墘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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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開車，逾時不候。

歡迎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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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終關懷與民俗文化的心理陪伴
．專題論述／臨終關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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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釋淨行

沙門釋子，潔身自好，去惡就善，

弘法利生，服務社會，為眾生付出貢

獻，其以佛教三世因果的關係面對一切

眾生，於是乎「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

女人是我母」。出家者的胸懷，實是由

報父母恩擴大為報眾生恩，欲盡大孝之

道。儒家肯定「殺身成仁」、「捨生取

義」的意義，可見為滿足更崇高的道德

要求，也可以犧牲人倫私情（如兒女一

死，如父母何？) ，儒者在此自有會通
之道，何獨責於佛教（註十九）？

關於第二點：首先要說明的是，戒

律中明文規定：「父母不聽，不得度令

出家。」（「四分律」卷卅四）因此欲

出家者，必須先得到父母的同意，方能

出家。其次，是否出家之後，便棄絕父

母於不顧了呢？當然不！佛陀曾一再提

醒、要求弟子，即使出家，依舊應奉養

照顧父母，按戒律來說，不供養父母，

還是違律的、有罪的行為（註廿）。

附註：
註十九：子夏日：「大德不諭閑，小德出
入可也。」（「論語．子張」）明顯的
例子是，孟子與匡章為友，禮敬有加，
然而匡章卻是「通國稱其不孝」之人。
「匡章以公義善行要求於父親，致使父
子失和，彼此疏遠；在父親得不到自己
奉養之下，他又「出妻屏子」，也讓自
己終生得不到妻兒的奉養。如此不容於
世俗習見之舉，孟子卻認為頗有可取之
處，因而不理會輿論對匡章的評價，依
舊與之為友，此見「孟子．離婁下」

註廿：如「增一阿含經」卷十一：「是故
諸比丘，當供養父母，常當孝順，不失
時節。」

 「五分律」卷廿二：「若人百年之中，
右肩擔父左肩擔母，於上大小便利，極
世珍奇衣食供養，猶不能報須臾之恩，
從今聽諸比丘盡心盡壽供養父母；若不
供養得重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卷四：「
父母於子能為難事，荷負重苦。假令出
家，於父母處應須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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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1月功德錄（續）

專題論述

臨終關懷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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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出家豈云孝乎？

（一）出家的意義

（二）釋疑

一般人非議出家為不孝，具體的理

由有三：一、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出

家者絕嗣，故為不孝。二、奉養父母，

承歡親前，出家者辭親割愛，故為不

孝。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出家者

去鬚剃髮，故為不孝。

關於第一點：若非要將生殖以延續

家族作為人生要務，而來衡量部份未有

子嗣的出家者，其似難逃不孝之罪。然

而，就解脫的立場而言，生殖繁衍乃是

自我延續的希求，不出我見，本就不值

得讚歎；再者，就世俗的立場而言，如

果一定要以生殖與否來判斷孝或不孝，

實在也是非常荒謬的事。譬如作姦犯科

的大惡之人，辱及父母，雖則有後，不

名為孝；不知尊敬奉養父母，但知「孝

順」子女者，雖則有後，不名為孝；「

有後者」未必皆孝，「無後者」未必不

孝，生殖一事豈能與孝順混為一談！

稱，全名五個字，叫做「專門騙人家」。

收驚、斬皮蛇、求藥籤、吃香灰、戴平安符、

過火（七星爐）、蓋紅印、放生等，這些我們以為

是無知或迷信的民俗療法，曾經安慰多少父母親與

病人家屬的憂慮心情。我們何時才肯放下身段去瞭

解並接納這些民俗文化？難道真的要等事情臨到自

己或家人身上才會不擇手段？而在別人身上我們都

覺得那些都只是一點都不科學的「迷信」？要知道

我們所有人將來總有一天都會因為命運作弄而被迫

要走在「迷信」的路上！

叁、本土化的心理陪伴？
曾有位戴著氧氣、昏迷、奄奄一息的乳癌末期

病人，腫瘤科主治醫師和我們都一致判斷餘命不會

超過七天，轉到安寧病房後病情卻逐漸好轉，清醒

而後可以下床，然後可以請假由家人陪著到處去求

神問卜、算命改運，最後穩定出院。又過了兩年半

四處雲遊的日子，才又回到安寧終於死亡。家屬認

為是因為當時有去找算命仙幫病人改名因而改運，

才有這樣神奇的效果，病人與家屬不一定會感謝我

們。

另一位舌癌末期的大哥同樣去算命改名，算命

仙鐵口直斷：「只要過得了農曆七月，就可以遇到

貴人。」可惜病人沒這個命，偏偏就是在農曆七月

中旬死亡，當然就遇不到貴人而可以扭轉乾坤。算

命仙其實沒說錯，是因為我們聽錯，只用自己想要

的方式來解讀。所以我都說：「算命的會告訴你：

『只要沒有意外，你就可以活到一百歲！』這句話

一定對，因為生病和各種突發狀況都可以算是意

外！」

這位舌癌末期的大哥，起先西醫診斷舌癌後說

要開刀切舌頭，他就跑掉了，等過了一年半再回到

西醫這裡，已經無藥可救，直接轉給我們。當他的

舌頭爛得一塌糊塗，有位江湖郎中（密醫）對他太

太說：「你先生的舌頭爛掉表示快要好了，因為舊

的舌頭爛了，就會再長新的舌頭出來。」你可曾聽

說哪種動物舌頭爛了還會再長新的舌頭？我只聽過

尾巴斷掉會長新尾巴的，而他太太卻深信不疑。

當時我們很想去控告這個可惡的密醫，同時

覺得怎麼會有這麼笨、這麼好騙、這麼容易受騙上

當的家屬！可是當我們再細想：假如你掉落海裡，

就算漂過來的只是一根稻草，明知道一點用處都沒

有，你可能也會死命的抓住。因此，當他們全台灣

走透透，所有的醫師都對她說先生沒救了，她也只

能相信那個密醫是他們唯一的希望。3

你說那個江湖郎中害人匪淺，他其實給病人

家屬的是心理陪伴，稍有理智的人都會知道那是不

可能的保證。就像許多人會去買樂透，希望那極不

可能的好運就落在自己身上一樣。其實所有的心理

陪伴都只是「信心治療法」！國父孫中山說過：「

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倒海之難，亦如反掌折枝之

易。」只可惜台灣已經很久不教三民主義與國父精

神了。

如果我們把卜卦、算命、改名、改運等都只當

成「迷信」，那是台灣西化教育的失敗。當現實無

路可走，當病無可醫、命救不回，身為華人自然就

會朝向這些民俗療法，當成指引方向的明燈。恐龍

電影「侏羅紀公園」裡面有句名言：「生命自然會

找到出路！」當西方的現代醫療科技宣告病人死路

一條，唯有這些本土化的心理陪伴，讓病人及家屬

的心理有落腳之處，可以有所期待與作為，至死方

休。

肆、臨終徵兆是「事後諸葛亮」？

一、「辭土」是瀕死症狀的另類解釋？

末期病人在臨終前偶有躁動不安，即使已經

意識不清仍然一直要下床，等家屬攙扶下床站立之

近
期
活
動

翦

影

為不孝，出家者亦同此理。父母貧困老

病，出家者必須照顧供養，絕不能棄父

母於不顧，否則便得重罪。

關於第三點：在現代社會，去髮剃

鬚，已非不孝之舉，其實「孝經」所謂

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孝之始也」，乃是闡述為人子女者，應

當照顧好自己，以免父母為自己擔心憂

慮，要講孝順，便是由照顧自己開始，

而後才談得上照顧父母。孔子回答孟武

伯問孝，也是如此表示（見「論語．為

政」）。出家並非追求刺激、戕害身心

的行為，云何不孝？

總之，出家者之重視孝道，無庸置

疑，其實踐孝道的方式雖與世俗有異，

而存心卻有過之而無不及，謂出家者不

孝，實非切當之言。以下便舉佛陀自己

及其弟子之例，介紹佛教沙門的孝行楷

模。(本課未完待續)

■ 許禮安

（下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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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靈山大學舉辦藥師法會；並於2013年12

月22日在大學與工作人員及信眾餐聚聯誼。

前言

我從小體弱多病，父母說到幾件事：算命的說

我很難養，我小時候喝母奶，媽媽只要去參加婚喪

喜慶，回來後餵母奶，我就會上吐下瀉。小時候，

媽媽常背著生病的我，半夜去敲左營大路上診所的

門；爸爸在台電的薪水有三分之二都付了醫藥費。

聽說我在小二或十歲左右（爸媽記不清楚是哪一

年），得麻疹、轉肺炎、發高燒去住院。

可惜這些事情我完全都不記得了。我都說是

因為自己腦容量太小裝不下，就被自動刪除；或許

是當初發高燒，燒壞了腦袋，思考事情的模式與眾

不同；也可能像歐洲古老傳說：小時候的那個我已

經被換掉；東方的說法則是：可能當時被「借屍還

魂」，換了一個怪怪的老靈魂，因此我的腦子裡面

總是充滿著許多和平常人不一樣的想法。

因為小時候體弱多病，父母就帶我去認乾媽（

台語說「客母」），就是高雄左營蓮池潭護安宮的

「觀世音菩薩」，因此我都說我的乾媽神通廣大！

依稀記得小時候某些特定日子，都要去護安宮過七

星爐（長板凳下擺七個炭爐，排隊走過長板凳）、

戴護身符、內衣背上蓋紅色大印，我把這些事情看

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開始上學後就沒空去參加，媽媽會帶著我的內

衣代替我去，很長的歲月裡面，我的內衣背上都有

一塊大紅印。因為從小就生活在民俗文化裡面，把

一般人認知的「迷信」排除在日常生活之外，行為

與思考兩者互不干擾。長大後我把「護安宮」自由

聯想成：保「護」許禮「安」的「宮」，最近才發

現已經改建變成「護安寺」。

生長在民俗文化的體系，我很幸運的平安長

大，可是教育體系長期教導我們那些關於民俗的事

情都叫做「迷信」。我在民國84年開始從事安寧療
護工作、陪伴照顧末期病人，發現家屬幾乎一律都

會去進行民俗儀式，我開始思考這些事情當中真正

的本質與意涵，原來這是來自教育體系對民俗文化

的「污名化」與「錯認」，而我們從小被教育成過

度相信這種有問題的教育體系，應該算是另一種「

迷信」吧！以下就是我想要與應該做的事情：「民

俗」新探與破除「迷信」。

壹、請問誰才是宗教師？

台灣的安寧療護界提到「宗教師」，一向都

只有基督宗教的「牧靈人員」（我都說他們竟然可

以放「牧」、馴養你的「靈」魂）：包括神父、牧

師、修女，以及佛教的法師：比丘、比丘尼（俗稱

和尚、尼姑）。安寧療護來自歐美的基督宗教文化

背景，而台灣最早的安寧病房包括基督教馬偕醫院

和天主教耕莘醫院，佛教蓮花基金會則在台大醫院

培訓佛教的宗教師。

但是，似乎沒人敢像我一樣在演講時公開宣

稱：「乩童」也可以是「宗教師」！台灣安寧療護

界沒人敢提出「乩童」也是宗教師，只有我敢講！

我覺得這是台灣教育體系一向「矮化」與「妖魔

化」本土民俗文化，或者因為學術界的博士教授與

專家學者，通常不是留美就是「留英」（這是雙關

語）。

我演講時最常舉例：我以前照顧過許多黑道大

哥，大哥們都會說一句類似的名言：「我又沒做什

麼壞事，為什麼會癌症末期？」假如黑道大哥都說

自己沒做什麼壞事，那我們都算是大善人了！有位

混跡黑白兩道的大哥病人，住進安寧病房以後，疼

痛控制還可以，但情緒一直非常暴躁不安定。

我靈機一動就問他：「生病之前都在哪裡出

入？」原來健康時他一直都在關帝廟裡服務信眾，

為人海派不拘小節，得到癌症末期讓他覺得很不甘

願。我讓他請假回去關帝廟，廟祝在乩童扶鸞時傳

關聖帝君的聖旨說：「你是我的好弟子，所以我要

收回來身邊隨侍我」。這位大哥從此心情篤定，因

為他知道事已天定不可違令。1

請問這時候誰是這位大哥的「宗教師」呢？一

般人都回答「關聖帝君」而不敢直接說是「乩童」

！我說按照大家所說，那就不要承認神父、牧師和

修女，也不要承認佛教的法師（師父）。因為前者

是上帝的代言人，而後者則是佛祖的發言人，和「

乩童」一樣都屬於廣義的「神的代言人」。何況，

「不管黑貓白貓，會抓老鼠的就是好貓」；同樣

的，不管正統或偏門，病人認為有效的才是王道！

按照大家的思考邏輯：既然說「關聖帝君」

是宗教師，同樣我也要說：上帝、聖母瑪利亞、耶

穌基督、佛祖和老天爺才是宗教師。既然可以說神

父、牧師、修女和師父是宗教師，不知道為什麼「

乩童」就是說不出口，似乎打從心底就不能承認他

們也可以是宗教師。

看來我們不只要認識宗教，還要深入瞭解民俗

信仰。我認為：站在「安寧療護尊重自主權與個別

差異」的標準，當然不可以崇洋媚外而一面倒的按

照外國人的標準，也不可以相信過去教育體系潛移

默化而種下的成見或偏見，我們必須重新檢討看待

民俗信仰的態度。

貳、收驚是真的有效？

小兒科護理師，甚至是絕大多數的醫護人員

都曾經覺得：那些父母親帶著高燒不退小孩去「收

驚」是迷信與無知的行為，心裡忍不住嗤之以鼻：

「都什麼年代了！還這麼迷信？」但是，等到自己

有一天當了媽媽，遇到小孩高燒不退，當然還是會

帶去給人家「收驚」。我在某慈善醫院安寧病房服

務時，有位護理師曾經這樣對我說：「許醫師，收

驚真的有效耶！我的小孩帶去收驚之後一星期就退

燒了。」

我回她說：「第一、我懷疑你真的是護理系

畢業的？醫護人員都知道：九成的發燒就算沒有治

療，都會在一週內自然痊癒。（反正不是好了就是

死了，死了也就燒不起來了。）第二、我為小兒科

醫師抱不平，幫你兒子治療好了，你卻感謝收驚

的！如果是我，我應該會很想去死。第三、我決定

將來如果不當醫師，一定要去學收驚！因為醫學上

統計：可以治癒的疾病只有一成，而這一成多數還

是不用治療，時間到自然就會好。學會收驚比當醫

師更有效、更有成就感。」2

因此，我奉勸醫護人員不要阻止與鄙視家屬帶

著高燒不退的小孩去收驚。俗話說：「也要人，也

要神」，當小孩高燒不退，大人一定會帶小孩去看

醫師，但是假如仍然不退燒，這時就必須採用民俗

療法來雙管齊下，因為該做的「人（醫師）」和「

神（收驚）」都做了，大人接下來就可以耐心等待

小孩退燒。假如我們阻擋家屬，那麼她們一定會一

直追著醫護人員問：「我的小孩到底什麼時候才會

退燒？」

所以其實「收驚」是真的有效，但真正的作

用不是在治療「小孩得驚：罵罵號（台語）、剉青

屎」，依我看來，收驚真正的作用其實是在「收大

人得驚」，也就是對大人進行心理照顧或心理陪

伴。當家長得到心理支持與安慰，小孩的發燒就變

成自然的過程，家長可以耐心等待退燒，小孩則可

以發揮免疫力對抗疾病。

過去我們的教育把這些民俗「污名化」為「

迷信」，學術界把民俗文化認為「不入流」，卻不

去探究民俗文化的根本效應，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

教育失敗。胡適先生當年就說過：「教育是要教出

不被人牽著鼻子走的人。」可惜台灣的教育體系教

出來的都是迷信所謂專家，被專家牽著鼻子走的社

會大眾，因此我經常提醒學員：「專家」其實是簡

出家者固然不能時

時承歡親前，只是一般世

人因工作事業之故，亦非

個個做得到晨昏定省，與

父母分而別居者，大有人

在，但也不能就此論斷其

圖一：藥師法會（一）

圖四：藥師法會（四）

1 本段故事改寫自許禮安論文「對安寧療護臨床心態的
現象考察之二—安寧療護的本土化模式」，發表於
102年9月7~8日東華大學「荒蕪年代的栽種—余德慧
教授學術紀念研討會」。

2 同1 3 同1

圖二：藥師法會（二）

圖五：藥師法會（五）

因版面有限，未能刊載功德錄下期待續

103年2月功德錄
﹝禪林建設﹞

2,000元 董秀英、蔡欽終

1,200元 蘇月英

1,000元 呂忠信

﹝禪林建設-藏經樓﹞

50,000元

陳志詰、陳佩榆、
關凱元、關凱汝、
關鈊、王羽呈、王
紹全、黃雯鈴、黃
煜晟、黃旻埼

15,000元
吳國禎閤家、葉
美娥

3,000元 李冉來閤家

2,000元 梁實村、梁彭錦雲

1,000元
陳遠明、(故)韓陳
照秀、潘陳錦秀、
林炳欽、周月雲

500元 潘芳靜

﹝護法﹞
1,200元 黃素蘭

200元
程瑜、程瑜、呂國
章、呂藍金枝

100元 陳德生

﹝弘法教育-月刊﹞
1,000元 朱清義

500元 蔡欽終

300元 林昭媚

﹝供養上人﹞
5,000元 李宗禧

200元 張秉筑

﹝供養常住﹞
1,500元 高棟梁閤家

1,000元 吳玉麗

100元 孔福森

﹝救濟﹞
2,000元 蔡欽終

﹝放生﹞
2,000元 呂雲

﹝譯經﹞
70,000元 朱法蓉

60,000元
江瑞祥、江黃靜花
王玟力

50,000元 余小華

30,000元 江可可

20,000元 張李增璞

15,900元 張文菘

10,000元 陳參

5,000元 釋達和

4,000元 孔福森

圖三：藥師法會（三）

圖六：藥師法會（六）

圖七：藥師法會（七）

圖八：歲末聯誼（一）

圖九：歲末聯誼（二） 圖十：歲末聯誼（三）

圖十一：歲末聯誼（四） 圖十二：歲末聯誼（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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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都是情緒的旅館—從正念看酒癮
浴佛法會 通啟
靈山禪林寺藏經樓興建資金勸募  啟事
294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3年5月～7月）
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四念處
專欄

「今天我很忙，沒有空過去找妳。」

看著男朋友傳來的LINE訊息，翊雯臉色一沈，把
抽屜裡的小高粱拿起來，一口氣吞了半罐。這時，她

感到胃裡暖暖的，心裡好一點了。

好幾天都是如此，翊雯不禁懷疑：男朋友是不是

有「小三」？她眼前浮現這個「小三」和男朋友在一

起的親密畫面，「小三」發現自己後，走過來甩了自

己兩個巴掌，男朋友不屑地瞄了自己一眼，接著就跟

「小三」走了……

翊雯全身打了個冷顫，原來是場白日夢。

她心裡異常痛苦，既是憤怒，又是心寒。她覺得

尊嚴掃地，自己一文不值。心裡的寒冷快速地凍結了

全身。直到她把剩下的半罐高粱灌進胃裡，心裡才稍

微解了凍。

還好，翊雯的室友陪她來看精神科醫師，接受心

理治療。

翊雯跟醫師講：

「我已經戒酒半年了。但最近男朋友不理我，酒

癮又回來了。只有酒，才能夠安慰我，讓我不痛苦。

「妳會想到喝酒，是為了消除心中的痛苦嗎？」

「對，酒，就是我的麻醉劑。一喝了酒，心就沒

感覺了，人就放鬆了。」

「那麼，妳心裡的痛，究竟是什麼呢？」醫師問。

「一種很悶、快窒息的感覺，我不太會形容。」

翊雯說。

「試著感覺它，盡量說看看吧！」醫師鼓勵她。

「它…是很生氣，男朋友怎麼可以這樣不理我？

才交往半年，就這樣愛理不理。可是這生氣我不敢講

出來，我怕他會更討厭我！我很怕被男朋友拋棄，我

沒有好身材，長得也不漂亮。我果然又被甩，應該是

第七次了吧！我覺得好害怕、好羞恥、又好難過……

本文作者張立人，為人間診所醫師，兼任台大醫學
系講師暨台大精神科主治醫師。目前亦為《張老師
月刊》專欄作家，專長心理治療與自然醫學，最新
出版《生活，依然美好：24個正向思考的秘訣》，
著作包含《上網不上癮》、《25個心靈處方》、《
如何用詩塗抹傷口？》，合譯《醫生，我有可能不
吃藥嗎？》等書。

怕的感覺，讓妳暫時逃避了痛苦。可是沒多久，害怕

捲土重來，勢力變得更龐大，讓妳陷入酗酒的惡性循

環。」醫師說。

「可是我覺得生不如死。心中害怕的時候，比真

的死掉還恐怖啊。」

「我瞭解妳的感受。恐懼無形無狀，總是寄生在

黑暗裡。不過，一旦恐懼離開了黑暗，也就不存在

了。」

「醫師，你好像把恐懼當成一個人來看。」

「沒錯，心裡的種種情緒，就像許多不同的人來

來去去。這個世界也是人來人往，就是這樣，不必覺

得奇怪。就好像妳不用擔心太陽不升起、地球不自

轉。」

這時，醫師把一張紙交到翊雯手上。他說：

「上面寫著十三世紀蘇菲教派詩人魯米的詩——

〈客房〉，妳照著念念看。」

翊雯小聲唸著：

「人是一間客房。
每天早晨都有新來的客人。
快樂、沮喪、卑鄙，
一些瞬間的意識，就像一個不曾預料的客人那樣
來了。
歡迎並且招待所有的人！
即使他們是一群悲傷，
他們掃蕩了你的房子，
搬光了你的家具。
然而，還是得熱情地對待每一個客人。
他也許會因為某些新的喜悅，而把你清空。
齷齪的想法、羞恥、怨恨。
在門口碰到了他們，笑臉相迎並邀他們進門。
無論是誰來了，都要滿懷感激，

因為他們每一個都是來自遠方的領路人。」
「唸得很好！唸完有什麼感覺嗎？」醫師問翊雯。

「他的意思是說：喜怒哀樂，都是我的客人嗎？

「沒錯。」

「那我心中的客人，好像都面目猙獰啊！」

「也許，妳內心常出沒的客人，是這些想法和感

覺——『沒有人愛妳！』『妳為何永遠失敗？』『妳

只能擔心害怕』…它們好像妳內心反覆播放的同一張

CD，妳可以提醒自己：『我怎麼一天到晚都在播這片
CD？』然後，就像旅館接待形形色色的人，妳也接納
自己的情緒，他們都是客人。」

「瞭解這點之後，我就不再需要酒了？」

「很有可能！」

「醫師你講的話讓我想起，我高中就有頭痛的習

慣，每天都很煩惱。上了大學，輔導老師教我不要浪

費太多時間去『頭痛』，我試著做，果然頭痛就減少

了。所以，現在心裡有痛，我也不該擔心，總是會過

去的嘛！」

「很好！想法不是事實。當妳坐上聯想的火車，

終究在哪裡下車，妳根本也不知道啊！」

「我瞭解了，情緒，也不是事實。現在，我覺得

心中的害怕少了，想喝酒的衝動也少了。」翊雯的眼

神亮了起來。

「回去之後，先讓自己的心平靜下來，接下來，

再跟男朋友好好溝通。拿出勇氣，把妳的擔心和期待

告訴他！」醫師提醒。

翊雯微笑著，向醫師點點頭。

當翊雯離開的時候，和她的室友聊得正開心。等

會她們要去竹子湖看海芋呢！

．專題論述／佛法VS文學

■張立人

	 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

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

為《情僧錄》。（第一回）

此「色空不二」的思想，實為佛教經典中極為

重要之概念，如《般若心經》曰：「色不異空，空

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

是。」《紅樓夢》作者在人世間歷盡悲歡離合、嚐

遍炎涼世態之後，充分瞭知佛教「色空不二」的真

義，將此覺性思想化入世人可以感知的故事當中，

不斷地閃現，以警醒世人。

首先，第一回一僧一道對思凡的石頭所說的一

段勸誡之言，可以呼應「色即是空」的思想：

	 善哉，善哉！那紅塵中有卻有些樂事，但不能

永遠依恃；況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磨」八

個字緊相連屬，瞬息間則又樂極悲生，人非物

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倒不如不去

的好。（第一回）

「萬境歸空」指的是紅塵恍如一夢，所有外

在色相之境界，實為「空性」，切勿太過執著與認

真。其次，第十四回寫「鐵檻寺」的住持法名「

色空」，更明白揭示富貴豪門之色相，其本質為「

空」。第二十二回寫寶玉參禪，立占一偈，末云：

「無可云證，是立足境」，薛寶釵和林黛玉看完之

後：

	 黛玉又道：「你那偈末云，『無可云證，是立

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據我看來，還未盡

善。我再續兩句在後。」因念云：「無立足

境，是方乾淨。」寶釵道：「實在這方悟徹。

當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聞五祖弘

忍在黃梅，他便充役火頭僧。五祖欲求法嗣，

令徒弟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說道：『身是

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

塵埃。』彼時惠能在廚房碓米，聽了這偈，說

道：『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因自念一偈

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

物，何處染塵埃？』五祖便將衣缽傳他。今兒

這偈語，亦同此意了。」（第二十二回）

黛玉和寶釵都是世間少有的根慧器利者，兩個

潔淨女兒的悟徹，其實就是作者「覺性」力量在字

裡行間的閃現。當所有境界都無法依恃立足之際，

才是本心的大自在、大解脫之時。當此之際，菩提

樹、明鏡台等二元對立所幻化的色相，頓時消解，

歸於空性，無明、煩惱、塵埃等色相，無有獨一、

自主、常恆之自性，何來染著之有？經過這番機鋒

之後，作者又謂：

	 寶玉自己以為覺悟，不想忽被黛玉一問，便不

能答；寶釵又比出「語錄」來，此皆素不見他

們能者。自己想了一想：「原來他們比我的知

覺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尋苦惱。」

（第二十二回）

寶玉反覆覺知的歷程，黛玉、寶釵蕙質蘭心

的點化，都是作者痛徹心扉後的覺照與了悟。在《

紅樓夢》的敘事中，除了直接使用佛教「色空」概

念的術語之外，亦使用各種詩意的形象或情節，來

烘托「色即是空」的主題。如凸碧堂的笛『音』，

凹晶館的『水月』，寒塘的鶴『影』，乃至於夜間

的花『魂』，這一系列的意象無非是「色空不二」

的覺性回歸歷程，作者將此歷程透過清明靈性的

賈寶玉來完成，因為寶玉在生活中隨時隨地的一言

一行，都會引申到人生根本意義和存在價值的思考

上。

《紅樓夢》作者對「色空不二」的覺悟，經常

被曲解為對人世持消極、悲觀的看法，實則作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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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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期開課

2014.5.1(四) 
台北
講堂

禪坐及靈山氣功

003
佛誕節浴佛
法會

2014.5.4(日)  
靈山

禪林寺
浴佛、供佛、師父
開示等

004
端午社區關
懷

2014.5.31(六)  石碇
探訪石碇地區獨居
老人及貧苦感恩戶

005
禪坐健身班
第295期開課

2014.7.3 (四)   
台北
講堂

禪坐及靈山氣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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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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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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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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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3年5月～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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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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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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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浴佛法會 通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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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淨下行  上人

法會日期：2014.05.4（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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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石碇區永定里大溪墘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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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開車，逾時不候。

歡迎踴躍參加！

你我都是情緒的旅館
—從正念看 酒癮

「所以，妳想到了酒？

「喝完酒，我就不再害

怕。不過，我最怕酒退的時

候。像現在，身體很不舒

服，那個害怕的感覺好強！

「沒錯，酒消除了害

《紅樓夢》佛教覺性的回歸
專題論述

佛法VS文學

■ 林素玟《紅樓夢》一書的主旨，究竟是否為佛教思

想？關於此一問題，在紅學界一直爭論不休。主張

《紅樓夢》文本「其中大旨談情」者，認為《紅

樓夢》為一本「情書」，持此意見者認為：無論如

何，不能把《紅樓夢》的主旨、基本觀念歸結為「

色空」、「夢幻」。

與此相反，主張《紅樓夢》是一本佛教「悟

書」者，從《紅樓夢》據為故事前緣的神話架構來

看，認為主旨多和佛教有關。有的則從《紅樓夢》

的實際內容來看，認為作者對佛教禪宗的興趣遠遠

大於道教，這種興趣甚至影響作者對不同人物形象

的塑造和偏好，因此，小說裡的道教人物和信仰者

明顯少於佛教人物和信仰者。

除了主旨談情或言悟的爭論之外，《紅樓夢》

作者的態度，是肯定佛教，抑是批判佛教？這個問

題也是人人言殊，莫衷一是。究竟作者在《紅樓

夢》一書中所呈現生命意義的終極關懷為何？從小

說敘事中，與佛教思想的關係又如何？

一、悲憫世俗僧眾

從《紅樓夢》大量運用佛教術語與佛法思想

而言，全書的主旨，以及作者對生命意義的終極回

歸，應該是傾向於佛教系統的。然而在《紅樓夢》

敘事過程中，何以又有許多呈現賈寶玉「毀僧」

的情節呢？例如第六十六回，尤二姐與尤三姐至賈

府弔賈敬之喪，寶玉謂：「姐姐不知道，我並不是

沒眼色。想和尚們髒，恐怕氣味熏了姐姐們。」歷

來紅學研究者對此說法不一，或認為作者出以批評

的態度，或認為作者對待宗教的認識和態度是矛盾

的。若仔細思惟《紅樓夢》作者一以貫之的立場，

其實當中並沒有矛盾，亦非作者的思想出現困境。

《紅樓夢》之所以有時批判世俗僧侶，有時

又肯定色空禪境，主要原因為何？實牽涉作者對生

命意義之追尋。若欲從《紅樓夢》敘事中，尋繹作

者生命意義之歸趨，實則為佛法「覺性」意義之追

尋。換言之，作者對生命的終極價值與信念，反映

在《紅樓夢》敘事中，乃是統攝在佛法「覺性」的

回歸此一認知之下。凡是對世間沒有覺性思考的佛

門僧眾，如饅頭庵的靜虛、葫蘆廟的小沙彌等，作

者均以悲憫的心情，讓人物形象自我顯現，其汲汲

營營、損人利己的行徑，尤覺堪憐；與此相反，對

於世間有所覺悟的靈性人物，如帶髮修行的妙玉、

斬情出家的芳官、蕊官、藕官等，作者均給予高度

的評價與肯定。

至於，作者所認知的佛法「覺性」之內涵為

何？在《紅樓夢》敘事中，則指向「色空不二」的

境界。

二、「色空不二」的覺悟

歷來討論《紅樓夢》宗教思想的紅學家，常有

將佛、道思想合併而觀者，其立論依據在於小說串

場角色「一僧一道」的連袂出場。雖然明清時期「

三教合一」為普遍的社會現象，文人與士大夫階層

也廣泛地將佛、道思想等量齊觀，然而，細繹《紅

樓夢》文本的敘事，在佛道二家思想的嚮往與回歸

中，作者終極的生命意義之蘄向，厥為佛教的究竟

義諦――「覺」。

就佛法的思想體系而言，「覺」具有三個層

次：「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如唐代

曇曠《金剛般若經旨贊》所云：「佛者梵語，應

言勃陀。自覺、覺他、覺行圓滿，具三覺人，故名

覺者。」在《紅樓夢》敘事中，「覺性」意義的追

尋，此一課題不斷地以各種方式閃耀著光芒，重點

較集中在「自覺」的層面。就《紅樓夢》文本以

觀，作者所肯認與追尋的「覺」，乃指「色空不

二」的明覺境界。觀第一回空空道人檢閱《石頭

記》上歷盡離合悲歡、世態炎涼的一段故事後：

體悟的「空」與一般人所認為的「存在的空虛」有

天壤之別。

即便如弗蘭克的意義治療學說，也無法真正

探觸到佛法「空」的覺悟意義。弗蘭克曾提出「存

在的空虛」，指的是「對自己的生命感到全部無意

義，以及終極的無意義。」弗蘭克認為：「人類要

成為真正的『人』時，必須經歷雙重的失落，由此

而產生存在的空虛。」就意義治療理論而言，「存

在的空虛」是人類尋找生命意義的負向心理契機，

以佛教的語言可稱之為「逆增上緣」；相較於意義

治療學說，佛法所揭示「空性」的見地，卻是正向

積極地洞悉事物本質之後，無所攀緣、毫不執取的

實相直觀。

然則，《紅樓夢》作者所理解與體悟的「色

空」觀念，與佛法「色空」觀念之間的關係如何？

兩者是否同質一味？關於此一問題，紅學家多認為

兩者「色空」的境界是不同的。《紅樓夢》作者

與佛法這種「色空」觀念的不同，有的紅學家持批

判立場，有的卻持肯定的態度，理由是作者的「

色空」觀念，實包含著利人濟世之「情」的大悲胸

懷。

筆者認為：佛法的思想體系中，佛陀在初轉

法輪時，為小乘行者宣說「苦、集、滅、道」四

聖義諦，要小乘行者具出離心，出離三界輪迴「假

有」之苦；在二轉法輪時，為聲聞、緣覺二乘行者

宣說「空性」義諦，要二乘行者了知諸法「緣起性

空」之實相；而在三轉法輪時，佛陀為菩薩乘行者

宣說「如來藏心」，要菩薩乘行者悟得「即空即假

即中」的「中道」第一義諦，即「真空」的不二境

界。

以此論《紅樓夢》第一回「因空見色，由色

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十六字，「因空見

色」之「空」為第一度「空」，此「色」亦為第一

度「假有」的色相；「自色悟空」之「空」，為第

二度「空」，即「空」即「色」、「色空不二」的

「空」。「空空道人」不離色相之「假有」，又了

知「色」之本質為「空」，兩者之間，作者以不捨

眾生之「情」，以更大的悲憫之「情」，來綰合「

色」、「空」兩個概念。因此，在小說中象徵作者

的「空空道人」，就可稱為「情僧」，兩個名號之

間，並不牴觸，反而更彰顯了捨離人世之後，無所

執取的真正菩提心懷！

從《紅樓夢》的敘事中，透露了作者生命中

五大創傷課題，分別為風月情淫之嘆、名利窮通之

苦、聚散離合之悲、盛衰消長之傷，以及死生壽夭

之痛。從這五大創傷課題中，吾人也清楚地體會

到，作者努力地建構生命的價值信念，以覺性的意

義，觀照生命經驗的苦難，發展各種情節故事，提

出宿孽、定業、因緣、夢幻、無常等思想，以解構

創傷課題所帶來的苦痛與悲嘆。

《紅樓夢》作者這種對生命意義價值的追尋，

引導其重整一己的生命經驗，透過《紅樓夢》的敘

事，反映出作者靈性的面向，經由覺性意義的呈

現，改變了原本充滿創傷問題的生命故事。從這個

層次而言，作者已完成其生命的療程。不論作者最

後的旅程是否「淚盡而逝」，面對生命的幽谷，

作者始終是一位真誠的勇者，其為自己生命所找尋

的意義，誠如周汝昌所說的：透過《紅樓夢》的

敘事，作者「紀錄了史料，分辨了是非，暴露了醜

惡，說明了矛盾，肯定了崩潰，交代了歸宿，探索

了出路」，從這一點而言，《紅樓夢》遂成為一部

具有振奮人心、積極療癒的不朽巨構！

本文作者林素玟老師，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
究所博士，目前是華梵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兼系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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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命意義的建構
二十世紀以來，新興的心理治

療學派蠭起，與傳統西方的治療法

不同的是：新興的治療學派，視個

案為一獨特的生命個體。諸學派中

對於「生命意義」的思考，以弗蘭克的意義治療法

最為重視；在中國古典文學中，《紅樓夢》此長篇

章回小說，最能相應於意義治療的理論。細細品味

《紅樓夢》前八十回文本，對於生命意義之思考與

建構歷程，可透過意義治療理論為座標，來加以對

照朗現。

意義治療學說，以「生命意義」作為人存在的

終極價值信念。其創始人弗蘭克，藉由三個理論假

設，提出個體在面對生命幽谷時，終極價值信念所

產生的支持力量。

第一個理論假設：人具有「意志自由」。弗蘭

克指出：「自由」意謂人在面對三件事情上的選擇

權：一、就本能來說，個體擁有自由選擇的能力，

能夠決定要接受或拒絕自己的本能；二、在遺傳方

面，人類即使是面對相同的先天素質，仍然擁有極

大的意志自由；三、在環境方面，人有充分自由，

可以決定要採取怎樣的態度來對待環境。

以意義治療學來審視《紅樓夢》文本，就第

一個理論假設而言，《紅樓夢》作者拒絕了自己錦

衣紈絝的本能欲望，對早年飫甘厭肥、鐘鳴鼎食

的奢華生活，在小說敘事中，透過主人翁賈寶玉的

經歷，作了深刻的反省。而對於承續父祖之德的家

族或血緣遺傳，作者乃採取逸離家族血緣傳統的姿

態，雖用賈寶玉之「不肖」、「無能」（第三回）

以自嘲，當中卻蘊含著自矜自負的不羈心情。至於

面對晚年「茅椽蓬牖，瓦灶繩床」（第一回）的困

頓與不堪，作者卻以堅靭的意志力，與現實環境的

磨難相抗衡，寫下了不朽的文學巨著，充分展現意

義治療學說的第一種假設，即「人具有意志自由」

意義治療學說的第二個理論假設為：意義意

志。弗蘭克指出：人的本能，有指向意義、趨向意

義的特性。「意義意志」可說是所有人類最普遍的

現象，也是最基本的需求。

就第二個理論假設而言，《紅樓夢》的敘事

中，充滿了對「意義」的探尋。從第一回跛足道人

所唱的「好了歌」，以及甄士隱的「好了歌注」

即可看到作者對兩性情感的意義、子孫血緣的意

義、功名財富的意義，乃至生命存在的意義等課

題，均發出了質疑與慨嘆，並且自第二回之後，不

斷地開展整部《紅樓夢》的故事情節，來尋找終極

的答案。

意義治療學說的第三個假設為：生命意義。弗

蘭克認為：「人主要的關心並不在於獲得快樂或避

免痛苦，而是要了解生命中的意義。」「人沒權利

來質問生命的意義，反而他應該認知，他自己才是

被生命所詢問的對象，他必須以對自己生命的負責

來回答生命的詢問。」

然而，生命的意義究竟要如何追尋？在哪些情

境之下，人類可以透過對自己生命「負責」來回答

生命的詢問？關於這一點，弗蘭克指出三種發現「

生命意義」的途徑：一、藉著創造或工作；二、藉

著體認價值；三、藉著受苦受難。

若就第一個途徑「從創造或工作中發現生命的

意義」以觀《紅樓夢》的敘事，作者以賈雨村榮任

應天府知府的徇情枉法，不上一年又被批革職，可

以想見作者顯然已體認到世間的事功名利，並無法

久長，世間的創造價值，也無法安頓生命的意義。

就第二個途徑「從體驗工作的本質來發現生命

的意義」這一點，《紅樓夢》作者亦抱持質疑或否

定的態度。首先，在體認事業功名的本質方面，第

十三回秦可卿托夢給鳳姐時幾度提及「榮辱自古周

而復始，豈人力能可保常的」、「瞬息的繁華，一

時的歡樂」等等，以及第五十回湘雲所編的謎題《

點絳唇》：「溪壑分離，紅塵遊戲，真何趣？名利

猶虛，後事終難繼」，在在都指出紅塵世間就如同

一場遊戲，了解其真相之後，甚覺乏味無趣，名利

事功的本質是虛妄無常的，後代家業終究難以保全

永繼。

接著，作者又透過賈寶玉的價值觀，來批判

追逐事業功名之輩為「祿蠹」（第十九回），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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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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釋淨行

一個孝順的典範，於是親自擔父王之

棺，並且直到荼毘，成就一切喪儀。

又據「增一阿含經」卷五十「大

愛道涅槃品」所述，佛陀姨母大愛道

比丘尼涅槃之後，佛陀先是遣人籌設

喪禮荼毘用具，而後復又親自舉大愛

道床至荼毘所，供養舍利，完成送終

之禮。時有諸天神欲代佛行禮者，為

舍利弗所止，原因是父母生養子女的

深恩，還須子女親自報答才是。

3.佛陀之「揚名聲、顯父母」

「孝經」云：「立身行道，揚

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行孝之至，莫過於能讓父母以子女為

榮，因子女而榮。釋迦世尊創立佛

教，而為一教之主，人類之精神導

師，所謂立身行道，至矣盡矣。佛教

流傳千百餘年，度人無數，如今已成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陀之父淨飯王

與其母摩耶夫人，亦因有佛為子故，

遂得流芳百世、名聞世界，佛陀如此

揚名聲、顯父母，不可不謂之大孝

佛教三藏之中闡述孝道的相關部

份，至為浩繁，本課不過略舉綱目，

點出佛教親子倫理的基本觀念而已。

其餘如「梵網經」中，孝成為戒律之

一；我國有廿四孝的故事，在「雜寶

藏經」中，孝行故事感人之深，猶在

其上，如「王子以肉濟父母緣」所

載，佛陀在過去世為王子時，於逃難

中，為維父母性命，竟至割肉飼親，

類似故事尚多，此不贅述。

一般世人但逢生日，便大肆慶

賀，祝父母壽者，更大張筵席，酒池

肉林；其實虛榮面子，了無意義。在

佛教的觀念裡，糜費錢財，殺生慶

生，只是多造惡業，徒增罪過，害人

害己。佛教徒以為，自己的生日便是

母親受難之日，在此日宜感念母恩，

多行布施，以此功德迴向母親，利他

利己，方是能盡孝思。見微知著，結

論舉此一事一如本課所舉眾例，悉說

明了佛教孝道如何之深、如何之廣。

（本課已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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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2月功德錄（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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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出家豈云孝乎？

四、佛陀及其弟子的孝行

（一）佛陀的孝行

1.佛陀令父母得獲法益

據各部廣律及佛傳諸經所載，佛

陀在成道後的第六年，回到故國迦毘

羅越，將其所覺悟的正法，回饋父王

及宗族，以報親恩。

由於佛陀生母摩耶夫人早逝，因

此佛陀實是由姨母大愛道（摩訶波闍

波提）哺育成人。為報此恩故，佛陀

讓大愛道於佛法中出家，成為第一位

比丘尼（見「大愛道比丘尼經」卷上

等），大愛道也終證得阿羅漢果，永

離煩惱，解脫生死。

2.佛陀為父母道終

據「淨飯王般涅槃經」，淨飯

王臨終之際，為病所苦，懸念釋迦族

諸出家的王子，即佛陀、難陀二子、

王孫羅睺羅以及王姪阿難，心中憂愁

煩躁不堪。佛陀得知之後，即領諸釋

迦族出家弟子回到王宮，安慰父親病

苦，為父說法，讓父親安然而逝，往

生天上，淨飯王遺言說：「我的願望

已得滿足，心中感到無比的喜悅。」

出喪之時，佛陀要為後世的眾生立下

的原因，「自然是嫌自己淫奔無恥

之流，不屑為妻」（第六十六回）

，然而究其深層心理，這其實是尤

三姐對自我之評價。換言之，尤三

姐之「覺」，乃因自己陷溺情色欲

海，淫奔無恥，內在心靈與外在身軀已被自己的任

性所糟蹋，如今「恥情而覺」，悟以往荒唐行徑而

生羞愧之心，難以面對所愛之人，故而在摯愛者面

前橫劍自刎。

自六十六回之後，《紅樓夢》的敘事，就頻繁

地出現小說人物「覺」的體驗。

如第七十六回寫賈母的「覺」：

	 賈母看時，寶釵姐妹二人不在坐內，知他們家

去圓月去了，且李紈鳳姐二人又病著，少了四

個人，便覺冷清了好些。賈母因笑道：「……

可見天下事總難十全。」說畢，不覺長嘆一

聲。（第七十六回）

此處寫賈母中秋節兩度的「覺」：第一次的

「覺」，是因在團圓的佳節裡，人口卻比往年少了

許多人，「冷清」的場景，也暗寓著大樓將傾的前

兆；第二次的「覺」，則是作者更大的喟歎，將大

戶人家難以團圓的心情，推擴而求之，從超越的角

度以觀天下人、天下事，藉由賈府的靈魂人物賈母

之口，道出了對世間人事難以十全十美的「覺悟」

，這份「覺」，卻有著對天道人事無可奈何的無力

感。

接著，同一回的中秋圓月，在凸碧堂的另外一

端凹晶館，也有著對「完美圓滿」的渴望與感嘆。

凹晶館的池塘邊上，作者透過黛玉和湘雲兩位孤女

的對話，來襯托對富貴之家無法事事遂心的「覺

悟」：

	 黛玉笑道：「正是古人常說的好，『事若求全

何所樂』。……」湘雲笑道：「得隴望蜀，人

之常情。可知那些老人家說的不錯。說貧窮之

家自為富貴之家事事趁心，告訴他說竟不能遂

心，他們不肯信的；必得親歷其境，他方知覺

了。」（第七十六回）

作者藉由黛玉和湘雲兩個身居綺羅之家，卻無

法獲得美滿親情的孤苦女兒之口，一而二、二而三

地聯想到世間各種大小事理，原來均沒有圓滿、完

美的本質。因此，「事若求全」，則會導致「何所

樂」的不愉快結果。可惜這些至理名言，世間凡俗

窮賤之人是斷斷難以體會的，勢必親歷其境、親受

磨難，等到如頑石品嚐「樂極悲生，人非物換」（

第一回）的苦楚之後，才能夠「知覺」。從這一段

文字當中，著實可以感受作者此處所蘊藏的「覺」

，乃是愚鈍執著後的恍然大悟。

最後，在第七十七回，作者藉由水月庵的智

通與地藏庵的圓心，道出了世間「迷人不醒」的無

奈：

	 雖說佛門輕易難入，也要知道佛法平等。我佛

立願，原是一切眾生，無論雞犬皆要度他，無

奈迷人不醒。若果有善根能醒悟，即可以超脫

輪迴。（第七十七回）

佛法強調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本自平等，發

菩提心之大乘行者，是為了要利益一切有情眾生而

願成佛。然而，眾生因多生累劫以來，無明煩惱的

習氣太深重了，因緣不具足之下，是極難度化的。

作者一句「迷人不醒」前加了「無奈」二字，的確

是對自我生命與眾生生命深有所感的無可奈何之悲

憫。世間若有宿世慧根能醒悟、了知外在事相都是

虛妄不實之人，即是可以超脫輪迴苦海的「覺者」

了。此處的「醒悟」即「覺」之意，若「迷」則「

凡」，若「悟」即「覺」。《紅樓夢》作者的苦口

婆心，可謂深矣。

由此可知，《紅樓夢》的敘事，除了透過幾位

人物「覺」的經驗來訴說作者對「覺性意義」的追

尋之外，更以主人翁賈寶玉及其周遭各種事件為觸

機，來宣說作者對生命意義的終極思考。在《紅樓

夢》敘事中所展現的，是究竟的生命意義之追尋，

亦即對佛教覺性的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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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目犍連的孝行

目連救母的故事，在中國盡人皆

知。其根據，出自失譯的「佛說奉盆

報恩經」（而後演繹為「佛說盂蘭盆

經」）。在這部經中說到，大目犍連

為實踐佛門中真實孝行，一旦道業有

成，即思度脫父母，然其母已歿，投

生餓鬼道，目連以一己神通之力不能

救濟，求教於佛，佛陀於是便開示為

父母供僧以度脫其厄難的法門。這種

利益父母、特別是亡父亡母的方式，

正契合於講究孝道的中國社會，因此

七月十五日的盂蘭盆會，便在中國愈

演愈盛。而後盂蘭盆會在民間又融合

了道教與民間信仰的若干成份，成為

所謂的「中元節」。現今的中元，祭

祀的色彩濃厚，不復佛教本來面目，

但對佛教徒而言，盂蘭盆會發揚孝道

的精神，卻始終如一。

丙、結論

台北靈山講堂分別於2014年1月中旬及2月上旬在台北石碇靈山禪

林寺，舉辦歲末聯誼（2014.1.12）及千佛法會（2014.1.31-2.2）

，參加信眾踴躍。

湘雲的告誡：「會會為官作宰的人們，談談講講仕

途經濟的學問」是「混帳話」（第三十二回），而

且寶玉生性「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峨冠

禮服賀弔往還等事」（第三十六回），充分表達作

者對事功名利之厭惡。再者，作者也透過元妃省親

四度的「垂淚、哽咽、含泪、滾泪」（第十七回至

第十八回）來呈現男子世界權力名位等主流價值背

後的真相，卻是造成家庭的骨肉分離。第七十一回

探春有感而發的慨歎：「殊不知我們這裏說不出來

的煩難，更利害。」凡此小說人物的心境，都是作

者對世間主流價值所標榜的事業功名本質之質疑。

意義治療理論所肯定的「經由體認工作的本質或文

化，可以發現生命的意義」此一命題，在《紅樓

夢》作者看來，其本質也是無常與虛幻的。

其次，意義治療理論所說的「藉由體驗與某人

相愛，進入某人心靈世界，可以發現生命的意義」

。在《紅樓夢》敘事中，作者以一對一對薄命兒女

的故事，訴說其情感的悲劇結局，以總攝情愛的本

質。例如甄英蓮與馮淵的夢幻情緣、尤三姐對柳湘

蓮的恥情而覺、尤二姐因賈璉的吞金自逝、司棋為

潘又安的觸柱而亡、齡官為賈薔的痴情劃薔，以及

黛玉為寶玉的淚盡而逝，這一個個動人又哀淒的愛

情故事，作者想要表達的無非是：以「愛」來體驗

生命的意義，並非究竟的、終極的依歸，每個人都

有其生命的困陷，情愛的親密關係會使得兩人生命

的盲點浮現出來，如寶玉與黛玉的「求全之毀，不

虞之隙」（第五回），導致彼此的心不斷地相刃相

靡，情愛的過程難免「千紅一哭」、「萬豔同悲」

，造成的結局則為「群芳碎」的柔腸寸斷。

第三個途徑：從受苦受難中體驗生命的意義。

關於這一點，就《紅樓夢》的敘事而言，賈寶玉纏

陷在繁華如夢、兒女情深的痛苦糾葛當中，其實已

伏下覺悟解脫的種子。作者所歷經的「一技無成，

半生潦倒」（第一回）之痛苦生命，其所欲實現的

意義，乃是以「假語村言」，來編述一部春秋大義

的《紅樓夢》，最後將承受苦難的經驗，化為「苦

海慈航」（第十七回至第十八回）的人生觀照。

二、覺性意義的追尋
就《紅樓夢》的敘事而言，以上這些世間的價

值探問，是無法滿足作者對生命意義的終極追尋。

於是，作者在《紅樓夢》敘事中，表達他對人世盛

衰消長的覺知，以及對情感夢幻無常的覺悟，使得

《紅樓夢》成為一部追尋「覺性意義」的「悟書」

首先，作者在第二回即塑造了一位「證得覺悟」之

老僧，作為全書主題之總批。作者描寫賈雨村被

參革職之後，謀得鹺政西席，擔任林黛玉的老師。

一日，信步走至「智通寺」，見門旁一副舊破的對

聯：

身後有餘忘縮手，眼前無路想回頭。

這一副對聯，乃是在世間歷經繁華滄桑，翻

過筋斗的覺者，將一生的體悟，以四兩撥千斤的筆

法化約而成。而從凡俗之人賈雨村的俗眼中，無法

辨識已證已覺的「出世醒人」，智通寺龍鍾老僧之

「既聾且昏，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也只是覺

者的一場示現。作者由賈雨村此一俗人拉開故事序

幕，將賈寶玉、林黛玉等一干風流靈秀的人物介紹

出場，讓這些入世迷人們，一一去面對、咀嚼世間

的醜惡與潔淨，最後走上覺性追尋的人生旅程。

緣此之故，《紅樓夢》前八十回的文本中，

小說人物面對事件而產生覺性思考的情節，勢必要

在經歷許多人生重大波瀾之後。因此，小說遲至第

六十六回，才透過尤三姐與柳湘蓮的感情事件，來

體悟情愛本質的虛幻，以及由此產生的「恥情而

覺」。第六十六回柳湘蓮恍惚中見尤三姐泣道：「

來自情天，去由情地。前生誤被情惑，今既恥情而

覺，與君兩無干涉。」雖然尤三姐認為柳湘蓮悔婚

圖一：歲末聯誼（一）

圖四：千佛法會（二） 圖五：千佛法會（三）

因版面有限，未能刊載功德錄下期待續

﹝譯經﹞
3,000元 張能聰、林淑瑜

2,200元 關忠立

2,000元 劉惠齡、張玟琪

1,200元 賴瑞琅、賴毅庭

1,000元 張文騫、程瑜

600元 張婉筠

500元 【小白.小黃.熊熊】

300元 香包狗、范昌健

200元
李冉來、李佳紘、
李宜臻、李岱瑾、
林佑聲

100元 陳澍樂、陳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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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美娥

﹝隨喜-講堂﹞
500元 蔡欽終

﹝隨喜-禪林大鼓﹞
10,000元 陳參

3,000元 陳楷捷

1,500元
孔福森、高棟梁
閤家

1,000元
劉惠齡、陳端秀、
吳玉麗、李廣民

600元 程瑜

500元 吳致緯

300元 薛奶玉

200元 薛來文

100元 陳德生

50元 陳澍樂

圖三：千佛法會（一）

圖六：千佛法會（四）

本文作者林素玟老師，係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
究所博士，目前是華梵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兼系主
任。

覺性意義的追尋
專題論述

佛法VS文學

■ 林素玟

歲末聯誼及千佛法會

圖二：歲末聯誼（二）

103年3月功德錄
﹝禪林建設﹞

3,000元 彭宗秀、陳榮邦

2,000元
蔡欽終、胡碧吟、
陳美賢

100元
黃姿穎、黃奕晴、
黃妍熙

﹝禪林建設-藏經樓﹞

10,000元
張傳宗、張鈞凱、
魏郁如、張鈞傑、
呂佳毓

3,000元
林海泉、林童花、
賴吳月英

2,000元 梁實村、梁彭錦雲

1,000元

呂信雄、呂玉茹、(
故 )張塗居、鄧博
仁、黃麗容、陳
昭惠

600元 劉林碧

500元

李宜臻、王先甫、
王英吉、王怡文、
王律憲、陳珠好、
楊雅婷、王立翔、
蕭成龍、蕭筠臻、
蕭亨哲、王楚萍、
蕭毓臻、陳珠碧、(
故)王英彥

﹝護法﹞
1,500元 黃素娥

400元
陳燕美、黃俊凱、
黃彥智、黃祺雯

300元
吳金欉、吳銅、吳
宗益、吳貴莉、吳
淑真

200元 呂國章、呂藍金枝

﹝弘法教育-月刊﹞
1,000元 周明鑑

500元
蔡欽終、正樂會、
廖隆盛

﹝供養上人﹞
2,000元 張兆辰

200元 張秉筑

﹝供養常住﹞

1,000元
(故)薛林閏妹、胡
哲熙、呂周彩貴

600元 三寶弟子

﹝供養三寶-二月十五供佛菜金﹞
600元 吳薛安秀

﹝救濟﹞
2,000元 蔡欽終

﹝放生﹞
2,000元 呂雲

100元 譚昱、林玉秀

﹝譯經﹞
30,000元 陳健民

25,000元 邱文安

20,395元 法國潮州會館

11,800元 張文菘

10,000元 周淑真王傳樹閤家

6,000元 陳遠明

4,000元
顏良恭、顏庸、
顏晞

3,000元
林淑瑜、張能聰、
吳德美、郝政道

2,000元
黃素娥、沈榮欣、
陳美賢、黃彥智、
黃祺雯、(故)張塗居

1,000元

蔡新鑫、蔡宜勳、
吳麗莉、陳思涵、
蔡宜潔、蔡宜潔的
腹中胎兒、葉慶
豐、葉沐恩、葉沐
軒、黃貞祥、賴
柏嘉

500元
鄭敏江、李唯瑄、
周淑真、【熊熊.小
白.小黃】

400元
李桂蜜、王黃鳳、
周李寶玉、陳燕
美、黃俊凱

300元 范昌健

250元 許黃桂珠、許文忠

200元

李冉來、李佳紘、
李岱瑾、李宜臻、
林佑聲、呂玉茹、
薛昀軒、呂怡瑩、
黃騰輝、呂詹好、
賴蓓瑩、林世偉、
許麗霜、林品儒、
林庭瑜、蔡博任、
陳聰明、林阿抱、
柯茂全、林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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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昱、林玉秀、黃
姿穎、黃奕晴、黃
妍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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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密嚴經》對四尋思定的解說
靈山禪林寺兒童夏令營
靈山禪林寺青少年4Q成長營
靈山禪林寺藏經樓興建資金勸募  啟事
295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3年6月～8月）
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四念處
專欄

四尋思是唯識宗為悟入唯識於加行位所修行之觀

法，亦即藉由觀察推求名、義、自性、差別等唯是假

立無實，由此四尋思而得定，名為四尋思定。《大乘

密嚴經》乃唯識宗所依止六經之一，在本經中說法主

金剛藏菩薩曾對唯識宗的四尋思定提出解說，因經中

金剛藏分別使用不同譬喻說明四尋思，頗具深義與特

色，本文擬就此部分加以討論。

經中先使用燒木喻顯示四尋思得定，如偈頌說：

「若得無分別，身心恒寂靜，如木火燒已，畢竟不復

生。」偈頌中初二句係法說表宗，即從道理說明若能

由四尋思而捨離五法中之相、名、分別這三法，了知

諸法唯識，即能身心寂靜而得定。偈頌後二句引喻顯

示，舉火燒木喻，喻於得定身心畢竟寂靜。經中接下

來繼續使用譬喻說明四尋思，以下依名、義、自性、

差別之次第予以說明。

（一）名尋思：如偈頌說：「譬如人負擔，是

人名擔者，隨其擔有殊，擔者相差別。名如所擔物，

分別名擔者，以名種種故，分別各不同。」這是譬喻

四尋思的「名」但名無實，頌中舉「擔者」及「所擔

物」為喻，譬如隨「所擔物」如柴、米、水…的不

同，而有不同「擔者」如挑柴者、挑米者、挑水者…

的差別，換言之，由「所擔物」生起「擔者」的分

別。同理，五法中的「名」與「分別」，就像由「所

擔物」生起「擔者」的分別一樣，乃是從「名」生起

「分別」，「名」除生起「分別」，另依經中前文所

說，乃是從「相」而有「名」，因此「名」與「分

本文作者劉嘉誠先生，係台大哲學研究所博士，於

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佛教弘誓學院研究部及圓光

佛學研究所等校擔任教職，講授中觀等佛教課程。

別」都是因緣所生，皆無自性，由此觀察推求「名」

但名無實。

（二）義尋思：如偈頌說：「如見杌為人，見

人以為杌，人杌二分別，但有於名字。諸大和合中，

分別以為色，若離於諸大，色性即無有。」這是譬喻

四尋思的「義」但名無實，頌中舉「人」及「杌」（

無枝的樹）為喻，譬如我們見到「杌」這個義相會生

起以為是「人」的分別，亦即由「杌」相生起分別，

可是「杌」這個義相又從人相而有，離人相無杌相可

得，因此杌相但名無實。同理，五法中的「相」與「

分別」，就像由「杌」相生起「人」的分別一樣，乃

是從「相」生起「分別」，可是一切色「相」又是四

大和合所造，離四大無色相可得，因此「相」與「分

別」都是因緣所生，皆無自性，由此觀察推求「相」

但名無實。

（三）自性尋思：如偈頌說：「如德依瓶處，

瓶依名亦然，捨名而取瓶，瓶終不可得。」這是譬喻

名義二俱無自性。「德」是指事物的功能，所以「瓶

德」就是指瓶子盛水的功能，「瓶處」是指瓶相或瓶

的特徵，如項細、腹大…等即是瓶相，因此頌中「如

德依瓶處」，意謂譬如瓶的盛水功能（瓶德）乃是依

於瓶的義相（瓶處）而有，故瓶德無自性；次句「瓶

依名亦然」，同理，瓶的「義」相（瓶處）依於瓶「

名」而有，離瓶「名」無色相可得，故瓶「名」與瓶

「義」亦皆無自性，由此觀察推求名義「自性」不可

得，「自性」唯是假立無實。

（四）差別尋思：如偈頌說：「瓶不住瓶體，

名豈住於名，二合生分別，名量亦非有。」這是譬喻

名義差別不可得。初句「瓶（德）不住瓶體」，這是

承前頌，意指差別義（瓶德）不住自性義（瓶體），

次句「名豈住於名」，意謂差別義既不住自性義，差

別名如何得住於自性名，為什麼呢？下半頌解釋說這

是由於「二合生分別，名量亦非有」的緣故，「二合

生分別」是說從瓶「名」與瓶「相」二法生起「分

別」，故「分別」乃緣生無自性，再者，「分別」是

所生，「名」「相」是能生，基於能所相待，所生既

無自性，能生的「名」則亦無自性；次句「名量亦非

有」，相對於前句的「名」是自性名，這裡的「名言

量」則是名的功用，是差別名，自性名既無自性，差

別名則亦無自性，所以說差別名亦不住於自性名，由

此觀察推求名義「差別」不可得，「差別」唯是假立

無實。

經由上述一一觀察推求名、義、自性、差別等唯

是假立無實，由此四尋思而得定，即是四尋思定，就

五法而言，即是經由四尋思而捨離「相、名、分別」

這三法，再進修四如實智，以「正智」了知諸法唯

識，由加行位漸次至通達位，悟入第一義的「真如」 

．專題論述／佛教哲理

劉嘉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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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期開課

2014.7.3(四) 
台北
講堂

禪坐及靈山氣功

003
2014兒童夏令
營

2014.7.4(五)至 
7.6 (日)

靈山
禪林寺

將繁重的課業暫放一邊，與藍
天為伍，讓您的孩子能夠接觸
大自然，體驗不同的生活。

004
2014青少年4Q
成長營

2014.7.11(五)至 
7.13 (日)

靈山
禪林寺

協助青少年4Q成長。
AQ：正思考、抗壓、忍耐
EQ：情緒、人際關係
IQ：潛能、學習
MQ：品格、情操

005 秋祭報孝法會 2014.8.3(日)    
台北
講堂

006
觀音菩薩成道
紀念法會

2014.7.15(二)   
台北
講堂

007
地藏菩薩聖誕
法會

2014.8.24(日)    
台北
講堂

008 中秋社區關懷 2014.8.24 (日)    石碇
探訪石碇地區獨居老人及貧苦
感恩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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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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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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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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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3年6月～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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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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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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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大乘密嚴經》對四尋思定的解說

涼、永沒。受、想、行、識，亦復如是。」1 4可知經

上說「無常」，乃是扣緊「苦」來談；因「無常」所

以是「苦」，而且之所以說是「無常」，乃是不離有

情眾生在世間所經驗到的「苦」來說的。

由於經上談「無常」，時常和「苦」聯結在一

起，可知「無常」不是一個獨立的概念，除了與「

苦」密切相關，其它如「空」、「非我」等概念，彼

此間皆是環環相扣的。如同在《雜阿含經》首經的末

端，談完觀五蘊之「無常」後，即言：「如觀無常，

苦．空．非我亦復如是。」15其中「無常」與「苦」

間更是直接相關，16談論佛教「無常」思想時，必定

脫離不了對「苦」的思維，即由無常所以會感受到

苦，也由觀無常而進至滅苦。關於這點，將在下面續

作說明。

總之，根據上述之說明，《雜阿含經》申論「無

常」之成立，主要是依據經驗界所觀察的現象，其中

包含對「苦」的現象之觀察。但是，「諸行無常」命

題之成立，與「雪是白的」命題有所不同；前者除了

以經驗作為出發外，也必須透過理性的思維與深觀，

去洞悉經驗現象背後所含有的道理或法則；而「雪是

白的」純粹只是種感官的素樸經驗的內容，而不必透

過深刻運思來理解。

四、檢視佛教信念的合理性（二）：當觀無常以
　　滅苦

在了知無常為世間實相後，接下來即是藉無常之

觀照來滅苦。即前面指出「苦」，乃是因為「諸行無

常」（即「無常故苦」），其中無常與苦的因果關係可

說是明顯的，即無常是因、苦是果，而成為世間的因果

關係。相對地，如果要達至「滅苦」的境地，其所作的

亦在於「觀無常」，此時「滅苦」是果，「觀（色）無

常」是因，如此可說明出世間的因果關係。其中關係可

略示如下：

世間：無常（因）→苦（果）；

出世間：觀無常（因）→滅苦（果）。

如此與《阿含經》「四聖諦」所要表達的思想，

可說是相契的；由此苦與苦的止息（即滅苦）之兩個面

向，展示出佛教的核心信念。對於苦與滅苦此兩個佛教

的核心信念，以下即分作探討：

（一）、「苦」之實存現象的確立

佛陀在「四聖諦」中，首先即指出「苦諦」作為

世間實相，而在體認到世間之苦果後，接下來探究造

成苦的原因（集），以及追尋滅苦的方法（道），以

期達成滅苦的目標（滅）。可知，「苦」是佛教思想

立論的重要基礎，由此而突顯佛教的價值。17但世間

是苦的認定，佛教所持的論據何在，其是否真有其道

理？

雖然佛法肯定苦受之外有「樂受」及「不苦不樂

受」，但如果作深入的思維，「樂受」及「不苦不樂

受」依舊是「苦（受）」，所以經上說：「諸所有受

悉皆是苦」或「一切諸受悉皆是苦」18。可知，佛教

以「苦」的思索作為思想之出發點，而一旦「人生非

苦」，則佛教的立論基礎似有相當程度的動搖。

對於「一切諸受悉皆是苦」這樣的主張，我們

該如何了解其中之意涵？尤其苦受主要是內在的感

受，如此的感受，與「雪是白的」知覺經驗不同；「

雪是白的」是對外在事物的感知，具有經驗上的客觀

性，而「苦」的內在感受往往是主觀的，「如人飲

水，冷暖自知」，即說明內在感受並不是人人皆同，

對有些人而言是苦，但對某些人可能為樂，此時宣稱

一切受皆為苦受，背後應有其一番理論。換言之，感

受的主觀性看似否定了佛教「諸受皆苦」的命題，但

事實上，佛教所說的「苦」，其不僅是談主體的經驗

感受，而是立基於無常所談之苦；即必須確切認識無

常，才能理解苦之深意。如《雜阿含經》說：

 白佛言：「世尊！我於靜處禪思念言：世尊說三
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又說諸所有受

悉皆是苦，此有何義」？佛告比丘：「我以一切

行無常故，一切諸行變易法故，說諸所有受悉皆

是苦」。爾時、世尊即說偈言：「知諸行無常，

皆是變易法，故說受悉苦，正覺之所知。比丘勤

方便，正智不傾動，於諸一切受，黠慧能了知。

悉知諸受已，現法盡諸漏，身死不墮數，永處般

涅槃」。19 
可知，「諸所有受悉皆是苦」是因為「一切行無

常故」；或者說，因為「一切行無常故」所以「諸所

有受悉皆是苦」。所以儘管《雜阿含經》承認有「苦

受」、「樂受」、「不苦不樂受」之三受存在，但如

果不放在「諸行無常」的脈絡下予以理解，此時宣稱

「三受」與主張「一切諸受悉皆是苦」，兩者間就容

易產生矛盾。換言之，正是因為在「無常」的大前提

下，所有的樂受、不苦不樂受等，都在變異之中，都

將消失散滅，所以當經驗到樂受、不苦不樂受時，皆

必須作苦想或無常想，如此才是生起「正見」。20而

且，倘若對於任何的感受，能離執、不繫，則可遠離

苦痛。21 
總之，「無常」與「苦」存在緊密的因果關係，

彼此互相證成對方之成立；即從世間無常之因感召苦

果，以及從有病、有苦之果推知諸行無常為因，其中

看似是一種循環論證（circular argument），但毋寧說
此兩者間是相互依存、密切相關的。

（二）、以「滅苦」為佛教信念的核心　

佛陀標示出世間無常之實相後，要比丘從觀無常

來滅苦。其中「滅苦」之含義，相對應於佛典之中，

亦有解脫、涅槃、不受後有等詞語。或者，回到《雜

阿含經》首經的內容，其從觀色無常作為「正觀」，

進而「生厭離」，以至於「喜貪盡」、「心解脫」、

「自作證」、「不受後有」等；其中的「喜貪盡」、

「自作證」、「不受後有」等詞，皆是表達出「滅

苦」或「苦滅」的狀態與境地，佛教即以此「滅苦」

作為其信念的核心。

以苦與滅苦為佛教信念的核心，而如此的信念

是否合理，乃是可作探討的。前面提及，「色無常」

是現象客觀的描述，而「當觀色無常」則含有勸勉、

規範、期許、命令等意涵；前者是理論性的陳述，而

後者是根據理論事實，作進一步的實踐修證。而經上

對於「無常」之論述，以及「無常」和「苦」間因果

關係，已如前面所述，從中可知「諸行無常」說明世

間的實相、真理，而接下來要做的，即是從「當觀無

常」來實踐真理。換言之，既已知道無常的理論為

真，其後即要求「當觀無常」的具體實踐，而之所以

必須去實踐，或者以勸勉、規範、期許、命令等方式

去引導實踐，乃在於這樣的實踐是具有價值的。

如果順著經文的脈絡看來，「當觀無常」的修

持，是為了實現解脫之目的，即依此無常之正觀，才

能指引修行人走向解脫滅苦之道。而佛典也確實指出

具體的操作方法（如「止觀」之修持法門22）來達到

「滅苦」的目的。關於上述信念是整個《阿含經》的

要義，其再三著眼於此來追求滅苦和解脫。但這其中

已然存在價值的取捨和預設；即修行、滅苦、解脫等

都是好的（或對的），而不修行、不滅苦、不求解脫

都是不好的（或不對的），而這是否能說服一切人對

於修行、滅苦、解脫等價值之追求，應會引起不同的

看法。

關於「觀色無常」之價值，及其所帶來滅苦之

結果，此一價值究竟是主觀還是客觀，或者能否普遍

化，而作為全人類唯一的道路，這些探討並不是經典

所著重之處。如前所說，經典已然有一套既定的價值

觀，其所教導的對象皆為比丘等修行人，而修行人若

有志於追求斷惑滅苦之道，自然會相應於如此的教

法。而經典之所以確立這樣的價值，在於否定貪愛、

瞋恨、無明、繫著等，所將帶來的苦痛；相對地，如

果人們對於世間苦痛有更深入的觀察，對於智慧的開

啟和心靈的淨化有所期許，則《阿含經》的義理對其

而言是極為親切的。而倘若對於苦痛失去感知，不去

洞見世間所具的無常特性，則佛教信念對其而言就難

以有所契機。

所以，儘管佛教信念指出無常是世間之實相，

也指出諸受皆為苦受，並以無常之觀照，作為滅苦解

脫的道路，但由於每個人根機的差異和價值取向的出

入，以及各有不同的思想背景等因素，使得所有人未

必皆能接受佛教信念，也不一定都按照佛法的觀念和

方法來修行。但是，此無損於佛陀所揭示的真理，畢

竟「法爾如是」，在長遠的生命歷程中，在看不到、

想不到的時空裡，或許有一天所有的眾生都能體認佛

教信念所具有的意義與價值。

五．結語

本文從《雜阿含經》第一經之「當觀色無常」

，對佛教的信念作初步的反省。從「當觀色無常」此

命題中可分析為兩種語句：一是對世間實相的描述（

即無常），可歸於經驗性的語句，另一是勸勉修行人

當觀照無常以達於滅苦，而屬於規範性的語句。在此

兩者中，前者是關於理論觀點之闡述，後者是理論觀

點之實踐，而之所以必須去實踐，乃是為了達於「滅

苦」的目的。由此可知，「無常」之概念和「苦」之

間是息息相關的，因無常變異而有不可避免之苦，進

而從觀照無常中求滅苦與解脫。

無疑的，「無常」是佛教所指出的世間之道理，

而「滅苦」是佛教所主張的價值之所在，當佛教論

述此兩種概念時，所用的是全稱性的命題（universal 
proposition），如說：「一切行無常」或「諸所有受
悉皆是苦」等，這樣斷然式的宣稱，斬釘截鐵，已具

備了真理的形式，而成為佛教的核心信念。但這樣的

真理與價值，是否所有的人皆可以認同，之間牽涉到

的因素是複雜的。不過，由於佛法的思想是立基於經

驗界的事實，乃是就經驗現象之反省所建立的論述，

所以一旦對世間的現象進行深入的思維和洞察，則佛

教信念所傳達的真理和價值，並不只限於佛教之中，

而可說是其道出了這世間如實的面貌。

14 T02, p. 31, b12-14
15 同樣地，在雜阿含第九、十經上也說：「世尊告諸比
丘：『色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即非我
所﹔如是觀者，名真實正觀。』」(T02, p. 2, a13-16)

16 阿含聖典論究「苦」的原因，世間的「無常」是其中
之一外，再者就是人的「無明」與「愛染」。似可
說，世間無常是造成苦的外在客觀因素，而人的無明
與愛則是苦生的內在主觀因素，而修行求解脫不外在
於洞悉諸行之無常，而破除內心的無明與愛，使得不
再無常執常、無我計我。

17 對於「苦」的觀照，可說是佛教思想的價值所在；如
果人生不是苦（或沒有苦），則佛教的存在是否還具
有意義，似是可作探討的。

18《雜阿含經》云：「佛告阿難：『我以一切行無常
故，一切行變易法故，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又復阿
難！我以諸行漸次寂滅故說﹔以諸行漸次止息故說，
一切諸受悉皆是苦。』」(T02, p. 121, a26-b1)

19 (T02, p. 121, a3-11)
20 此如《雜阿含經》所說：「佛告羅 羅：『有三受：
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觀於樂受而作苦想，觀於
苦受作劍刺想，觀不苦不樂受作無常想。若彼比丘觀
於樂受而作苦想，觀於苦受作劍刺想，觀不苦不樂受
作無常滅想者，是名正見』。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觀樂作苦想，苦受同劍刺，於不苦不樂，修無常滅
想。是則為比丘，正見成就者，寂滅安樂道，住於最
後邊，永離諸煩惱，摧伏眾魔軍』。」(T02, p. 119, 
a23-b2)

21 如《雜阿含經》云：「彼作是念：樂受覺時，其身亦
壞；苦受覺時，其身亦壞；不苦不樂受覺時，其身亦
壞。悉為苦邊。於彼樂覺，離繫、不繫；於彼苦覺，
離繫、不繫；於不苦不樂覺，離繫、不繫。於何離
繫？離於貪欲、瞋恚、愚癡，離於生、老、病、死、
憂、悲、惱苦。我說斯等，名為離苦。」(T02, p. 249, 
c16-23)

（上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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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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如《雜阿含經》云：「斷色過去、未來、現在無常，
乃至滅沒，故修止觀。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T02, p. 48, c17-18；亦云：「於空處、樹下、閑房思惟
者，當以二法專精思惟，所謂止、觀……修習於止，
終成於觀，修習觀已，亦成於止。謂聖弟子止、觀俱
修，得諸解脫界。」T02, p. 118, b20-25；以及說：「
有二法，修習多修習，所謂止、觀。此二法修習多修
習，得知界、果，覺了於界，知種種界，覺種種界。
」T02, p. 247, b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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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佛教信念的合理性
─從《雜阿含經》之「當觀色無常」談起

一．前言

John Hick在《宗教之解釋》一書中，專立一個章
節探討「宗教信念的合理性」，而此合理性的成立，

涉及到個人的宗教經驗，即以經驗為基礎，所形成的

信念是否合理之探討；此外，合理與否的判定，還涉

及到判準（criteria）的問題，不同的判準的設定，所
作之評價即有所差異。1 此處並不是要探討Hick的觀
點，而是藉著Hick對於宗教信念之合理性的思考，回
到東方宗教的脈絡底下，以佛教為例，試著探討佛教

信念的合理性。其中尤以《雜阿含經》初開頭之「當

觀色無常」為主，去探討佛教陳述此命題可能的合理

性基礎。

進一步說，在《阿含經》中，「無常」、「苦」

「空」、「非我」（或「無我」）等諸多概念，反覆

在經文中出現；除被視為是佛教的重要概念，也被看

作是佛陀思想的核心要義。但這些概念，若是佛教所

要表達的「真理」，則如此之「真理」，其合理性即

值得多作探索。或者，換個方式說，佛教的諸多觀

點，是佛教道出了真理，還是僅是佛教內部的真理？

即佛教所謂的「無常」、「苦」、「空」、「非我」

的道理，其是否純然只是「『佛教的』真理」，而非

遍一切時空、地域，屬於世間的真理，亦即佛教未必

指出這普世性的真理？――如果佛教思想不是出於純

粹情感的信仰，或者是建構一套形而上虛玄的理論或

封閉系統，而是正視人間實存的問題所提出的解決之

道，則以理性方式所作的檢視、探討，似是不可少

的；此時其諸多理論，難免須攤開來予以嚴加反省與

檢視。本文即是試著從《雜阿含經》之「當觀色無

常」，就此來論述佛教信念的合理性問題。

二．「當觀色無常」之語句分析

在《雜阿含經》第一經中，世尊告諸比丘而說：

「當觀色無常」，認為如是正觀者，名為「正觀」，

而如此之正觀，乃能生厭離，並從生厭離而喜貪盡，

終至心解脫、自作證，終至不受後有。2 整體修證次

第的論述，可說明確而清晰，整個過程可如下所示：

	 當觀色無常	→	為正觀	→	生厭離	→	喜貪盡	→	心

解脫	→	自作證	→	不受後有

其中「當觀色無常」為整個修證過程之起點。而

在「當觀色無常」的命題中，我們可以解析成兩個層

面的意涵：

第一．色是無常的：

第二．應當觀色是無常的。

在這兩層的意涵中，如果就事實（ f a c t）與
價值（value）兩種語句的區分，前者是描述性的
（descriptive）語句，乃是對於事實的描述，而後者
是規範性的（prescriptive or normative），乃是對於
價值的規範。事實的語句好比說「雪是白的」、「天

下雨地會溼」等，是對於現象的事實作客觀的陳述；

而價值的語句，好比是「你應該誠實」、「希望你能

誠實」等語句，是對於人的行為作規約，其中包含鼓

勵、勸勉、期許、命令等之意涵。而當世尊告諸比丘

「當觀色無常」，除了說明無常是世間的真理外，也

指出人應該觀照世間之無常，並且透過觀無常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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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行上人
開示錄 「佛教倫理」專輯 第五課 佛教的倫理觀念（二）夫婦倫理 之1 ■ 釋淨行

生命。「雜阿含經」卷十五言及，眾生

之維持生命，須賴飲食（註一），「圓

覺經」則云：「若諸世間一切種性，卵

生、胎生、濕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

性命。」無可置疑，生命實由生殖而來

按佛教的說法，欲界眾生種種與煩

惱相應的欲望，皆係無明所致。眾生不

具智慧，執著世間諸現象為真實不虛，

起愛貪求，受欲望左右而不自知，所謂

與生俱來之本能，實際是不明真理的妄

念。如執著心色和合的自我為實，愛戀

貪著，在這種「自體愛」的驅使下，貪

生畏死，一定要吃要喝；而生殖乃是自

我延續的要求，與希冀未來永生的意念

相近，同樣屬於自體愛（佛法謂之「後

有愛」）。因為眾生不離欲望，所以造

作諸業，輪迴不已，受苦不斷，只有離

欲斷欲，才能不再造業受報，不再輪迴

生死。所以「圓覺經」云：「是故眾生

欲脫生死，免諸輪迴，先斷貪欲，及除

渴愛。」斷欲固為出世之本，食欲及淫

欲又是最基本的欲望，斷欲即從此處著

手。

當然，若言斷欲，飲食卻非說斷即

斷，人若不飲不食，便無法生存。佛法

言斷欲，並不是斷絕一切資生事物的受

用（否則即成苦行外道），而是斷絕對

彼之貪著愛戀，也就是成就智慧以斷三

界的見、思二惑（欲偏於思惑），離欲

解脫。

人之淫欲與動物有不同處，動物之

有淫欲者，容或咸歸於繁衍所需，而人

之有淫欲者，多時卻在淫之本身，與生

殖無關。人類兩性的相互吸引不只在乎

性別的差異，尚在乎對方所給予感官上

的愉悅。若兩性間只有生殖的欲望在作

崇，則人類無所謂年輕貌美較具魅力之

事。所以孟子云：「好色，人之所欲。

」（「孟子．萬章上」）又說：「知好

色，則慕少艾。」（同上）人類的淫欲

獨立於生殖之外（同性戀的情慾即是最

好的證明），了無自然限制，不似動物

自然而然發情有時，生殖有時，如果一

味濫欲縱欲，社會必亂。為此，人類發

展出夫妻制度，成為一種道德規範（而

後又成為法律規範），淫欲的渲洩乃得

外力強制的約束。佛法對於人在淫欲禁

戒上最基本的要求，即謹守世間道德所

認可的夫婦關係。

附註：
註一：「雜阿含經」卷十五：「有四食資

益眾生，令得住世，攝受長養。何等為

四？謂一、麤摶食，二、細觸食，三、

意思食，四、識食。」「四食」中的「

麤摶食」，就是眾生日常吃喝的飲食。

註二:「增一阿含經」卷十二：「云何比
丘飲食知節？於是比丘思惟飲食所從來

處，不求肥白，趣欲支形得全四大，我

今當除故痛使新者不生，令身得有力得

修行道，使梵行不絕，猶如男女身生惡

瘡，或用脂膏塗瘡，所以塗瘡者，欲使

時愈故，此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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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3月功德錄（續）

甲、前言

人的成長係由家庭而步入社會，待

人處事的學習，自然亦是由近而遠，由

小至大，由家庭而社會（「中庸」第十

五章：「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

辟如登高必自卑。」）。一般人的經驗

是，社會倫理乃係家庭倫理的延伸，家

庭倫理的實踐便是社會倫理的實習。

作為公民，我們即是以孝順父母的態度

來服務國家，作為晚輩，我們則以尊敬

兄長的態度來承事長輩；作為主管，我

們則不妨以慈愛子女的方式來領導部屬

（「大學」：「孝者，所以事君也；弟

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

」），如此推而廣之，「雖不中，不遠

矣」。

「大學」云：「治國在齊其家。

」「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

婦。」社會國家的基礎在家庭，而家庭

的基礎則在夫婦，所以儒家要強調「妻

子好合，如鼓瑟琴」（「詩經．小雅．

常棣」）夫之於婦，婦之於夫，彼此皆

是一生最親密的伴侶，我們若能圓融地

處理這層關係，則家庭和樂，再推而廣

之，在社會生活中，則算邁出了個人成

功的一步，就社會整體而言，其安定也

多了一分保障。

乙、本論

一、男女的結合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禮記．禮運」）其實除了人類以外，

其他一切動物同樣莫不有飲食及生殖的

欲望。在生物學的觀念裏，對於飲食及

生殖的需求，可謂動物與生俱來的本

能，飲食是為維持生命，生殖則為繁衍

沫。明目士夫，諦觀分別。諦觀分別時，無所

有，無牢，無實，無有堅固。所以者何？彼聚沫

中無堅實故。如是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

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

醜，若遠、若近，比丘諦觀思惟分別。諦觀思惟

分別時，無所有，無牢，無實，無有堅固﹔如

病、如癰、如刺、如殺，無常、苦、空、非我。

所以者何？色無堅實故。9 

當吾人遍觀河水湍急的聚沫，若要尋找堅固的實

性，以作為「非無常」的依據，則將發現遍尋不得；

如經上以「恆河大水暴起，隨流聚沫」作喻，來顯示

現象事物的生滅變異，指出現象界非實有、不堅固及

無堅實等特性，而依此比喻說明「（色）無常」的事

實。10

其次，「（色）無常」是依據世間所經驗到的「

苦」，而作此判定的，如《雜阿含經》所說：

 世尊告諸比丘：「若無常色有常者，彼色不應有
病、有苦﹔亦應（原作「不應」）於色有所求，

欲令如是，不令如是。以色無常故，於色有病，

有苦生，亦不得（原作「得不」）欲令如是，不

令如是。受、想、行、識，亦復如是。」11

上述是以歸謬的論證（proof by contradiction）
來論述「色無常」。其先肯定色是「有常」（或「非

無常」），如果真是如此，則色身應不會生病，也不

會感受到苦痛，亦不會有個人的主宰欲而欲令如是、

不令如是；但是，在現實人生經驗中，乃是有病、有

苦的存在，無法隨心所欲而欲令如是、不令如是，所

以色並非是「有常」；相反地，正是因為「無常」，

所以有病苦、有欲望。因此經中從苦、病等之切身經

驗，來推敲無常的道理。而且，在《阿含經》不少的

經文中，皆顯示出佛陀提醒修行者「無常是苦」的道

理。12

依此可知，經上之所以談「無常」，其所提供

的論據之一是「苦」的存在，因為經驗到「苦」，進

一步追究「苦」的原因，則能推知世間一直處於生滅

的變化之中。因為世間的變異性，使任何的事物都不

是永恒、長久的，一切必定都處於成住壞空、聚散離

合的變化，而這樣的生滅變異的無常，使得「苦」是

生命中無法避免的。如此，「無常」與「苦」兩者密

切相關；如經亦云：「色無常、苦，是變易法」13以

及「漏盡阿羅漢色無常，無常者是苦，苦者寂靜、清
近
期
活
動

翦

影

就已斷欲的聖者而言，沒有貪、

瞋、癡等煩惱，對世間事物，隨緣受

用，並無染著心。譬如飲食的攝取，便

僅會以維持身體健康為原則，既不會講

究山珍海味，也不會刻意絕食以標新立

異或自殺。聖者的攝取飲食，不似眾生

依愛戀自我而維持生命，而是一種依「

無我」而隨緣隨分、毫無偏執且合乎世

情的生活態度。對未離欲的修行者而

言，因為尚須藉助飲食滋養色身以修行

辦道，所以飲食是不得不然之事，只是

在吃喝上，須小心謹慎，絕不能讓口腹

之欲成為修道的障礙；佛教稱食物作「

藥石」，將食欲作病痛想，將飲食作服

藥想，用意即在於此（註二）

至於男女的淫事，離欲的聖者自

是完全斷絕，不會再有以淫為樂之念；

而未離欲者，在出家眾，則徹底禁止。

箇中原因，固然是淫欲的繫縛力極強，

須嚴加防範，以免耽著而不能自拔；此

外，淫事之禁戒，無關乎生命的維持，

不行淫者並不會因此而死亡。然而，淫

欲的禁戒並非人人可以勝任愉快，斷欲

的勝義亦非人人了然於胸。所以對在家

眾而言，淫之一事，佛教並不絕對加以

禁止；只不過世間男女的淫欲，以佛家

的智慧來看，其所引發的結果無非是

苦，斷欲在淨心離苦，若是實在調伏不

住淫欲而無從解脫，退而求其次，則理

應有所節制。

世界靈山佛教會僧統淨行上人，於2012年12月

9日至2012年12月18日，赴位於尼泊爾境內，

佛陀出生地藍毘尼園的靈山寺，主持開光啟用

典禮活動。 

觀」而厭離、捨貪，以得到滅苦、解脫。3

但是，關於「當觀色無常」，吾人可以進一步追

問兩個問題：第一．為什麼世間（包含色．受．想．

行．識等）是無常的？諸行無常此一道理和「雪是白

的」、「天下雨地會溼」這樣為真的語句，有什麼樣

的相同或相異呢？第二．為什麼應該（或必須）觀諸

行無常，觀諸行無常具有什麼樣的價值？

關於這兩個問題，可以分兩個部份來處理。首

先，絕大多數的人都會認同「雪是白的」乃是為真的

語句，因為現象界所經驗的事實確實是如此，但「諸

行無常」對所有的人而言，是不是普遍為真的命題，

可能是莫衷一是的。其次，「希望你能誠實」是大多

數人所會接受的道德規誡，但「當觀色無常」，指示

人應當透過觀無常的「正觀」，最後以達到解脫，如

此價值的探求能否普遍化，而成為所有人生命正確的

方向，恐也是人人言殊。因此，如果諸行無常乃是真

實不虛，而且觀無常具有其價值而應當去實踐，則如

此的真理與價值，若不是僅對佛弟子而說，不是「信

仰式」的道理，不具有一般宗教的獨斷性，則以理性

的方式作思想的演繹與申論，乃有其必要。以下二節

即就「當觀色無常」所含的兩個層次的問題，作初步

探討。4

三．檢視佛教信念的合理性（一）：《雜阿含經 
　　「色無常」之論證

「無常」（梵anityata, 巴anicca）是佛教首要「法
印」（dharma-mudra），意為佛法之根本，用以印定
一切佛法；5 而整體佛法的核心義理，亦緊扣於此。佛

法的修學，即在於了知無常而斷欲愛、破無明，6亦從

無常觀照，建立無我想，並從住無我想而心離我慢，順

得涅槃。7 此外，般若經教之「性空」思想，可視為「

無常」說之延續及發揮，如《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名

偈：「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

是觀。」8 其中指出一切存在如夢、幻、泡、影，亦如

露、如電，表示世間變動不居，瞬生瞬滅，從無常而標

示諸法無自性、一切皆空的佛法大義。

《雜阿含經》對於「色無常」的論證，可舉出以

下兩種：一是依經驗現象所作之觀察，另一是對於苦之

切身經驗。首先，關於第一種「（色）無常」的證成，

如《雜阿含經》所作之表示：

 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恆河大水暴起，隨流聚

因版面有限，未能刊載功德錄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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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建德

海外弘法拾零 之四

103年4月功德錄

﹝隨喜﹞
500元 丁權福、余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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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元 蔡欽終

﹝隨喜-電腦網路﹞
50,000元 高棟梁

﹝隨喜-禪林大鼓﹞
3,000元 陳楷捷、(故)張塗居

1,000元

薛 南 冬 娥 、 蔡 新
鑫、蔡宜勳、吳麗
莉、陳思涵、蔡宜
潔、蔡宜潔的腹中
胎兒、葉慶豐、葉
沐恩、葉沐軒

1 關於John Hick對於「宗教信念的合理性」（the rationa- 
lity of religious belief）的進一步討論，詳可參考John 
Hick, An Interpretation of Religion: Human Responses 
to the Transcendent, Yale University, New Haven, 1989, 
pp210~230. 

2 第一經全文內容如下：《雜阿含經》：「爾時世尊告
諸比丘：當觀色無常，如是觀者，則為正觀；正觀
者，則生厭離；厭離者，喜貪盡；喜貪盡者，說心
解脫。如是觀受．想．行．識無常，如是觀者，則為
正觀；正觀者，則生厭離；厭離者，喜貪盡；喜貪盡
者，說心解脫。如是，比丘！心解脫者，若欲自證，
則能自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
受後有。如觀無常。苦．空．非我亦復如是。時諸比
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T02, p. 1, a7-15)

3 可作補充的是，雖然從「當觀色無常」的命題中，可
分析出事實與價值兩種語句，但此兩者間並不是截然
二分的，而有其密切的關聯性。例如我們說「二氧化
碳可滅火」，其中已隱含「當以二氧化碳來滅火」；
或者，若說「喝水可止渴」，則已含有「當喝水來止
渴」的意涵。

4 此兩個面向的問題，如水野泓元所表示，釋尊所宏揚
之佛教，以涅槃解脫為根本目的，其中又分兩個層
次：第一是闡明人生的真實狀況而回答「是如何？」
的問題，第二乃繼前者而進一步提出「應如何做」的
實踐修行。可見水野泓元＜原始佛教的心＞，收在釋
惠敏譯《佛教教理研究――水野弘元著作選集（二）
》，台北：法鼓文化，2000，頁33-35。

5 如《增壹阿含經》〈四意斷品〉記載「諸行無常」、
「諸受為苦」、「諸法無我」、「涅槃寂靜」四印。
經云：「今有四法本末，如來之所說。云何為四：一
切諸行無常，是謂初法本末，如來之所說。一切諸行
苦，是謂第二法本末，如來之所說。一切諸行無我，
是謂第三法本末，如來之所說。涅槃為永寂，是謂第
四法本末，如來之所說。是謂，諸賢！四法本末，如
來之所說。」T02, p. 640, b13-19在《雜阿含經》則除
去「諸受皆苦」而為「三法印」，經云：「愚癡凡夫
所不能解色無常，受、想、行、識無常，一切諸行無
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汝今堪受勝妙法，汝今
諦聽，當為汝說。」T02, p. 66, c20-23

6 《雜阿含經》：「如是，比丘！無常想修習多修習，能
斷一切欲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T02, 
p. 70, c6-7

7 T02, p. 71, a1-2
8 T08, p. 752, b28-29

9 T02, p. 68, c1-8
10 阿含佛典對「無常」之描繪亦如《雜阿含經》卷7所
說：「如無常，如是動搖、旋轉、 瘵、破壞、飄
疾、朽敗、危頓、不恒、不安、變易、惱苦、災患、
魔邪、魔勢、魔器，如沫、如泡、如芭蕉、如幻，微
劣、貪嗜、殺摽、刀劍、疾妬、相殘、損減、衰耗、
繫縛、搥打、惡瘡、癰疽、利刺、煩惱、讁罰、陰
蓋、過患、處愁、慼、惡知識，苦、空、非我、非我
所，怨家連 ，非義、非安慰，熱惱、無蔭、無洲、
無覆、無依、無護，生法、老法、病法、死法、憂悲
法、惱苦法、無力法、羸劣法、不可欲法、誘引法、
將養法、有苦法、有殺法、有惱法、有熱法、有相
法、有吹法、有取法、深嶮法、難 法、不正法、兇
暴法、有貪法、有恚法、有癡法、不住法、燒然法、
罣礙法、災法、集法、滅法、骨聚法、肉段法、執炬
法、火坑法，如毒蛇、如夢假借、如樹果、如屠牛
者、如殺人者、如觸露、如淹水、如駛流、如織縷、
如輪涉水、如跳杖、如毒瓶、如毒身、如毒華、如毒
果、煩惱動。如是，比丘！乃至斷過去、未來、現在
無常，乃至滅沒，當修止觀。」T02, p. 48, b27-c15

11 T02, p. 22, a7-11《雜阿含經》經文疏誤之勘正可見蔡
奇林＜《雜阿含》「無我相經」勘正：「文獻學vs.「
教義學」的解決方案＞，收在蔡奇林《巴利學引論
――早期印度佛典語言與佛教文獻之研究》，台北：
學生書局，2008，頁319。

12 如《雜阿含經．二六一經》云：「云何阿難！色是常
耶？為無常耶？答曰：無常。又問：無常者是苦耶？
答曰：是苦。又問：……如是受、想、行、識，為是
常耶？為無常耶？答曰：無常。若無常，是苦耶？答
曰：是苦。……。」	(T02, p. 66, a15-19)）

13 T02, p. 7, a26-28

（下接第四版）

﹝禪林建設﹞
2,000元 蔡欽終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黃妍熙

﹝禪林建設-藏經樓﹞
3,000元 潘芳靜

1,000元

呂信雄、陳遠明、
韓陳照秀、潘陳錦
秀、呂玉茹、黃麗
容、陳昭惠、梁實
村、梁彭錦雲

200元 程瑜

﹝護法﹞

200元
陳燕美、黃俊凱、
黃彥智、黃祺雯、
呂國章、呂藍金枝

100元 程瑜

﹝弘法教育-月刊﹞
600元 謝禎燕

500元 蔡欽終、江睦銓

﹝弘法教育-禪氣功﹞
6,000元 吳崑宗

100元 鄧菱芳

﹝供養上人﹞
4,000元 張兆辰

1,000元 黃素蓉

﹝供養常住﹞
1,000元 洪可應

300元 王先甫

﹝救濟﹞
2,000元 蔡欽終

500元 黃茂中

﹝放生﹞
2,000元 呂雲

﹝譯經﹞
98,000元 陳根源

60,000元 朱明緯

50,000元 劉長輔

15,900元 張文菘

5,000元 周淑真王傳樹閤家

4,000元 黃素蓉

2,000元 沈榮欣

1,000元
黃彥智、黃祺雯、
張玟琪、鄭敏江、
李唯瑄

500元

李佳紘、李宜臻、
【張文騫.陳谷音.張
宇辰】、鄭書和、
【熊熊.小白.小黃】

400元 張婉筠

300元 范昌健

200元

呂詹好、呂怡瑩、
黃騰輝、程瑜、陳
燕美、黃俊凱、李
桂蜜、呂玉茹、薛
昀軒、香包狗、張
秉筑、陳遠明

100元

陳德生、陳澍樂、
陳德慧、林世偉、
許麗霜、林品儒、
林庭瑜、蔡博任、
陳聰明、林阿抱、
柯茂全、林素珍、
許雪、李榮森、李
偉翔、李冠廷、李
宜馨、許來傳、許
卓碧雲、王黃鳳、
周李寶玉、王馨苹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黃妍熙

﹝譯經-台中講堂﹞
90,000元 釋通力

2,000元
台中講堂大樓三樓
員工

﹝其他專款-越南法寶寺﹞
100,000元 劉新圖

31,000元 游祥梓

18,000元 陳怡君

10,000元

陳純英、賴朝松、
張素燕、陳惠玲、
陳參、劉連火、劉
家龍、馬紹章、朱
明 緯 、 董 洽 、 林
友琴

7,000元 蔡宜勳、葉慶豐

6,000元 蔡新鑫

5,000元

梁 潔 冰 、 黃 素
蓉、Andre Shie、朱
法蓉、朱莉宇、吳
麗莉、陳思涵、蔡
宜潔、蔡宜潔腹中
胎兒、葉沐恩、葉
沐軒、梁惠玲

3,000元 黃火珠、李明娥

2,500元 周妙文、張璽元

2,000元

余咪玲、陳燕美、
賴阿圓、徐慧德、
林玫伶、林玫秀、
賴張網、賴阿鳳、
賴阿足、賴阿瑾、
吳德慧閤家、黃素
娥、顏良恭、王莨
傑、張玟琪、施秀
英 、 王 珍 莉 、 楊
瑞花

1,000元

呂雲、吳秀蘭、洪
可應、劉惠美、林
海泉、林童花、梁
實村、梁彭錦雲、
張文菘

500元
古瑞美、梁惠美、
陳祝芬、黃麗淑

200元 張秉筑

﹝隨喜﹞
1,000元 藍章華、藍黃雪貞

。

尼泊爾藍毘尼(Lumbini)
靈山寺開光啟用典禮

世界靈山東方大學董事會
位於法國之世界靈山東方大學董事會，於2014年2月26日在台北召

開，由該校創辦人世界靈山佛教會僧統淨行上人主持。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圖五

圖六

圖七

圖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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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照護的聯想—「病歷摘要」的重要性
靈山禪林寺兒童夏令營
靈山禪林寺青少年4Q成長營
靈山禪林寺藏經樓興建資金勸募  啟事
295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3年7月～9月）
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四念處
專欄

只要想到「病歷摘要」，就會想起一段多年往事。

一天，門診醫師請我去協助處理一位癌末病人的

治療，在評估會談過程中，病患已痛得坐立不安（病

人已有兩週因痛無法安睡了）。回診間，與醫師討論

病人的需求，建議給病人止痛藥，但醫師因為沒有他

院的診療資料佐證，不願開藥。因此，只好商請家屬

回原診療醫院申請「病歷摘要」。病人與家屬聽了之

後，沒說甚麼，就默默的離開了。看到他們拖著沉重

的腳步落寞的身軀，心裡感到十分的羞愧與無奈，這

就是所謂的「安寧」療護？

依過去的經驗，當病人及家屬知道必須向醫師開

口要病歷摘要時，他們就會不安。為什麼呢？因為在

過去，「病歷」曾是醫療人員的「聖物」，病人及家

屬往往不敢啟齒向醫師要，擔心醫師聽到要求以後會

怎樣想？真是無奈。即使是，21世紀的今天，社會型
態及醫療資源的需求已有巨大的改變了，社會仍賦予

醫療人員掌控極大部份的健康照顧及醫療資源，往往

與社區民眾的需求有距離。 
「病歷紀錄」，應該是病人就醫過程所有的資

料，委由診治醫療機構負責管理，以維護病人「診療

過程完整」、「取用方便」的健康權益，更重要的

是，保護個人的隱私。在過去，它曾經被當成醫療人

員的財產，取得不易，但隨著各種因素的考量：如就

醫的適當性與可近性、轉院治療、第二專家建議，甚

至出外旅行，都需要充足的健康資料，供適當的醫療

決策參考等。因此，醫院評鑑明文規定，申請病歷摘

要，是病人的權益，而且要訂定、公告申請的辦法。

「病歷摘要」的內容，要記載多少，才能提供完

整的健康資料呢？2010年行政院衛生福利部已有公告

本文作者高碧月小姐，馬偕護校，以及台北護理健康

大學老人組碩士班畢業，曾在基督教、天主教、佛教

的醫療機構服務。因喜歡臨床，而重返臨床工作，現

任恩主公醫院安寧共照護理師。因生活上的經驗，以

及喜好歷史與旅行，常從不同的觀點，省思現代醫療

體系中，有關健康生活適當性的相關課題。

「醫院病歷摘要」內容基本格式。訂定格式，除了讓

醫療院所有所遵循外，更重要的是，它能提供完整的

健康資料。

「摘要」內容的項次，除個人及醫療院所基本資

料外，還包括:當次住院的住院臆斷、出院診斷、癌
症期別、主訴、病史、理學檢查發現、檢驗、特殊檢

查、醫療影像檢查、病理報告、手術日期及方法、住

院治療經過、合併症與併發症、出院治療計畫、出院

狀況等。

雖然是的「住院摘要」，但住院臆斷、出院診

斷、病史，通常就能看到個人多次、單次就醫的簡要

資料及健康狀況。再配合其他的資料如影像，生理評

估及病人、照顧者或家屬的口述資料等，即使是轉院

或同院不同醫師、團隊照顧，因有完整的醫護資料，

就能在最短的時間，讓即將照顧的醫護人員對病人有

較完整的了解，進而增進病人、醫療人員之間的信任

與和諧。

如，近日到病房探視一位69歲的女性病人，我們
透過2張的「病歷摘要」，馬上就知道她6個月前身體
不適去檢查，已是癌末：肺癌細胞轉移到肝臟及全身

骨頭。住院是因為肋膜積水，已喘到坐立不安。簡單

檢查就知道肋膜積水(因肺癌)外，有少量腹水(因肝轉
移)、便秘、下肢水腫到大腿(懷疑淋巴水腫)等現象。
因有「病歷摘要」，住院當天下午喘就獲得緩

解，當晚就ㄧ覺到天亮。骨轉移的疼痛，直到喘改善

了病人才說喘以前已痛兩、三個星期了，因有病歷

摘要參考不需要再檢查，配合疼痛評估，立即給止痛

藥，住院第三天就能與家人聊天，要東西吃、念佛。

其他近期出現的症狀，在了解病人的生活習慣、家庭

狀況及需求後，再擬定照顧計畫，同時進行出院後家

屬必須學習的照顧技巧指導。

轉院因有「病歷摘要」，新的醫療團隊參考了「

病歷摘要」，加上生理評估、口述資料等收集，醫療

人員才能在最短時間，與病人、家屬討論醫療處置與

照顧計畫，即時改善問題同時建立長期照顧目標與計

畫的共識，提昇醫療照護的品質與效益。

「病歷摘要」少則只有2頁，但對照護末期或病
情不穩的病人，仍十分具有意義。這次住院的「病歷

摘要」，提供了以下用途：未來急症時急診診療即時

參考、居家照顧團隊照顧計畫參考、住安養機構的照

顧團隊參考、跨科看診時使用、開立死亡診斷書使用

等，因此建議醫療人員、民眾需要時申請備用。

總而言之，「病歷摘要」，像是一封記載個人健

康資料的信函，衛生單位(健保)委託照顧我們健康的醫
療院所加以管理，使用上，要彼此尊重。過去大部份

的醫療人員，可能不瞭解「病歷摘要」的意義，而大

部份民眾，也可能沒聽過「病歷摘要」這個名詞，更

不了解「病歷摘要」的重要性。因此，希望本文能夠

喚起醫療人員對「病歷摘要」的重視，主動協助病患

申請，而民眾也能安心的申請及使用。

．專題論述／素食VS健康

■ 高碧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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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期開課

2014.7.3(四) 台北講堂 禪坐及靈山氣功

003
2014兒童夏
令營

2014.7.4(五)至 
7.6 (日)

靈山
禪林寺

將繁重的課業暫放一邊，與藍
天為伍，讓您的孩子能夠接觸
大自然，體驗不同的生活。

004
2014青少年
4Q成長營

2014.7.11 (五)至 
7.13 (日)

靈山
禪林寺

協助青少年4Q成長。
AQ：正思考、抗壓、忍耐
EQ：情緒、人際關係
IQ：潛能、學習
MQ：品格、情操

005
觀音菩薩成道
紀念法會

2014.7.15(二)    台北講堂

006 秋祭報孝法會 2014.8.3 (日)  台北講堂

007
地藏菩薩聖誕
法會

2014.8.24 (日)    台北講堂

008 中秋社區關懷 2014.8.30 (六)     石碇
探訪石碇地區獨居老人及貧苦
感恩戶

009 皈依法會
2014.9.20(六)
上午09:00至12:00

台北講堂 由淨行上人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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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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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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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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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3年7月～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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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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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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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安寧照護的聯想—「病歷摘要」的重要性

本文作者張立人，為遠東聯合診所醫師，兼任台大醫學
系講師暨台大兒童心理衛生中心主治醫師，亦為《張老
師月刊》專欄作家，專長心理治療與自然醫學，著有《
生活，依然美好：24個正向思考的秘訣》、《上網不上
癮》、《25個心靈處方》、《如何用詩塗抹傷口？》，
合譯《醫生，我有可能不吃藥嗎？》等書。

源。以上和現代人為何發炎盛行率如此高有相當的關
係。
高糖食物，是造成發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各種食

物在形成血糖的速度是不同的，有些食物很快就被

腸胃道分解並且吸收，造成血糖急速增高，當事者

雖然馬上覺得情緒變好，但血糖比較容易不穩定，連

帶造成負面情緒，這種食物就屬於高「升糖指數」

(Glycemic index, GI)，一般葡萄糖定義為100，在70以
上就叫做高GI食物。中GI食物是56~67，低GI食物是
0~55。
高GI食物包括：麥芽糖(105)、葡萄糖(100)、馬鈴

薯(85)、麵條(85)、餅乾(85)、披薩(80)、玉米片(81)、
泡麵(77)、薯條(76)，食用過多可能導致血糖不穩、造
成情緒問題。

中GI食物包括：黑麥麵包(69)、葡萄乾(64)、玉米
(60)、木瓜(59)、鳳梨(59)等。
低GI食物包括：芋頭(55)、全麥麵包(55)、糙米飯

(55)、無糖豆漿(44)、蕃茄(38)、蘋果(38)、蕃薯(37)、
綠豆(31)、葡萄柚(25)、黃豆(14)等。
適當的生食或烹調方式，也可以改變食物的升糖

指數。有關升糖指數的詳細訊息，讀者可以參考陳俊

旭博士《吃錯了，當然會生病》一書第188-91頁。
足夠的葉酸相當重要。憂鬱症患者的腦部影像

檢查發現，有數量增加的白質病灶 (whi te  m a t t e r 
hyperintensities)或小白點，這正是大腦發炎的現象，和
同半胱胺酸(homocysteine)過高有關，原因在於葉酸不
足。ω-3脂肪酸也能透過減緩發炎，改善憂鬱。
此外，藉由腹式呼吸、冥想、瑜珈，會激發迷走

神經，釋出乙醯膽鹼(acetylcholine)，也可以抑制發炎
細胞激素的製造，緩解了發炎，並且能夠放鬆。運動

也能抗發炎，在抗憂鬱的療效比百憂解（抗憂鬱劑）

還好！

四、攝取植化素與抗發炎
蔬果當中有大量的植化素(phytochemicals)，植物

因為有植化素的保護，而能夠更強壯、抵抗微生物傷

害。營養學博士吳映蓉指出，植化素存在於5色蔬果
中：綠、紅、黃、白、紫。若我們能善用5色蔬果的概
念，就能夠攝取這些具有身心療癒性的植化素。成年

女性每天需攝食7份蔬果，成年男性每天需攝食9份蔬
果，1份的定義，是尚未烹煮前的蔬菜體積，約一個拳
頭大。

以下就各種抗發炎的植化素，進行簡要介紹：

（一）類黃酮素(Flavonoids)
這類植化素能夠保護植物健康，避免受到昆蟲與

微生物的侵害，同時也讓植物形成豔麗的色彩，包括

黃色、紅色、紫色。人類進食類黃酮素，能夠除了抗

發炎、抗過敏的效果之外，也能夠抗氧化、抗菌、防

癌、增強血管強度與彈性。在4000多種自然界的類黃
酮素中，常見的如下：

1.	 花青素(Anthocyanin)：

身體的發炎反應，是透過前列腺素的合成與釋放

來達成的，產生局部紅、腫、熱、痛，以及全身性的

症狀。花青素能夠抑制前列腺素PGE2的合成，因而能
夠緩解局部與全身的發炎反應，可以說是天然的止痛

藥。

在動物實驗中，發現用富含花青素的藍莓餵食年

紀較大老鼠，在短期記憶、協調性與平衡感上，獲得

相當大的改善！顯然地，藍莓能夠改善腦部過度發炎

以及其他病理變化，阻止了腦神經退化，而且讓腦部

變得更年輕。

在蔬食當中，花青素通常存在於紅色與紫色的蔬

果中，包括蔬菜中的紫色高麗菜、茄子；水果中的藍

莓、黑莓、櫻桃、草莓、葡萄、紅色石榴。以下分別

就重點介紹：

(1) 葡萄：
葡萄是許多人最愛吃的水果。然而，需要特別注

意的是，葡萄中的類黃酮素幾乎都存在紫色的葡萄

皮、和褐色的葡萄籽中，並不是在甜甜的淡綠色果肉

中。民眾常把葡萄果肉吃的津津有味，殊不知真正的

精華，正是我們所吐掉的葡萄皮和葡萄籽。因此，古

人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真是有道理！

葡萄中類黃酮素的另一種來源，是純葡萄汁，因

為製造的過程中是連葡萄皮和葡萄籽一起榨的，因此

能夠攝取到類黃酮素。

(2) 藍莓：
動物實驗發現，吃藍莓的老鼠除了在短期記憶、

協調性與平衡感上，獲得相當大的改善，牠們的神經

元再生能力增加了，而且神經傳導也變得更好。由於

它優秀的抗大腦發炎能力，是預防失智症方面高度推

薦的食物。

需要注意的是，因為藍莓富含草酸，容易腎結石

或膀胱結石的患者，盡量少吃。

(3) 茄子：
茄子在中醫屬於寒性食物，能夠清熱消腫，早已

被發現有豐富的抗氧化能力。因此，能夠讓腦部變得

更年輕、並減輕氣喘。

一般建議茄子以生食、涼拌、清蒸為主，避免油

煎或油炸，因為茄子很會吸油，導致過多油脂的攝

取，反而增加了發炎的可能性。

2.	 芹菜素(Apigenin)：

芹菜素能夠抑制前列腺素PGE2、一氧化氮(NO)等
促發炎細胞激素，緩解發炎反應，能夠有俗稱「降火

氣」的效果。

在蔬食當中，芹菜素通常存在於綠色與紅色的蔬

果中，包括蔬菜中的芹菜、西洋芹、萵苣、大白菜、

小白菜、絲瓜。

3.	 木犀草素(Luteolin)

木犀草素能夠降低過敏反應。在身體的過敏反應

中，組織胺(histamine)是重要的分泌化學物質，引起
鼻塞、氣管攣縮、皮膚癢、蕁麻疹、結膜炎等過敏症

狀，孩童常因為過敏症狀，腦部供氧不足並且發炎，

導致學習能力低落、注意力不足、過動…等情形，降

低這類過敏反應，對於身心健康有改善的效果。木犀

草素甚至能夠改善氣喘，降低支氣管敏感度，讓氣管

放鬆，中藥當中的麻花，就是富含木犀草素而被用來

治療氣喘。

在蔬食當中，芹菜素通常存在於綠色與紅色的蔬

果中，包括蔬菜中的芹菜、西洋芹、萵苣、甘藍菜、

高麗菜、白色花椰菜、菠菜、九層塔、辣椒、甜椒。

4.	 檞皮素(Quercetin)

檞皮素能抑制組織胺的合成與分泌，因此和木犀

草素一樣，也能改善鼻塞、氣喘、蕁麻疹…等過敏症

狀。它對關節炎也有改善效果。

在蔬食當中，檞皮素通常存在於所有顏色的蔬果

中，包括蔬菜中的洋蔥（含量高）、萵苣、小白菜、

芥藍菜、花椰菜、甘薯葉、甜椒；水果中的蘋果（含

量高，最好連皮吃）、櫻桃、藍莓、蔓越梅。紅茶也

富含了檞皮素。

5.	 芸香素(Rutin)

芸香素能改善發炎反應，並且促進傷口癒合。

在蔬食當中，芸香素通常存在於綠、黃、紅色的

蔬果中，包括蔬菜中的蘆筍；水果中的蘋果（特別是

蘋果皮）、柑橘。紅茶也富含了芸香素。

（二）其他植化素
1.	 葉綠素(Chlorophyll)
葉綠素存在所有植物當中，是進行光合作用的重

要元素，將陽光、二氧化碳、水轉換成碳水化合物，

提供給植物熱量。葉綠素對人體除了有抗發炎、促進

傷口恢復的作用，還有增加氧氣利用、抗氧化、抗菌

除臭、整腸、減少潰瘍、增強肝臟解毒等多種作用。

在蔬食當中，葉綠素通常存在於綠色的蔬果中，

包括葉菜、藻類；水果中的蘋果（特別是蘋果皮）、

柑橘。紅茶也富含了芸香素。

2.	 薑黃素(Curcumin)

薑黃素有很好的抗發炎反應，臨床研究發現，每

日薑黃素1.2公克，連續二週就能改善類風濕性關節炎
的症狀。

在蔬食當中，薑黃素存在於咖哩當中，也是在東

亞與中亞常用的調味料。

3.	 丁香酚(Eugenol)

COX (cyclooxygenase)是體內合成發炎物質前列腺
素的重要酵素，丁香酚能夠抑制COX，減少前列腺素
的產生，因而能緩解發炎反應。

丁香酚存在於九層塔當中，能夠改善關節炎與疼

痛。民俗療法中也建議用九層塔煎蛋，來緩解腰酸背

痛與風濕症。

4.	 薑辣素(Ginger)

薑辣素能夠透過抑制一氧化氮而緩解發炎反應，

它還能消除自由基。食物的來源是薑。

5.	 鳳梨酵素(Bromelain)

鳳梨酵素能夠減少促發炎的前列腺素，有明確的

抗發炎效果，可以改喉嚨疼痛、關節炎等發炎症狀。

在鳳梨中存量豐富。

6.	 甜菜素(Betaine)

甜菜素能夠降低發炎因子，包括：同半胱胺

酸、C反應蛋白、腫瘤壞死因子α等，減少發炎相關
慢性病的發生，像是阿茲海默症、心血管疾病、糖尿

病…等。在甜菜根中含量最豐富。

吃甜菜根時，可能尿液會呈現紅色，不要以為是

出血，被自己嚇到了！

7.	 苦瓜苷(Cucurbitaceae)

苦瓜苷能夠緩解發炎反應，苦瓜中含量豐富。

（三）抗發炎營養素
1.	 維生素C：

維生素C能夠加速發炎物質組織胺的代謝，因此
能夠降低氣管的慢性發炎、氣喘與過敏症狀。研究發

現，飲食中維生素C攝取不足者，8年後罹患類風濕關
節炎的機會，是維生素C攝取充足者的3倍高。
在蔬食當中，芥菜屬於十字花科，含有豐富維生

素C。它又稱為長年菜、掛菜，加工醃製後成為酸菜、
鹹菜。紅色甜椒含量也相當豐富。其他蔬菜來源包

含：香椿、綠豆芽、青椒、辣椒、甘藍菜（高麗菜）

、花椰菜…等；水果來源為：柑橘、芭樂、奇異果、

木瓜、聖女蕃茄、草莓、柚子、荔枝、柳丁…等。

2.	 維生素E：

身體在發炎反應時，也會同時釋放出大量的自由

基，諸如維生素E、C、A、鋅、硒、生物類黃酮等，
具有抗氧化功能，也能夠減少發炎反應對身體的傷

害。

3.	 ω-3脂肪酸：

大腦中，60%是脂肪，25%是脂肪酸。脂肪除了作
為神經細胞膜的成分，也是神經細胞外面絕緣作用脂

肪的來源，確保神經訊號能夠順利傳遞。脂肪酸的角

色非常重要，ω-6脂肪酸會促進發炎反應，食物來源包
括：玉米、大豆、葵花子油、蛋、肉；ω-3脂肪酸則是
緩解發炎反應，當中EPA能維護神經細胞膜，DHA構
成大腦灰質、視網膜，蔬食來源包括：亞麻仁籽油、

核桃。

ω-6/ ω-3脂肪酸平衡對大腦功能相當關鍵。一般建
議ω-6/ω-3脂肪酸比例為4/1，但現代人因為不當飲食
型態，變成為25/1，ω-3脂肪酸嚴重缺乏，腦神經容易
變成缺損或發炎狀態，和眾多身心疾病的產生有關，

如憂鬱、過敏、心血管疾病、癌症、失智症…等。建

議攝取ω-3脂肪酸相關食物，或者適度地進行ω-3脂肪
酸補充。

4.	 γ-次亞麻油酸(GLA)：

月見草油、琉璃苣油含有豐富的γ-次亞麻油酸，
這是人體不能自行製造的必需脂肪酸，屬於ω-6脂肪
酸，能夠促進合成抗發炎的前列腺素PGE1，能夠消
炎、促進傷口癒合、改善過敏。但服用抗凝血劑者，

需要斟酌使用劑量。

（四）抗發炎食譜
吳映蓉博士推薦了一些抗發炎食譜，包含：改善

氣喘的香蘋奇異果汁、香蒜蒸茄子、蘋果蕃茄汁；對

抗慢性發炎的苦瓜柳橙抗炎飲、藍莓核桃抗炎飲；加

速傷口癒合的芭樂鳳梨癒合飲、哈密瓜奇異果癒合

飲；舒緩關節肌肉疼痛的蔓越梅薑片舒緩飲、櫻桃鳳

梨舒緩飲；護腦健腦的紅甜椒覆盆子健腦飲、藍莓百

香果健腦飲…有興趣詳細瞭解的讀者，可以閱讀吳博

士《營養學博士教你吃對植化素》、《蔬果植化素：

啟動不生病的奇蹟》兩書。

（五）蔬食主義者需要注意的營養原則
台灣大林慈濟醫院研究發現，蔬食主義女性的三

酸甘油脂比葷食女性高，好膽固醇也比較低；這是為

什麼呢？主要是因為蔬食主義者，常使用太多氧化油

脂。因此，避免過多的烹飪油脂、選用好油、盡量採

用涼拌沙拉、低溫烹調、增加ω-3脂肪酸攝取，對於蔬
食主義者相當重要。

香港研究也發現，長期的蔬食主義者，因為維生

素B12缺乏，導致發炎指數同胱胺酸升高，血管反而比
一般人容易硬化。維生素B12少有蔬食來源，不過乳酪
當中含有。對於純素者，會建議額外補充。

醫學之父希波克拉提斯說：

「如果醫生可以利用食物治癒患者，藥劑留給藥劑

師就好！」

期待蔬食主義能幫助大家，用最自然的方式找回

健康！

★參考書目：
1. 馬克‧希曼博士，《6星期大腦健康計畫》，大樹林
2. 葛林布拉特醫師，《療鬱：不吃藥的憂鬱解方》，博
思智庫

3. 吳映蓉，《營養學博士教你吃對植化素》，臉譜
4. 吳映蓉，《蔬果植化素：啟動不生病的奇蹟》，三采
5. 陳俊旭，《吃錯了，當然會生病！》，新自然主義
6. 劉博仁，《疾病，不一定要靠「藥」醫》，新自然主
義

（上接第三版）

靈山禪林寺藏經樓  
興建資金勸募  啟事



第362期　2014年7月出版

靈山現代佛教月刊雜誌社

第362期　2014年7月出版

靈山現代佛教月刊雜誌社

一、蔬食主義
蔬食主義(vegetarianism)，又稱素食主義，是歷史

悠久的飲食文化，也是最時尚的健康主張。蔬食主義

運用蔬菜、水果、菇菌、穀麥、堅果…等食材，以低

鹽、少油的自然方式來烹調。部分蔬食主義者食用奶

類、蛋類等。西方蔬食主義之父，同時也是數學家的

畢達哥拉斯說：

「只要人持續無情摧毀低等動物的生命，他就永遠
不能體會健康或和平的真諦。因為人們若不能停止屠殺
動物，那麼他們就會互相殘殺。的確，播下謀殺及痛苦
的種子的人，是不可能收成快樂及愛心的果實的！」
蔬食主義的價值觀在於慈悲、尊重生命、以及

愛，由畢達哥拉斯的這句話展露無遺。許多歷史偉

人都是蔬食主義者，包括佛陀、耶穌、穆罕默德、

孔子、孟子、老子、蘇格拉底、柏拉圖、盧梭、

達爾文、富蘭克林、牛頓、愛因斯坦、莎士比亞、

蕭伯納、托爾斯泰、泰戈爾、史懷哲、孫中山、甘

地…等。

蔬食主義不僅是尊重生命的實踐，也是身心健康

的關鍵。愛因斯坦說：

「我個人認為，單憑素食對人類性情的影響，就足
以證明吃素對全人類有非常正面的感化作用。」
蔬食主義能夠改善情緒，有相當多營養學上的證

據，因此，營養療法在中西傳統醫學中扮演重要角

色。然而，在這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創傷醫療需求

下，現代西方醫學迅速發展，為急重症疾病提供了快

速而有效的解答。不過，在預防保健與慢性疾病調養

上，現代醫學常令人失望。

晚近功能醫學(functional medicine)崛起，重新以七
大系統觀點來省視疾病，包括：營養最佳化、均衡荷

爾蒙、緩解發炎、修復消化系統、排毒、促進能量與

代謝、平靜心靈，強調飲食調整與營養療法在七大系

統中的重要性，開發了可觀的療癒的潛能。蔬食主義

在其中佔有關鍵角色。

本文將以緩解發炎為主軸，解釋過度發炎對身心

健康的危害，說明蔬食主義能改善發炎狀態、進而裨

益身心健康。

二、發炎與身心症狀
近幾年身心醫學的研究，發現發炎(inflammation)

是各種身心疾病的重要關鍵。以往講到大腦發炎，你

可能想到的是腦膜炎、腦炎，帶來極嚴重的後果。然

而，你可能沒有想到的是，身體沈默但持續的發炎，

也會讓「大腦著火」，大腦變得腫脹，產生各種身心

症狀。

大腦的「火源」從何而來？
當身體受到過敏原、感染、毒素、壓力、不當食

物、不當生活型態…等因素侵擾，免疫系統警鈴大

作，細胞激素(Cytokines)失控地分泌，對身體各部位
產生攻擊。這把火燒到心臟，就產生心臟病；燒到脂

肪細胞，就造成肥胖；燒到全身，造成癌症；攻擊眼

睛，就導致失明；攻擊大腦，就產生憂鬱症、阿滋海

默氏失智症、自閉症、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
這些精神症狀，可說是「大腦著火」的表現。

哈佛大學神經科教授瑪莎‧賀伯特博士(Martha 
Herber t )質疑自閉症究竟是一種大腦疾病 (a  b ra in 
disorder)？還是一種影響到大腦的疾病(a disorder that 
affects the brain)？她發現後者存在許多證據，大腦應該
是全身系統的一個部分，身體出了某種問題，而這個

問題蔓延到了腦部。這觀點引發了典範轉移，就像當

初哥倫布說地球是圓的、伽利略說地球並非宇宙中心

一樣。

眾所周知，自閉症孩童的大腦比一般孩童還大。

經由檢驗自閉症兒童遺體中的腦脊髓液，發現他們大

腦既發炎、又腫脹，就跟我們腳扭到時，整個腫起來

一樣。為何他們的腦部會發炎呢？有個長久以來的發

現，95%的自閉症兒童，都有腸胃問題，肚子常是腫脹
的，且70%以上有免疫功能失調的現象。腸道發炎很可
能蔓延到了腦部。

為什麼有這樣的關連性？我們全身免疫系統有60%
位於消化道，然而我們常在糟蹋消化道，包括：低

纖、高糖食物、肉類中含的抗生素與荷爾蒙、葉菜上

面殘存的農藥、酒精、制酸劑、抗生素、類固醇、壓

力過大、睡眠不足，傷害了我們的腸胃黏膜細胞，導

致局部發炎狀態，食物中的外來蛋白質、細菌、黴菌

透過殘破的黏膜進入血流中，觸發免疫反應產生大量

細胞激素，透過血流，腸胃的發炎反應延燒到腦部，

干擾了神經傳導物質的合成、作用、神經細胞之間的

．專題論述／素食VS健康．近期活動報導

淨行上人
開示錄 「佛教倫理」專輯 第六課 佛教的倫理觀念（二）夫婦倫理 之2 ■ 釋淨行

遍認同的觀念，「姻緣前定」幾近定

論。事實上捨此以外，也的確找不出

夫妻之所以相遇婚配的合理答案。

世間夫婦各有因果，業報不一，

佳偶有之，怨偶有之，關係平淡乏善

可陳者更有之。無論如何，既為夫

婦，便不應對一生的伴侶造諸惡業，

卒令雙方交惡，彼此苦惱，復植惡

因，世世糾纏不止。佛法主張兩性齊

心營造美滿的家庭生活，共同努力增

修善業。俗謂「十年修得同船渡，百

年修得共枕眠」，也是勉勵夫妻雙方

重視這層關係，而知彼此珍惜。

夫婦之間，首重「相敬如賓」（

即承認彼此的平等性），夫婦的關係

如果建築在互敬的基礎上，自然能夠

事事處處替對方著想，於是諒解、信

賴、恩愛、體貼也就水到渠成，家庭

安穩和樂。

三、佛典中有關夫婦倫理之具體提示

經」卷十一：「衣食隨時」；「六

方禮經」：「飯食之，以時節與衣

被」；「善生子經」：「時與衣食」

）6.滿足其裝飾打扮的需要。（「長
阿含經」卷十一：「莊嚴以時」；「

六方禮經」：「當給與金銀珠璣」；

「善生子經」：「時與寶飾」；「中

阿含經」卷卅三：「為作瓔珞嚴具」

）

7 .家務乃至家庭經濟權由其掌
控。（「長阿含經」卷十一：「委付

家內」；「六方禮經」：「家中所有

多少，悉付用之」；「中阿含經」卷

卅三：「於家中得自在」）(本課未完
待續)

附註：
註三：「五無返復經」：「我等夫婦，

因緣共會，須臾間已。譬如飛鳥，

暮栖高樹，擾擾作聲，向明各自飛

去，行求飲食。有緣則合，無緣則

離，夫婦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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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4月功德錄（續）甲、前言

乙、本論

一、男女的結合

二、夫婦之道

男女結合，古有「父母之命」，

今則「情投意合」，不論源自何者，

實不脫因果業報範圍。

男女雙方之相互鍾情，固非科

學理性所能分析，即便當事人自己亦

多不知其所以然，或認個性相契，或

言色身可愛，往往莫衷一是、懵懵懂

懂，或謂感情純屬主觀心理作用，則

心理作用之根據、感情的發生，終歸

莫名其妙。而人海茫茫，單得特定之

一人（或數人）為配偶，究其原因，

訴諸命運也好，假託巧合也罷，畢竟

難以索解。

以佛法來看，世間一切無非緣

起則有，緣滅則無，男女關係亦然，

如「五無返復經」云：「我等夫婦，

因緣共會，相聚的時間，其實非常短

暫。就好像鳥群一般，夜晚一起棲息

在樹上，彼此鳴喚，很是熱鬧，可是

一到天明，就各自飛去，尋求飲食。

有緣則合，無緣則離，夫婦就是如

此。」（註三）夫婦結合由前世造業

為因，今世緣足有果，所謂「有緣千

里來相會」是矣。在中國社會，男女

結合於一「緣」字，已是一般大眾普

營養失調和環境毒素需要避免。高糖低纖、缺乏

鋅、ω-3脂肪酸、濫用抗生素與荷爾蒙、環境毒素、重
金屬、情緒壓力，也都會耗損腸內膜，導致外來分子

直接進入血液當中，引起過敏與系統性免疫問題。「

腸漏症候群」的另一個結果，是小腸無法吸收營養素

（維生素A, B6, B12, D, E, K、葉酸、礦物質、必需脂
肪、色胺酸、必需胺基酸），導致神經傳導物質合成

不足，產生身心症狀。

人工色素會導致慢性發炎，如氣喘與濕疹，特別

是黃色五號（酒石酸鹽）。調味劑如味精（單麩胺酸

納）、阿斯巴甜（天門冬酸鹽）；防腐劑如安息香酸

鹽、亞硝酸鹽、山梨糖酸，都會導致慢性發炎，增加

各類疾病風險。

三、減少發炎的蔬食策略
藉由現代化的慢性食物過敏IgG檢測技術，我們可

以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對哪些食物已經、或有可能產生

了慢性過敏。排除那些會導致慢性過敏的食物非常重

要，長期深受焦慮與沮喪之苦的23歲婦女，在戒除造
成過敏的食物之後，情緒自然恢復平靜。

劉博仁醫師提到有一位五歲孩童，在幼稚園中愛

說話、不專心、衝來衝去、扯電腦線和窗簾，還動手

打其他小朋友，老師無法制止，導致其他家長表示，

若他的狀況不控制，就要把自己的小孩轉到其他幼

稚園。在進行食物過敏檢測時，發現他對於牛奶、小

麥、奇異果、香蕉、芝麻呈現重度過敏，而他每天把

鮮奶當飲料喝。在暫停以上食物並且搭配營養療法之

後，他的過動症改善了許多。另一位慢性疲勞症候群

的患者，有疲勞、頭痛、肌肉酸痛、腹瀉、記憶力變

差、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狀，檢測發現對牛奶、蛋白、

香蕉呈現重度過敏，對奇異果呈現中度過敏，都是

他所愛吃的，在忍痛避免以上食物並搭配營養療法之

後，兩個月後大幅改善。

若懷疑有慢性過敏狀況，建議採用低敏飲食，針

對自己的慢性食物過敏IgG結果，避開食物過敏原；若
沒有相關檢測報告，可考慮避開七大常見過敏原：乳

製品、雞蛋、小麥、玉米、芝麻、柳橙、黃豆。但營

養素的部分仍需要注意「替代」與「均衡」的兩個原

則。一般而言，IgG檢驗為重度反應的食物，3至6個
月內應該避免使用，中度反應者1至2個月內應避免使
用。

發炎者體質通常偏酸，需要透過飲食調整，改為

鹼性體質，其實，酸性體質不只和過敏、發炎有關，

和許多身心症狀都有關，包括：焦慮、恐慌、憂鬱、

失眠、疲累、自律神經失調、腰酸背痛、口臭、體

味、痛風、關節炎、頭痛、骨質疏鬆、抽筋、免疫力

低下、癌症…臨床上發現，若患者由酸性體質調整為

鹼性體質，相關症狀常能獲得不錯的改善。導致酸、

鹼性體質的蔬食分類如下：

近
期
活
動

翦

影

（一）夫對於婦

根據「長阿含經」卷十一之「善

生經」、「尸迦羅越六方禮經」、「

善生子經」以及「中阿含經」卷卅三

之「善生經」，丈夫對待妻子應持的

態度與行為如下：

1.尊敬之。（「長阿含經」卷十
一：「相待以禮」；「六方禮經」:「
出入當敬於婦」；「善生子經」：「

正心敬之」；「中阿含經」卷卅三：

「不輕慢」）

2.關懷呵護。（「中阿含經」卷
卅三：「憐念妻子」）

3.體諒其意。（「善生子經」：
「不恨其意」）

4.不得有外遇。（「長阿含經」
卷十一：「威嚴不媟」；「六方禮

經」：「不得於外邪畜傳御」；「善

生子經」：「不有他情」；「中阿含

經」卷卅三：「念妻親親」）

5 .令其得以溫飽。（「長阿含

溝通…於是產生五花八門的各種症狀。

目前學界並未發現確切的自閉症基因，更有可能

的是，包括腸道發炎在內的多種致病機轉導致了典型

症狀。藉由修補腸道、避免慢性食物過敏、排除飲食

中的麩質與酪蛋白（小麥與乳製品）、提供維生素B12
、B6、葉酸、鎂、鋅，許多自閉症兒童有了進步，有
些部分改善，有些改善驚人。希曼醫師 (Dr .  Mark 
Hyman)觀察到，在排除飲食中的麩質與酪蛋白，並用
益生菌調理腸道之後，自閉症的小男孩開始講話，並

恢復人際互動。

憂鬱症與發炎的關係，同樣緊密。
憂鬱，是一種常見的情緒，更是感染和發炎的非

特異性反應。當你感冒時，症狀神似憂鬱症：情緒低

落、興趣降低、注意力下降、精神不振、虛弱、嗜

睡，這是因為身體在對付病毒時，所產生的前驅細胞

激素如IL-1, IL-6, TNF-α，導致了憂鬱症狀。在臨床上
也會看到，以細胞激素治療癌症或自體免疫疾病，可

能導致憂鬱症狀與自殺意念。

相反地，當憂鬱症緩解時，細胞激素濃度會跟著

降低。

這是為什麼呢？細胞激素會活化色胺酸及血清素

分解酵素(indoleamine 2,3-dioxygenase, IDO) ，導致憂
鬱症狀。因此，在發炎性疾病如自體免疫疾病、心臟

病當中，憂鬱是普遍的狀況。

發炎不僅造成以上身心健康問題，它和心肌梗

塞、腦中風、糖尿病、肥胖、過敏、癌症，更有著密

不可分的關係。要預防或改善這些慢性病，減少過度

的發炎反應是當務之急，第一步就是移除刺激發炎的

因素。整理常見發炎因素如下：

	P	標準美式飲食(Standard American Diet, SAD)：
  高糖、加工食品、反式脂肪
	P	食物過敏原

	P	菌叢失衡與消化問題

	P	營養失調：缺乏維生素B群、C、D，鋅、ω-3
  脂肪酸
	P	壓力：心理創傷、過勞

	P	睡眠不足與睡眠障礙：每天睡不滿7小時
	P	環境過敏原：塵蟎、蟑螂

	P	環境毒素：化學溶劑、汞、農藥

	P	輕度感染

	P	習慣久坐

糖份與熱量攝取必須適量。因為高糖份將引發大

量胰島素分泌，並且釋放壓力荷爾蒙（皮質醇、腎上

腺素），引發可觀的發炎連鎖反應，產生發炎性的細

胞激素(IL-1, TNF-α)，攻擊大腦細胞，產生大腦發炎
症狀，並且引發胰島素抗性。因此，學者稱阿滋海默

症為「第三型糖尿病」，事實上，第二型糖尿病罹患

阿滋海默症的風險為一般人的四倍。學者也把憂鬱症

稱為「第二型代謝症候群」(metabolic syndrome type II)
，因為憂鬱症者的腦部像心血管一樣，都在發炎。

盡可能避開食物與環境過敏原。過敏是一種發炎

反應，身體辨認出外來入侵者，而引起一連串的細胞

激素風暴。這外來入侵者，可能是基因改造食品，更

包括我們日常吃的食物。在食物過敏的部分，分為

急性、慢性兩種：急性過敏為馬上發作，免疫球蛋白

IgE過度活化，產生腹痛、腹瀉、噁心、皮膚搔癢、
濕疹、呼吸困難、鼻塞、頭暈、嘴唇、臉、喉嚨和舌

頭腫脹、甚至休克。慢性（遲發性）過敏則為在食入

24-72小時之後，導致免疫球蛋白IgG過度活化，產生疲
勞、憂鬱、焦慮、過動、胃病、頭痛…當事者每日承

受著莫名的痛苦，但難以辨認原因。

在食物過敏原中，麩質過敏(celiac disease)是一種
重要的狀況，它的盛行率為0.5~1%人口，消化系統誤
認小麥中的穀蛋白（麩質，gluten）為外來入侵者，當
免疫系統試圖摧滅它時，卻同時嚴重損害了小腸，產

生「腸漏症候群」(Leaky Gut Syndrome)，當腸道內層
破裂，這些外來分子引發了更廣泛的免疫風暴，導致

全身發炎，大腦也無法倖免，產生「大腦過敏」，當

事者變得焦慮、憂鬱、恍惚、注意力不集中、疲倦、

緊繃、易怒、頭昏腦脹。研究也發現麩質過敏和憂鬱

症、焦慮症、強迫症、精神分裂症、自閉症、失智症

的關連性。

另外，乳製品中的酪蛋白的不完全消化產物酪蛋

白嗎啡(gliadomorphins)，引發了憂鬱、精神病與自閉
症。進行無麩質與無酪蛋白飲食之後，自閉症兒童開

始講話。

蔬食主義與身心健康——談如何抗發炎
專題論述

素食VS健康
■ 張立人

103年5月功德錄

﹝隨喜﹞
500元 丁權福

300元
何燕娟、何燕蓓、
何志勤、賴武村

200元 鄧晉陽、鄧韻華

20元 王珍莉

﹝隨喜-講堂﹞
500元 蔡欽終

﹝隨喜-禪林大鼓﹞
3,000元 陳楷捷

2,000元 張璽元

1,000元 鍾慧錦

100元
程瑜、陳德生、陳
澍樂

世界靈山佛教會僧統淨行上人，於2013年1月16日至17

日，赴美國靈達法師住持之精舍，主持佛像開光啟用典

禮，並向與會信眾隨緣開示及合照留影。

美國靈達法師住持精舍佛像開光典禮海外弘法拾零  之五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五

圖四

圖六

圖七

﹝禪林建設﹞
2,000元 蔡欽終

1,000元 黃建豪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黃妍熙

﹝禪林建設-藏經樓﹞
50,000元 王美雪、許釋文

40,000元 游祥梓

15,000元 吳國禎

5,000元 羅春木、羅鐵樹、

1,000元

呂信雄、黃麗容、
呂玉茹、陳遠明、(
故)韓陳照秀、潘陳
錦秀、梁實村、梁
彭錦雲、陳昭惠

100元 程瑜

﹝護法﹞

200元
陳燕美、黃俊凱、
黃彥智、黃祺雯、
呂國章、呂藍金枝

100元
程瑜、陳德生、陳
澍樂

﹝弘法教育-月刊﹞
500元 蔡欽終

﹝供養上人﹞
100,000元 陳惠珍

200元 張秉筑

﹝供養常住﹞
1,000元 顏良恭閤家

﹝救濟﹞
2,000元 蔡欽終

﹝救濟-社區關懷﹞

1,000元
梁實村、李廣民、
薛南冬娥

500元 劉惠美、吳阿素

﹝放生﹞
3,000元 呂雲

400元 蕭素娟

﹝譯經﹞
40,000元 朱明緯

20,000元 陳根源、陳怡君

10,000元 顏良恭閤家

8,900元 張文菘

6,000元
吳阿蝦、林淑瑜、
張能聰

4,000元 黃素蓉

3,000元
盧文雄、李秀卿、
李佩蓉

2,000元
呂國賢、郝政道、
羅春木、羅鐵樹

1,000元

林本長、詹金桃、
黃彥智、黃祺雯、
薛南冬娥、黃胤
中、盧立庭

500元

李佳紘、李宜臻、
呂彥誼、呂陳巧、
呂夢哲、張家瑜、
陳朱六妹、張文
騫、【小白.小黃.熊
熊】

300元 林夏、范昌健

200元

陳燕美、黃俊凱、
呂詹好、呂玉茹、
薛昀軒、呂怡瑩、
黃騰輝、蕭素娟、
葉樺、葉靜

100元
陳遠明、陳德慧、
程瑜、陳德生、陳
澍樂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黃妍熙

﹝譯經-台中講堂﹞
100,000元 釋通力

﹝其他專款-尼泊爾鐘﹞
3,000元 陳楷捷

500元 林夏

100元
程瑜、陳德生、陳
澍樂

﹝其他專款-越南法寶寺﹞
1,000元 黃明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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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喜-講堂﹞
500元 蔡欽終

﹝隨喜-禪林大鼓﹞
5,000元 陳惠珍

（下接第四版）

導致酸性體質的食物 導致鹼性體質的食物

P高澱粉食物（米、麵）

、含硫、磷、氯較多的

食物

P五榖類（胚芽米、蕎麥

粉、燕麥、米糠）、精

製的澱粉類（如白米、

白麵包、白麵條、白饅

頭、餅乾、三合一沖泡

式精磨餐包等）

P蔬菜：蔥、蒜、菇、蕈

類、豌豆、扁豆、核

桃、花生、調味料、泡

菜

P油脂類：奶油、油膩、

油炸、油煎食物

P• 牛奶、紅茶、汽水、
可樂

P含鈉、鉀、鈣、鎂、鐵

等礦物質較多的食物

P蔬菜：綠色蔬菜、豆芽

菜、豆腐、四季豆、菠

菜、萵苣、胡蘿蔔、海

帶、南瓜、洋蔥、土

豆、大豆、杏仁、葡

萄乾、蒟蒻、芹菜、紅

豆、芋頭、馬鈴薯、胡

椒、薑

P水果：檸檬、蘋果、草

莓、梨、柿子、香蕉、

橘子類、棗、椰子、西

瓜、黃瓜、梅乾、李子

P綠茶、咖啡

攝食壞油會導致發炎反應。因此，不吃壞油，特

別是：精製油（標榜「純」的油）、氫化油（含有反

式脂肪酸的乳瑪琳、酥油）、氧化油（高溫炒炸），

這些都會增加發炎反應。然而，這些形式的油卻大量

存在各類食品與家用烹調中。因此，建議以冷壓橄欖

油、花生油、芝麻油、苦茶油為主，避免高溫烹調，

以涼拌沙拉、低溫烹調為最佳。

盡可能避開農藥、抗生素、人工荷爾蒙、重金
屬、污染物等，以生機飲食或有機食品為主要攝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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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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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祭報孝法
會

2014.8.3 (日)  
靈山禪
林寺

003
地藏菩薩聖
誕法會

2014.8.24(日)    
台北
講堂

004
中秋社區關
懷

2014.8.30(六)     石碇
探訪石碇地區獨居老
人及貧苦感恩戶

005
禪坐健身班
第296期開課

2014.9.4 (四)
台北
講堂

禪坐及靈山氣功

006 皈依法會
2014.9.20(六)
上午09:00至
12:00

台北
講堂

由淨行上人主持

嗎啡止痛與念佛往生的困境
296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靈山禪林寺藏經樓興建資金勸募  啟事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3年8月～9月）
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四念處
專欄

疼痛是一種很主觀的不愉快感受，涉及個人的認

知與情緒，它是末期病人的常見症狀之一。如果疼痛

控制沒有作好時，有的病人甚至會痛不欲生，想自殺

一死了之。對於癌末病人的中、重度疼痛，嗎啡是首

選的止痛用藥。可能的嗎啡副作用包括：便秘、噁心/
嘔吐、鎮靜、嗜睡、呼吸抑制等。

臨床實務中，有的修淨土法門的癌末病人，會因

擔心嗎啡昏睡的副作用，害怕無法臨終正念往生，因

此不敢使用嗎啡來止痛，而讓自己陷入身心痛苦不安

的困境。其實，是可以不用強忍著疼痛，而說絕不用

嗎啡來止痛的。是可以將你個人所需要的止痛效果與

所擔心的事情，先與醫護人員溝通討論。有經驗的醫

護人員會依病人的個別情況作評估，給予適當的劑量

與處置，來達到可接受的最好止痛效果與最小的副作

用。

嗎啡止痛與念佛往生是可並行的
58歲的劉大哥是一位胰臟癌併多處轉移的末期

病人，因重度癌痛及惡病質而住入安寧病房作疼痛控

制。在罹病得知自己真實的病情後，他就已向家人交

代好後事。只求能緩解疼痛以及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

界。他雖是一位具足信願求往生的虔誠念佛人，但癌

痛曾一度折磨他到想自殺算了。住院的三天後，經由

適當的評估與處置，劉大哥的疼痛得到緩解，而且沒

有不適的副作用。隨後於第十天臨終時，安詳念佛往

生。

本文作者許煌汶醫師係畢業於高雄醫學院醫學系，
目前是財團法人天主教若瑟醫院胃腸肝膽科兼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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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論中隨習業往生的省思
經論（註1）中記載一位平時念佛，信、戒、

聞、施、慧五法具足的摩訶男長者，他問佛：迦毗羅

衛國人眾殷多，於十字路頭，人車與象馬又多，若失

念佛心而當時便死亡，不知是否會墮落？佛告訴他

說：「汝勿怖畏！汝是時不生惡趣，必至善處。汝心

意識久遠長夜正信、戒、施、聞、慧所薰，神識上升

向安樂處，未來生天。譬如樹常東向曲，若有斫者，

必當東倒。」

同理可知，要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最好還是

能夠平時修淨業成習慣性，真信切願稱念彌陀佛名。

真能於平生淨業成就，自然臨終蒙佛與聖眾來迎，往

生西方淨土。

念佛人的往生正因:因本願稱名，而平生業成
信、願、行是往生淨土的三資糧。本願稱名，

平生往生之業成就，是彌陀淨土法門的特色之一（註

2）。阿彌陀佛所發四十八願的第十八願「念佛往生
願」，闡明只要我等信受彌陀本願，稱念彌陀名號，

願生彌陀淨土；如此具足信願行，即是順佛本願，乘

佛願力，決定往生極樂世界。此乃往生正因之「本願

稱名」。而念佛行者於平生之時，能真實信願念佛，

此後畢命為期，不懷疑、不夾雜、不間斷的專稱彌陀

佛名，即是往生業因已決定，不必等待臨終才決定，

此為「平生業成」。

因信受本願稱名而得以平生業成，也就是曇鸞

大師於《往生論註》所言的「業事成辦」、「十念業

成」（註3）；或是善導大師於《觀經四帖疏》所謂
的一心專念彌陀佛名，念念不捨的「正定之業」（註

4）。由於平時安心起行，順佛願故，臨終不管如何
死去，即使昏迷不能念佛，阿彌陀佛一定知其心意，

不違本誓願，現前接引，往生淨土。

小結
安寧療護的重要理念，就是團隊人員在尊重末

期病人的自主權與個別差異下，儘量想辦法，讓病人

身、心、靈的「整體性痛苦」得到緩解或減輕。修習

淨土法門的末期病人，於身體的中、重度癌痛，適當

使用嗎啡來止痛，是可接受的助緣之一，與念佛往生

是不會相違的。而最要緊的是，平時就能真實信願稱

念彌陀佛名，平生業成，才不致於臨終因身心痛苦不

安，而心生退轉，失其大利。

參考書目：
1. 《雜阿含經》卷第三十三（九三O），T02,p.237b-

237c.《大智度論》卷第十八，T25,p.193a.
2. 淨宗法師(2013)‧《淨土概論》(初版，123-184頁)，
台北‧淨土宗出版社。

3. 曇鸞大師‧《往生論註》,T40,p.834c.
4. 善導大師‧《觀經四帖疏》,T37,p.272b.

．專題論述／西方正念療法vs佛教正念

■ 許煌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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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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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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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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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3年8月～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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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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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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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嗎啡止痛與念佛往生的困境

本文作者越建東老師，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宗教系佛
學博士，目前為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暨哲學
所合聘副教授。佛學專長為巴利佛教、佛教禪修理
論、初期大乘梵漢佛典思想等。

此佛教透過積極努力所維持的正念，與「西念」所定

義者有極大的不同。在《中部》第125經(M III 137)中
就可看出正念的這種積極性：四念處就像是能夠將野

象之首繫在柱上以除其野性般，能繫住聖弟子之心，

以除其對世俗生活的習性。在《相應部》〈六生物

經〉 (S IV 198-200)中，正念如同強柱，以強繩綁縛六
種生物(六入、六種感官)，不讓他們一直隨著外境奔
馳，或累了能夠回到正念，不會一直因為外境的可意

或否而生起喜歡與否的執著。

「西念」希望不要對單純的經驗再外加其他動

作，以避免因慣性的負面反應或批判而失去「如實看

待」心念的能力。然而，大部分的經驗，一開始即

受到經驗者許多習慣性的煩惱偏差所左右(如五欲五
蓋)，因此所呈現出來者已有所偏差。特別是受到我
見、我所見的影響，或者是夾雜其他顛倒見。正念的

角色，就是將這些已被錯誤概念所覆蓋的經驗呈現出

來，再加以努力的用正確概念去糾正。否則，慣性、

自動化的負面反應，如何不加判斷就得以被阻斷呢？

「西念」似乎認為，當下的經驗就是實相，批判的標

籤會阻礙此實相的揭露。不加批判則自動的會發揮內

在的潛力，讓我們有更清明的行為，乃至更平衡、

更有道德性(A non-judging orientation…means that we 
can act with much greater clarity…more balanced, more 
effective, and more ethical in our activities)。然而，這種
假設不知根據何來？試問若經驗已受我見等所蒙蔽，

單純帶著好奇去探索觀察已有所偏差的經驗，若不加

以批判的話，又如何能夠自動產生如實知見的能力

呢？即使是好奇而開放的心，如何保證它們本身不是

已經被三毒所引導 (欲界不善心)？如何保證不加判斷
的心本身就是純淨的(欲界善心)？佛教正念因為有正
見、正思惟等的支持，因此有能力去批判不正確者，

透過正勤等不斷的去調整，才能排除被煩惱所蒙蔽的

部分，抉擇出可以正確走下去的途徑，最後才可能得

到如實的知見。如《中阿含》第45經所說：「若無正
思惟，便害正念正智；若無正念正智，便害護諸根、

護戒、不悔、歡悅、喜、止、樂、定、見如實、知如

真…。」換言之，如實知見不是一開始就達成的。

從阿毘達摩的角度，任何心在認識目標的過程中

都會伴隨「遍行心所」，而遍行心所的其中一項：思

(cetanā)，負責採取行動的作用，會影響到善惡的決
定；另一項：作意(manasikāra)，負責令心轉向目標，
在「五門路心」(眼等五種感官)的七項過程中(五門轉
向、識、領受、推度、確定、速行、彼所緣)，若在確
定心的階段生起「不如理作意」(ayoniso manasikāra)
，則生起的速行心是不善的，反之則反是。在意門心

路也有類似過程。因此，思與作意牽涉到善、不善的

決定，反映出認識作用是必然帶有價值判斷的。

「正念」(梵：smrti;巴：sati)的基本意思，從其
動詞詞根√smr以及相關的巴利動詞sarati所示，意為「
記起來」(to remember)，或作「憶念」(remembering)
然而，念之所指是針對過去的事件，或是現在之事

件？這裡的「記憶」或「憶念」除了指對過去經驗或

事件的回想，通常是對於當前或現在的覺察，例如，

我們口頭上所說的：「請記得關燈」，並不是說要去

回憶關燈這件事，而是要去在當下做到關燈的動作。

這也是為何「西念」強調當下(present moment)的用
意。然而，清楚的回想起過去所做的事也是「正念」

的功能之一，如《經集》指示應該對佛陀所教導過的

教法具有正念(Sn 1053, 1066, 1085)。《相應部》之〈
分別經〉(SN 48.9)如是描述念根：「於此，聖弟子有
念，成就最勝之念與慧，他能憶念、隨念長久以來之

所作所說。」

在經典中比較少對正念下完整的定義，欲獲得

進一步之理解，則需借助阿毘達磨等論書。首先，巴

利七論之首《法集論》(Vibh 11)對念所作之定義為：
「有正念者，即有正念、隨念、念、憶念、憶持性、

不漂蕩性、不忘性……。」《清淨道論》(Vism 464)
進一步對正念所作之解說為：「依此而憶念故，或他

自己憶念故，或只是憶念故為念。它以不漂蕩為相；

以不忘失為用；以守護、境之現前為現起，以堅固之

想或身念處為近因。當知念能堅持〔所緣〕如同門

柱，能護眼根等如同守衛。」從這樣的解釋，我們可

以得到相當清楚的訊息：正念是有其積極性的，靠著

堅固、堅持所緣之想，而達到守護的功能。「守護」

即有批判的導向，否則，六根對六境時，貪、憂等惡

不善法無時不刻不入侵內心。若正念只是光在那裏觀

察而不做任何處理、客觀而不去主動干涉它的話，則

當眼見到可意者而心生喜愛和貪欲時，極有可能只會

加劇受煩惱侵害而持續造業的情形而已。《彌蘭陀問

經》(Mil 61)針對此做了非常適切的說明：『當念生
起時，他省察饒益法和不饒益法，並分辨：「此是有

利益，此是無利益」，因而捨棄不饒益法，執持饒益

法；捨棄無利益法，執持有利益法。』

就整體的脈絡而言，「西念」將正念當做一種世

俗化的應用，且強調世俗的實用結果，其所針對的對

象大部分為受到當代文明病的影響者，如：受資本主

義操縱而有經濟壓力者、心理狀態失序者、人際關係

緊張者等等。因此尋求正念作為處理生理疼痛、心理

壓力與焦慮等，以求達到舒壓、減壓的效果。這部分

說明了為何「西念」強調正念以不加批判以及接納來

運作，因為壓力重重不應再加上批判這一層的壓力，

沒有批判才是舒壓的一種有利態度，接納有助於減輕

疼痛和壓力。相較之下，佛教的正念運作卻是朝往解

脫、出離生死的目標，其強調的結果為去除煩惱。因

此嚴格的要求倫理的基礎，以及正見的培養。在在處

處要求透過正知對於善、不善作出批判、抉擇的精

神，以便最後產生智慧的可能。只是，我們發現，在

卡巴金「西念」的解說中，不斷明示專注於當下、不

批判，則自動就會顯發事物豐富的一面，個人內在彷

彿自然會產生出對生命豐富性有所領會的智慧。這種

說法，對於有壓力疾病的患者，也許有放鬆放下的慰

藉作用，可是對於真正想要建立健康身心觀、提昇生

命深層意義 (或終極關懷)者，如何一體適用呢？卡巴
金的著作中，經常引用道家、瑜伽、愛默生、梭羅、

惠特曼等等名言，來說明「西念」的精神。然而，這

些種種不同的傳統，如何具有與佛教共同的內涵呢？

愛默生、梭羅、惠特曼如何與佛教解脫導向相關？

在「西念」去宗教化的過程中，我們理解其與

佛教原意切割的用意(you don’t have to be a Buddhist 
to practice mindfulness)，然而對正念的解釋與操作，
大多透過非常有啟發的方式，感性、靈性、優美、富

禪意的說法，唯獨欠缺嚴肅的修道次第與理論。因

此，「西念」與佛教正念的區別是清楚的：一者為簡

化、唯美的，另一者為繁複、嚴謹的。「西念」充滿

詩意的美化語言，主要伴隨著許多關愛和鼓舞人心的

指引用語。其中，特別強調此時此刻的豐美、發掘個

人內在生命的真相與道路、與內在自己最深層的本質

接觸、深化生命的覺知與內觀、領會生命奧秘、自覺

的生活藝術等等，以及欣賞當下、對當下培養一種親

密感、內在熱情又溫柔的專注，乃至正念等同召喚回

與自己、與世界的親密感，感受外在與內在本有的良

善與美麗，開啟慈悲和正直的行動。這些語言所欲表

達的想法為：透過正念，似乎即可呈現出一切本來都

是那麼美好的面貌。上述許多說詞，乍然觀之，接近

佛教自性清淨心和佛性的概念。然而，這些主張的根

據何在？所需要的基礎和過程為何？本來美好是從何

而來？為何覺察、接納、探索自己當下的狀態就會帶

來美好的經驗？「西念」對這些疑問的解答，不是闕

如，就是濃厚文學意味多於理論說明。就佛教而言，

五蘊身心是惑業所感，其活動熾盛如烈火，不停的帶

來苦，哪有什麼美好可言？即便是心性本淨的主張，

也不忘強調客塵煩惱的覆蓋，因此需要努力修行以除

塵去垢，才能顯現清淨之心，不會跳過中間面對不美

好面向而有所判斷抉擇的過程。「西念」所鼓吹的這

樣一幅近乎假想的美好景象，某種程度透露出西方世

界普遍的一種情境：追求幸福、快樂主義至上的生

活。這樣一種心態，與正念如何相關？與佛教正念和

禪修的脈絡有何不同？以下，從「西念」方法的檢

視，來分析此問題。

在MBSR的正規課程中，主要的練習包括：呼吸
練習、身體掃描、正念瑜珈、正念靜坐、正念經行、

慈心禪等。若與佛教的修行相比較，身體掃描、正念

瑜珈、正念經行接近佛教的身念處之「四威儀」和「

正知」的修行，或可加上受念處。呼吸練習、正念靜

坐接近安般念或數息觀，慈心禪則與四無量心的慈

無量心接近。根據典型的佛教禪修原理(以五停心觀
為例)，每一種禪修的方法都有其對治特殊煩惱的作
用，如不淨觀對治貪心、慈心觀對治瞋心、因緣觀對

治癡心，數息觀對治散亂、界分別觀對治我執或我慢

等等。將「西念」與佛教五停心觀作一簡單對照，「

西念」接近數息觀的方法很合理，因為現代社會是所

謂狂亂、忙亂的世界，因此對治散亂而得到心的安寧

符合當代社會的需求。「西念」接近身、受念處的方

法，偏向行住坐臥的日常活動覺察，可被視為是對治

散亂的延伸。慈心禪對現代人很重要，因為忙亂、過

度競爭的世界讓人際關係(包括自他、自我)有很大的
衝突。壓力、焦慮與阿毘達摩心理學中所謂的「憂俱

心」(domanassa-sahagata-citta)有關，此種心又屬於「
瞋根心」(dosa-mūla-citta)。這表達了現代人壓力大而
促使瞋根心很強，當然需要慈心的化解，因此也很符

合現代人的需求。

但是，整套練習明顯缺乏針對「貪心」的對治！

若加上在每一種練習過程中普遍表達關愛的指引語(
如：溫柔的專注)，以及強調對自己要產生某種親密
感，配合慈心禪等等，因此整個方向是導向愛樂主義

的，同時也是在某種程度上忽略貪性行的增強。這

點，不止與佛教所強調知苦、離苦的正念不同，也反

映西方某種不放棄貪婪、追求享樂的文化，其實也就

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共通弊病。從佛教四聖諦的角度，

貪愛是苦的根源，若不斷除貪愛，則苦的原因是無法

真正的根除。因此，佛教的正念會針對六根對六塵

時，防護貪、憂等惡不善法的入侵；八正道從正見到

正勤，也在防止貪愛執取的擴張，因此才有可能進展

到正念的層次，進而作為達到正定的基礎。正定的完

成，必須去除五蓋，而五蓋之首，即為貪愛。所以正

念的重點，仍然必定要處理貪愛。「西念」有意無意

的忽略這一塊，實在與佛教正念有大差別。值得補充

的是，「西念」其實亦欠缺對於我執或我慢的對治。

在佛教身念處的修行中，身體不淨觀、界分別觀、死

屍腐壞觀是其中重要的觀察部分，對於我執或我慢的

對治有非常好的效果；然而，這些觀察在「西念」的

練習中，完全沒有任何可對應者。再者，「西念」經

常強調對自己的看重，如：與自己親密、發掘自己內

在、自己本來就是美好的、信任自己是完整的…等

等；這種強烈以自我感覺良好為中心的「我見」意

識，無形中很容易強化個人的「我執」，雖然符合西

方所主張的自尊感，卻未必符合佛教所主張的「無

我」。

「西念」在歐美所帶動的減壓與療癒，近幾年

來如日中天，在醫療界與心理界廣泛應用，許多的研

究顯示，其效果非常受到肯定。因此，與正念相關專

業的研究論文從2000年的21篇，快速成長到2010年的
353篇，乃至去年達到一年內有549篇的發表，似乎成
果顯著。然而，今年年初刊登在《美國醫學會內科醫

學期刊》（JAMA Internal Medicine）的一份系統性回
顧的分析研究("Meditation Programs for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Well-being: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顯示，「西念」對於壓力等的改善有「些
微」(small)至「適度/中等」(moderate)的作用，其所
產生的健康效應是否有超過安慰劑效應(placebo effect)
卻是未知數。研究者甚至發現，雖然「西念」對於

能改善焦慮、憂鬱、疼痛的證據是中等的(moderate 
evidence)，但是對於改善壓力苦惱(stress/distress)、
心理健康相關的生活品質(mental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卻是「低證據」的(low evidence)。對於正向情
緒、專注、睡眠等也是如此，至於如何改善心理幸福

的成效亦是不得而知。總之，「西念」沒有比其他療

法(藥物、行為治療)，乃至運動的效果來得好。這個
分析，相當令人吃驚。受到近年來諸多研究報告的影

響，我們原本以為或期待的「西念」療效在某種程度

上是被誇大了。在這種反省下，當「西念」引入台灣

時，一方面謙虛的學習其方法，一方面謹慎的評估其

效用，不言過其實或盲目崇拜；也許更重要的是，如

何以本土的智慧來將之改造，一則適應本土化，一則

提昇其內涵，做出比西方更優質的效果。或許，這個

工作，不必捨近求遠，只要參考佛教禪修對於正念

深廣並濟的應用(如上文所分析者)，將智慧面、意志
面、倫理面、策動面等的內容一一加入，從根本上減

除煩惱的影響力，而非只是表面上的舒壓而已。則在

收取斷苦、離苦成效之餘，自然獲得煩惱減輕、比幸

福還根本之安樂。

（上接第三版）

靈山禪林寺藏經樓  興建資金勸募  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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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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台灣在推介M B S R (正念減壓 )和
MBCT(正念認知療法)為主的西方「正念為基礎的方
法」 (Mindfulness-Based approaches)，有甚為積極的
努力。有志之士除了親赴西方接受專業的訓練、在國

內進行廣泛的課程教授之外，也希望促成大師來訪。

2012年4月MBCT的創辦人之一Mark Williams蒞台親
授，造福許多有心學習者；今年(2014)11月，MBSR
之創始人Jon Kabat-Zinn(卡巴金)即將訪台，預計將掀
起另一番風潮。可以預期的是，各界(助人工作者、醫
療界、企業界)蘊釀甚久的各種推廣「正念」方法的工
作，隨即將如火如荼的開展。

一般而言，西方「正念」之方法、課程

(programs)或療法(interventions)(以下簡稱「西念」)
，其根源與佛教的禪修傳統有密切的關係。諸

如：mindfulness之要義，為佛教正念(sati)的轉譯；課
程訓練中的身體掃描、觀察呼吸、行禪、慈心禪等等

之操作，乃源自當代內觀修習(insight meditation)的通
行方法。然而，「西念」最大的訴求或號召力，乃極

力宣稱此為非宗教化(或去宗教化)、更適合世俗一般
人的方法，有助於現代人的壓力化減與紓轉、乃至身

心健康之建立與調整。

「西念」從東方取材，於西方進行加工改造，

如今又被引進推廣於東方。在台灣，若單純只問其

舒壓功能、心理療癒應用，甚至成為「正念(介入)教
育」的一環，利益世人功效之多途，原是無可厚非，

而應予以大力讚歎。然而，在國外許多場合中，「西

念」刻意不提與佛教的關係，強調已融入各種文明之

精神，加上現代科學背書，以心理學和神經科學雙運

的方式來驗證其效果，希望求取重大的進展與研究成

果。最後定調：「西念」乃人類普世培育清晰思考與

開放胸懷的能力，和宗教或文化信仰體系沒有任何關

係。(mindfulness can be considered a universal human 
capacity proposed to foster clear thinking and open-
heartedness. As such, this form of meditation requires no 
particular religious or cultural belief system)若然，因佛
教乃東方宗教和文化代表之一，則兩者便自然成為不

同的東西。一者保持宗教文化特色，一者將之化約為

去宗教文化特色(這點能否成立本身即是一個問題)，
兩者的差異，昭然若揭。對這點的認清，在「西念」

回流至東方的過程中，成為吾人必須重視者。因為在

台灣，迎接「西念」入關的同時，必然面對至少兩個

課題：此方法如何進行本土化(與文化相關)，以及佛
教界如何看待之(與宗教相關)。

「西念」其實與佛教之正念有許多不同之處，

並且發展的方向亦漸行漸遠。「西念」的目標為醫療

意義的用途，特別是針對壓力、憂鬱、焦慮、疼痛等

的症狀減輕；而佛教正念則是放在整個修行脈絡或止

觀禪修中，其目的為導向觀慧，以便去除苦而獲得解

脫。因此，「西念」為了達成其減壓的目的，從其基

本解釋以及操作方法，就可看出與佛教不同之處。首

先，「西念」將正念抽離出來，作為獨立的項目，而

忽視其他佛教的禪修要素。其次，將之視為發展心理

學意義上的心理品質：對於每一時刻當下經驗完整的

專注與覺察能力。最典型的操作型定義，乃是卡巴金

所賦予的解釋：「以一種不加評判的態度，刻意的專

注於此時此刻。」(paying attention in a particular way: 
on purpose, in the present moment, and nonjudgmentally)    
單純從這兩點出發，即可發現它與佛教傳統的正念，

有著明顯的差異。「西念」突顯的特徵包括：一、只

重視正念一個項目；二、在解釋策略上卻賦予許多寬

廣的意思，有時甚至將智慧、專注、覺察、認知等許

多元素混為一談；此舉讓人摸不著頭緒，卻又隱約感

受到其內涵似有豐富性。三、強調「此時此刻」，因

此無須理會過去與未來；四、不加批判，或不帶評

量，而是帶著全盤接受、開放、好奇、探索的心態。

對於佛教而言，正念是八正道的其中一個項目，

從來不曾抽離出來單獨運作。在八正道的修道脈絡

中，正念是第七項，作為聯結正勤與正定的重要項

目。亦即：扮演努力修善除惡之後，逐漸讓心趨於寂

靜的角色。另外，佛教經典經常描述，八正道的每

一項都與其他七項有所關連。例如，修習正見時，

必須伴隨後七者才能成就。每一項都必須伴隨其他

七者的基礎才能達到圓滿。因此，若要達成解脫的

．專題論述／西方正念療法vs佛教正念．近期活動報導

淨行上人
開示錄 「佛教倫理」專輯 第六課 佛教的倫理觀念（二）夫婦倫理 之3 ■ 釋淨行

(2)細心管理家產財物，不令平白損
失。

(3)儀容整潔。
(4)維持良好修養，即使遭丈夫辱
罵，也不還口。

(5)時時檢討自己一言一行，生活絕
不散漫。

(6)美食先請長輩及丈夫享用。
(7)體諒丈夫，只念丈夫的好處，不
念丈夫的壞處。

(8)對丈夫忠貞不二，即使丈夫出
門遠行，也能照常治家，不起他

念。

(9)常願丈夫健康長壽。
(10 )一心一意孝敬公婆、敬愛丈

莊誡慎，恆恐不及。5.一心恭孝姑嫜、

夫主，使有善名，親族歡喜，為人所

譽。

	 「玉耶女經」之「五善」：1.後臥早

起，美食先進。2.撾罵不得懷恚。3.一

心向夫，不得邪婬。4.願夫長壽，以身

奉使。5.夫婿遠行，整理家中，無有二

心。

	 「玉耶經」之「五善」：1.為婦當晚

臥，早起；櫛梳髮綵，整頓衣服，洗

拭面目，勿有垢穢。執於作事，先啟

所尊；心常恭順，設有甘美，不得先

食。2.夫婿呵罵，不得瞋恨。3.一心守

夫婿，不得念邪婬。4.常願夫婿長壽；

出行婦當整頓家中。5.常念夫善，不念

夫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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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6月功德錄

甲、前言

乙、本論

一、男女的結合

二、夫婦之道

三、佛典中有關夫婦倫理之具體提示

（一）夫對於婦

（二）婦對於夫

1.為人婦的原則

在「佛說玉耶女經」中，記載

給孤獨長者為子娶婦，而新婦玉耶自

恃貌美，出身豪門，驕傲無禮，於是

長者便請佛陀為玉耶開示為婦之道。

同經別譯者尚有「佛說阿邀達經」、

「玉耶女經」、「玉耶經」，各經內

容稍有出入，然大致相同，從中吾人

不難發覺佛陀時代為人妻子的原則所

在。

據「佛說玉耶女經」、「玉耶女

經」及「玉耶經」三部經典，言及為

人婦者有「五善三惡」，其中即清楚

說明了好妻子的標準，綜合而言，可

分十點（註四）：

(1)晚睡早起，勤於家務。

近
期
活
動

翦

影

夫，使一家稱善揚名，親族歡

喜。相反地，為人妻者若是與此

十項標準背道而馳（就是經中所

謂的「三惡」），則難逃惡妻之

名了。 (本課未完待續)

附註：

註四：由於經典原文過長，所以錄之於

附註，以便讀者檢閱。本輯其他類似

之處亦同。

 「佛說玉耶女經」之「五善」：1.晚眠
早起，修治家事；所有美膳，莫自向

口，先進姑嫜、夫主。2.看視家物，莫

令漏失。3.慎其口語，忍辱少瞋。4.矜

目標，從來不是單獨只依靠正念一項就可完成的。這

個原則，也同樣見於其他同屬於三十七道品的修道法

則中，如：就五根五力而言，念根或念力是列於信、

進之後，而連接定、慧；就七覺支而言，念覺支排在

第一順位，經過四個項目之後才是定覺支。總之，佛

教的修行是一套包含各項完整的方法，每個項目代表

一個具體的修行作用和面向，如智慧面(正見)、意志
面(正思維)、倫理面(正語至正命)、策動面(正勤)，而
且項目之間有井然的次第以及互相的支援，絕不含

糊。此點對「西念」其實是有所啟發的，可提醒哪些

是心的修練必須考量的必要面向。再者，正念的生起

是靠正勤，正勤的生起又必須靠正命，以此類推，一

直到正見為始，如《中部》第117經所云。因此，正
念的養成需要依靠其他基礎，而非「西念」所云只以

mindfulness來概括一切。該經特別強調，由正見引導
才有正確認識，由正思才有無瞋、無貪和無害，由

正語才能遠離四種語惡行，由正業才能遠離三種身惡

行，由正命才能遠離邪命等等。相對於此，「西念」

對於這些具備倫理和正確知見的基礎幾乎是不聞不

問。因此，可以想見兩者的程度差距之大。

正念本身可以作為一整套的修行：四念處。主

要的說明可以《大念處經》為代表，此亦是正念主要

修行意義的重要來源。四念處所要觀察的對象包括身

體、感受、心的狀態以及法的真相。其定型公式云：

「比丘們，什麼是正念？此中，比丘對於身，隨觀身

而住，(他是)精勤(者)、正知(者)、具念(者)，滅除了
對於世間的貪愛和憂煩；對於受，隨觀受而住，…；

對於心，隨觀心而住，…；對於法，隨觀法而住，(他
是)精勤(者)、正知(者)、具念(者) ，滅除了對於世間
的貪愛和憂煩。這就叫做正念。」此公式所解釋的正

念，與「西念」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四念處所涵蓋

的範圍，除了身、受、心 (大約對應到「西念」所觀
察的feeling, sensation, thoughts面向) 之外，還重視真
理(法)的觀察。法的觀察有一定的範圍(五蓋、五蘊、
十二處、七覺支、四聖諦)，因此明顯強調慧學、觀
照、領悟真理的結果，此乃「西念」所欠缺。正念含

有智慧的觀察與照見元素，在公式中可以「隨觀」

(anupassanā)代表之。在佛教傳統的解釋中，隨觀是
要觀見身等具有無常、苦、無我等的特質。(如《無
礙解道》所謂的七種隨觀)因此，不僅是客觀的見到
身體等的現象為何，而是對生起現象的無常等本質有

所理解。為了看清此本質而帶著有意義、有方向的詮

釋(苦、無常、無我)，因而才能導向智慧，並且有離
苦的可能。因此，佛教的正念是緊扣慧觀的，而非單

純的覺察。相對於此，「西念」並未強調法念處，其

自我覺察的藝術，強調當下即有豐富的內容，完全接

納當下似乎就能自動開展對生命和心智本質的領悟。

「西念」這種完全開放性的理念有時會以「每個人都

有自己的道路」或「無須刻意為之」來加以說明。就

佛教的角度，不禁懷疑完全開放如何對生命的領悟掛

上保證？例如：若觀察到自己遭遇不幸、內心衝動，

或賺大錢、很開心，若不從苦、無常、無我的角度觀

察，如何能自動避免自怨怨他或者增長貪心的心態生

起呢？

在正念公式中我們見到另一層重要意義：具念

(satimā)是與熱誠、正知(ātāpı̄ sampajāno)一起運作的。
熱誠一般指的是精勤或付出努力，與正勤的意思類

似，因此其努力是有方向的(修善除惡)。正知是正確
無誤的了知。為了對所緣或所觀察對象得到正確的認

知，因此也必須具備一定程度的正見，由此才能導向

智慧。所以，正念的修行包含了好幾種心理作用的操

作(隨觀、具念、熱誠、正知)，而非如「西念」所云
單獨行事者。值得注意的是，公式中提到正念的目的

是為了滅除對於世間的貪愛和憂煩，因此其方向與結

果是明確的，而非開放的。

重要的一點是：在很多的經文中，正念與正知

是並行的(上文之「熱誠、正知、具念」套語已述一
例)。例如，《長部》第33經(D III 269)提到六根對六
塵的接觸時，需要有正念、正知：「眼見色已，不喜

不憂而住於捨，有正念、有正知(sato sampajañña)；
耳聞聲已…鼻臭香已…舌嘗味已…身觸所觸已…意識

法已，不喜、不憂而住於捨，有正念、有正知。」正

念、正知在《大念處經》各種念處的應用中亦比比皆

省思西方「正念」方法與佛教正念之差異
專題論述

西方正念療法VS
佛教正念 ■ 越建東

﹝禪林建設﹞
3,000元 張文瀛、董香英

2,000元 蔡欽終

400元 黃登雲

100元
黃姿穎、黃奕晴、
黃妍熙

﹝禪林建設-藏經樓﹞

1,000元

呂玉茹、呂信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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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元 潘芳靜

100元 程瑜

﹝護法﹞
12,000元 曾淑珠

6,000元 鄭文達

1,200元 郭溫柔

400元
陳燕美、黃俊凱、
黃彥智、黃祺雯

200元

呂國章、呂藍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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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元
程瑜、陳德生、陳
澍樂

﹝弘法教育-月刊﹞
500元 蔡欽終

﹝供養上人﹞
12,000元 張兆辰

2,000元 吳阿蝦

1,000元
鄧菱珠、鄧張端儀
林鴻志、林婉絹

400元 黃登雲

200元 張秉筑

﹝供養常住﹞
5,000元 尤江雲瑾

﹝供養三寶﹞
2,500元 【黃煥亭.黃治源】

﹝救濟﹞
2,500元 【黃煥亭.黃治源】

2,000元 蔡欽終

﹝放生﹞
2,000元 呂雲

﹝譯經﹞

60,000元
朱莉宇、江瑞祥、
江黃靜花、王玟力

50,000元 余小華

30,000元 江可可、陳惠玲

12,000元 張文菘

10,000元 周淑真王傳樹閤家

6,000元 林淑瑜、張能聰

3,000元 呂雲

2,000元 黃彥智、黃祺雯

1,500元 李佳紘、李宜臻

1,000元
陳信綸、孫台興、
黃淑鎂、孫如欣、
孫沛文、黃素娥

600元 林國顯

500元
【小白.小黃.熊熊】
、高士峰、郝政道

400元
姚樹宏、李桂蜜、
王黃鳳、周李寶玉
陳燕美、黃俊凱

300元 范昌健

200元

呂詹好、呂玉茹、
薛昀軒、呂怡瑩、
黃騰輝、林世偉、
許麗霜、林品儒、
林庭瑜、蔡博任、
陳聰明、林阿抱、
柯茂全、林素珍、
許雪、李榮森、李
偉翔、李冠廷、李
宜馨、王馨苹、許
來傳、許卓碧雲

100元

陳德慧、陳遠明、
邱奕修、程瑜、陳
德生、陳澍樂、黃
姿穎、黃奕晴、黃
妍熙

﹝譯經-台中講堂﹞
50,000元 釋通力

2,000元 莊寓鈞

200元 吳淑美

﹝其他專款-尼泊爾鐘﹞
3,000元 陳楷捷

100元
邱奕修、邱裕綸、
程瑜、陳德生、陳
澍樂

﹝其他專款-越南法寶寺﹞
1,000元 黃長安

﹝隨喜﹞

500元
丁權福、盧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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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元 黃長安

15元 陳月美

﹝隨喜-講堂﹞
500元 蔡欽終

﹝隨喜-禪林男眾漢白玉觀音像﹞
5,000元 王美惠

3,000元
王美雪、王義文、
王美瑩

1,000元
王移華、蔡素花、
潘陳錦秀、游晉懿

300元 陳楷捷

200元

陳燕美、黃俊凱、
黃彥智、黃祺雯、
黃姿穎、黃奕晴、
黃妍熙

100元 麥麗卿、何燕娟

2013年3月31日，世界靈山佛教會僧統淨行上人，受邀參加澳洲墨爾

本淨道法師住持道場之傳戒活動，並於觀音法會開示大眾。

澳洲墨爾本淨道法師道場傳戒及觀音法會開示

海外弘法拾零  之六

圖二

（下接第四版）

是，舉身念處的修行公式之一小段為例：『以正念而

入息，以正念而出息；在長出息時，知：「我在長出

息。」在短出息時，而知：「我在短出息。…」』此

公式在觀呼吸長短時用了兩個動詞：一者為「正念」

(sati)；另一者為「知」(pajānāti)，與上述正知是同一
個字根。因此，在觀呼吸時，正念是與(正)知一起作
用的。正念的作用為將注意力拉回當下，專注於呼吸

上，(正)知的作用為了知呼吸的內容(或長或短等)。此
兩者的密切關係，在於正念讓呼吸這個所緣清楚呈現

出來，在經驗的場所中被穩穩的鎖定，以便讓正知有

辦法去決定其內容為何。否則，在一般妄念紛飛的狀

態中，連經驗對象都不清楚時，又如何了知該對象的

內容呢？

正念加上正知的進一步作用，其實是將之導向智

慧(paññā)。例如：在《相應部》(SN 36.7-8)有兩部名
為〈疾病〉 (gelañña)的經文中，世尊囑咐比丘生病時
應以正念正知來度過時間。一旦能夠如此，則對生病

感受的緣起會有所了知。進一步更能隨觀(anupassa)
感受和身體的無常、消失、滅盡等，由此而除去對身

體和感受所產生的無明、瞋恚和貪愛。這符應上述四

念處公式所述，具備「熱誠、正知、具念」而修四種

隨觀，是為了「滅除了對於世間的貪愛和憂煩」。此

外，《相應部》另一經(SN 47.35)也特別提到，正知為
對感受、尋、想這些心理狀態的生、住、滅都能有所

了知，因此對於生、住、滅的無常現象帶著智慧的觀

察。

值得補充一點，在佛典中最常出現的典型修

道次第中 (如巴利《沙門果經》所列 )，正念正知
(satisampajañña)是其中一個修行項目，列於具諸戒行
(sı̄lasampanna)、善護諸根(indriyesu guttadvāro)之前，
其後接續知足(santuttha)、樂在靜處(vivittam senāsanam 
bhajati)、去除五蓋(pañcanı̄varanapahı̄na)，乃至四禪
等。由此可知，正念正知必須以戒為基礎，以及對於

感官接觸外境有控制的能力，配合知足、透過去除禪

定的障礙，才能達成正定。因此，算是必須具備倫理

等基礎的方法，而非「西念」所操作的那麼簡化。

若我們回到對正念的基本定義作一檢視，則會

發現，「西念」所定義者，與佛教教法存有許多根本

的差異。卡巴金強調，正念是一種不帶著批判(non-
judgemental)的覺察(awareness)或專注(attention)，後來
者對正念的定義更加入非竭力地(nonelaborative)的解
釋。兩者皆強調帶著開放式的心態，接受當下念念遷

流的經驗(感受、想法、感覺)，任其所是，不需特別
加入價值判斷，也不必努力想去改變什麼。此種不帶

批判的覺察是為了讓人有一種仿若初學者，對於經驗

充滿新鮮好奇感，希望經驗本身在不受扭曲或加以概

念化的情況下，完整的呈現出其原貌。如此一來，便

可對自己習慣性的心智型態有所了解，而不會隨著慣

性的途徑去做(通常是負面的)反應。
佛教的正念是否如此呢？首先，正念的培育是

需要經過一番修煉的，所以是一種主動的努力。既然

是一種積極的努力，因此就不是非竭力的，反而是偏

向竭盡所能。為了什麼而盡心竭力呢？為了去除不善

法、增加善法而精心修行。為了達成此去惡向善的目

的，因此必須經過許多認知的調整，包括應用概念與

想法，去對治或調伏心智不理想的面向，乃至發現客

觀上屬於不善的狀態。善惡的價值判斷與倫理的概念

有密切的關係；若不在清楚善法、不善法的概念為

何，如何可能覺察出某個經驗是否是善法，或已被不

善法所染？舉正念修行的實例，當對呼吸作正念觀察

時，心會任意亂想或神遊。若只是單純的保持對任何

經驗現象的覺察，而不加以努力的話，心很可能跑到

無影無蹤，或任由煩惱的心和習氣所宰制，或受制於

當下紛亂的情緒，而形成某種亂流，持續不止。正念

所要發揮者，正是努力將此妄想拉回到呼吸的當下。

這種做法，需要極大的努力，必須運用概念與想法的

判斷，認知到自己已經不再專注呼吸，不應隨著煩惱

遊走。為了維持對於呼吸所緣的專注，整個過程必須

努力的用想法來調正。否則，若心已沉浸在過去和未

來中，如不在概念上發現這是妄想，不衡量這是不應

該繼續維持，不判斷任妄想大行其道是不好者、拉回

呼吸是好者，如何能夠自動的回到專注呼吸上呢？因

、

、

、

圖一

圖三

圖四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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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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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期開
課

2014.9.4 (四)
晚上07:00至 
09:00

台北
講堂

禪坐及靈山氣功

003 皈依法會
2014.9.20(六)
上午09:00至12:00

台北
講堂

由淨行上人主持

004
藥師消災祈
福超薦大法
會

2014.10.19(日)
～2014.10.25(六)

台北
講堂

005
禪坐健身班 
第297期開
課

2014.11.6(四)
晚上07:00至 
09:00

台北
講堂

禪坐及靈山氣功

淺論佛教基本法義的一致與相通
296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靈山禪林寺藏經樓興建資金勸募  啟事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3年9月～11月）
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四念處
專欄

「四聖諦」是佛教的核心真理，而「三法印」（或

更完整的說「四法印」）亦是佛法根本的原理原則，兩

者間到底孰先孰後，何者優勝於何者呢？

「四聖諦」之所以言「聖諦」（ārya-satya），代
表著神聖、真實的道理；依著「苦、集、滅、道」，進

入佛法修行的次第，而可說是佛陀畢生說法的總綱。

佛法一切的教導，無非是完成「四聖諦」的證知，亦即

從苦到滅苦的過程。此如「大醫王」之療病程序――善

知病、善知病因病源、善知病對治、善知治病已不再復

生。

阿含聖典說：「若有無量善法，彼一切法皆四聖諦

所攝」、「四聖諦於一切法最為第一」，清楚標示無量

善法、一切善法皆含攝在四聖諦裡，乃一切法中最為第

一、最為優先。經上曾以「象跡」作喻，表示所有動物

走過的足跡中，唯有大象著跡最深、最顯份量，而「四

聖諦」亦復如此。若要契入聖果、證得解脫，佛典明確

表示「一切當知四聖諦」！

「四聖諦」於一切法最為第一，那佛教「四法印」

的法義呢？究竟該擺在那個位子？是否就屈居老二？

「四法印」既做為「法印」（dharma-mudrā），代
表它是一切佛法參證的依據，對於是佛法、非佛法，即

佛法的正邪之分，必賴於「法印」，以之印定、印記（

「蓋印」）所謂真實、真正的佛法。任何聲稱為佛陀教

說，必然遵行「諸行無常、一切行苦、諸法無我、涅槃

寂靜」之準據圭臬。

如此，「四法印」在阿含佛典中又稱作「四法本

末」或「四法之本」，乃為佛法根本，如來之所說皆由

此來印證。如阿含聖典所示，當初佛將入滅時，眾等皆

感到憂傷，佛陀安慰大家並告此「四事之教」，要大眾

依教奉行，依之必得解脫。

可知，「聖諦」是真理，「法印」亦也是真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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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所示的「諦」、「法」都表達了真理的概念。而兩個

真理間，究竟該如何整合統攝？如何縱貫連串？還是佛

教有兩套真理？兩個太陽？

事實上，「四聖諦」與「四法印」兩者，不過是不

同語彙表達相似意涵，或可說「四聖諦」重於「形式」

上的說明，而「四法印」強調「內容」上的理解。「

形式」附加「內容」，佛法基本的義理系統即顯具體完

備。

「苦諦」對應於「一切行苦」或「諸受皆苦」法

印，如實指陳世間存在苦痛的現象與事實。佛法的修

學，起始於知苦、識苦，而後復有動能求離苦、滅苦

――「未知苦，焉知樂」，佛教是如此認定的。

「集諦」則對應於「諸行無常」法印。既知苦的存

在，也期出離於苦，如此就要探索苦的由來。而「集」

標示招聚「苦」的原因，之所以「苦」，乃於無常幻變

的世間中遍起執著，因無常計常而召感苦果，所謂「無

常故苦」亦指明「苦因」之所在。

既知道世間的苦以及苦的原因，接下來就要尋找出

世間滅苦的方法，以實現滅苦的境地。如此「道諦」可

對應於「諸法無我」法印，「道諦」中三十七道品，皆

助於捨離「我」為中心的慣性執取；透過無常觀照，正

念正知，減損乃至破除我見、我愛，達於「無我」，而

為佛法修持主要的道路和方法。

「滅諦」之苦的止息、苦的止滅，自是對應於「涅

槃寂靜」法印，描繪佛法追求解脫的終極目的。即佛弟

子在具足「苦、無常、無我」的認知、觀照和修行，終

得寂滅涅槃解脫境界；如經云：「無常想者，能建立無

我想。聖弟子住無我想，心離我慢，順得涅槃」，意即

在此。

以上可知「四聖諦」和「四法印」的一致與相通，

即便以一般常說的「三法印」解之，亦復如此。「三

越（即「滅苦」），達到煩惱止息、生死永斷，不生不

滅的絕待境界。而如此從「諸行無常」到「涅槃寂靜」

，即是「四聖諦」所欲標示的――「苦」到「滅苦」

的核心綱領。而既是要從世間的苦到出世間的滅苦，佛

法修學的觀念和方法即顯得重要，此就有賴於「諸法無

我」法印，佛教修行的心法亦在於此。

「諸法無我」為佛教修行的心法，此岸航向彼岸的

關鍵，一如《般若心經》開宗明義所言：「觀自在菩薩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亦即要「度一切苦厄」，首先必須「照見五蘊皆空」，

意即洞悉五蘊身心之實相；而要洞悉身心實相，就必須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即透過甚深智慧的修持、如實

知五蘊而到達解脫的彼岸。而所謂「照見五蘊皆空」，

即是「諸法無我」法印，顯示一般人認知的「我」，只

不過是「五蘊」身心的幻化假合，其中沒有恆常性、絕

對性和實體性。在《雜阿含經》亦表示，當觀若所有諸

色，及至受、想、行、識，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

在；以如是平等慧如實觀，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

無有我、我所見、我慢使繫著者，而能斷愛欲，轉去諸

結，正無間等而究竟苦邊。

總之，「四聖諦」與「四法印」（或「三法印」）

都是佛法的核心根本，乃不同語彙傳達相近意義，分重

於「形式」和「內容」的不同。而且都緊扣著「緣起」

的法義，如「四聖諦」含括世間緣起的流轉與出世間緣

起的還滅；而依緣起亦開展出無常、苦、空（寂滅）、

無我之「四法印」。如此之詮釋解讀，或可條理融通，

而不致覺得扞格不入。

．專題論述／安寧療護

■ 林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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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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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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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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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3年9月～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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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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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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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淺論佛教基本法義的一致與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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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任職於衛生福利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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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而且「不得無故拖延」。

對「末期病人」的必要措施就是「疼痛控制」

，要趕快幫他止痛而且不得無故拖延。如果末期病

人在哀嚎，醫護人員不趕快幫他止痛，不只違反醫

學倫理，基本上也違反醫師法。

「醫療法」第60條有類似條文：「醫院、診
所遇有危急病人，應先予適當之急救，並即依其人

員及設備能力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不得無故

拖延。」前段後段和「醫師法」一樣，但中間「應

先予適當之急救」，我覺得這是法律的陷阱。這個

病人如果還有救，你做的叫「適當之急救」，如果

是末期病人，定義上已經無藥可救，你還對他做急

救，可能會被認定或控告「急救過當」。

 過去醫護人員「見死不救」可能會被告，現
在是「見死亂救」也會被告，你要確定他是不是末

期病人？有沒有簽「預立意願書」或家屬簽「不急

救同意書」？萬一是和有，你還拚命去救，違反病

人意願或家屬同意，你可能會被告。

「護理人員法」第26條：「護理人員執行業務
時，遇有病人危急，應立即聯絡醫師，但必要時，

得先行給予緊急救護處理。」一般人沒概念，覺得

病人危險，怎麼沒有趕快急救。錯！護理人員遇有

病人危急的第一個動作不是跳上去急救，而是趕快

打電話通知醫師。你別說：「還不趕快救人，打什

麼電話？」法律規定的，別誤會護理師。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最新版的身世背景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民國89年5月23日立法
通過，是認可已經罹患末期疾病的病人，經兩位醫

師確定其診斷後，可以立意願書選擇自然死，拒絕

施行心肺復甦術等急救，以較有尊嚴的方式自然離

開人世，免受拖延時日的痛苦。這是安寧緩和醫療

條例的精神。

民國89年6月總統令公佈，全文15條。91年
第一次修法（小修），修第3、7條。幾乎十年時
間，100年第二次修法（中修），修第1、7條、刪
第13條、增加第6之1條。事隔短短兩年，102年1月
第三次修法，我叫「大修」，修第1、3、4、5、6
之1、7、8、9條，修改多數條文。現在還是15條沒
增加，但內容已經很不一樣。

第一條是立法目的：「為尊重末期病人之醫療

意願及保障其權益，特制定本條例。」第二條是主

管機關：「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

衛生署；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

（市） 政府。」衛生署已經改制為衛生福利部。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最新版的名詞定義

第三條是名詞定義，過去只有四項：安寧緩和

醫療、末期病人、心肺復甦術、意願人，現在多兩

個：維生醫療、維生醫療抉擇。這是罕見的把醫療

專業術語用法律來定義。

第三條：「本條例專用名詞定義如下：一、安

寧緩和醫療：指為減輕或免除末期病人之生理、心

理及靈性痛苦，施予緩解性、支持性之醫療照護，

以增進其生活品質。」

過去「安寧緩和醫療」是：「指為減輕或免

除末期病人之痛苦，施予緩解性、支持性之醫療照

護，或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用夾帶式的把「不施

行心肺復甦術」認同等於「安寧緩和醫療」，第三

次修法把「或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整個刪掉，內容

增加痛苦類別：「生理、心理及靈性」和「以增進

其生活品質」。

過去「減輕或免除末期病人之痛苦」，一般

人只想到身體（肉體）的痛苦，認為安寧緩和醫療

比較消極，現在變成廣義且積極的定義。我們必須

減輕或免除末期病人的痛苦，除了肉體的疼痛控制

之外，還有心理及靈性痛苦，積極「施予緩解性支

持性之醫療照護」，目的是為了「以增進其生活品

質」，這是正向的定義。

第三條定義的「二、末期病人：指罹患嚴重

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癒，且有醫學上之證

據，近期內病程進行至死亡已不可避免者。」這個

一直沒有修改，過去有安寧界前輩說：「末期病人

就是指預估存活六個月以內的病人」，錯！以後再

聽到有人講六個月，表示他已經落伍十四年以上，

民國89年法律定義只有講「近期內」，從來沒有講
六個月。

很多人問：「為什麼訂的那麼模糊？」什麼叫

「近期內」？坦白講，就算訂「六個月」也無效，

因為醫生不會算命。而且醫學進展無法預測，法律

修法十二年才修三次，很辛苦的，如果把末期病人

的定義訂的太死板，等醫學一進步，修法來不及，

越模糊只要適應當時的醫學水準就可以。

衛生署民國90年訂定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施行細則」第二條：「經診斷為本條例第三條第二

款之末期病人者，醫師應於其病歷記載下列事項：

一、治療過程。二、與該疾病相關之診斷。三、診

斷當時之病況、生命徵象及不可治癒之理由。」本

來醫療病歷就會記載。

第三條定義的「三、心肺復甦術：指對臨終、

瀕死或無生命徵象之病人，施予氣管內插管、體

外心臟按壓、急救藥物注射、心臟電擊、心臟人

工調頻、人工呼吸等標準急救程序或其他緊急救治

行為。」過去解釋時可以給家屬有選項：我們解釋

「氣管內插管」，家屬聽說插管會很痛苦；「體外

心臟按壓」，聽說壓到肋骨都斷掉；「心臟電擊」

，電影都有演，聽說電到胸口都會燒焦；「急救藥

物注射」，一般都講「打強心針」，然後家屬都說

好，我們要打強心針，其他不要。

我後來發現「強心針」是錯誤用詞，因為有暗

示作用，好像在對家屬說打下去心臟會變強；心臟

變強，心臟就會一直跳；心臟只要繼續跳，人就永

遠不會死。台灣人愛打針，你問：「要不要打強心

針」？家屬大部分都說：「當然要打」！北部某財

團老闆在他家醫院加護病房急救，死亡時辰要配合

大房二房的要求，搞不定何時最適合死，就一直打

強心針，據說前後打了一千多支，最後還是死掉。

第三條定義的「四、維生醫療：指用以維持末

期病人生命徵象，但無治癒效果，而只能延長其瀕

死過程的醫療措施。五、維生醫療抉擇：指末期病

人對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施行之選擇。」把「維

生醫療」幾乎等於「無效醫療」，「無治癒效果」

幹嘛要用？「延長其瀕死過程」好像有錢人子女可

以「脫產」用而已。「無效醫療」其實是個不合邏

輯的名稱，醫療必須有效，怎麼可能無效還承認它

是醫療。

第三條定義的「六、意願人：指立意願書選擇

安寧緩和醫療或作維生醫療抉擇之人。」意願人就

是當事人，是病人本身而不是家屬。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最新版的「預立意願書」

第四條：「末期病人得立意願書選擇安寧緩和

醫療或作維生醫療抉擇。前項意願書，至少應載明

下列事項，並由意願人簽署：一、意願人之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住所或居所。二、意願人接

受安寧緩和醫療或維生醫療抉擇之意願及其內容。

三、立意願書之日期。意願書之簽署，應有具完全

行為能力者二人以上在場見證。但實施安寧緩和醫

療及執行意願人維生醫療抉擇之醫療機構所屬人員

不得為見證人。」

第四條是指末期病人預立的意願書，規定要

有：姓名、身份證字號、住址，意願人接受安寧緩

和醫療或維生醫療抉擇的意願及其內容，還要注意

要寫日期。因為立意願書的日期就是這張意願書開

始有法律效力。為保障是末期病人自己簽的，要有

兩個人見證：不是有人偷拉他的手簽的或是代簽。

但是這個病人住到那家醫院，裡面的醫護人

員有領薪水的不能當見證人。我過去說：如果家屬

剛好是這家醫院的員工，照道理應該家屬的法律權

利大過於員工。可是律師說：你可以另找一個見證

人，因為它是避開所有醫療機構所屬人員。除非我

把我的親人送到不是我上班的醫院，我就可以當見

證人。

第五條：「二十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

得預立第四條之意願書。前項意願書，意願人得

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並以書面載明委任意旨，

於其無法表達意願時，由代理人代為簽署。」第三

次修法後，「二十歲以上具完全行為能力之人，得

預立第四條之意願書。」因此，預立意願書的要件

回到第四條的規定：要有二人以上在場見證。法律

不溯既往，過去健康者簽的沒有見證人還是繼續有

效，102年1月9號之後，健康者和末期病人一樣都
要有二人以上在場見證。

本來預立意願書是我先做決定，可是我想說

將來醫學會有什麼變化與進展，我死的時候到底是

什麼狀況，現在無法預測所以暫時不做決定。可是

我希望有保障，我找一個跟我理念很契合的家屬、

朋友或是醫護人員，把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給

他，將來我昏迷以後，所有的醫療決定由他來負

責，這個醫療委任代理人視同本人。如果你找的是

醫療委任代理人不是家屬，那個人權利將來會大過

家屬，因為視同本人。如果不想簽「預立意願書」

，那你就簽「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如果都沒有

簽，將來就只能給家屬做決定。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最新版的告知病情

第八條：「醫師應將病情、安寧緩和醫療之治

療方針及維生醫療抉擇告知末期病人或其家屬。但

病人有明確意思表示欲知病情及各種醫療選項時，

應予告知。」第八條是病人知道病情的權利，同時

保障醫師告知的義務。

將來各位如果生病，醫師告訴你病情，表示這

個病不嚴重，會好和有藥可治的病，醫師都會直接

告訴你。如果你問醫師：「我到底什麼病？」他在

那裡吞吞吐吐或支支吾吾，一直拐彎抹角不明講，

你就要覺悟：「啊，這一定是絕症！」你可以要求

醫師告訴你，如果他不告訴你，你就說要控告他違

反「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八條。

以往家屬要求不可以告訴病人，可是病人要求

我告訴他，那我怎麼做？過去醫師多半配合家屬的

要求，因為萬一告知病人而有三長兩短，病人會死

掉，家屬會活著繼續告醫師。醫師怕被家屬糾纏，

於是犧牲病人的權益，只能配合家屬演出。

有「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之後，我在醫院就是

請病人自己簽名，在病歷紙上寫：我某某某主動要

求主治醫師告知病情，簽名寫日期。他已經在病歷

上有證明，那我就可以告訴他，而且法律保障，家

屬要告我，就可以跟他講：「很抱歉，病人有明確

意思表示在病歷上，請看病人自己簽的，我按照法

律應該告訴他。」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施行細則」第六條：「本

條例第八條所稱家屬，指醫療機構實施安寧緩和醫

療時，在場之家屬。」家屬要在場才可以要求被告

知，有些家屬不來又愛用電話遙控，電話裡面講是

誰，我都不要承認。「很抱歉，你自稱是家屬，電

話沒有辦法證明身份，請你來現場。不然你有不在

場證明，法律規定可以不用告知。」

結語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條文很少但非常重要，

針對社會大眾需要知道自身權益的部分，我先整理

這篇文章。只有介紹第一到五條以及第八條的內

容，剩下第六、七條比較專業認知的部分，適合醫

護人員閱讀，因為篇幅所限，需要另寫一篇文章，

在此先告一段落。

（上接第三版）

靈山禪林寺藏經樓  興建資金勸募  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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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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印」之「諸行無常」表達世間無常現

象，因無常之生滅變異所以苦痛難免，

而「涅槃寂靜」意味著出世間苦痛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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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天要講「安寧緩和醫療條例」（102年1月最
新版），這是第三度修法的條文，希望讓社會大眾

透過法律來認識安寧療護。台灣在民國89年6月立
法通過「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是亞洲第一個對「

自然死」立法的國家，美國加州在1976年通過「自
然死法案（Natural Death Act）」，台灣落後24年，
可是，很奇怪的它的名稱不叫做「自然死條例」。

當初草案送立法院的時候，希望跟美國一樣

直接叫「自然死法案」，但立法委員說：法案名稱

不可以有「死」這個字。改成「善終條例」又送一

次，立法委員說：不可以有「終」。再改稱「末期

病人選擇條例」，又被退回來說：不可以有「末」

。最後叫做「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從此社會大眾

就不知道這個條例在幹嘛！

其實它的基本精神就是「末期病人選擇條例」

或是「末期病人醫療權利法案」，等一下看到條例

的第一條，你就知道為什麼。可惜這是法律訂在社

會大眾的觀念還沒清楚之前，法律既然已經定了，

我們就只能苦苦追趕，努力對社會大眾做宣導，希

望社會大眾的觀念可以趕得上這個法律。

本來通常是社會大眾要有共識，才會有法律通

過，這件事情比較特別。世界衛生組織對「安寧緩

和醫學」的定義是：「凡是對治癒治療反應不好的

病人，皆是本醫學的對象。」就是說：基本上沒辦

法治病救命的病人，通通算是「安寧緩和醫學」的

對象。

安寧療護的三種服務模式

健保局民國85年開始試辦「安寧居家療護服
務」，安寧緩和醫療條例89年通過後，健保局同時
開始「安寧病房（安寧住院療護）」試辦計畫。

起先只適用癌症末期病人，92年9月把「漸凍人末
期」納入試辦計畫裡面，這是第一個「非癌症」末

期病人適用安寧療護。94年有個服務叫「安寧共同
照護計畫」，簡稱「安寧共照」。

「安寧共同照護計畫」是針對有些醫院沒有

安寧病房，但是住院病人裡面還是有末期病人，或

者這家醫院有安寧病房，可是有些病人不想來住安

寧病房，要留在他原來的病房。我以前在花蓮看會

診，很多病人都說：「這個病房我住很久，醫生護

士我很熟，我不要轉去安寧病房。」

回教先知穆罕默德說：「山不朝我走來，那我

怎麼辦？山不朝我走來，只好我朝山走過去。」同

樣的道理，病人不來安寧病房怎麼辦？病人不來，

我們把安寧病房的服務送到他所在的病房，這件事

情就叫做「安寧共同照護計畫」。安寧療護在台灣

從民國94年開始有三種服務模式：從「安寧居家療
護」、「安寧病房」到「安寧共同照護」。

 社會大眾對安寧療護的印象，還繼績停留在
癌症末期病人住到安寧病房，很多末期病人想要出

院都沒有機會，因為家屬覺得都已經末期，應該要

在安寧病房住到死為止。其實末期病人不一定要住

到安寧病房裡面，他可以在家裡接受安寧居家療護

服務，也可以在內科、外科、腫瘤科、婦產科、小

兒科接受安寧共同照護服務。

安寧療護的十大服務對象

健保局民國98年9月公告增列：「八大項非癌
症末期疾病適用安寧療護」，包括：腦、心、肺、

肝、腎，五大器官的末期疾病，從末期失智症、其

它大腦變質、心臟哀竭、慢性氣道阻塞疾病、肺部

其它疾病、慢性肝病跟肝硬化、急性腎哀竭、慢性

腎哀竭。

從開始的癌症到92年9月的漸涷人，到98年9月
的八大類五大器官疾病末期，這十大類的疾病末期

都適用健保給付的安寧療護，可是還有很多醫護人

員不知道。以後請不要再問：「奇怪，這個病人又

不是癌症末期，為什麼他會住到安寧病房？」

．專題論述／安寧療護．近期活動報導

淨行上人
開示錄 「佛教倫理」專輯 第六課 佛教的倫理觀念（二）夫婦倫理 之4   ■ 釋淨行

「敬順」；「中阿含經」卷卅三：「

重愛敬夫」

②溫言軟語、辭氣平和。（「長阿含

經」卷十一：「和言」；「善生子

經」：「辭氣和」、「言語順」）

③常常讚美丈夫。（「中阿含經」卷卅

三：「見來讚善」）

④丈夫責罵，不作色、不生氣亦不回

罵。（「六方禮經」：「罵言不得還

罵作色」）

(3)治理家務方面

①家務以丈夫意見為主，令其對家中狀

況充份瞭解。（「六方禮經」：「當

用夫教誡，所有什物不得藏匿」）

②凡事必先同丈夫商量。（「長阿含

經」卷十一：「先意承旨」；「善生

子經」：「受付審」）

③處理家務井井有條。（「善生子經」

生子經〕 ：「供養夫」；「中阿含

經」卷卅三：「重供養夫」）

⑤悉心管理家中人事。（「中阿含經」

卷卅三：「善攝眷屬」）

⑥烹製清潔美味的食品。（「善生子

經」：「潔飲食」；「中阿含經」卷

卅三：「施設淨美豐饒飲食」）

⑦被床鋪妥，待丈夫就寢。（「中阿含

經」卷卅三：「敷設床待」）

⑧丈夫睡後，自己再檢查家中大小什物

畢，方休息。（「六方禮經」：「夫

休息，善藏乃得臥」）

⑨晚睡早起。（「善生子經」：「晨

起」、「夜息」）

(5)宗教生活方面

常行布施，供養宗教師，替家庭增

造福業。（「善生子經」：「念布施」

；「中阿含經」卷卅三：「供養沙門梵

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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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版面有限，未能刊載功德錄下期待續

103年7月功德錄

甲、前言

乙、本論

一、男女的結合

二、夫婦之道

三、佛典中有關夫婦倫理之具體提示

（一）夫對於婦

（二）婦對於夫

1.為人婦的原則

2.生活上的細節
在「長阿含經」卷十一及「尸迦

羅越六方禮經」、「善生子經」及「中

阿含經」卷卅三中，妻子對待丈夫應有

的具體表現，詳述備至，多涉及生活細

節，綜合而言，可概括為以下幾項重

點：

(1)心態方面

①愛戀丈夫，不起他念。（「六方禮

經」：「不得婬心於外夫」；「中阿

含經」卷卅三：「善念其夫」）

②對丈夫誠實無欺。（「中阿含經」卷

卅三：「言以誠實」）

③事事學習，充實自己。（「善生子

經」：「事必學」）

(2)言行方面

①尊敬順從。（「長阿含經」卷十一：

近
期
活
動

翦

影

：「善作為」、「善為成」、「正几

席」；「中阿含經」卷卅三：「攝持

作業」）

④丈夫出門，應整潔內外，備好飯菜，

待其歸來。（「六方禮經」：「夫出

不在，當炊蒸掃除待之」）

(4)生活起居方面
①日常維持門庭清靜，閒雜人等概不往

來。（「善生子經」：「闔門待君

子」；「中阿含經」卷卅三：「不禁

制門」）

②先丈夫從座起，後丈夫而入座。（「

長阿含經」卷十一：「先起」、「後

坐」）

③丈夫回家，當迎接問候。（「六方禮

經」：「夫外來，當起迎之」；「善

生子經〕 ：「君子歸問訊」）

④照顧丈夫生活起居一切需用。（「善

民國103年5月，台灣五百多家醫院，只有50家
醫院有安寧病房，總床數717床，71家醫院有安寧
居家療護服務，85家醫院有安寧共同照護服務。有
安寧病房的醫院只佔全國約十分之一，難道末期病

人只能住那十分之一嗎？台灣呼吸照護病床超過七

千床，我們將來被插管接著呼吸器死掉的機率，會

是住進安寧病房的十倍以上。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適用對象

民國89年6月通過「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一
條：「為尊重不可治癒末期病人之醫療意願及保障

其權益，特制訂本條例。」102年1月最新條文把「
不可治癒」這四個字刪除，因為第三條有定義末期

病人。其實這個法律應該叫「末期病人醫療意願保

障條例」，是給末期病人可以決定醫療意願，而我

們必須保障他權益的法律。

可是因為叫「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我這十多

年來在各大醫院演講，大部份醫護人員都覺得：安

寧病房的人懂就好了，聽起來像是「安寧病房專用

條例」。錯！所有人將來總有一天會到末期。這個

條例的對象不是只有癌症末期，場所不是只限於安

寧病房。後來，我發現真正名稱應該是「總有一天

等到你」條例。

西元1973年，美國有「病人權利法案」，1976
年加州最先通過「自然死法案」，還有「生預囑

（Living Will）」，1983年美國通過「預立醫囑代
理人」。遺囑是死後才生效，針對死前決定要接受

什麼樣的醫療處置，叫「生預囑」。各位將來要不

要急救，千萬不要寫在遺囑裡面，要寫下「預立意

願書」才有法律效力。

從美國法律發展來看台灣，台灣的法律在美國

之後，因此「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把這三項合併，

裡面有「自然死法案」、「生預囑」和「預立醫囑

代理人」。美國在1993年總統跟夫人立了生預囑，
估計在1995年大約有兩成以上的美國人有生預囑或
醫療代理人。

一定要以心肺復甦術為末期病人送終嗎？

「心肺復甦術（CPR）」俗稱「急救」，心肺
復甦術的目的是：「解救因急症或外傷而垂死的病

人，使他在身體大部份功能未破壞的情形下能有機

會治癒與復原。」「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尊重末期

病人之醫療意願，請注意它只適用末期病人。

在我的標準裡面，有兩類不適用安寧緩和醫

療條例：第一類，我叫做「邵曉玲」，就是車禍意

外。身體大部份功能沒有破壞，也許還有機會救回

來，像邵曉玲這麼幸運。就算他簽不急救，我們還

是得搶救。第二類，我叫它「廖風德」，當年預定

當內政部長來不及就職，去爬山就死掉，也許是腦

中風或心臟病，不算末期病人還是得救。

    什麼情況就不要再急救（心肺復甦術）而
考慮自然死？第一是高齡者自然往生，像蔣宋美齡

活到一百零幾歲、王永慶九十幾歲，在美國就不要

救了。王永慶如果在台灣，可能就會被「插管、電

擊、接呼吸器、進加護病房」，安寧界叫做「死亡

套餐」。第二是末期癌症病人，身體大部份器官組

織都已轉移，整組都壞無法更換就順其自然。

第三叫「多重器官系統衰竭」，現在個別器官

衰竭：肝衰竭、心衰竭、呼吸衰竭、腎衰竭，都考

慮自然死。第四是其他目前醫療無法治癒的疾病，

醫學會進步，所謂末期病人，將來可能有部份變成

可治療，定義沒有那麼嚴格，看當時醫療水準。現

在醫療無法治癒的，如：愛滋病、失智症、漸凍人

到末期等。台灣一年死亡十五萬人以上，其中十萬

到十二萬人死於末期疾病無法治癒，考慮不要再插

管、電擊、接呼吸器，不要再折磨他。

有人擔心簽署不急救後，醫護人員可能會見死

不救，其實現在是「見死亂救」才會被告。倒是我

有學員說：「我以為簽了不急救的預立意願書，就

安寧療護與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專題論述

安寧療護 ■ 許禮安

﹝禪林建設﹞
15,238元 靈山禪林寺

5,000元 張登金

2,000元 蔡欽終

1,000元
楊明貴、呂忠信、
冷新銘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黃妍熙

﹝禪林建設-藏經樓﹞
60,000元 陳惠玲

50,000元 盧永倫、賴張網

1,000元

呂 信 雄 、 潘 陳 錦
秀、陳遠明、(故)
韓 陳 照 秀 、 梁 實
村、梁彭錦雲、黃
麗容、陳昭惠

200元 陳昶宇、吳榮娟

﹝護法﹞
3,000元 魯緒惠、黃素蓉

1,800元 林進籃、林吳阿素

500元 黃素慎

400元 呂國章、呂藍金枝

200元
陳燕美、黃俊凱、
黃彥智、黃祺雯

﹝弘法教育-月刊﹞
1,000元 石國財

600元 謝禎燕

500元
蔡欽終、郭瑞年、
生家筠

300元 黃進忠

﹝供養上人﹞
1,600元 黃貞祥

750元 【吳阿蝦、劉惠美

200元 張秉筑

﹝供養常住﹞
5,000元 黃貞祥

1,000元 洪可應

﹝供養三寶﹞
1,000元 謝燕珠

﹝救濟﹞
2,000元 蔡欽終

200元 賴秋龍

﹝放生﹞
3,000元 呂雲

﹝譯經﹞
80,000元 陳惠玲

75,000元 朱明緯

60,000元 黃麗雲

17,400元 張文菘

15,000元 朱法蓉

10,000元 釋禪舟

7,500元 陳思誠

5,000元 周淑真王傳樹閤家

4,000元 黃素蓉

2,500元 郝政道

2,000元
段鐘彰(哈哈)、沈
榮欣、賴柏嘉

1,000元
黃彥智、黃祺雯、
黃胤中、黃素娥

500元
陳信綸、【小白、
小黃、熊熊】、楊
碧惠

400元 賴蓓瑩、彭品瑄

300元
鄭立專、林歆惠、
范昌健

200元
陳燕美、黃俊凱、
李桂蜜、王黃鳳、
周李寶玉、賴秋龍

100元

陳昶宇、吳榮娟、
林世偉、許麗霜、
林品儒、林庭瑜、
蔡博任、陳聰明、
林阿抱、柯茂全、
林素珍、許雪、李
榮森、李偉翔、李
冠廷、李宜馨、許
來傳、許卓碧雲、
王馨苹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黃妍熙

﹝譯經-台中講堂﹞
40,000元 釋通力

500元 黃莉雅

﹝其他專款-尼伯爾鐘鼓﹞
3,000元 陳楷捷

1,560元 三寶弟子

﹝隨喜﹞

500元
丁權福、楊衍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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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元 蔡欽終

﹝隨喜-禪林男眾漢白玉觀音像﹞
15,000元 董適

10,000元

三寶弟子、游祥梓
朱秀英、游晉懿、
游雙瑜、陳純英、
劉連火、劉家龍、
陳惠玲、馬紹章、
朱明緯、陳思誠

9,000元 賴張網

7,900元 王美惠

6,000元 林大介

5,000元

(故)黃衍成、黃素
蓉、Andre Shie、【
蕭宇鍾、蕭郁潔】
、屈雄、余翠娣、
屈宜潔、屈大翔

4,000元
蔡新鑫、蔡宜勳、
葉慶豐

3,200元
【 李 明 娥 、 李 廣
民、李秉勳、李丞
恩、薛淑蓉】

3,000元
吳麗莉、陳思涵、
蔡宜潔、葉沐恩、
葉沐軒、葉沐澄

2,000元

呂雲、梁潔冰、藍
龍波、劉惠美、藍
瑞賢、吳阿蝦、李
佩玲、賴毅庭、張
文菘、劉琇如、張
兆辰、黃明田、施
秀英、黃建銘、吳
淑群

1,000元

劉長輔、徐慧德、
呂玉茹、呂信雄、
呂詹好、洪可應、
莊訓德、李豪哲、
盧文雄、李秀卿、
盧立倢、盧立庭、
李佩蓉、呂彥誼、

2014 靈山文教基金會青少年和
兒童4Q夏令營紀實 之一

（下接第四版）

可以保證不會被插管，沒想到還是有可能被插管，

那我該怎麼辦才好？」我半開玩笑說：「那只有最

後一個方法，就是：千萬不要被送到醫院去！」

不急救或要拔管都不是放棄積極治療！

一開始不插管，不要動手做急救，跟插管後再

拔掉，專家學者認為在倫理上是一樣的，可是心理

上感受不一樣。一開始決定不插管就順其自然，大

家比較能接受，可是插管後再拔掉，拔管的人覺得

自己好像是兇手，我幫他拔掉以後他會死，好像他

是因我拔管才死，不知道這樣的病人沒拔管照樣會

死。

「撤除維生設備」對醫護人員跟家屬在心理上

比較難接受。對家屬而言，簽了拔管會不會被認定

我是有所貪圖，例如：要趕快分遺產。社會觀念不

能接受，有很強烈的心理障礙，可是其實這是讓病

程自然進行的做法。美國很多機構就已經連試著做

急救都不要做。

 對「不予心肺復甦術」就是「不要再急救」
，社會大眾和醫護人員有些誤解。第一個，覺得急

救聽起來總是有機會，如果不做就沒有機會，覺得

我簽了好像就等於把我的親人賣掉，所以家屬常常

簽不下去「不急救同意書」。

過去叫「放棄急救」是錯誤的說詞和認知，家

屬聽到的感受好像本來還可以救，是我放棄了。舞

台劇大師李國修死的時候，新聞標題寫「放棄積極

治療」，好像說：他會死是因為他自己放棄的。其

實不放棄，就等於把他折磨到死為止，當我們講放

棄急救，很多家屬有心理障礙就簽不下去，現在要

說「拒絕無效醫療」。

很多醫護人員有誤解：「反正他都簽了不急

救，那我就什麼都不要做了。」錯！「不急救同意

書」是只有不做「心肺復甦術」的動作，並沒有說

其他的醫療護理處置都不要做。簽不急救是請你不

要做心肺復甦術而已，如果你什麼都不要做，那病

人幹嘛繼續住院呢？

我去高醫加護病房對護理人員講課說：「你

白班只有照顧兩個病人，甲病人要搶救到底，乙病

人已經簽不急救，而你認為不急救表示什麼都不用

做，請問薪水可不可以減一半？」她們很聰明：「

當然不行。」我說：「那就對了，簽不急救不代表

你什麼都不用做。」

其實簽不急救以後，才是真正照顧的開始。

你要搶救到底，醫護人員大半時間在照顧機器、儀

器。機器響了，我才去看是不是有問題；病人被機

器包圍，你幾乎看不到病人的臉色。一旦決定不要

再急救，把管路想辦法撤掉、把機器移走，第一眼

看到的才會是病人。

醫師法和醫療法都沒規定要非救到底不可！

末期病人不急救不是不去救他，而是基本上救

不回來，做急救不代表他會回復到健康的狀態。例

如：癌症末期病人全身器官都已經轉移，你就算做

急救，他不會恢復健康，照樣是個末期病人，並沒

有改變他原本的狀態。

沒有「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之前，醫師的醫療

行為要遵守「醫師法」和「醫療法」，護理人員則

按照「護理人員法」。過去對這條文解釋錯誤，「

醫師法」第21條：「醫師對於危急之病人，應即依
其專業能力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不得無故拖

延。」很多人以為：所有危急的病人，都要趕快搶

救，做心肺復甦術，而且不得無故拖延。

「末期病人」算不算危急？會不會原來好好

的突然變成末期？通常是慢慢惡化的，所以不算危

急。假如末期病人算危急，「應即依其專業能力

予以救治或採取必要措施」，「或」是二選一，定

義上沒辦法救命跟治病才是「末期病人」，醫師的

專業能力不可能「予以救治」，就要「採取必要措

】

■撰稿/林淑瑜 ■攝影/鄭景文、陳惠美、林真伊、孫韶慧、陳秀月、簡芬君、張碧珠

播下善種子從4Q出發
自2 0 1 0年開始，靈山文教基金會

今年接續舉辦第五屆青少年和兒童4Q
夏令營的活動，從身體 ( PQ / Physical 
Intelligence )、智力 ( IQ / Mental 
Intelligence)、情感 ( EQ / Emotional 
Intelligence ) 和精神 ( SQ / Spiritual 
Intelligence ) 等四大領域出發，讓孩子
們從一連串生命教育的課題中，培養良

善的品格與正確的價值觀，學習尊重生

命、感恩惜福和健康樂活，在孩子們心

靈裡播下良善的種子

青少年4Q快樂成長營
首先登場的是，7月19日到20日在台

北靈山講堂舉辦的「青少年4Q快樂成長
營」。

第一天的活動在徐鳳美老師帶領的

「相見歡」中揭開序幕，以雞蛋、紙

張、膠帶、塑膠袋等簡單的道具來帶動

遊戲，讓青少年透過活動，彼此快速認

識，了解「團隊合作」的意義，開始投

入營隊的學習，給自己成長的機會。

青少年正值自我探索、個性培養與

群性發展的階段，需要適時的引導，才

能使身心健全發展。在營隊活動中，清

根法師以說故事的方式，引領青少年認

識上淨下行老和尚，並以老和尚的身教

為例，說明知福、惜福、造福的方法，

奠定做人處事的重要基礎。

張文菘居士則是講解身心健康的基

本原則，鼓勵青少年養成不殺生、勤運

動、良好的飲食習慣和生活作息，並且

親自示範氣功的動作，讓大家掌握鍛鍊

身心健康的功夫。

陳銀蓮老師從體驗遊戲中，帶領青

少年認識自己的長處，欣賞別人的優

點，尊重每個人的不同，了解合群包容

的真諦。黃淑惠老師則是指導青少年「

觀察」生活中的事物，運用「加減乘除

變換反玩」等創意方法，解決生活中面

臨的各項問題，讓「創意帶來改變，行

動帶來力量。」

在第二天的活動中，蔡興正老師

帶來寓教於樂的「桌遊」，讓青少年

多接觸一種健康的休閒活動，從中

學習獨立思考和團隊合作。魏怡珍
老師則是帶領青少年認識「禪繞
畫」，運用簡單的繪畫元素製作
獨具風格的書籤，從創作過程中
練習專注，培養藝術內涵。許彥
豪老師以現金流遊戲帶領大家，
了解做事未雨綢繆的重要性，認
識正確的金錢觀。最後，張玉蘭
老師鼓勵青少年養成讚美的好習
慣，讓自己和別人都可以從讚美
中獲得力量。

兒童4Q快樂夏令營
接著，在7月26日和27日登場的是「兒

童4Q快樂夏令營」，不同於青少年營的著
重於思考和實用的活動設計導向，兒童營

則是以遊戲和實作為活動設計主軸，讓小

朋友玩得開心、玩得有意義，從遊戲中「

體會」生命教育的內涵。

因此，除了「學佛行儀」、「禪坐氣

功」、「舞動快樂暑假」、「禪繞風手作

書籤」等課程之外，謝建勝老師在相見歡

中，帶領小朋友做十巧手，讓小朋友從中

每個青少年和小朋友可能都是我們最好的老師，他們在每一屆夏令營中發生的許多感
人小故事，就是讓夏令營不斷前進的動力。今年透過老師的介紹來參加青少年營的毓紓，
在營隊結束隔週就來兒童營幫忙，扮演稱職的助教角色，認真的態度不亞於任何一位大
人，以實際行動感恩回饋，不就是菩薩「大無畏」精神的體現嗎？兒童營的政煒，聽到清
根法師說非洲還有許多小朋友沒有飯吃之後，在功德箱前猶豫了許久，最後仍然把自己成
績優異獲得的一百元捐獻出去，具有這樣強大的慈悲心量，不就是最好的老師嗎？
每年的夏令營動員的志工人員，都超過學員人數，但是大家仍然樂此不疲的投入活

動，只為了讓這些美麗的小故事，成為孩子心中一顆良善的種子，化作生命成長的養分。
感謝法師的慈悲和靈山文教基金會的護持，讓青少年和兒童有免費的學習機會；感謝營隊
長、講師、小隊輔、志工人員願意捨棄假日休息時間，擔任無給職的志工；感謝家長的信
賴和孩子的參與，成就此殊勝因緣；感謝諸佛菩薩的加持，讓活動順利圓滿的結束，成就
「殊勝因緣」。

清根法師和張文菘居士指導孩子學佛行
儀和氣功等身心修養功夫

學習專注與互助，建立團隊默契和學習秩

序。

每個人隨時都有機會向別人做自我介

紹，黃淑惠老師指導小朋友如何做適當的

自我介紹，還運用團隊競賽的方式，讓大

家從遊戲中發現更多「數量詞」，豐富自

己的說話的語彙。曾經罹患癌症的趙祺翔

老師，則是分享自己從繪畫找到生命力的

故事，鼓勵小朋友愛惜生命，享受繪畫的

樂趣，用繪畫表達對自己最愛的人的感

謝。陳良光老師以「合氣道防身術」，教

導大家基本的脫逃技術，學習如何保護自

己，以備不時之需。林于薰老師帶來許多

可愛的氣球，帶領小朋友創作寶劍、小白

兔、小魚等造型，體驗「氣球好好玩」的

樂趣，為活動劃下圓滿的句點。

夏令營豐富精采的課程內容，讓小朋友
在炎炎夏日中，擁有快樂的學習之旅

感恩香積組志工在高溫下辛苦一整天，為大家準
備香噴噴的飯菜，美味可口又營養

上：孩子們透過繪畫表達感恩和祝福，啟動人
　　與人之間善性的循環
左：夏令營豐富精采的課程內容，讓小朋友在
　　炎炎夏日中，擁有快樂的學習之旅

本文作者林淑瑜，係中國文化大學勞
工關係系畢業，目前任職於私人企
業，專長人力資源、活動企劃等，本
次夏令營由其擔任總策劃，協同志工
夥伴、講師群規劃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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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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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師消災祈
福超薦大法
會

2014.10.19(日)
～2014.10.25(六)

台北
講堂

003
禪坐健身班 
第297期開
課

2014.11.6(四)
晚上07:00至 
09:00

台北
講堂

禪坐及靈山氣功

正念，在網路3C時代
297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靈山禪林寺藏經樓興建資金勸募  啟事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3年10月～11月）
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四念處
專欄

憑著六分努力，和四分運氣，嘉禾應徵進了這家

企管公司。他告訴自己：「這次絕對不能再重蹈覆轍

了！」 
上班第一天，如同往常，他一早眼睛睜開，就

拿起床頭的手機，先看了時間，「7:15，還有一點
時間」，然後他看到Facebook、LINE、WeChat、和
What's app都有新訊息提示，「哇，加起來半夜竟然也
有238則簡訊」，他不加思索地用大拇指滑動頁面。

「喔！千頤變成『交往狀態』了，到底她的第12
任新男朋友會是誰呢？是那個按三餐幫她接送的同事

嗎？還是她常去那家夜店的DJ？還是走在路上碰到老
外…」嘉禾心裡想著。

「SHIT！」嘉禾突然大罵，「已經8:20，來不及
了，早餐還沒吃，叫計程車到公司好了！」

當嘉禾的卡終於貼到公司感應器的那一刻，剛好

是9:00整。「好險！」
他望著桌上一疊新的企劃案，不禁皺了眉頭，「

真煩，看一下新聞好了。畢竟做企管的人，不看新聞

不行啊！」

兩個小時後，嘉禾在淘寶網買了一套海賊王DVD
並且結帳完畢。

到了晚上七點，他發現進度還遠遠落後，就把

工作帶回租屋處弄。晚上九點洗完澡，他坐到電腦前

面，準備要開始趕工，他想：「實在有點睏，要不然

玩一下『神魔之塔』，刺激一下腦部好了。」

當他把手機放下，已經是半夜一點了。嘉禾心

中一陣懊悔，想到：「這次，不該也像上個工作一樣

吧…」

本文作者張立人，為欣漾自然醫學診所院長，兼任台大

醫學系講師暨台大兒童醫院主治醫師，亦為《張老師月

刊》專欄作家，專長心理治療與自然醫學，著有《生

活，依然美好：24個正向思考的秘訣》、《上網不上

癮》、《25個心靈處方》、《如何用詩塗抹傷口？》，

合譯《醫生，我有可能不吃藥嗎？》等書。

原來，嘉禾之前在一家知名企管公司工作兩個

月，卻因為自己一再分心，沒有完成老闆交代的案

子，雖然老闆好心原諒他幾次，最後不得不解雇他。

在過去，上班族發現自己一直被分心，沒辦法

完成工作時，可能會選擇到圖書館、咖啡廳、甚至出

國，強迫自己專心；然而，現在只要透過手機、平板

或筆電，立即就連上網路，不管你在哪裡都能夠分

心。曾經有主管發現，自己雖然躺在夏威夷的海灘上

吹著海風，右手卻還在滑手機，處理即時訊息和工作

信件，他自嘲：「我到底來夏威夷幹嘛？」

網路就像小叮噹口袋裡的時光機，讓上班族暫時

逃離，舒緩工作壓力，但不少人發現，自己忘了要搭

乘時光機回來。

網路科技是人類知識史上的重大革命，上一次可

能是古騰堡發明印刷術，再上一次也許是蔡倫造紙。

你我身處在這大時代中，享受著網路帶來的樂趣與效

率的同時，也發現時間被網路吞食中。網路有其「跳

脫性」，超連結讓我們的注意力無限拓展，忘記了時

間的存在。網頁公司處處安插置入性行銷，甚至如

Google、Youtube等網站一邊收集個人資訊，一邊為
當事者量身打造商業廣告，更增加了分心的可能性。

你原本只是看網路新聞，最後卻在淘寶網結帳，恐怕

是你一開始沒料到的。

不止是分心的問題，也有業務抱怨因智慧型手

機，而讓自己忙碌不堪：「現在客戶什麼東西都馬上

就要，所以我一下子要回LINE的訊息，一下子回電子
郵件，有些客戶習慣用Facebook，還有些客戶一定要
電話通知才行…為什麼要把自己搞得這麼累？」

 在網路時代，客戶要求快速滿足需求，同時間，
提供服務的上班族速度，只能變得急忙。上班族自己

也是客戶，客戶也可能是上班族。兩方都要求快速滿

足，大家也都變得更加忙碌，網路可說是世界的加速

器，因此，不論是身體或心靈，愈來愈難以休息，更

讓人想要分心，想要更多的短暫的休息，而讓拖延變

得更嚴重。

3C世代的人們，如何能擺脫分心、忙碌、拖延、
甚至過勞的命運呢？

正念(mindfulness)，是一帖對症的良方。透過正
念，持續地專注，與當下體驗培養親密感，能夠讓你

我安住在當下，珍惜現前生命經驗，不再盲目地往前

衝（奔向死亡？），或者，想盡辦法逃離當下。

你開始能夠和自己親密相處，開始專心吃一個便

當，在行走時保持從容，在工作中物我交融。你能夠

用敏銳的感官覺察世界的美好，在大自然的懷抱中得

到身心的滋養。

你不再偷瞄網路裡隨時向你招手的享樂慾望，因

為你知道你所想要的，並不是你所需要的。

當你在正念的國度，回首過往3C生活，也許會發
現——3C是一面魔鏡，誘惑著你每天問她：「魔鏡，
魔鏡，世界上最美麗的女人是誰？」

「當然是妳啊，我的主人。」

這句話，曾經是你最喜歡聽的呢！

．專題論述／「正念」學習在臺灣的發展

■ 張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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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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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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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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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3年10月～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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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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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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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在3C網路時代

本文作者李燕蕙老師，係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副教

授，南華正念中心主任，德國弗萊堡大學哲學博

士。曾擔任德國斯圖嘉特莫雷諾中心心理劇導演，

德國 MBSR Institute Freiburg MBSR教師及英國牛津正

念中心 OMC MBCT 專業訓練。如對於西方「正念」

學習有興趣，可上南華正念中心網站：http://www.

nmc.tw

靈山禪林寺藏經樓  興建資金勸募  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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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亂世界靜心法 : 正念療法在台灣
專題論述

「正念」學習
在臺灣的發展

■ 李燕蕙

正念療法，是融合東方禪修與西方身心醫療理念

創生的非宗教性〈健心法〉，它似充滿創造力的東西

方精神混血兒，至今已三十幾年，以具備現代生活與

社群適應的彈性，普遍流行於歐美澳洲，近幾年來，

亞洲地區的學習者也逐漸增多。正念療法包含1979年
美國卡巴金博士創建的正念減壓(MBSR Mindf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與2002年Segal, Williams, 
Teasdale等三位教授共同發展的正念認知治療(MBCT 
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大量實徵研究
發現，學習正念課程普遍能提升自我關照能力，增長

專注力、生命韌性、慈悲心與幸福感，培育壓力調

適、情緒管理與人際溝通能力，是促發靈性成長的良

方。MBSR與MBCT的課程架構相近，標準版都是八
週課程，每週上課一次，約2-3小時，加上第六七週
之間一天的密集練習，在這八週之間，學習者每天須

練習所學，可能的話，也進行心得記錄，內化於日常

生活中。目前在西方已普遍應用在身心醫療、健康照

護、各級教育、運動、企業、監獄教化等領域，課程

經過主題化再建構之後，發展許多特殊正念方法，

例如：正念戒酒(MBRP, Mindfulness-Based Relapse 
Prevention for Binge Drinking)、正念癌症病人藝術治
療(MBAT, Mindfulness-Based Art Therapy for Cancer 
Patients)、正念飲食訓練 (MB-EAT, Mindfulness-Based 
Eating Awareness Training,) 、正念創傷治療 (MBTT, 
Mindfulness-Based Trauma Therapy)、正念老人照護
(MBEC, Mindfulness-Based Elder Care)、正念健身訓
練(MMFT, Mindfulness-Based Mind Fitness Training)、
正念教育(Mindfulness Education)等。美國正念研究指
南網站Mindfulness Research Guide公告的研究資料顯
示，1980-2000年之間每年正念論文數量不超過20篇，
前二十年可說緩慢發展，2006年後直線上升，2013年
共有549篇，顯現正念近年來在西方發展的盛況。

2011年到2014年可說是正念療法在台灣發展的第
一階段，在此之前，台灣心理醫療教育學界知道這方

法的人寥寥無幾，正念療法的課程與學術研究也很零

星。隨著2012年〈南華正念中心〉邀請正念認知治療
(MBCT)創建者之一的威廉斯教授(Prof. Mark Williams)
來臺帶領工作坊，2013年繼續邀請牛津大學正念中
心(Oxford Mindfulness Centre)兩位資深教師來臺進行
MBCT種子教師培訓，正念認知治療的種子也灑遍全
台身心醫療教育學界。2014年11月正念減壓創建者卡
巴金博士(Dr.Jon Kabat-Zinn)即將來臺授課，主辦機構
張老師基金會的活動公告上網還不到兩週，工作坊報

名立即額滿，這也清楚呈現台灣目前熱衷學習正念療

法的情況。隨著在美國學習正念減壓的陳德中老師成

立〈台灣正念工坊〉，溫宗堃老師籌立〈台灣正念發

展協會〉等，正念減壓的課程也逐漸普遍化。

這幾年中，敝人在德國與英國接受正念療法的

專業訓練，有幸參與正念療法傳入台灣的發展歷程。

其實，對正念療法的興趣，與個人學佛的背景息息相

關，大學時期就讀輔仁大學，積極參加大千佛學社的

許多禪修活動，在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的碩士論文是

以〈天台宗智者大師的實相論〉為主題，後來因對海

德格哲學發生很大興趣，就到德國研究海德格哲學。

在德國留學期間，也開始接受心理劇的團體心理專業

訓練，回國任教後除了哲學，也教授心理相關課程，

從事諮商實務工作。從事心理實務歷程中，我始終感

覺諮商與佛法是可以結合的，只是不確定要如何結合

兩者。因此，知道西方已融合兩者發展出正念療法之

時，就像發現知音一樣，很快就決定到西方學習這方

法。

2010年到德國弗萊堡學習正念減壓，於2012年成
為德國正念減壓教師，同時也到牛津正念中心接受正

念認知治療(MBCT)專業訓練，2011年在南華大學成
立南華正念中心後，即邀請威廉斯教授等人來臺進行

兩次的MBCT種子教師專訓。此外，自2011年至2014
年在台灣帶領各類正念工作坊大約100場次，邀請授
課單位醫護與教育輔導機構約佔80％，課程學員約80
％是專業助人者或教育工作者。最核心的課程是〈正

念療法與助人專業〉六日密集工作坊，這是以助人專

業(心理師、社工師、醫師、護理師、教師、宗教師、
志工、研究生與任何對靈性成長有興趣者)為主要對象
的正念自我經驗課程，至2014年暑假為止，已開設23
場次，完成課程者超過六百人。完成這課程者，有許

多人繼續參加牛津正念中心的MBCT種子教師培訓。
可以說，這三年來我最主要的正念推廣，就是透過這

23場次課程，學員練習正念與內化之後，除有益於自

己的生活與靈性成長，也擴展影響身邊的人，無論是

私領域或職場領域的服務對象。因此，下面就談談這

密集課程的內容與學員的學習心得與回饋。

〈正念療法與助人專業〉六日密集工作坊的內

容，以正念減壓(MBSR)為主結構，正念認知(MBCT)
為副結構，由於個人心理劇的訓練背景，授課方法融

入許多創造力元素。

課程內容如下表：

日 上午 下午

1

A 正念療法介紹
B探索壓力經驗
C正念傾聽
D正念團體理念

A 一分鐘禪
B葡萄乾練習
C身體掃描
D正念鈴聲

2

A專注呼吸
B愉悅紀錄 
C光的祝福
D五指感恩

A行禪
B生活禪
C慈心禪
D專注力互動遊戲 

3

A正念瑜珈 
B不愉快紀錄
C三分鐘呼吸空間
D 觀想法與情緒

A辨識自動化想法
B 探索自我關係
C 想法不等於事實
D 觀聲音與念頭

4
A 破除舊習活動
B 正念瑜珈
C艱辛禪

A四種合氣道
B困難人際關係
C正念人際關係

5 止語密集禪修 止語密集禪修

6
A典型的一天
B自我照顧清單
C編織自己的降落傘

A 正念團體後續
B 專業應用探討
C正念旅程

課程教學重點與發展歷程，基本上，前三天著

重基本功法的練習，例如：身體掃描、專注呼吸、行

禪、食禪與生活禪，著重培育專注力、覺察力與團體

創造力。在團體工作的面向，透過正念、真誠的精

神，自然發展友善開放信任的團體關係。在課程的後

三天，逐漸進入正念的深層方法：靜坐、慈心禪、艱

辛禪與正念認知的系列方法(深入覺察身體、情緒、想
法、行為與情境的關係)，培育對己對人對世界的慈悲
心與寬廣視域，內觀身心靈的運作模式，也透過探索

生命與人際的艱辛議題，發展生命韌性，整合生活的

多元面相。在課程最後一天，統整課程所學，預備返

回現實生活的實踐步驟。課程結束後，學員回家後持

續練習十週，並進行正念練習記錄，十週後繳交練習

紀錄，才算課程的結業。

正念課程目標可從三層次理解：第一層次是與

〈人〉的連結，與自己身心靈發展親密關係，也學習

正念面對多元複雜的人際關係。第二層次是與〈地〉

的連結，所謂的地，不只是實質的大地，更是自己當

下所在之處，與此時生命課題的開放相逢，無論是順

境或逆境，欣賞當下的美好，也學習面對艱辛的生命

課題。第三層次是與〈天〉的連結，〈天〉意謂我們

生存的大自然，與源源不絕的自然生命力，生生不息

的宇宙共命體，自己的小生命與大我生命共同體的連

結。透過這三層次的連結，學習正念體驗生活。正念

過生活，不只是散開的正念練習，而是睿智全觀的生

活，在各種社會框架與文化政治環境中，學習如何減

低耗能的僵化與衝突，發揮自己最大的潛能與創造

力，實現生命的意義與願景，正念生活，不只是活在

當下，更是自覺與天地人整體的豐盈連結。

基本上，正念學習是從具體項目之〈術〉到發展

自覺生活態度之〈道〉的轉化歷程。練習項目可簡易

分為四大類：基本功法、平時與迷你靜心練習、面對

艱辛的練習與內觀心理運作模式的練習。

1、基本功法：主要是身體掃描與專注呼吸。2
、平時與迷你練習：如食禪、行禪、生活禪、正念鈴

聲、三分鐘呼吸空間、正念覺察等。3、艱辛面向的
練習：主要是不愉快紀錄、艱辛禪與困難人際關係

等。4、內觀心的運作：涵蓋較廣，對身體、覺受、
想法、行為與情境的覺察，自我探索的面向都屬此範

圍，MBCT在這部份較深入且具結構性。除這四類練
習外，初學者之心、平等心與慈心等融入所有練習的

基本態度。

下面選擇幾則學員的回饋，呈現學習者的學習體

驗與收穫。下面是參加2013年暑期密集六日工作坊的
學員，在課後回饋單，談到他們印象最深刻的1-3個學
習經驗的一些片段。因篇幅所限，只選出一小部份

一、專注呼吸：
1)專注呼吸：真正感受與自己的身體同在.
2)學會利用呼吸靜下心，活在當下。
3)確認自己處於此時此刻，做自我覺察。

二、行禪：
1)平常走路頭腦會一直想東想西，在行禪練習時可以
專注在腳、身體上，心也在自己身上感覺很好。

2)行禪：當手碰觸到窗簾時，心裡突然冒出“我到
了＂的聲音，同時感覺身體有能量衝至頭頂，當下

愣了一下，感覺到自己內心的激動，原來“到了＂

這麼簡單也這麼容易，而在當下的那一刻，真的沒

有過去也沒有未來，身心一致時所感受到當下原來

這麼有力量。

3)行禪，事急心不急，腳快心不亂。

三、艱辛禪：
1)在過去4~5個月來，生活中得到的盡是負向能量，
這六日課程，給了我全新的停留，並有勇氣進入下

一個旅程，似重生的力量。也同時覺察自己的限制

及力量，相信自己一定做得到：改變舊生活。

四、正念人際關係：
1)正念人際關係：say NO 的遊戲，令我看到自己仍會
逃避的模式，透過練習、釐清與討論，使我有準備

好，知道今後要如何因應了。

2)正念人際關係：抗拒讓自己更累，逃避讓自己不
安，但要和解則需先修煉好自己的心性，不要落入

是非對錯的批判。

3)正念人際關係：重新省思如何與人溫和溝通化解衝
突。

五、整體課程的體驗與收穫：
1)探索、覺察、觀看，接受之後，情緒的確會比較和
緩，較容易穩定平靜堅強。

2)這是一個學習自主、自我決定、自我選擇，同時又
安適平靜的狀態。

3)當我能在當下對我的經驗開放，世界就會向我展現
它的豐富與神奇！

4)找到很多方法照顧好自己，讓自己更有力量，照顧
周遭的人。

5)學習和自己與他人建立親密關係。
6)學習能較自在的面對生活中的艱辛
7)通過正念感受到生活的豐盛，生命的完整。
8)自我探索，自我覺察，心境調整，找回生命的動
力。

這課程的學員約80％是助人工作者，大多數職場
生活屬於長期高壓性質的工作，許多學員課中與課後

回饋，正念練習不只對他們自己有很大助益，也帶給

他們的親友與服務對象許多正向的影響改變。某些原

來就學習佛法的學員回饋，學習正念課程，讓他們銜

接了自己在特定道場的禪修生活與現實生活，每天

可以很踏實的安住於正在進行的事，與原來的學佛方

向，有相輔相成之效用。

在充滿各類競爭壓力、文化環境混亂脫序與資訊

爆炸的狂亂現代社會生活，如何睿智面對現實生活的

種種挑戰，是正念課程的學習目標。卡巴金說：「學

習正念的目標，不是要達到甚麼奇特的境地，而是在

當下所在之處，完整真實的存在。」，這與禪宗〈挑

水擔柴，無非妙道〉，與大乘佛法人間佛教〈成佛在

人間〉之理念，不謀而合。雖然正念療法是一種非宗

教性的〈健心法〉，但這樣的健心法，不是新時代身

心靈治療市場流行的短期實用商品。學習正念，猶如

在心靈深處持續灌溉一株生命之樹，往地底深深紮

根，往天空開展枝葉，每一瞬間與天地萬物氣息自然

相通。學習正念，是學習在平凡生活中自覺當下的完

滿自足，在千變萬化的狂亂情境安心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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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
自從1979年喬．卡巴金（Jon Kabat-Zinn）開設減

壓門診，藉由「正念減壓」（MBSR）以常識的語言和
去宗教化的教學方式，將佛教的正念禪修運用在身心醫

學協助病患，至今已經三十餘年。2000年後，正念的運
用在歐美主流社會愈發普遍。醫學、健康照顧、心理治

療、企業、教育等領域的專業人士紛紛研究、運用、推

廣正念的練習。正念的運用已然形成一股席捲英美的新

風潮，相關的報導不時地登上西方許多主流媒體。2014
年2月《時代雜誌》稱此現象為「正念革命」（Mindful 
Revolution）。

在這裡，我想分享我在佛學教育場域教導正念課程

的經驗，透過學生的學習心得報告，顯示正念減壓這類

「入世正念」2 課程對於學佛者的實際效用，再次呼籲

佛教界應該正視並善用西方這股正念風潮，藉以發揚佛

教修行的核心――正念禪修――讓更多人獲得佛法的利

益。

正念學課程的形成與架構
我在1998年首度學習緬甸馬哈希內觀禪修，接觸

到佛教的四念處禪法，從此對佛教正念的理論與實踐方

法產生濃厚的興趣。2005年我就讀博士班時，發表〈佛
教禪修與身心醫學：正念修行的療癒力量〉一文，介紹

了正念減壓、正念認知治療，以及佛教裡描述禪修治病

的文獻和個案。2011年我發表〈正念學：佛教禪修心要
的現代理解與應用〉，闡述「正念學」的概念，呼籲佛

教／學界結合佛學、醫學、心理治療、腦神經科學、教

育學等領域關於正念禪修的研究與應用，發展跨學科領

域的正念研究。

2012年9月法鼓佛教學院成立佛教學系博士班，校
長釋惠敏法師設定博士班核心課程為「佛教禪修傳統與

現代社會」，我也在那時成為法鼓的專任師資，並開始

為博碩士班開設正念學課程，至今共開設了四個學期的

正念學課程。除了法鼓佛教學院之外，我在101學度和
102學年度分別在福嚴佛學院和壹同寺女眾佛學院開設
了一年的正念學課程。

正念學課程內容，分為「理論課程」與「實作課

程」。「理論課程」介紹四念處相關的佛典文獻、當代

佛教正念禪修傳統，以及正念運用於醫學、健康照護、

心理學、教育、企業等的現況。「實作課程」則學習正

念減壓課程：上學期由我帶領學生體驗八週的正念減壓

課程；下學期時則由同學相互帶領引導正念減壓的正念

練習。希望藉由此課程，讓學生認識正念禪修的佛典理

論基礎和當代各種正念傳統的禪修方法；了解西方醫學

界、心理學界、神經科學、教育學界等對正念的理論闡

述、運用情形與研究成果；培養學生帶領、設計正念課

程的能力，並進一步引發研究正念禪修的理論與應用之

興趣。

佛學教育裡的正念課程的效益
選修正念學課程的同學，絕大多數是學習佛教的

佛教徒，包括出家法師和在家眾。從他們學期心得報

告可以發現，以正念減壓的理論與練習為主軸的正念學

課程，對於佛法學習者而言，具有許多實質的利益。以

下，我將列舉一些同學的實習心得來顯示這些利益。

一、一般的利益
向來的研究顯示，正念減壓有助於適應壓力、減少

睡眠障眠、培養自我覺察能力、接納自己的不完美、調

節情緒等等。我們發現，佛法學習者學習正念減壓時同

樣能獲得這些利益。

（一）正念練習讓人學會處理壓力、放鬆身心，幫助睡 
    眠：

 ◎因進行全身身體掃描有助於全身肌肉的放鬆，

而改善了我平常大腦轉不停難入睡的問題。

	 ◎當身心處於焦慮與疲憊的狀態時，於睡前做個

身體掃描是有效放鬆身心且助於睡眠的；慶幸自

己的抉擇是對的，因對於長期處於睡眠品質不良

的自己，獲得有效的改善，雖非百分之百，但些

許的改善已感滿足。

（二）改變自己認知的習性，更願意聆聽他人的意見：

 ◎在這樣的實作經驗中，讓我更學會去傾聽其他

人的看法，因為有他們看見了我所沒看見的方方

面面，一起交流與討論，我們才能讓每一件事物

．專題論述／「正念」學習在臺灣的發展．近期活動報導

淨行上人
開示錄 「佛教倫理」專輯 第六課 佛教的倫理觀念（二）夫婦倫理 之5   ■ 釋淨行

如婢事主，如覆薄冰。

（5）婦如夫：毅然投入新環境、新生
活，與丈夫結為一體，同心同力，內

能治家有序，外能接待賓客，賢名遠

播。

（6）婦如婦：勤勞治家，照顧丈夫，
事奉公婆，永不懈怠；禮儀周到，進

退有節，生活嚴謹。

（7）婦如朋友：對丈夫愛念無已，依
依戀戀，不忍別離，常向丈夫傾訴心

中秘密；丈夫有過，勸令改之，丈夫

行善，敬而重之，鼓勵丈夫向上，令

其愈能明辨善惡，提昇生命智慧。

（8）婦如怨家：怨恨丈夫，厭惡與之
相見，日思夜想離婚之事；住家一如

旅舍，常懷過客心態；爭鬧不休，家

庭紛亂；毫不念及養育兒女，治理家

忍氣吞聲、委曲求全，才是婦德，女人

也可發揮婦如夫、婦如友的精神，站在

與男子平等的立場，司所當職，盡己本

份。夫婦相輔相成，才能共謀美滿婚姻

生活。（本課未完待續）

附註：
註五：「　　　　　　」中有七種婦：1.
如惰人；2.如怨家；3.如偷盜；4.如
母；5.如弟；6.如朋友；7.如婢。「佛
說玉耶女經」有五種婦：1.如母；2.
如臣；3.如妹；4.婢婦；5.夫婦。「
玉耶女經」有七輩婦：1.母婦；2.妹
婦；3.知識婦；4.婦婦；5.婢婦；6.怨
家婦；7.奪命婦。「玉耶經」有七輩
婦：1.如母；2.如妹；3.如善知識；4.
如婦；5.如婢；6.如怨家；7.如奪命。
「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九提到四種

婦：1.似母；2.似親；3.似賊；4.似
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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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7月功德錄(續)

甲、前言

乙、本論

一、男女的結合

二、夫婦之道

三、佛典中有關夫婦倫理之具體提示

（一）夫對於婦

（二）婦對於夫

1.為人婦的原則

2.生活上的細節

3.妻子的類型

在佛經中，將世間形形色色的妻

子，依其言行表現概括為數種類型，在

此可引為結論，試看佛陀時代對妻子各

種角色的詮釋。綜合「佛說阿　達經」

、「佛說玉耶女經」、「玉耶女經」、

「玉耶經」及「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九

中的說法，世間妻子大致可歸納為以下

數種類型（註五）：

（1）婦如母：愛夫如子，照顧丈夫無
微不至，丈夫遭逢危難，便欲以身代

之。

（2）婦如臣：事奉丈夫，有如人臣敬
奉國主，兢兢業業。

（3）婦如妹；視丈夫一如兄長，骨肉
至情，同氣連聲，且亦尊重有加。

（4）婦如婢：恭順忍辱，守禮有節，

近
期
活
動

翦

影

務，甚至對夫不貞，婚外有情，卒觸

法網，令親族蒙羞。

（9）婦如奪命賊：因感情不睦，致起
害夫殺夫之心，以遂分離之願。在妻

子所扮演的角色中，怨家和奪命的

賊，無疑是人們所不樂見的；但是反

過來說，為人夫者，倘若有婦如怨家

甚欲奪命者，自己只怕要負最大責

任，此由佛陀在開示為夫之道的教諭

裏，可以明白體會。

在現代家庭裏，婦女須要扮演的

角色愈形多元，社會要求於婦女者雖不

同於古代，但現代婦女之壓力卻有增無

減，婦女的辛勞，實在值得男人敬佩。

當然，現代社會型態既不同於古代，現

代人的男女互動型態，更不同於古代。

此時此刻，男人固不必一味強調女人

因緣的處理更圓滿…。

	 ◎主要是要學習到人看事情，或有時評斷事情的

角度其實可以是多方面的。有時在這樣的情況，

不妨學習多聽聽別人思考的角度，雖然未必完

整、正確，或者整體，但是至少它還是事情的局

部考量範圍之一。

（三）更能有效調節情緒，面對逆境，照顧好自己的

心。

 ◎正念帶給學生很大的利益，一點一滴的累積

自己的正念，這力量真的不可思議，人變的樂觀

了，在面對逆境時，大多數的能真正的去接受

它，面對它，雖然在接受當時，心中是非常痛苦

與矛盾的，但連這痛苦都得接受。

	 ◎明顯地回顧一年，或這學期，在性情方面有明

顯的改善：思維較不衝動，在決定與實行前會再

一次的沈思、調整；處事的方式也偏向放慢腳

步，我覺得放慢的另一個好處是，若遇到不如意

的事也較能諒解（別人）或自我調整心態。

	 ◎當漸漸的學會如何以正念面對生活中的人事物

時，感覺上更能接受一切不論是圓滿或不圓滿的

事，心情也開闊了許多，更懂得如何照顧好自

已，接受事實。

（四）正念練習培養自我覺察的能力，讓人更加了解自

己。

 ◎我開始體認到專注、正念的練習讓我注意到

自己過著甚麼樣的生活，至於想不想調整，則是

自己對生命的選擇。……最近比較認真的標記自

己的念頭和感受後，我覺得可以觀察到更多的念

頭、感受，也可以觀察得更深刻，而且也比較能

夠不去做一些肯定自己會後悔的事。

	 ◎經由這一學期的正念練習，雖然離「時時提起

正念」還有一段很大的距離須努力，但每天小片

刻練習還是明顯有進步的感覺，即便覺察是在事

發後，依然可清楚的檢驗自身、心的狀態。

	 ◎這兩個學期的「正念學」課程，讓我面對並知

道自己從來不想承認的壓力。其實我的壓力很

多、很大，包括：擔憂、焦慮、罪惡感等等都

是，還有害怕、怕死。……現在這種清楚的覺知

與臣服似的承認，必然意味著我在正念學的理解

與練習中，已經有所進境，變成一個有感覺的人

了！

（五）學會接納自己的缺點與不完美。

 ◎學習正念，讓我較能接受自己也有不圓滿的

一面存在，試著去接納一直不願意面對的記憶角

落，學會與人分享想法與溝通技巧。

	 ◎因為身旁的朋友都很棒，很厲害，深怕自己配

不上他們，所以要求自己不能比他們差，而努力

的逼自己學習、改變，很累但還是ㄍㄧㄣ著。學

到正念學後，接受自己不完美的地方，不再跟自

己對抗。

	 ◎對我來說，練習正念的最大好處之ㄧ，就是漸

漸地懂得了如何和自己相處。每一天，從早到

晚，在忙碌的學僧生活中，許多的成功與失敗，

順遂與挫折，如此交織著，將這個人團團包住。

很多時候，自己是不懂得如何善待自己，是不懂

得如何和自己相處。……自己逐漸地將自己鬆

綁。自己看待自己的眼光，也轉向了鼓勵和正面

的評價。雖然黑暗並未全然離我而去，我可以隨

著邁向前的步伐，得到一種安忍的鼓勵和希望。

二、提升佛法學習的利益
除了上述一般效益之外，同學也由於正念減壓實作

課程，發現佛法／禪法的某些哲理或實踐要點，體會正

念課程對佛法修行的幫助。

（一）體驗實踐的重要性。

 ◎在這學期的實作課程中，有令我驚喜的地方，

我覺得實作很重要，每次的實作都讓我有另一番

光景的感覺，實作是很需要的，也較確切的點出

了每個人的不足的面向。

（二）發現、運用正念減壓裡的佛教禪法元素。

 ◎與傳統禪佛教相較，我發現「正念禪學」在

方法上，最大的特色是：不強調放鬆、不強調觀

想。因為正念的定義是：「一種以接受的態度，

面對當下體驗的覺察」，所以能在現實生活中活

用；其實我是很歡喜的發現到這個特色，因為漢

傳禪佛教就是強調平常心，生活日用皆是禪，在

三祖僧璨在〈信心銘〉中也說：「至道無難，唯

嫌揀擇」，正念強調當下開放的覺知，與漢傳禪

佛教的核心知見很接近。

	 ◎情緒被引爆出來後，我重新去作練習，不僅僅

是觀察到當下的感受，也接受內心因此事連結到

的負面情緒，但清楚了知，並練習《大念處經》

提到的「安住於心，隨觀生滅法」，了知心只是

一連串生滅的過程，沒有我、你、眾生、女人、

當正念減壓遇上佛學教育專題論述

「正念」學習
在臺灣的發展 ■ 溫宗堃　法鼓文理學院 助理教授1

﹝隨喜-禪林男眾漢白玉觀音像﹞

1000元

小狗小莉、林錦鶯
閤家、賴瑞琅、黃
素蘭、曾世守、鍾
有蓮、蘇瓜偉、曾
湘君、蘇琳喻、蘇
琳雅、薛南冬娥、
郝政道、章曉萍、
黃素娥、林桂楨、
吳薛安秀、簡遂
生、鄭立專、林歆
惠、徐新松

900元 黃鳳珍

500元

曹瑜文、李夢哲、
張家瑜、李牧潔、
呂國賢、呂陳巧、
賴簡美子

300元 藍蔡秀英、陳信綸

200元

杜素月、陳麗卿、
李冉來、李佳紘、
李岱瑾、李宜臻、
林佑聲、薛康官、
林閏妹、呂藍金枝

100元
張瓊文、劉大明、
吳月琴

﹝隨喜-狗狗生病藥費﹞
600元 朱明緯

﹝隨喜-狗糧﹞
200元 三寶弟子

2014 靈山文教基金會青少年和兒童4Q夏令營紀實 之二

男人，心是緣起的、無常的、無我的。

（三）體會在日常生活中落實佛法修行的方法，以正念

減少貪、瞋、痴，學會放下，覺察當下就是修

行。

 ◎學會靜下心來，去看每個心念，雖然其中夾雜

貪、瞋、癡，但看久了，那份負面的心念，竟也

如同老師所教的消失，或者力量減弱，或者感覺

自己有慚愧心生起，而不敢再造作，這是正念的

力量，也是以課程中的學習，用來改變學生目前

生活方式的最好方式。

	 ◎這次，學習到放下很多，不管是好的，不好

的，對自己，對他人，都能漸漸的放下，這就是

正念的奇妙之處。對於很多事物，不加以講究，

往往都能帶著正面的想法，因此負面之心慢慢的

遠離我，感覺到原來放下是那麼美妙的。

	 ◎也許佛陀教導我們的保持正念一直以來都是這

樣的單純，只是我們把他困難化限制化，認為出

世間哪有這麼容易，或許，真的就是這麼單純，

不需要談玄說妙，不需要好高騖遠，只要時刻把

握當下，就是啟動修行的開始。

（四）體會入世正念練習／課程的優點：更適合現代

人、有助於個人禪修練習／佛法修行，具備融入

傳統禪修教學的可能性：

 ◎正念學強調放鬆、照顧好自己，以及覺察、知

道自己當下的感覺，覺察每一內心感覺並坦然接

受的方法，非常適合導引高壓社會中的現代人，

「觀照身心、覺察(標記)念頭」對修習者而言，

貼近生活並容易理解、接受。

	 ◎卡巴金博士設計「正念減壓」課程，在活動中

帶入佛法……在潛移默化當中，把佛法的種子撒

入學習者的心中，讓佛法更容易為大眾所接受。

	 筆者在練習「正念」的過程中，經常覺得，西方

正念學上所使用的理念、技巧，對增進傳統禪

修，大有幫助，例如其「非正式練習」，就是要

把蒲團上禪修的益處，刻意帶進日常生活中，「

打成一片」……學習了正念，似乎為原先的禪修

增添了新的熱情與進步的機會。筆者以為，比起

傳統方式，西方正念學應該很適合在此一時代推

動佛教禪修的普及。	

	 ◎正念的打坐，讓我重新看待禪坐對我的幫助，

不再像以前那樣排斥，反而更能感受到禪坐的輕

安與寧靜感，也發現睡前的打坐，反而更快入睡

且更能恢復精神。

	 ◎若援引MBSR運用、推動正念的成功模式，漢

傳禪佛教中還有許多寶藏值得我們深入發掘，而

後以適合現代社會的創意展現，讓佛法的智慧利

益更多人。

結論
從上述學生的心得分享，我們可以發現西方入世

正念的課程，同樣也能利益學佛者，對於個人心性的調

整和佛法修行都有相當多的助益。除此之外，學生也從

正念學課程中，擴展了原有的眼界，看見利用入世正念

利益他人的可能性，也願意投入教導入世正念，與人分

享。例如，同學回饋說：

 ◎從僅限於利益自我的學習體驗，擴大眼界地看

到應用正念的觀念、技巧，實際助人的各種努力

和可能性。

	 ◎預備在返回俗家探望雙親菩薩時，能帶領他們

進行簡單的體驗。

	 ◎期許自己能夠在這方面能夠有更深入的探究，

並且實際運用在自我修持上，對於常住僧團也能

夠起而帶動。

在英美等西方國家，運用佛教正念禪修的潮流仍然

持續不斷地擴大，臺灣的佛教／學界應該善用這股西方

正念潮流，除了推廣、弘揚傳統正念禪修之外，更需要

積極開發及推動這個能接引現代大眾的入世正念學習，

以幫助更多的佛教徒和非佛教徒，獲得佛教禪修的利

益。

誌謝
我想藉此感謝這兩年選修正念學課程的同學，由於

您們的用心學習和真誠分享，讓我更了解佛教正念禪修

的多元利益，也更加確認自己繼續研究、推廣入世正念

的方向。

■撰稿／林淑瑜、魏怡珍、翁淑秋、郭忠強　■攝影／鄭景文、陳惠美、林真伊、孫韶慧、陳秀月、簡芬君、張碧珠

青少年營 營隊長 林淑瑜

堅強的工作團隊是夏令營的護航者

103年8月功德錄
﹝禪林建設﹞

4,000元 顏良恭

3,000元 陳炳武

2,000元 蔡欽終

500元 施秀清

200元 黃登雲

100元
黃姿穎、黃奕晴、
黃妍熙

﹝禪林建設-藏經樓﹞
10,000元 吳致緯

1,000元

梁實村、梁彭錦
雲、盧東籬、盧
柄澄、盧睿隆、陳
遠明、(故)韓陳照
秀、潘陳錦秀、呂
信雄、黃麗容、陳
昭惠

500元 潘芳靜

100元 陳德生

﹝護法﹞

600元
呂金欉、吳銅、吳
宗益、吳淑真、吳
貴莉

400元
陳燕美、黃俊凱、
黃彥智、黃祺雯

100元

陳德生、陳澍樂、
黃登雲、黃葉喜、
簡源彰、簡淑婷、
簡榮慶、簡淑華、
柯棠中、柯馨媛、
柯惟媛、黃佳怡

﹝弘法教育-月刊﹞
1,000元 曾厚成

500元 蔡欽終

200元 周滋鍠

100元 鄭居士

﹝供養上人﹞
3,000元 楊敏

556元 三寶弟子

200元 張秉筑、黃登雲

﹝供養常住﹞
278元 釋清勤、釋清解

﹝救濟﹞
2,000元 蔡欽終

﹝救濟-社區關懷﹞
1,000元 李廣民、薛南冬娥

500元
林吳阿素、劉惠
美、藍龍波

﹝譯經﹞
322,100元 張文菘

200,000元 張育嘉

5,000元 周淑真王傳樹閤家

3,000元 林淑瑜、張能聰

2,000元
黃彥智、黃祺雯、
沈榮欣

1,100元

黃誠源、林奕廷、
林攸彥、詹煥忠、
陳隆昌、楊明哲、
王桐海、楊翔宇、
呂秋峰、杜瑞煙、
廖本亮、林憲銘、
王世南、黃吳順、
周時師、廖鴻昌、
李若文、陶智國

600元 李詩柔、蔡孟谷

500元

【小白、小黃、熊
熊】、鄭書和、鄭
敏江、李唯瑄、李
柏慷、孫台興、黃
淑鎂、孫如欣、孫
沛文

400元 陳燕美、黃俊凱

300元
范昌健、張宇廷、
張婉蓉

200元
王黃鳳、周李寶
玉、李桂蜜、姚樹
宏、游祥梓

100元

陳德生、陳澍樂、
林世偉、許麗霜、
林品儒、林庭瑜、
蔡博任、陳聰明、
林阿抱、柯茂全、
林素珍、許雪、李
榮森、李偉翔、李
冠廷、李宜馨、王
馨苹、許來傳、許
卓碧雲、黃姿穎、
黃奕晴、黃妍熙

﹝其他專款-尼伯爾鐘鼓﹞

3,000元 陳楷捷

﹝隨喜﹞
3,600元 劉瓊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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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元 蔡欽終

﹝隨喜-禪林大鼓﹞
20,000元 朱惠卿

﹝隨喜-禪林男眾漢白玉觀音像﹞
9,100元 游祥梓

8,000元 高文煌

1 2014年8月份起，法鼓佛教學院與法鼓人文社會學院
合併，改稱為「法鼓文理學院」。

2 在此，為了和佛教傳統追求證悟的正念訓練――「
出世正念」做區別，我用「入世正念」（engaged 
mindfulness）來統稱正念減壓、正念認知治療等傾向
以滅除個人現世身心之苦、促進個人、社會之現世福
祉為目標的正念課程。必須說明的是，這二類的正
念訓練並非絕然對立，二者之間除了具有體用關係之
外，有時候更具有互補的關係。

本文作者溫宗堃，澳洲昆士蘭大學宗教研究博士，專研
正念的理論與應用，現任法鼓文理學院助理教授，臺灣
正念發展協會理事長。1998年接觸正念禪修，曾接受 「
正念減壓身心醫學七日專業訓練」(美國、北京)、「正念
認知治療專業訓練I、II」(台灣)，著有〈西方正念教育概
觀〉、〈正念減壓的根源與作用機轉〉等論文，譯有《
正念減壓初學者手冊》、《44個有助專注平靜放鬆的親
子正念練習和游戲》等正念相關書籍。於法鼓文理學院
博碩士班開設「正念學專題研究」，並於法鼓推廣教育
中心開設「正念減壓」課程。曾於台灣教育部、法務
部、警政署、高雄市衛生局心衛中心暨大學院校舉辦之
研習中帶領正念減壓課程、工作坊，並受邀至大陸、香
港、新加坡帶領正念工作坊。

青少年營和兒童營
 老師 魏怡珍

青少年營 小隊輔 翁淑秋

青少年營 志工 郭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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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工作人員，一開始接觸相當陌
生，從工作會議及前置作業，可以感受到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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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和學員們一同學習，

從中獲益良多，經由課程講授、影片欣賞、遊戲活

動、心得分享等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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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每位學員都很願意學習，也很能充分表達

自己的想法，發揮團隊合作精神，相信他們在這二

天的學習課程中，都能有所成長，而對於我而言，

這也是一種很棒的體驗，以及美好的回憶。

這次很高興有機會能參與靈山

文教基金會夏令營的活動，與大朋

友、小朋友一起渡過兩個有趣、愉

快的上午！與大小朋友的互動中，

我很慶幸自己能有所貢獻、帶一些

歡笑和美好的體驗給大家。在分享

過程，自己的收穫很大、更是充滿

了感動。謝謝有這麼一群人無私的

付出，為孩子們創造正向、有益的

學習體驗。對於自己能參與其中，

更是非常的感謝，謝謝主辦的夥

伴、一起投入的夥伴，感謝您們。

靈山文教基金會在暑假期間辦室內活動課程的

夏令營，會吸引人嗎？在青少年尷尬時期，願意來

參加這種學習活動的學生是稀有動物。

課程第一天學員陸續來報到，我在想這一個眼

神古怪精靈、著短褲的小男生是被爸爸逼來的嗎？

那一個看似乖巧、著長褲長袖的大男生是如何被母

親說服的？又是哪一個女生是自己吵著要來的？都

不用家長陪喔！在這兩天「驚心」設計的各式課程

中，由不同老師帶領，讓同學浸淫在歡樂、緊張、

安靜、激發創意、腦力開發中，發揮團隊精神，由

之前的陌生、觀望、靦腆、緊張，到熟稔、搞笑、

開放、露出活潑本性，原來之前都是裝出來的。

我這個阿嬤級的志工，也跟著參與情緒的起

伏，玩得不亦樂乎！謝謝這兩天帶來的歡笑和體

驗，留下美好回憶！今年沒來的小朋友，明年可不

能錯過喔！

自2010年開始，協助靈山文教基金會舉辦青少年和兒童4Q夏
令營，今年剛好是第五年，雖然有多年推動夏令營的經驗，但是

每年仍然會遇到許多難題需要克服，尤其今年首次擔任營隊長的

工作，面臨到的挑戰和以往有所不同，卻也從中得到不同的成長

經驗。

夏令營首要的工作就是邀請工作人員和講師，由於基金會給

予很大的發揮空間，只要有益學員身心的活動都可以安排到課程

裡，這也形成基金會夏令營的特色，在一般夏令營很難見到的課

程，在講師無私的分享下，讓大人和小孩都受益。

夏令營當然要有學員參與，由於國中這個階段正是處於尷尬

的成長時期，升學課業壓力沉重，加上國中生已經有自主意識，

很難只憑家長的推薦就參加營隊，因此，每年青少年營（國中

營）的招生都面臨很大的挑戰，經常在開課與不開課之間掙扎，

但是每當想到老和尚「人多人少都要用心說法」的教誨，抱持著

只要有孩子願意來，就應該給他們成長機會的心態，每年還是持

續的開課，今年也不例外。所以，在這個營隊會看到工作人員比

學員多的奇景，但是這一切在看到孩子和大人們開心的笑臉，就

都值回票價了。

有人問：每年承辦夏令營不累嗎？過程的確是辛苦的，尤其

在面臨挫折時也會有想打退堂鼓的時候，但是只要想到基金會願

意投入資源辦夏令營，講師和志工們願意無償的奉獻，孩子們願

意來學習，還有什麼理由放棄呢？感謝所有善緣的聚集，成就每

一個營隊的學習成長，願未來有更多因緣，讓更多人可以付出、

可以學習，成就更多的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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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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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期開
課

2014.11.6(四)
晚上07:00至 
09:00

台北
講堂

禪坐及靈山氣功

心古典醫療—素樸的心素樸的關懷
297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靈山禪林寺藏經樓興建資金勸募  啟事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3年11 月-12月）
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四念處
專欄

台灣的醫療，受經濟與功利導向

之  功利，科技醫療加上健保不適當的
給付(廉價人力、醫療)，原本很自然的
事情，變得很不自然，導致病醫間易有

互不信任現象。雖然大環境變得讓人身

心俱疲，但大部分的醫療人員仍秉持初

心照顧病人。

「心靈環保經濟學」作者果光法師

提到，心靈環保經濟學可以幫助人類的

生活快樂、幸福、平安、健康，利己利

他，是人類經濟發展的初衷與目的。醫

療的初衷也是利人，且因「利人」而利

己!民眾因醫療人員的初衷—慈悲與

關懷而健康、平安、幸福；醫療人員也

能秉持初心照顧病人，而豐富個人的生

命與專業，更是利他既利己的行業。

以阿秋伯為例，認識他時，他的

肺已達纖維化末期，即使24小時使用氧
氣，仍因肺功能小於30%而生活受限，
且常因急性感染，喘到無法自主而掛急

診住院治療。隨著肺功能的退化，住院

的時間，從兩個星期、三星期，增加到

超過一個月。我服務的醫院，只有3個
內科病房，因此內科的醫護人員都與他

很熟，都叫他阿秋伯。

年幼，父母雙亡的阿秋伯，在小學

畢業後就自己賺錢養自己。靠當礦工養

活一家人的他，才一退休，就被診斷罹

患塵肺症第四期，必須與「喘」共存。

有個性的他，無論居家或住院，堅持子

女只負責照顧三餐及生活協助。床旁的

本文作者高碧月，馬偕護校以及台北護

理健康大學老人組碩士班畢業，曾在基

督教、天主教、佛教的醫療機構服務。

因喜歡臨床，而重返臨床工作，現任恩

主公醫院安寧共照護理師。因生活上的

經驗，以及喜好歷史與旅行，常從不同

的觀點，省思現代醫療體系中，有關健

康生活適當性的相關課題。

三層車，是他住院時的好幫手—放著

日用品、輔具、帽子、太陽眼鏡…等，

自己照顧自己。他了解也接受自己體能

的限制，知道走路需要輔具慢慢的走，

即使如廁也從容自在。

醫療人員了解他的想法，也知道

他喘得很辛苦，很自然地配合他的想法

照顧他：如，替他安排鄰近護理站靠窗

的床位和一住院就自動裝上已成為他專

屬的電扇等。有一天，他老伴因肺炎住

院，隔天很自然地就成為阿秋伯的鄰

居，兩老住在一起，仍以不影響子女的

工作及生活為原則的方式住院。

住院期間，照顧兩個有不同程度失

能的老人，沒有人要求他們另請看護照

顧，著實令我感動，因為有多位曾住過

他院的家屬說：「一住院，就要求我們

一定要24小時有人陪，否則要請看護。
」。名義上，是先生照顧臥床的太太，

實際上，阿秋伯已行動不便，生活上有

75%以上需要別人的協助。醫療人員默
默的配合家屬，謙和小心的照顧兩老，

因為大家都知道，支持阿秋伯「自己照

顧自己」的想法，就是幫助他找到希

望。

雖然能夠「自己照顧自己」讓阿秋

伯感到窩心，有力氣與「喘」共存。但

有一件事大家都不知道，直到他太太過

世後，他含羞的告訴護理人員：「我也

希望能像她這樣，順順的去，尚好!」
。

過去大家都以為阿秋伯公開表達不

急救，順理成章的已做好死亡準備，卻

不知道是否能「順順的去」一直是他掛

心的事，因為不善於言詞表達，也擔心

這個想法是過度的期待，因此一直沒有

說出口。

過去煤礦礦工有聚落的特性，因

此礦工塵肺症病人多有親戚關係，或是

鄰居、朋友。傳統的社會，遇到生老病

死，都會互相關照與協助，因此礦工聚

落的人對塵肺症末期到臨終喘死的歷

程，都十分清楚，尤其是礦工塵肺症病

人。

也因此「好死」一直放在他的心

底，直到看到太太肺癌末期走的很平

安，他才含蓄地說出心底的期待：「順

順的去」。

有願就有力，約莫三個月後，他

用「好舒服喔」微笑的跟我們道別，就

在女兒與服務員為他擦澡後。回想起這

幾個月來阿秋伯似老頑童般的容顏，明

白這是他的心願，不禁莞爾輕聲地祝福

他:「一路好走，乘願往生西方極樂世
界。」。

「病人及家屬，是我們的老師」這

是從事安寧照顧人的共識。科學帶動醫

療進步，卻將人知識化、去生活化、去

生命化；近年來為了品質與管理，許多

．專題論述／「佛教VS科學

■ 高碧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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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9：30

藥師經法會 每月第二週日 週日 上午0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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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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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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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3年11月-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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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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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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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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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心古典醫療—素樸的心素樸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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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山禪林寺藏經樓  興建資金勸募  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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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的，對於古印度婆羅門教所做的絕對結

論：「此是真理，餘者皆非」，佛陀持保留態度，

認為在婆羅門教徒中，包括老師以及老師的老師

們，乃至婆羅門經原作者，若沒有一個人親身確知

確見真理，如此就像盲人指引著盲人。所以在未證

得真理之前，任何有智慧的人都不應作「此是真

理，餘者皆非」的結論，最多只能說是他所保有的

信仰，而不需把他的信仰當做唯一真理。14

（六）、求真求實

佛教對於不同觀點，帶有傾聽和包容的態度，

至於佛教到底是否是宗教，還是一套哲學，這都不

該是重點，因為佛教仍舊是佛教，不管貼上什麼樣

的標籤，佛陀的教法依然如此。所謂「玫瑰叫做雞

蛋，其仍舊芬芳」，可知標籤是不相干的，重要的

是實質內涵。15 而如何從制式的認識及意識型態

中，或所謂特定的標籤掙脫出來，擺脫明瞭真理的

障礙，也成為佛教特點之一。

（七）、實證態度

對於尋求真理的人來說，真理的來源是無足輕

重的，因為研究某種思想的源流及演變是學術界的

事。事實上，如果單單為了明瞭真理，甚至不需要

知道這教義是否為佛說，或是他人所說，重要的是

了知與親見真理。《佛陀的啟示》即指出在巴利藏

《中部》第140經中，有一則很重要的記載，可資
佐證：

曾有一出家人與佛在同一屋簷下過夜，這年輕

人的儀態舉止輕安莊嚴，佛就問他：「比丘啊！你

是在誰的名下出家的？誰是你的導師？你服膺誰的

教誡？」年輕人回答說：他的老師是一位釋迦族後

裔，已得了阿羅漢果，是一位覺行圓滿的尊者。從

此對話中，可知此年輕人並未真正見過佛陀，並不

知道說法的是誰，所說的是誰的法，但卻瞭解佛所

說義，而切身得到佛法的好處。16

可知，只要藥效好就可治病，未必需知道藥方

是誰配的，藥是那裡來的；如此也顯示佛教之重實

證、實用和實效，而符現今的科學精神。

（八）、主智傾向

所有的宗教幾乎都是建立在信仰的前提上，

但在佛教裡，重點卻在「見」（seeing）――知與
瞭解上，而即便是重「信」，如此之「信」（Pali. 
SaddhāSkt.sraddhā）也不是單純的信仰，而是由確
知而生起堅定的心。換言之，佛教的「信」含有如

實知見的意涵，即佛教的「信」是見解的問題，不

是相信的問題。如《佛陀的啟示》表示經典上說：

「比丘們啊！我所說離垢除染，是對有知見的人

說的，不是對無知無見的人說的啊！」此外，佛

教所指證入真理的人，用「得淨法眼」（Dhamma-
cakkhu）一詞，也是意指如實認識、如實明瞭之
意。17

*  *  *

以上可知，佛教未必能說是一種科學，但不

能否認的是佛教中含有深刻的科學精神，與西方科

學的態度一致。意即，佛教有諸多面向和科學相呼

應，此包括人本、理性、實證、求真、自由等，因

此佛學雖不即是科學，但佛學實有相合於科學精神

之面向；而且佛學不即是科學，亦在於佛學還包括

人文價值和道德理想的反思和導向。而倘若要求佛

學思想體系都必須「除魅」，則不免顧此失彼，不

能兼顧物質世界和價值世界的兩面。如此之「科學

化」，可謂僅剩世俗諦的佛法，不談勝義諦更高層

次的超越理想；或者相反的，僅剩勝義諦的佛法，

所談都是純正真實、第一義的佛學內涵，忽略世俗

諦面向教化眾生的方便權用。

三、佛教對科學之可能批判

（一）、「一種」觀點而非「唯一」

　理性和科學是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

但未必是「唯一」方式；佛教除重視論理的智性判

斷，亦重親身體證（「以身作證」）。且經論述

及的「超自然」現象有些涉及到宗教經驗，而未必

能從「學者」之見看待「行者」之證；其中雖有幻

覺錯覺之可能，但未必能一概否定一定程度的真實

性。

易言之，所謂「超自然」描繪是宗教經驗的

結果，可說是「以心傳心」，以切身的體驗相互傳

承著，就認識的路徑而言是體感式的（embodied）
的，而且是知道如何（know-how）的知識，屬於
人身體的感知體悟，而未必僅是大腦內理智運作的

範疇。而多數學者頭腦發達，但身體敏銳度相對顯

得僵硬遲緩，故學者之聞思工夫難及於諸多體證境

界，而以神秘、迷信說之。

宗教徒在虔誠信仰或者修持體驗中所建構的，

固然不可盡信，但科學家實驗和觀察所得的一切理

論，亦未必顛撲不破。在宗教行者看來，此仍是世

俗理智的世俗認知，仍是世智辯聰的產物，如佛典

中說若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任何的

論議都陷於「黑法」，18 僅是愚闇不明的道理而

已。此一如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論究理
性的限度所在，其《純粹理性批判》總結表示人能

知道現象，但「物自身」（thing in itself）卻不可
知，進而提出「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來
確保道德暨價值世界的存在。

反觀科學以理論理性（theoretical reason）為主
導進行的客觀研究，此所謂的「客觀」亦僅是一種

認識世界的方式，有別於個人主觀或者特定文化下

的認識，但脫離主觀或不落入某種文化觀點，不代

表沒有觀點，因其自身也可說是一種文化。19 換言

之，自然主義者對佛教發出「自然化」的聲音，然

而如此之「化」（-lize）已然是某種立場的預設，
甚至是某種成見或偏見，已帶上有色眼鏡下的認識

和理解，而這就中觀學而言乃是一大禁忌。

意即，科學所描繪的世界是一種認識的方式，

但卻不是絕對的。科學理論幫助我們認識世界，

而認識往往要透過語言概念，藉由語言描繪使在

認知上有所掌握。而既然必須藉由語言，即便是一

種科學語言，如此語言的使用不免也有所限制，因

為沒有一個完美的語言系統能作精準描繪，有時

反倒被其所框限。20 就中觀學而言，語言概念是

方便性的暫時施設，而以「假名」（prajñapti）稱
之，但一般人的名言認識，容易隨言、隨概念而

進行擬像建構，即所謂「隨言取義」21 ，而擬議

對世界的認識，然真正的實相未必如此。換言之，

科學語言的描繪，可說是將日常之認識轉成科學語

言，在這樣的語言下進行解釋，但也可說是翻譯或

轉譯的過程，即解釋可視為是某種轉譯；或者所謂

的科學解釋，已包括一定程度的翻譯或轉譯。而正

如哲學家W. V. Quine所說的「翻譯的不確定性」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22 ，凡是術語轉化

即存在一定的限制。

既然科學可說是有別於宗教、文學等人文學

科等另一種文化，其本身就有它的限制，乃至障

蔽，意即科學之眼下的實相，仍舊是某個視域下的

實相，仍是以「副詞」（adverb）的方式，引導我
們對世界的認識，乃是「客觀地」（objectively）
認識這個世界，但不代表是客觀的知識。就佛學觀

點，所謂「萬法唯識」或「一切唯心造」，表示對

世界的認識，都是預設一定認知結構下的產物，科

學進路的認識，亦不外如此。如顯微鏡下微觀的生

命，僅是認識「生命」的一個視角而不能說是全

部，因生命亦有宗教或道德層次下的內涵，如此科

學之眼即有其見與不見。（本文未完待續）

（上接第三版）

看起來合情合理的事，卻失去了「關懷

生命」的本質。其實一般的住院，需要

的醫療不多，重要的是以生命關懷為初

心的尊重與信任。如阿秋伯與醫療人員

及他的家屬間，因尊重與信任，使他能

安心的與喘共舞，說出好死的心願，沒

有特殊醫療就能圓滿他的人生，給我們

無形的肯定與激勵。

人是有個別性的生命體，醫療照顧

的對象是人，關懷生命是醫療本質，也

是醫療人員投身醫療的初衷。在照顧的

過程中必須尊重生命、彼此信任，醫療

人員才能安心投入工作，病人也才能安

心療養圓滿人生。

後記：本文緣起於有一次從金山搭

公車回台北途中，看到公車司機默默地

幫助、陪伴及叮嚀老年乘客上車及下車

的過程，顯露出他素樸關懷的心—「

希望你安心地坐車、下車」，有感而發

所寫。

己的宗教掘了墳墓，也傷害了別的宗教。凡是尊

重自教而非難他教的人，當然是為了忠於自教，以

為『我將光大自宗』，但是，相反的，他更嚴重地

傷害了他自己的宗教。因此，和諧是好的；大家都

應該傾聽，心甘情願地聆聽其他宗教的教導。」

Walpola Rahula, What the Buddha Thought, p.4-5.
14《佛陀的啟示》還指出，佛陀表示如人有信仰，而

他說「這是我的信仰」』，這樣溫和含蓄的態度可

說是護法了；而不可進一步地得出一個絕對的結

論：「此是真理，餘者皆非」。佛陀說：「凡執

著某一事物（或見解）而藐視其他事物（見解）

為卑劣，智者叫這個是桎梏（fetter）。」Walpola 
Rahula, What the Buddha Thought, p.10.

15	 Ibid., p. 3.
16 Ibid., p. 6-7.
17 Ibid., p. 9.

18 此見南傳《增支部》說：「彼等不修身、不修戒、
不修心、不修慧，論阿毘達磨論、毘陀羅論，陷

於黑法。」轉引自印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 Y 35p573~574)
19 史諾(Charles Perry Snow)在1959年提出了「兩種文
化」，從他所出版的《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史諾認
為今天的兩種主流文化為「科學」與「人文」，

而兩種文化可說代表對這世界認識之兩大取徑。

史諾之後，1995年布羅克曼（John Brockman）出
版《第三種文化》(The Third Culture: Beyo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宣告新的「第三種文化」成
形，而事實上此「第三種文化」不過是科學文化的

延伸，以科學的觀念、方法和價值，取代人文學門

的傳統探索，讓科學家領軍人文的討論，包括宇宙

起源、生命意義、心靈現象等問題，他稱這些科學

進路的人文探索為「新人文主義者」（包括Steven 
Pinker、Daniel C. Dennett、Marvin Minsky等人）
，詳可參考2003年出版的《新人文主義》（The 
New Humanists: Science at the Edge）。而布羅克
曼所謂的「新人文主義者」，大致亦是自然主義者

（naturalist）。

20	從日常語言轉譯成科學語言做認識，有其一定的限

制；例如「水」的化學組成分子是H2O，但H2O能
窮盡「水」此概念的全部嗎？恐有困難。至少在東

方哲學中，「水」的概念有著豐富的意象，包括道

家的柔軟、佛教的清淨等。
21 「隨言取義」一詞可見於《大乘入楞伽經》，經
云：「復知菩薩眾會之心，及觀未來一切眾生，皆

悉樂著語言文字，隨言取義而生迷惑，執取二乘外

道之行。」(CBETA, T16, no. 672, p. 589, b9-11)而
這樣的「隨言取義」，成為眾生惡趣輪迴的要因之

一，如《大乘入楞伽經》又云：「若隨言取義，建

立於諸法；以彼建立故，死墮地獄中。」(CBETA, 
T16, no. 672, p. 610, a27-28)

22	所謂「翻譯的不確定性」，顧名思義，大致是指

是不同語言間進行翻譯時，我們難以斷定其必是

最精確的翻譯；不同人的不同譯本常會有出入，

即是例證。此翻譯的不確定性和指稱的不可測度

性(inscrutability of reference)有一定關聯，如奎因
的《真理的追求》(Pursuit of Truth)書中（頁50）
認為「指稱的不確性」比「指稱的不可測度性」要

好一些。而此是否與科學界所謂的「測不準原理」

（uncertainty principle）是否有相互比擬的空間，
也值得我們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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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傳統宗教與科學的對峙

科學的發達，提供對這世界新的認識，此新

認識所衝擊的莫過是傳統宗教。如一、兩百年前腦

科學尚未發達，人對心理疾病以及認知或精神狀態

等相關問題，皆乞靈於宗教或傳統文化的理解，

而這都涉及神鬼的想像。例如，癲癇（epilepsy）
患者，發作時或而面目表情扭曲變形，或而四肢倏

地抽搐，模樣顯得嚇人，此就數百年前的解釋，大

致不出魔鬼附身或中邪，聯想到鬼靈的解讀，此時

解決之道在於「驅邪」或「驅魔」，或水灌、或火

燒，令所謂「中邪者」身心倍受煎熬。

然而現今的神經科學告訴我們，這不過是大

腦的問題，因腦病變造成腦細胞突然異常放電，而

引發的腦功能失調，屬於一種神經系統疾病。如

此，宗教過去的解釋被揚棄，否認鬼魅的介入，

取而代之的是腦科學的正解；其它如精神分裂症

（schizophrenia）等亦也如此，都與神鬼無關；而
倘若堅持宗教的觀點，將被視為是可笑的。

可知，科學的觀點戳破宗教式的鬼神想像，認

為此多半是「人窮呼天」的心理投射，例如風雨雷

電的發生，並無所謂風神、雨神、雷公等，月亮上

也沒有嫦娥和玉兔等。如此，該如何看待宗教裡的

固有的認識和諸多記述，成為可論辯的點。而近來

「自然化」的聲浪亦也在此，如關於佛教主張的六

道輪迴，1 以及諸多的菩薩、龍天護法等，會不會

如嫦娥般的神話想像，甚可說成是種迷信？科學與

宗教間是否有調和的可能？2

然而，宗教的堅信者，甚仍認為科學的解釋，

未必取代過去宗教的理解。例如癲癇之發生，正因

鬼魅降身，使得大腦不正常放電所致使，因此科學

解釋僅是解釋整體現象的一面，而不見得是全貌，

在現象的背後，其實還有更根本的原因存在。

對此，科學家會回應說，科學的解釋是正確

的，在於醫學科學已有效控制癲癇這種疾病，不管

是透過藥物治療或者外科手術，都使病人發作的情

形減少改善，乃至痊癒，此已然證明科學觀點是對

的。但是，對於鬼靈堅信者而言，藥物或手術破壞

了鬼魅附身的條件，當所依附的載體產生結構上或

生化上的改變，造成其附身的困難，所以才減少發

生或不再發作，因此仍舊是有宗教理解的空間。

如此科學與宗教間的對立衝突，涉及理解模

型的差異，例如癲癇或精神分裂症等，是否「就只

是」大腦的問題，還是「不只是」大腦的問題，前

者是科學觀點，後者是宗教立場；科學與宗教兩

者，可說提供同一現象的不同解釋。3

雖然宗教往往預設前提，而有其解釋的獨斷

性；相似的，科學多少亦也如此，而倘若把這些前

提預設移除，先承認自身立場可能是錯的，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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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進行溝通和對話，將會是有效的溝通和對話。4 所

幸，在科學與宗教互動過程中，佛教所保持的理智

和開放、開明，可說在宗教信仰中獨樹一幟，重啟

宗教與科學間正向對話的可能，而這源自於佛教自

身所具有的科學精神，以下即進一步說明。

二、初期佛教的理性和科學性

佛法是循著古印度「見真實而得解脫」的脈絡

而開展，此如《般若心經》開宗明義言：「觀自在

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

苦厄。」亦即要「度一切苦厄」，首先必須「照見

五蘊皆空」，意即洞悉五蘊身心之實相；而要洞悉

身心實相，就必須「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即透過

甚深智慧的修持、如實知五蘊而到達解脫的彼岸。

因此佛法的精神相應相合於科學「求真」的精神，

可說兩者目標一致，方法不同，而也因為方法不

同5 所以結果亦有別。關於初期佛教的理性和科學

性，姑可藉以下八點說之：6

（一）、人本主義

所有的宗教創始人中，佛是唯一不以「神」自

居，他自承只是一個單純的人，不是「神」的化身

或使徒，也不是「彌賽亞」（Messiah／救世主）
，他只是發現及指引我們解脫的道路，而不是發明

或創造了這條道路，任何人只要依靠自己走這條路

即可獲得解脫。而此宣稱人是自己命運的主人，我

們必須為自己行為負責，這在當時印度社會中乃是

極為大膽的跨步。7 如此，相較於神教信仰以至高

無上的創造者作皈信對象，佛教的人文、人本色彩

即益發鮮明。

（二）、獨立精神

依佛教而言，一切命運操之在己，而不由其

它造物者或神靈主導、主宰；8 佛經上說：「自洲

初論佛教與科學之交會(上)專題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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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依，法洲法依，不異洲不異依。」9即表示在求

道、學法的過程中，要依靠自己、依靠真理，而不

要依靠自己和真理以外的任何事物，既不受任何神

靈或外力的感召感應，也不是透過祈求、祭祀、膜

拜、儀軌等，而得到所謂的救贖或解脫；唯追求智

慧的覺悟，一旦將人的特質充份、完滿的實現，即

是成佛。

（三）、自由開明

佛成立僧團，並不是絕對權威、絕對領導，如

佛說：「我不攝受眾」，又說：「我亦是僧數」，

表示在出家僧眾的組織裡，佛並不以領導者自居，

而卻主張：「以法攝僧」，即以制度來規範和統合

僧團。10 此除了平等外，也表達佛弟子間是自由

的。在經典中，佛從未想到約束僧伽（和合僧團）

，他也不想要僧伽依賴他。佛說，在他的教誡中，

沒有任秘密法門，沒有隱藏東西不可告人，一切的

教法都是對外公開、向外開放的。11

（四）、理智探問

《葛拉瑪經》（Kālāmas Sutta）表明每個人最
終都必須為自己負責，而且必須使用理智做自己的

決定。此經表示，佛陀鼓勵懷疑，提倡疑所當疑，

對於任何一件可疑的事，都應生起追究探求的心，

而不可被流言、傳說、及耳語所左右，亦不可依賴

宗教典籍，不可單靠論理或推測，不可單看事物的

表象，不可偏好由揣測而得的臆見，亦不可因某事

物之似有可能而信以為實，不可因為權威而貿然接

受。這樣的「疑」代表不迷信、不盲信，因為要追

求進步，所以需祛除疑惑；而祛除疑惑，又必須要

確實的明瞭。12

（五）、多元包容

佛不但允許自由思考，而且對不同的宗教寬容

以待，如《尼柯耶》和《阿含經》記載優婆離決定

改宗皈依佛陀，遠離他先前的老師，但佛要他不要

急著決定，要他慎重考慮一番；但當優婆離再度表

示虔敬皈依之意，佛要他繼續恭敬供養他以前的老

師，一如往昔。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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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瑞玉、林尚嫻及
腹中胎兒、游興源

1,100元

施振榮、黃楚琪、
林茂森、王文卿、
楊國祥、施財健、
白耀嘉、陳光鎮、
陳榮泰、孔令琪、
楊健宏、黃恆峻、
常正揚、羅東湖、
翁崇麟、林祥建、
張勝鈞、王興建、
李順興

1,000元

鄭鎰鐘、鄭美雲、
鄭美玲、鄭文華、
白滿玉、吳致緯、
黃貞祥、許英振、
林素珍、林琨嵐、
林余儒、張自立

500元

郭淑娥、陳建榮、
陳清文、陳信吉、
陳美君、陳信宇、
張童愛、賴俊豪、
賴俊岳、趙阿寶、
江道子

250元 施光祥、蕫祖恩

200元 洪嘉鞠

100元 陳許玉雲、陳德生

這次很幸福，能到靈山陪孩

子們度過一個很有意義的暑假，

課程中我帶領孩子們共同創作，

畫下最讓他們感恩的人，看著孩

子開心的笑臉，心中的快樂是再

多的金錢也滿足不了的，能夠陪

伴孩子，其實是一種福氣，也是

一種學習，這讓我想到兩年前在

我生命中所發生的一件事。

曾經和中華華人講師聯盟

社團的講師們到中國去做慈善演

講，為了幫助一間經濟上很弱勢

的小學，我們一群人自費付出機

票錢、住宿錢、講師費，還從台

灣揹了一大堆自己的出版品到對

岸去，為的就是將所有募來的錢

在忙碌的8月，硬著頭皮答應淑瑜
的邀請，參與夏令營的活動擔任志工，

個人設定要做伙食房的志工，最後被告

知要擔任小隊輔，根據以往擔任志工的

經驗，心中暗暗OS了一下，哇~要跟這
些小惡魔相處！

從報到開始就發現小朋友各有特

色，有乖巧、調皮、酷酷型、淡定型、

一臉聰明的。課程開始後，乖乖型的跟

調皮型的互動後，變成超級調皮型；酷

酷型的變成樂於分享型的；乖巧型的變

成超級智慧型的，果真讓我大開眼界！

連著5年，看著魚兒（淑瑜）的堅
持，夏天都要舉辦靈山兒童和青少年

營，真心佩服她的毅力，想著如果再不

盡份心力，真覺得配不上自己的好朋

友，今年再怎樣都要硬著頭皮接下兒童

營營隊長的工作。

接下這工作之後，很快就理解它真

是個很「硬」的工作，在不認識任何佛

教徒的情況下，要怎麼找齊一整個團隊

來完成這個大愛的工作呢？這個擔憂很

快地顯得很多餘，魚兒和秀月（另外一

位很有愛心的朋友）早就「鋪陳」了很

多朋友，他們非常樂意來幫忙。很難想

像這是志工的工作，沒有薪水，卻有這

（下接第四版）

1 如Dale Wright曾於2005年發表論文，主張「自然化
的業力概念」（naturalized concept of karma），認
為佛教業力說不必然蘊含輪迴概念。見“Critical 
Questions toward a Naturalized Concept of Karma in 
Buddhism。同似立場亦可見Owen Flanagan, The 
Bodhisattva's Brain, MIT Press, 2011.

2 如2005年一部電影《驅魔》（The Exorcism of Emily 
Rose）依據德國一九七零年代中期的一宗擬似附魔
的真人事件改編，描述天主教堂收容了一名19歲的
著魔少女，並為她進行驅魔儀式，且反對他就醫服

藥；但精神科醫生卻堅持這是腦病變的問題，而不

是鬼魔的問題。最後少女的生命犧牲，當初驅魔的

神父陷入謀殺的訴訟官司。如此，也顯示宗教和科

學兩種理解範式的對立衝突。
3 不只科學和宗教是面對疾病時不同的解釋系統，包
括中國傳統醫學（即中醫）亦也提供和西醫／實證

醫學迥異的觀點，兩者的生命觀和探究方法亦截然

有別。

4 一如達賴喇嘛的開明態度而說：「我之所以有信心
在科學界探索，乃因為我有個基本信念：科學和

佛學的基本目標是一致的，均是以嚴謹的驗證來追

求實相的本質。如果科學分析很明確的指出某些

佛學觀點是錯誤的，我們就應該接受科學發現的

事實，放棄這些觀點。」Dalai Lama, The Universe 
in a Single Atom: The Convergence of Science And 
Spirituality, p. 2-3. 此外，達賴喇嘛還提到，如果科
學所證明的事實與佛教的理解相衝突，佛教必須隨

著作改變。我們應該永遠接受與事實相符的論點。

而且，我們須藉由現代的物理學、天文學、生物

學、心理學等科學新知，來時時更新（updating）
佛教學習的課程。以上可見Anne Harrington and 
Arthur Zajonc, The Dalai Lama at MI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4~15.

5	 例如第一人稱（first person）和第三人稱（third 
person）的不同進路，使在探究方法上各有強調。

6	 以下之分析許多部份是參考Walpola Rahula, What 
the Buddha Thought, London: Gordon Fraser, 1967, pp. 
1-15.

7	 Ibid., p. 195.

麼多人願意貢獻自己兩整天或一個時段

來幫忙，感覺靈山真是滿滿的愛！ 
這真的是兼容並蓄以及多元的團

隊，從第一天一大早的場地布置可見端

倪，所有的布置和工作都在七嘴八舌中

完成，大家都有自己的意見，同時也願

意尊重別人的意見。這兩天就在「你

好，我好，大家好」的氣氛下完成。雖

然中間插曲不斷，突然小朋友流鼻血，

突然麥克風鬧脾氣沒聲音，但是兩天的

營隊還是在驚喜不斷的情況下畫上句

點。看著最後的影片，頓時好感謝也很

感動，感謝大家的幫忙，感動大家的生

命故事，大小朋友的生命在這兩天交叉

並行，激盪出漂亮的火花。

感謝這兩天大小朋友的幫助和支

持。祝福大家一切順利平安。

能付出就是一種最大的收穫 兒童營 老師 趙祺翔

哇～很久沒有和一票小孩子在
一起，兩天的夏令營看到小朋友充滿
著活力的笑聲，好久沒見到了，這是
個很棒的活動，可以讓小朋友在這兩
天學習平常不太會接觸到的課程，連
我們在旁邊看著，都覺得很有意思，
這個夏令營一定能長長久久，這些小
朋友都是未來的接班人。

今年暑假雖然因為去英國旅遊，而
錯失青少年營的學習機會，好在七月廿
六、廿七兩天能跟著國小營的小朋友們
一起學習。每一堂課的老師都舉一些例
子來引導這一群未來的主人翁，像大鼻
子老師（棋翔）就舉自己健康的情形，
來告訴小朋友們不要養成抽菸喝酒的壞
習慣；還有清根法師和張文菘老師的教
導和分享，也都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今
年師父在課程中沒有安排形式上的「學
佛行儀」的過程，但是提醒小朋友一些
生活細節。師父說洗筷子要用刷子刷，
不能把筷子一整把握在手中，互相搓搓
搓，為什麼呢？我馬上豎起耳朶仔細聽
著。師父說：當我們在洗筷子的時候，
旁邊還有我們看不見的神明在用餐。師
父這項重點提示，或許小朋友不甚理
解，可是我卻一下子頓悟了，之前，我
也以為一整把筷子互相搓洗是最乾淨
的，以後不能這麼做了。

師父還告訴小朋友要珍惜食物，
因為有很多地方的小朋友都沒有東西
吃，甚至要吃土，還有香積志工阿姨準
備餐點也非常辛苦。今年，師父和香積
志工精心調理的餐食實在太可口了，或
許小朋友有聽到師父的提醒，或許他們
正在成長食量大增，因此，無論第一天
午餐的炒米苔目、素肉脯，下午的「黑
糖糕」點心，以及第二天午餐的素菜，
都非常受歡迎，有的小朋友還添了好幾
回，這和前幾年的情形大不相同。我自
己不但享用了美味的餐點，在幫忙清洗
碗盤和榨檸檬汁的過程中，更體會到師
父和香積志工阿姨的辛苦。

那是第二天，我和一位年輕的志
工姊姊，推著用過的碗盤到七樓的陽台
沖洗，此時正值過午時分，炙熱的氣溫
加上西曬的陽光直接打在身上，使人全
身發燙，感覺皮膚就要燒起來了，眼睛
怎麼也睜不開，我們拼命的洗啊洗，希
望趕快把碗盤洗好；後來，淑瑜邀我一
起去樓上壓檸檬汁，我們要利用那些檸
檬皮已被削去做天然清潔劑的檸檬，把

再一次的學習 
兒童營 志工 劉珠嬋

它們榨成汁再加冰水和黑糖，調為好喝的黑糖檸檬汁
給小朋友和大朋友喝。我們也是站在那個完全西曬的
陽台榨著檸檬，雖然有電動榨汁機，但需使勁壓著檸
檬，可是我的腕力不足，放機器的檯面又有點高，做
起來有點吃力。由這兩次的經驗讓我更體會到師父和
志工阿姨們在這麼炎熱的氣溫下，想盡辦法做出美味
的佳餚，是多麼辛苦。而我也從中學習製作純天然、
美味又能退火的黑糖檸檬汁，好喝又不會產生胃酸，
真是棒！

再者，每年都來教小朋友氣功的張文菘老師，他
除了教小朋友有益健康的氣功之外，還告訴小朋友要
愛護小動物，無論蟑螂、螞蟻都是一隻小小的生命。
張老師說，與其害怕看到這些蟑螂、螞蟻，甚至要除
去他們，不如隨時把自己的環境整理乾淨，如此這些
蟑螂、螞蟻就不會出現，也不會造成環境髒亂和後
續的處理問題，這些也都是我們在生活上要隨時遵行
的。

其他老師也舉了許多例子來教導小朋友，讓小朋
友在學習中學到品德禮貌、生活習慣、與別人互動的
禮節等，我們這些大朋友和老朋友也從旁一起學習，
受益匪淺，非常感謝有再次學習與體驗的機會。

兒童營 志工 陳韋如

全家出動參與夏令營活動，家人一起學習成長的幸福家庭

大朋友陪伴著小朋友一起度過快樂的暑假

﹝禪林建設﹞
2,000元 蔡欽終

1,000元 田章德

﹝禪林建設-藏經樓﹞
50,000元 黃長安

1,000元

呂信雄、陳遠明、(
故)韓陳照秀、潘陳
錦秀、黃麗容、陳
昭惠、梁實村、梁
彭錦雲

500元 張秉筑、張黃麗淑

200元 周淑真

﹝護法﹞
200元 呂國章、呂藍金枝

﹝弘法教育-月刊﹞
1,000元 江永岳

500元 蔡欽終

﹝供養上人﹞
572元 梁實村

315元 劉淑貞

200元 張秉筑

﹝救濟﹞
2,000元 蔡欽終

﹝譯經﹞
148,000元 劉琇如

40,000元 朱明緯

39,200元 張文菘

35,000元 林桂楨

20,000元 游雙瑜

10,000元 李玉燕

5,000元 周淑真王傳樹閤家

2,500元 郝政道

2,000元 黃素蓉

1,000元
黃素娥、黃胤中、
張玟琪、蔡漢俊

600元 張婉筠

500元
【小白、小黃、熊
熊】

300元 香包狗、范昌健

200元

李桂蜜、王黃鳳、
周李寶玉、鄭玉
獅、楊富美、鄭勝
宏、陳秋汝、鄭
明展

100元

林世偉、許麗霜、
林品儒、林庭瑜、
蔡博任、陳聰明、
林阿抱、柯茂全、
林素珍、許雪、李
榮森、李偉翔、李
冠廷、李宜馨、許
來傳、許卓碧雲、
王馨苹

﹝譯經-台中講堂﹞
70,000元 釋通力

3,000元 莊寓鈞

1,000元 詹凱焱

﹝其他專款-尼伯爾鐘鼓﹞
3,000元 陳楷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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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元 黃長安

﹝隨喜-講堂﹞
500元 蔡欽終

﹝隨喜-觀音亭周邊工程﹞
2,000元 李淑惠

﹝隨喜-禪林男眾漢白玉觀音像﹞
31,900元 劉新圖

11,000元 蔡新鑫

10,000元
張翠仙、吳麗華、
粟濟中、謝鈺秀

4,000元 呂雲

3,200元
鄧張端儀、鄧菱
珠、林鴻志、林
婉絹

2,000元

詹好、陳世昌、王
月勤、陳冠宏、邱
美君、陳楷捷、阮
金香、陳怡君、陳
信綸、陳彥廷、陳
彥濡

1,000元

林進籃、林吳阿
素、林少玲、林淑
蓉、林麗媛、林錫
寬、顏良恭、吳德
慧、吳德新、吳皓
瑋、吳皓凱、吳麗
莉、蔡宜潔、葉慶
豐、葉沐恩、葉沐
軒、葉沐澄、蔡宜
勳、陳思涵

800元 黃祺雯、黃彥智

在二天的活動中，優秀的講師不吝

嗇的分享，讓我有滿滿的收穫。小朋友

們的真性情，讓我融入其中，找回更多

赤子的心境。課程結束後雖然有累趴了

的感覺，但對於能參與此次的夏令營活

動，卻是深深的感動及滿滿的回味，真

的只能說：「讚啦！」

兒童營 小隊輔 賴佑昀

捐給當地的小學，讓那些孩子和我們一樣，可以接受教育。記得那次

的演講，每個老師都盡全力演出，而最後的成果也很豐碩，我們募到

一筆不小的金額，還記得當校長接過善款的那一刻，感覺他的眼淚都

快掉出來了，他用沙啞的聲音告訴我們：「我會把你們的名字都刻在

石碑，放在學校的牆上。」我們一群人聽了忙說不必，我們是來做善

事交朋友的，不是來留名的，不必要這樣子。校長他聽了，告訴我

們：「我做這件事是要告訴第一天來上學的一年級孩子們，為什麼學

校可以蓋得起來，是因為在多年前，有一群很有愛心的叔叔、阿姨，

他們辛苦地來到這裡，用演講做義工，用這筆錢幫助了這間學校，所

以你們才有書念，未來你們要成為一個有用的人，也可以去幫助別

人，做一個讓別人也可以得到幸福的人。

這個故事成為我心中一個永遠珍藏的記憶，我學到，原來幫助

別人，自己是那麼幸福，我學習到當我願付出，給予別人一點點的時

候，這顆種子會變成一顆果樹，最後這棵果樹上會長出多少果子，讓

別人可以享受到，是計算不了，也想像不到的。從此以後，教育這件

事變成了我心中的一件大事，只要行有餘力，就會想著可以怎麼付

出，而這次與靈山的相會，更是讓我知道原來透過連結，善的力量可

以這麼大，我想這次的夏令營只是個開始，我們種下了許多善的種

子，希望這些種子在未來能開出不同的花朵，滋潤更多心靈。

8	 如Gombrich所說：「我們是自己行為的承繼者
（heirs of our deeds），如果我們是他人行為的承繼
者，則整個道德系統將崩解。」Richard Gombrich, 
What the Buddha Thought, p. 143.

9《雜阿含經》：「自洲自依，法洲法依，不異洲不異

依」(CBETA, T02, no. 99, p. 8, a24-25)
10	見印順《佛在人間》：( Y 14p348)
11	 Walpola Rahula, What the Buddha Thought, p.2.
12	 Ibid., p. 2-3.
13	此可見《中阿含．優婆離經》(T01, no. 26, p. 628, 

a15-p. 632, c19) 此外，在西元前三世紀頃，印度的
佛教大帝阿育王（Asoka），遵照佛陀寬容諒解的
模範，持續恭敬供養他境內所有的宗教。在他雕刻

於岩石上有則原文至今尚存，其中阿育王宣稱：「

不可只尊敬自己的宗教，而菲薄他人的宗教；應如

理尊重他教，如此不但可幫助自己宗教的成長，而

且也對別的宗教盡了義務。反過來，則不但替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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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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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期開課

2015.1.8(四)
晚上07:00至 09:00

台北
講堂

禪坐及靈山氣功

003 歲末聯誼
2015.1.25(日)
上午11:00至下午
02:00

靈山
禪林
寺

包括年度檢討報告、
行程簡報、師父開示
等

004
釋迦法會(本
師釋迦牟尼佛
成道紀念日)

2015.1.27(二)
上午09:00至12:00

台北
講堂

恭誦八十八佛、臘八
供眾等

005 千佛大法會
2015.1.31(五)~ 
2015.2.2(日)
上午09:00至下午5:00

靈山
禪林
寺

禮拜千佛、懺悔罪
障、祈求風調雨順及
福慧增長

安寧療護與末期醫療的死亡品質
298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啟建千佛大法會
靈山禪林寺藏經樓興建資金勸募  啟事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3年12月～
　104年2月）
靈山講堂定期活動表

四念處
專欄

現代安寧療護起源於英國，自1990
年起，台灣是全球第八個提供安寧療護
的國家。安寧療護是指為減輕或免除末
期病人之生理、心理及靈性痛苦，施予
緩解性、支持性之醫療照護，以增進其
生活品質。在2010年的全球40個國家/
地區的生命末期照顧品質評估中，台灣
的「死亡品質」排名第14，而居亞洲第
一名。

個人從事安寧療護實務十多年來，
覺得臨終陪伴是病人賜予陪伴者的恩
典。對醫療團隊成員而言，它是「以病
人/病苦為師」的生命學習歷程。如何
從病人的示現中，思惟與觀察諸行無
常、苦、無我，讓自己的心智成長，看
見生命實相與意義，進而能善生與善
終，是每一個成員的功課。茲將這些年
來從事安寧療護的所見所聞，略述幾
則，用以提供大家參考及感恩生命老師
（病人）的臨終示現。

 安寧療護的理念與人權
有病人與家屬問我對安寧療護理念

的看法如何? 一般而言，安寧療護是每
個人對生命的態度，其核心哲理為尊重
末期病人自主性與個別性的全人照護：
也就是醫療團隊成員是以病人/家屬的
需要為主要原則，來緩解其痛苦，協
助病人活得有尊嚴、有品質(所謂的善
生），同時也對周遭人、事、物善別，
進而善終。

學者們認為緩解身心痛苦是醫學
與人權的共同目標。因此，首爾宣言

本文作者許煌汶醫師係畢業於高雄醫學

院醫學系，目前是財團法人天主教若瑟

醫院胃腸肝膽科兼任主治醫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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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視接受安寧療護為基本人權之
一(註1)。而國內醫院評鑑項目，也將
之列為病人的權利之一。

是否可以不必在死亡前作CPR呢？
人命關天，有的民眾會詢問有關心

肺復甦術（CPR）的相關事項，以及是
否可以在死亡前不必作CPR呢？

人性化的全人醫療，除了「醫生」
也要「顧死」。美國醫學會將心肺復甦
術（CPR）的目的，界定於「防止未預
期性的突發心跳、呼吸停止，而不應使
用於已無法恢復的末期瀕死病人身上。
」一般認為不適合作CPR的情況，包括
癌症末期臨終病人、愛滋病/漸凍人末
期臨終病人與無法器官移植的多重器官
衰竭臨終病人等。從實證醫學角度來
看，這些末期臨終病人因為器官敗壞衰
竭，作CPR後，能存活至出院的比率很
低(註2)。同時可能讓病人遭受不必要
的痛苦折磨：例如因壓胸而肋骨斷裂、
因插管而致牙齒斷裂或出血等,這時不
作CPR是符合醫學倫理與法律規範的。

由於台灣的全民健保與交通便利及
醫療法規等因素，CPR已是各醫院對瀕
死或無生命徵象病人的標準急救程序之
一。除非病人或家屬的自主意願表達，
出具不施行心肺復甦術的意願書或同意
書，經醫師的專業判斷符合安寧緩和醫
療條例第七條:末期臨終病人不適合作
CPR或維生醫療的規定，可以不作CPR
或維生醫療。

當自己的生命走到盡頭，是否能

安寧療護於末期醫療的死亡品質之重要
性。

小結
善終是五福之一，索甲仁波切於《

西藏生死書》呼籲醫界人士能允許臨終
者在寧靜和安詳中去世。因為「安詳的
去世，確實是一項重要人權。」「臨終
者的精神、未來和福祉大大地倚賴這種
權利。沒有哪一種布施會大過於幫助一
個人好好地死亡。」(註3)

因為世間無常，人命在呼吸間，要
安寧善終是需預先作好準備的。所以筆
者早已寫好遺囑以及預立好選擇安寧療
護及不作CPR意願書。更重要的是堅定
信願念佛的願生心，往生極樂世界見佛
聞法修行，才能究竟離苦得樂與自利利
他。

註釋：
1. Brennan F.Palliative care as a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 .JPSM 2007;33(5):494-499.
2. Reisfield GM et al. Survival in cancer patients 

undergoing in-hospital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a meta-analysis.Resuscitation 
2006; 71(2): 152-160.

3.索甲仁波切（1996）‧西藏生死書（鄭
振煌譯）（初版，240頁）‧台北：張
老師。

．專題論述／「佛教VS科學

■ 許煌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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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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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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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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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山講堂近期活動通啟（103年12月～10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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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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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期 禪坐健身班 開始招生了

安寧療護與末期醫療的死亡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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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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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山禪林寺藏經樓
興建資金勸募  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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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這世界有個最初的起點，如以大霹靂或大爆炸

（Big Bang），描述宇宙誕生之初始及其後續之
演化，以及有構成物質存在的最小粒子，如以夸

克（quark）作為構成物質的基本單元。但這些最
初起點及最小粒子等的探尋，試圖為「第一因」

（first cause）找答案，在佛教看來出發點即有
問題，而可能是做了錯誤的預設；因為在佛教看

來，「第一因」問題的探索，可說是事物「自性」

（svabhāva）實有之預設，與佛教「空無自性」的
基本觀點不同，而是薩迦耶見（satkāya-dṛṣṭi）驅使
下的引發和推動，而如此的「我見」，佛教視為為

生死流轉或煩惱的根源。

總之，在「科學化」的浪潮中，大致可說是去

神秘、去迷信的要求，而此去神秘、去迷信可說是

「理性化」的期許，而如此的「理性化」，在科學

的實證精神中表現的更具體。由此可知，幾個概念

間的息息相關，即「理性化」和「科學化」等，以

此擺脫人對世界愚昧迷盲的認識。但在佛教看來，

科學會有其限度或者盲點，34 科學對於更高層次的

意義和價值問題，猶是束手無策的；而「佛教科

學化」要求佛教歸順、符合於科學要求，但卻忽略

佛教可能高出科學之處。再者，科學探索的背後是

否做了「自性見」的預設，也是佛法可能的遲疑所

在。

四、解釋系統整合之可能

對於佛學和科學間的關係，可說有五種不同立

場，特別就世界的解釋效力，對世界的正確理解與

否，可區分以下五種：

第一、佛學高於科學（佛學＞科學 ）

這多半是傳統佛學信仰者、實踐者的立場，認

為佛法是世出世間的道理，圓滿極致的教法，將佛

學和科學相提並論可說是自貶身價、自降格調。35

第二、科學高於佛學（科學＞佛學 ）

現今主流科學界的看法，強調實證態度，幾分

證據說幾分話，然而佛學仍是宗教信仰，對世界的

解釋、真相的把握，難以提出客觀基礎，只能聊備

一格，供作參考。

第三、佛學是科學（佛學＝科學）

視佛學是科學的一種，雖然科學家未必這樣認

為，但有學者嚐試證明佛學所揭示的，許多皆已被

科學證實為真，或者科學所提出的觀點，早已在佛

典中被記載和描繪。36

第四、佛學和科學間不可共量immeasurable（佛學 

　　　≠ 科學）

佛學和科學不可比較（incomparable），乃是
兩個不同領域、不同範疇的科目，有著不同的關懷

和價值取向，例如人文、藝術學門本與數理專業互

不相干，兩者相提並論有失恰當。

第五、佛學和科學整合（佛學＋科學＝>真實/

　　　Reality）

佛學和科學各有特色、互有所長，難以言優劣

高下，而即便存在差異，卻也可以互動互補，來幫

助我們認識世界理解實相，其中達賴喇嘛明顯著重

此立場。

以上五種可能的立場，彼此間可相通而未必

互斥，即有些人可能同時傾向兩種立場。37 不管如

何，佛學與科學近來一直都是熱門課題，有著層出

不窮的討論與觀點。此外，以上五種立場可初分為

「對話」與「反對話」的兩類，其中一、二和四認

為兩者的對話無甚必要，科學高於佛學或佛學高於

科學的擁護者，視對話有礙其自身的優越性，或者

兩者既不可共量，對話僅會是雞同鴨講或者對牛彈

琴。而第三和第五以相通或互補來看待兩者可能含

括的關係，保持一定開放性，較樂見兩者的溝通對

話。

如前所述，現今科學主流對世界和生命等的種

種解釋，僅是「一種」觀點而非「唯一」觀點，例

如西醫對生命與疾病的研究有長足發展，但這不代

表流傳千年的中醫暨傳統醫學就沒有價值，相反的

中醫代表著另一個解釋系統，有其基本的前提和預

設，而如何對同一現象不同的解釋系統進行重構和

統整，成為「整合醫學」（integrative medicine）努
力的方向，而此已被視為是現在醫學發展的趨勢之

一。同樣的，佛學解釋系統的「介入」，亦可提供

世界不同認識的參考。

科 學 大 致 有 兩 大 功 能 分 別 是 解 釋

（explanation）和預測（prediction），科學哲學家
Carl G. Hempel認為這兩者有相同的形式結構，從
邏輯上看是同一件事。38 解釋是從果去追問所成之

因，而提出一理論模型來說明釋疑之，而預測剛好

相對，乃是從因去預想果之可能產生。而佛學在精

神上相通於科學，其實不只是在精神上的契應，佛

學亦扮演一定的解釋與預測功能，而對因果關係進

行說明，畢竟因果是佛教很重要的概念之一。39

然而佛學和科學之因果解釋的差異，在於佛

教是從道德面向來著眼，所說的是善惡行為的因果

報應；意即當人為非作歹即是種下惡因，將在可預

見或不可預見的未來遭受果報；如此的道德因果律

又稱作「業力」法則。就佛教而言，因果業報具有

必然性，不是隨機任意、雜亂無秩序的，雖然會以

各種不同形式顯現（空性或業性本空），但終究仍

是「不增不減」，猶如物理學中表示質能間可互變

互換，但質能互換下依然遵守「質能守恆」定律一

樣。40 在因果之間，佛教更強調「緣」概念，而有

「因緣」之說，整體的因果順序可說是「依因」、

「待緣」、「成果」、「受報」的過程。而這樣的

道德業力觀，強調自作自受，不同於神教信仰之重

他力、重神力和重救贖。

此外，佛教所說的業力法則是一種道德律

（moral law），然而這樣的道德律是否也是一種自
然的規律（laws of nature）呢？所謂的自然規律，
是依著自然法則所運行，沒有人為設置或人心建

構，例如一般條件底下水在100度C時會沸騰，0度
C時會結冰，如此的沸騰或結冰都屬自然現象，依
循自然律則而運行，不是由特定個人或群體來決

定的。相對的，道德律有時是人們集體意識下的產

物，例如中國人說孝順是美德以及重視長幼有序、

敬老尊賢的倫理價值，這是特別在華人傳統文化中

所著重的道德規範，而未必放諸四海皆準。

如此，佛教之「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業力

觀，是否僅是特定群體內心構想而成的呢？只對信

者有效力而不適用於非信仰者？猶如「上帝存在」

此命題，以及依著對神的信仰所成的種種誡命，究

竟是僅適用於神的信仰者、追隨者？還是普及於

一切呢？就神教的觀點，當是所有人一體適用，

例如中世紀神學家聖多瑪斯的「自然法」（Natural 
Law）的概念，認為此是人依照神賦予的理性本性
而行動的法律，就實然面而言，自然法所說為「人

依其本性所追求的是善」，而應然面為「人應行善

避惡」，41把道德律作為一種自然的規律（laws of 
nature）。相似的，佛教的業力觀或善惡業報說，
亦仍是自然的規律，法爾如是，而沒有宗教、種

族、貧富、性別、貴賤等之別，乃是先天自然而

有、自然之常，如荀子所說「不為堯存 不為桀亡」
，而不是後天人為之施設。

以上只是對佛教因果觀做非常初步的說明，

諸多論點尚待釐清，其中旨在表達佛學和科學對因

果概念有共同關注。而科學和佛學對因果的討論，

分別對應到真與善的探求，亦即探索自然的兩大面

向。本文認為若能適切統合佛學和科學此兩者，重

整兩者的解釋系統，或可對自然的實相有更完善的

認識。

五、結語　

近年來佛教西傳歐美，佛教自然化、科學化的

風潮逐漸擴大，此一呼聲在西方學界不時傳出，可

知新的佛教理解型態已然形成；而這樣的佛教理解

型態，將有別於南傳、漢傳和藏傳等的佛教傳統，

而有其獨自的文化或思想特色，值得我們密切關

注，本文即在此脈絡下進行探討。

佛教傳統的理性精神及主智（intellectual）態
度一直是如此，佛陀在世亦鼓勵弟子們自由思想，

否定迷信而教人常保懷疑，不輕易接受任何權威，

反對偶像崇拜、形象滿足及情感依賴等，而闡揚「

以法為師」的核心信念。初期佛教確實認為，人

不是透過祭祀、祈求、膜拜而達到解脫，而是必須

透過自身的努力與修持，開啟智慧，才足以掃除無

明、達至正覺。而「佛教自然化」以理智、實證的

方式探問佛教真理，可說契合佛法的基本精神，也

符合「人間佛教」的信念。

但是佛教認為理性和科學是認識世界的「一

種」方式，但未必是「唯一」方式；佛教除重視論

理的智性判斷，亦重親身體證（「以身作證」）。

經論述及的「超自然」現象涉及到宗教經驗，而未

必能從「學者」之見看待「行者」之證；其中雖有

幻覺錯覺之可能，但未必能一概否定一定程度的真

實性。

再者，佛學除了是一知識系統，同時也是一套

價值體系，而是否能以自然科學的方式探究價值理

論和道德學說，亦有待商榷。佛教認為真實與美善

是人類價值追求的兩大面向，雖分為二，都有其連

續性，猶如身和心的關係。極端的唯心和唯物，都

容易忽略身和心間互動的可能和彼此作用之關聯。

若能適切統合佛學和科學兩者，重整各自的解釋系

統，或可對自然界的實相有更完善的認識，而避免

一昧地要求佛學歸順、符應於科學的規範，而需平

等的看待兩個系統對解釋世界、了解世界的貢獻，

如此才可能互惠於彼此的洞見。42

（下接第四版）

34 知識社群本身亦有相關之反省，如《經濟學人》
（Economist）期刊報導2013年十月之報導即指出科
學之誤（How science goes wrong），認為「科學研
究改變世界，現在是它自身需要改變的時候了。」
（Scientific research has changed the world. Now it needs 
to change itself.）此話更確切的說，我認為應是表示：
科學研究改變了我們對世界的認識，而現在是我們必
須改變對它的認識。（Scientific research has chang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Now we need to change 
our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35 此多是虔誠的宗教師為主，重信仰立場的實踐取向，
認為科學僅是世俗智慧、世智辯聰，僅依人感官的侷
限性，難以真正究明真理。學界亦有學者傾向此說，
相較於佛教作為「內道」的真理觀，直陳「科學是外
道」，此可見周貴華〈佛教與科學〉，收在《作為
佛教的佛教》（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頁
261-300。

36 如李日章《佛學與當代自然觀》（台北：三民書
局，1998）一書，即試圖以當代物理學與哲學來印證
佛學對世界的看法。

37 如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觀點即可說近於第三和第五。
38 見陳瑞麟《科學哲學：理論與歷史》（台北：群學出
版，2010），頁73。

39 此因果機制的探索，告知我們「所有事情的發生都有
原因」（Every event has a cause/reason.），用佛教的
觀念就是「如是因得如是果」，佛學和科學一樣都試
圖去找到背後的原因或理由。

40 然而因果是否真具必然性，如近代英國經驗主義者
David Hume即認為因果是人心的期待與解讀，可說
大大挑戰人類既有的因果認知。意即就Hume而言，
我們未必是解釋事件的因果關係（explain the causal 
relation），而是我們因果地解釋事件之關係（causally 
explain the relation）。關於Hume的因果觀和佛教思想
間的同異（特別是中觀學），應值得進一步探究。

41 見沈清松〈多瑪斯自然法與老子天道的比較與會通〉,
《哲學與文化》第卅八卷第四期：85-105

42 相傳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說：「科學沒有宗
教是跛腳，宗教沒有科學是盲目」（Science without 
religion is lame; religion without science is blind.），其
中佛學和科學間更可以形成一個相輔相成的作用，而
達賴喇嘛即是如此的態度，值得我們的重視和借鏡。

依照自己的意願，免除不必要的醫療措
施（例如使用呼吸器、CPR等），又能
緩解身心靈的痛苦而有尊嚴的辭世呢？
預先規劃與交代好末期醫療的選項與需
求，並且預立選擇安寧療護及DNR（不
作CPR）意願書，是安寧善終的重要選
項之一；也比較不會造成親屬陷入要不
要同意CPR或維生醫療的抉擇困境。

人命呼吸間
筆者於宣導安寧療護的理念時，有

的人雖認同，但不願預立選擇安寧療護
及DNR意願書，常認為時機還早或不會
得重病，殊不知無常餓虎隨時在等候吃
我們，甚可怖畏。若能儘早規劃與交代
好末期醫療的選項與需求，是有利而無
害的。

58歲的王大姊，是一位肝癌併肺、
骨轉移的末期病人。她已知自己的病情
與預後，也簽署選擇安寧療護與不作心
肺復甦術意願書，並交代好後事。因為
腹部脹痛、腹水與骨頭疼痛而入住安寧
病房治療。住院第3天下午，病人的症
狀有緩解。因為病人喜歡唱歌，而由其
兒子將她扶坐在輪椅，推往客廳唱卡拉
OK。唱歌約1小時後，病人心情愉快，
心滿意足，沒有不適的症狀。晚上吃完
晚餐後，由兒子在床旁陪伴看電視，有
說有笑。其兒子自述：約晚上7:30上廁
所小便，幾分鐘後，回到病人床旁，發
現媽媽已斷氣，臉色安詳往生。

王大姊的示現，誠如佛陀所教誡的
「世間無常，人命呼吸間」，也闡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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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傳統宗教與科學的對峙

二、初期佛教的理性和科學性

三、佛教對科學之可能批判

（一）、「一種」觀點而非「唯一」

（二）、求真求實卻未必求美求善

佛學除了是一知識系統，同時也是一套價值體

系，而是否能以自然科學的方式探究價值理論和道

德學說，亦有待商榷。就達賴喇嘛觀點認為，科學

不只是對真相的理解，還包括人倫道德等價值性問

題的關懷。23 他關注人類生存與幸福的核心問題，

也認為科學當以此方向進行探索，讓科學的發展朝

往慈悲與良善，以滿足全人類的需求，甚至滿足地

球上其他有情眾生的需求。達賴認為道德在科學

裡應有一席之地，科學僅是種工具，而作為工具的

科學，是否是載舟或覆舟，取決於當下一念之間而

定。24 而雖然科學家普遍認為，倫理道德只是科學

應用時的考慮因素，在追求科學真理的過程中不顧

及於此，科學家本人和科學家社群在道德立場上是

中立的，他們對自己發現的成果，為善或為惡不必

負起責任；但是達賴認為，科學的發現及技術上的

重大發明，常帶來倫理和心靈的挑戰，而不能讓科

學社群對新結果的產生置身事外。25 相似的觀點，

達賴喇嘛亦曾致意再三，例如達賴喇嘛獲諾貝爾和

平獎的演講稿中，亦提到科學必須伴隨人文關懷一

同發展。26

正如同Flanagan所指出的，大多數的科學家會
認為科學是為「求真」，不管付出多大代價，27 即

寧可犧牲美善的價值，只為得到真實的答案，所

以科學家的主要關注未必在於人類終極意義和價

值的探索，而這樣的科學是否有所偏失或走錯了

路？科學究竟是否該關注人類美善的追求？這是

值得討論的問題，其中也涉及到價值取捨的兩難

（dilemma）處境。例如求「真」的結果卻帶來人
類更多的苦痛，以及相對的，「假」的認識但卻帶

來真的快樂――在這兩者之間，我們應該選擇何者

呢？換言之，科學求真，但卻可能帶來破壞性乃至

毀滅性的傷害（如核武的研發運用）；相對的，宗

教構築美麗世界，如天國和淨土的願景，此未必真

實但卻滿足心理和情感的需求，而使生命得以安頓

依靠。

當然，最理想的情形是真實的認識，同時也帶

來美善、悅樂的結果。但兩者不可兼而得之時，何

者為優先呢？本文初步認為，達賴喇嘛之反思科學

和佛學關係，所表現出不卑不亢的態度，值得吾人

重視。對於科學與靈性，科學與道德或者理性與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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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關係，達賴喇嘛認為兩者並非毫不相干，相互

排擠，相反的同時都很重要，都是人類緩和生理與

心理苦痛之所必須。達賴喇嘛相信，靈性和科學都

追求一個更遠大的目標，那就是真理。在追求真理

的過程中，兩者應該是具有互補的作用，應該都能

從對方學到許多，所以若能充分合作，將更有機會

擴大人類知識和智慧的視野。不僅如此，經由兩大

學門之間的對話，科學和靈性將能對人類的需求和

福址，提供更好的服務。28

總之，幸福的實現與達成是人類生活共同的

目的，如此則必須具備真與善的價值追求，缺一不

可，僅僅是難以滿足人類對美善價值的探索。如達

賴喇嘛表示，科學和佛教有一共同目的，即為人類

服務以及創造一個更好理解世界的方式，其中包括

服務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然而，科學當為人類乃至

有情眾生服務及作出貢獻，這卻不是多數科學家共

同的看法。實際上，關於真與善的抉擇，也包括了

知與行間取捨的落差；如前所說，科學家和學者們

著重理性的聞思工作，很少有內在體驗的實踐關

懷，如此在「求真」的道路上似不免產生限制。

（三）、「科學化」走向「物質化」和「世俗化」

所有對世界的認識，可說都是人心擬議、建構

的結果，佛教性空學是這樣認為的，如《金剛般若

波羅蜜經》所謂：「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

相非相，則見如來。」29 即在於此。而承認認識之

可能錯誤，也是所有科學探究者所需具備的心態；

如根據Karl Popper觀點，任何的科學理論都是某種
形式的「猜想」（conjecture），存在被否證的可能
（falsifiable），凡是不可能被推翻，絕對為真、必
然為真，就不會是科學理論。此外，Thomas Kuhn
之「典範」（paradigm）理論，亦告訴我們所有科
學研究的成果，都是在某個典範下進行的，一旦發

現「異例」（abnormality），不是既有的典範可解
釋的，則舊典範將鬆動，形成科學革命而有新典範

的塑立。如此，依Popper和Kuhn的觀點，科學理論
是在發展中產生，在不斷變革修正中，漸趨於事物

真相的發現，但都未及於全面真相的掌握。如此，

以開放態度思索不同的世界觀、自然觀，應有必

要。

事實上，已有相關研究成果和報導，佐證

所謂的「超自然」現象，包括Ian Stevenson等
人對「前世記憶」和「輪迴」的研究等；30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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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Discovery等曾記錄禪修者特殊的身心狀態（
如Ram Bahadur Bomjon長達十個月不吃不喝等），
這些「異例」的呈顯理應得到重視。31

理性、求真是佛教可貴的價值，但卻也不是

唯一價值，反而認為有更高的價值，例如「涅槃」

的實現，因為「涅槃」不是單以理性所能達到的。

相對的，佛教也反思乃至批判片面理性所帶來的

限制，如佛教般若經教諸多出格的思維方式，旨在

表明這點；因為在某種概念框架下的理性運作，亦

是人類痛苦的原因之一，理性未必是我們想像中的

那樣理性，因此佛教發展出所謂的「空之邏輯」

（Empty Logic）。32

此外，現今的「自然化」、「理性化」和「

科學化」，卻都走向物質化、客觀化，然這世界應

有些事物未必具物質性基礎，或者無法全然客觀

化，但卻又存在，例如心意識、業、勇氣、正義、

喜樂等。換言之，在佛教思想中承認一超越物質之

世界存在，稱之為「無色界」（巴arūpa-dhātu梵
ārūpya-dhātu），純以精神性的存在為主，而此和
現今自然科學的基本預設大相逕庭，可說是科學和

佛學世界觀、宇宙觀最明顯不同的一點。此外，佛

教接受六道輪迴說，以及接受（六）神通（雖未必

接受神蹟），此等都和科學主流立場迥異。就佛教

而言，現在所談的「科學化」很可能僅是「物質

化」（materialized）代名詞，甚而是讓宗教的神聖
性、超越性走向「世俗化」（secularized）過程。
換言之，佛教會認同「科學化」背後的理性、求真

精神，然而接受去神秘不代表接受去神聖，認同去

迷信也不代表認同去靈性；33 如何能讓兩者兼而有

之，神聖而不神秘、靈性而不迷信，可說是佛教的

態度。

此外，佛教並不認為科學的進路全然是正確

無誤的，在於科學仍是某種「自性見」下的產物。

如科學認為凡所有存在都一定有物理性基礎，認

﹝禪林建設﹞
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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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秀美

4,000元 林廷英

1,000元

陳遠明、(故)韓陳
照秀、潘陳錦秀、
呂信雄、黃麗容、
陳昭惠、梁實村、
梁彭錦雲

300元
【吳子清、吳林笑
鳳】

200元 葉瓊鍈

﹝護法﹞
600元 呂國章、呂藍金枝

200元
陳燕美、黃俊凱、
黃彥智、黃祺雯

﹝弘法教育-月刊﹞
500元 蔡欽終

﹝弘法教育-印經﹞
1,000元 楊明貴

﹝供養上人﹞
10,000元 林廷英

﹝救濟﹞
2,000元 蔡欽終

﹝譯經﹞
90,000元 劉琇如

75,000元 朱明緯

29,700元 張文菘

20,000元
陳參、陳廷曜、陳
健民

6,000元 林淑瑜、張能聰

5,000元 周淑真王傳樹閤家

3,000元 林廷英

2,000元 賴柏嘉

1,000元

張李增璞、周鴻
基、黃彥智、黃
祺雯、常光忠、汪
德珍

500元

李佳紘、鄭書和、
李柏慷、李唯瑄、
鄭敏江、【小白、
小黃、熊熊】

400元 賴蓓瑩、彭品瑄

300元
林歆惠、鄭立專、
范昌健

200元

李岱瑾、李宜臻、
李桂蜜、王黃鳳、
周李寶玉、陳燕
美、黃俊凱、張
秉筑

100元

陳德慧、邱奕修、
邱裕綸、邱紹隆、
陳澍樂、陳德生、
李冉來、林世偉、
許麗霜、林品儒、
林庭瑜、蔡博任、
陳聰明、林阿抱、
柯茂全、林素珍、
許雪、李榮森、李
偉翔、李冠廷、李
宜馨、許來傳、許
卓碧雲、王馨苹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黃妍熙

﹝譯經-台中講堂﹞
500,000元 釋通力

1,000元 詹凱焱、黃莉雅

﹝其他專款-尼伯爾鐘鼓﹞
3,000元 陳楷捷

﹝隨喜﹞

500元
丁權福、楊衍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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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元 蔡欽終

﹝隨喜-禪林男眾漢白玉觀音像﹞
3,500元 張玟琪

﹝隨喜-禪林男眾觀音亭﹞
4,000元 林廷英

3,000元 【林大介、陳瑜懿】

1,500元 張玟琪

1,000元

呂信雄、呂玉茹、
陳炳武、周淑真、
徐新發、(故)王元
龍、(故)陳直謙、
陳穆村

500元 余咪玲

300元
林歆惠、鄭立專、
【吳子清、吳林笑
鳳】

200元 葉瓊鍈

100元 陳德生、程瑜

（下接第四版）

淨行上人
開示錄 「佛教倫理」專輯 第六課 佛教的倫理觀念（二）夫婦倫理 之6   ■ 釋淨行

禮；四、處處畏人；五、與父母別

離；六、倚他門戶；七、懷妊甚難；

八、產生時難；九、常畏夫主；十、

恆不得自在。此則更具體呈現了女性

所受的限制（註六）。（本課未完待

續）

附註：

註六：「玉耶女經」中的「十惡事」為

1.託生父母甚難養育。2.懷妊憂愁。3.
初生父母不喜。4.養育無味。5.父母隨
逐不離時宜。6.處處畏人。7.常憂嫁
之。8.生已父母離別。9.常畏夫婿。10.
不得自在。

 「玉耶經」中的「十惡事」為：1.女
人初生墮地父母不喜。2.養育視無滋
味。3.女人心常畏人。4.父母恆憂嫁
娶。5.與父母生相離別。6.常畏夫婿視

道比丘尼經」等）。同樣地，此亦是

為反映當時時代潮流的說法，指出女

性修道的障礙大於男性，警惕激勵女

性精進不懈。只是此說後來為歧視女

性的上座部佛教所堅持，故爾亦有學

者執五障說為佛教重男輕女的根據。

然而在大乘諸經典中，如「法華經」

卷四的龍女成佛，即否定了五障的觀

念。

 此外，在「增一阿含經」卷四十一
載，女人有「九惡法」：1 .臭穢不
淨；2.惡口；3.無反復；4.嫉妒；5.慳
疾；6.多喜遊行；7.多瞋恚；8.多妄
語；9.所言輕舉。在阿含部的經典中，
如此「污衊」女性之處甚多，可是吾

人自當明白，這是佛陀告誡比丘的言

語，旨在令修行者對女性生厭離心，

不起染著之念，並非有意輕賤女性，

倘若宣說女性之可喜可愛，使未離欲

者陷於欲，豈不大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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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前言

乙、本論

一、男女的結合

二、夫婦之道

三、佛典中有關夫婦倫理之具體提示

四、 男尊女卑乎？（一）

乍看之下，佛經中對妻子的規範

多於對丈夫的規範，而且要求妻對夫

之恭敬程度，遠在夫對妻之上，似乎

顯示其重男輕女、男尊女卑的傾向。

其實，在佛陀時代的印度，男

女兩性極不平等，男性宰制一切，女

人則是男人的附屬品，毫無與男人相

同的社會地位可言。佛經中的說法，

只是適應當時社會的實際情況，在父

權社會中，男主外、女主內，理想的

夫婦關係自然有如前述。現代女性擁

有的受教育權、工作權、經濟自主權

等，在古代乃是不可想像之事。在「

佛說玉耶女經」中，佛陀就舉出當時

印度女子有「三鄣」―小時父母所

鄣、出嫁夫主所鄣、老時兒子所鄣，

這與我國「三從」之說雷同，皆表明

女性附屬於男性的事實；同經且載，

女人又有「十惡」：一、生時父母不

喜；二、養育無味；三、常憂嫁娶失

其顏色。歡悅輒喜，瞋恚則懼。7.懷妊
產生甚難。8.女人小為父母所檢錄。9.
中為夫婿所制。10.年老為兒孫所呵，
從生至終不得自在。

 佛陀所舉諸「惡」，實際上是女性天
生生理上的負擔及父權社會阻礙女性

發展的負面因素。佛陀之意，正是要

點醒憍慢自大的玉耶，在兩性如此

不公平的社會裏，多有不利於女性之

處，若不能潔身自愛，則禍患無窮。

佛陀之言，就事論事，無關乎男女平

等問題。

 又，佛教中有著名之女人「五障」
說，即女人不能作天帝釋、魔王、梵

王、轉輪聖王、三界法王（佛）（見

「中阿含經」卷廿八「瞿曇彌經」、

「佛說瞿曇彌記果經」、「增一阿含

經」卷卅八、「中本起經」、「大愛

23 如達賴喇嘛說：「但我對科學，卻還有另一種更深切
的想法：科學不僅涉及了對實相（reality）的瞭解，
科學還涉及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就是它如何影響倫理
道德與人類價值。」Dalai Lama, The Universe in a Single 
Atom: The Convergence of Science And Spirituality, New 
York: Three River Press, 2005, p. 1.

24 Ibid., p. 10.
25 Ibid., p. 10-11.
26 達賴喇嘛說：「隨著科學對我們的生活不斷產生影
響，宗教和靈性有更大的角色扮演，藉以提醒我們的
人文關懷。這兩者沒有矛盾，相互之間提供了寶貴的
洞見。科學和佛法皆告訴我們萬物間的根本統一。這
種認識是至關重要的，如果我們要採取積極和果斷的
行動，來應付迫切的全球關注的環境問題。」With the 
ever growing impact of science on our lives,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have a greater role to play reminding us of our 
humanity. There is no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wo. Each 
gives u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the other. Both science and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tell us of the fundamental unity 
of all things. This understanding is crucial if we are to take 
positive and decisive action on the pressing global concern 
with the environment. 此外，達賴喇嘛在Ethics for the 
New Millennium(NY: Riverhead Trade, 2001)一書，亦
強調此看法。

27 頁64。Flanagan還表示，若問一般歐美人何謂科學探
索的推力，他確信大多數西方人會說是真理的探索，
自然的宰制以及利益。頁220。可知，達賴喇嘛所以
為的科學是宗教家下價值取向的科學觀。

28 Dalai Lama, The Universe in a Single Atom: The 
Convergence of Science And Spirituality, p. 4.

29( CBETA, T08, no. 235, p. 749, a24-25)
30 Stevenson, Ian (1980). Twenty Cases Suggestive of 

Reincarnation, Virgini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Stevenson, Ian (2000). Children Who Remember Previous 
Lives: A Question of Reincarnation, McFarland & Co 
Inc Pub.　Story, Francis,(2003). Rebirth as Doctrine and 
Experience: Essays and Case Studies, Sri Lanka: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Tucker, Jim B. (2008). Life Before 
Life: Children´s Memories of Previous Lives,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Press.

31 除非這些知名媒體報導(如BBC)造假，或未盡求證之
實，否則就有正視之必要。然而科學主流對所謂「異
例」多半保持冷處理，因為若「舊典範」鬆動乃至摧
毀，過往的研究難以持續，既得的利益也無法受到保
障，因此在科學研究背後龐大商機的考量，似也是科
學界堅守固有研究方法暨思維路徑的原因之一。

32 如鄭學禮所說：「龍樹思想與禪學皆質疑邏輯基本原
則的有效性。而禪本身也並非如此不理性，而是理性
本身也不如我們想像中那樣理性。」Cheng, Hsueh-Li, 
“Negation, Affirmation, and Zen Logic,＂in Exploring 
Zen, 1991, p.155. 此外，鄭學禮以「空之邏輯」來說明
龍樹的思維路數，認為以純粹概念式或邏輯式的進路
來理解龍樹，正是龍樹所反對的，指出龍樹的邏輯形
式，具有一定的靈活性（flexibility of logical forms）
，而非固定不變的。Hsueh-li Cheng, Nagarjuna ś 
Twelve Gate Treatise,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p.36.　Cheng, Hsueh-li , Empty Logic: 
Madhyamika Buddhism from Chinese Source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 1991.

33 如此，在佛教觀點下，神聖或靈性仍是自然的一部份
部份，反對神秘不代表反對神聖，例如印順的「人間
佛教」主張人文、人本的佛教，儘管對佛教的神秘走
向，包括神化、鬼化的佛教不以為然，但也不認同俗
化的佛教，認為佛教應堅守自身所含攝的宗教性暨神
聖性。

年度的大型法會之一藥師消災祈福超薦大法會，已於2014年10月19日舉
辦，至25日圓滿落幕，法會期間，講堂信眾參加踴躍。法會祈願國泰民安，檀
信解冤釋結，消災增福慧，身心安康，一切吉祥如意。

圖四

圖五

圖一

圖二

圖三

﹝隨喜-禪林男眾漢白玉觀音像﹞

500元

邱奕修、邱裕綸、
陳朱六妹、黃素
娥、郝政道、章
曉萍

200元 陳石連、陳淵池

100元 簡君如

103年10月功德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