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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紹西方佛教學界及禪修界如何以現代概念重釋佛法義理，將其應用

於禪修及其他修行實踐，藉以對治各種心理情緒症狀和痛苦煩惱，並且增長慈

悲愛心和解脫智慧，俾能以平等心接納各種逆境，以慈悲心面對人格的陰暗面

和撫慰心靈的創傷，從而達致身心靈療癒和靈性轉化的目標。其與東方佛教修

行的不同點，是更具有心理學及心理治療原理的基礎；但二者的共同點則是把

修習的終極目標放在生命的解脫和靈性的覺醒，身心療癒只被視為附帶結果和

解脫道上所需的資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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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how Buddhism in the West reinterprets Buddhist doctrines in 

terms of modern concepts and applies them to meditation and other spiritual practices. 
The aim is to cope with neurotic disorders and mental afflictions and to cultivate love and 
compassion as well as liberating wisdom. In so doing, a practitioner learns to accept all 
adverse situations with equanimity, and to embrace psychic “shadow” and traumas with 
a compassionate heart, so that spiritual healing and transformation can be attained. This 
Western approach differs from its Oriental counterpart in that it demonstrates a more solid 
foundation in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but both share a common ultimate goal of 
practice that emphasizes spiritual liberation and awakening, regarding psychosomatic 
healing not as a goal, but as a by-product,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attainments of 
spiritual liberation.　

Keywords: basic goodness, self-love, liberating wisdom, Vipassana meditation, mindfulness,  
                      equanimity, holistic h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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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言

弗洛依德學派的心理分析學注重探究欲望和感情被壓抑所造成的心理病

態及症狀，而主流心理學的另一學派──行為學派，則主張人的生命體有如

一部機械，環境給它什麼剌激，它就作出什麼反應，故吾人的行為模式是由

環境所制約和塑造的，並沒有所謂的「自由意志」可言。到了二十世紀中葉

以後，人本心理學和超個人心理學相繼興起，對這些以科學唯物論和機械唯

物論為思想典範的西方主流心理學提出了嚴厲批判和挑戰，強調人具有自由

意志、精神能動性以及「根本之善與健全」（basic goodness）的無限潛能，

這些潛能的「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乃是療癒心理情緒症狀最寳貴

的內在資源（inner resources）。

在西方心理學光譜的另一端，佛教學者及（或兼）禪修教師開闢了一

個另類心理諮商與療癒的廣闊園地，以佛法佛理──尤其是南傳佛法、藏傳

佛法及禪宗哲理──為依據，把上述兩種針鋒相對的心理學理論兼容並蓄，

一方面注重病理學的探討，即揭示人類對「自我中心」的執著及其所衍生

的貪瞋癡習性乃是致「苦」（精神苦惱）的根源，而現代社會的「苦」顯

然包括日趨嚴重的憂鬱症以及各種折磨人類的心理情緒症狀和犯罪行為；

另一方面強調人的生命體本來具足「根本之善與健全」的無限潛能，此一

概念首先由藏傳佛教的創巴仁波切所提出，是由大乘佛法的「佛性」觀演

變而來的（按：大多數的西方佛教修行教師及心理治療學者，如本文提到

的布雷吉爾、莎茲堡、偉伍德、丘卓、康菲德、歌德斯坦、釋一行等，都

直接使用「佛性」（Buddha-nature），或類似「佛性」概念的「清淨光明

心」（luminous mind），「本有光明」（intrinsic radiance），「原初本性」

（primordial nature），「自性」（self-nature），「真我」（true self）等等

詮表最高精神主體性的佛法概念），人應以擁有光輝的「佛性」而自豪和自

勵，以摒除自卑自賤、自暴自棄的負面心態，涵養自信、自尊自愛以及積極

正面的生命觀；而佛性的潛能是無限的，從修行和療癒的角度來說，「佛

性」主要包含慈悲大愛、解脫煩惱的智慧以及自我療癒等寳貴潛能，這些潛



4　新世紀宗教研究　第十七卷第二期 

能的開發不但能夠療癒心理情緒症狀，且可進一步造就健全美好的人格，涵

養慈悲、愛心、同理心、包容、寬恕、喜悅等健康的精神品質，達致解脫罪

苦、離苦得樂的究竟目標。

本文所介紹的有關修行實踐的西方佛教思想，都是西方佛教學者及（或

兼）禪修教師鑽研和親身實踐東方佛教各宗派的義理所凝聚的智慧結晶。他

們大都擁有現代心理學的知識基礎，加上個人的禪修體驗，以及從事心理諮

商和指導學生修行的豐富經驗，其對諮商療癒所提供的見解，比起一般主流

心理治療師來說，似乎對人類心靈的深層問題和需要提出了更深刻的洞見，

同時也作出了具有慈悲和人性溫暖的回應。

貳、西方心理症的文化背景與佛法的對治

論者以為，西方以「自我」和「個人」為中心的競爭文化，導致自貶、

自憎及「低自尊」（low self-esteem）等錯誤自我認同的問題，成為憂鬱症

及其他心理情緒症狀氾濫的一大原因。心理治療學者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指出：「達賴喇嘛聽到很多西方人都苦於低自尊時，就甚表驚

訝，因為西藏文化中沒有自恨或自我輕視的概念。達賴喇嘛把這（西方人的

低自尊）形容為『缺乏自愛』或『自我輕視』」。達賴認為佛法的無我和

空性智慧是療癒低自尊的解藥，因為這種智慧能培養自尊自愛，使人能無

條件地接納自我。1 西方佛教修行注重開發人的「根本之善與健全」（basic 

goodness）的潛能作為療癒力量的來源，首先幫助案主發現內在的慈悲潛力

來接納自我人格的陰暗面及心理情緒問題，學習自尊自愛，在自愛的基礎

上，才能進一步去愛他人和眾生；在展現愛心的同時，喜悅的內在源泉也

會湧現出來。愛心和喜悅是對治各種心理情緒症狀的良方。Basic goodness

的概念由創巴仁波切提出後，得到西方佛教學界和超個人心理學界的廣泛

1	 	高曼編著，李孟浩譯（1998），《情緒療癒》（台北：立緒文化），頁215-216；John Welwood (2000). 
Toward a Psychology of Awakening.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p.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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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2  

西方主流醫學的「醫療模式」（medical model）以消除病痛為目標，佛

教修行則注重接納病痛，即不對病痛生起負面評判和瞋斥抗拒的情緒反應，

在這個基礎上去尋求治療。根據佛教心理學的見解，無論是生理上或心理

上的症狀及病痛，一般人總是錯誤地認同有一個「我」在承受這些症狀及

病痛，因而生起負面的觀念評判以及瞋斥、抗拒、焦慮、恐懼、逃避等情

緒反應，這種由「我執」所衍生的觀念及情緒的介入會導致精神苦惱，使本

來可以忍受的身心症狀變成難以忍受，也使得病情愈趨嚴重。案主若能改

以開放和接納的正面心態，對自己的心理情緒症狀保持清明的覺照而不作

觀念上的評判，因而不再生起上述的盲目情緒反應，自然會從「根本之善

與健全」的源頭湧現解脫智慧及自我療癒的力量。這種「接納模式」主要

是藉由原始佛法的正念禪觀訓練，培養正念覺照力（mindfulness）及平等心

（equanimity，即捨離上述的盲目習性反應以後所達致的平衡平穩的健全心

態，漢傳佛教早期譯為「捨」，是四無量心之一），在這基礎上建立起來

的。在禪修和心理諮商上，幫助案主認知以上的佛教心理學原理，糾正一般

人動輒生起觀念上的價值評判及貪瞋愛憎的盲目習性反應，乃是踏足療癒及

解脫道的第一步。

參、西方佛教修行與療癒的幾個面向

一、禪修實踐

藉由正確的禪定和禪觀培養正念觀照的力量，像明鏡一般如實觀察自

己的心理情緒問題而不作評判（non-judgmental），因而不再生起瞋斥（排

斥、憎惡、抗拒、不願接納等）以及自貶自恨等負面情緒反應，由此培養

2  Chogyam Rinpoche Trungpa (2002). Cutting Through Spiritual Materialism.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Melvin Mcleod (2006). Mindful Politics: A Buddhist Guide to Making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pp.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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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心（equanimity，即不被貪愛和瞋憎的習性所擾亂的平衡平穩的健康心

態）、自愛及自我接納的心量，作為療癒的力量來源。

由禪修所培養的定力及慧力能深入潛意識的最深處去接觸「根本之善與

健全」的源頭，從而激發慈悲愛心、喜悅、安詳、和諧、平靜、輕安等有益

健康的精神品質，不但有助於症狀的療癒，且能增長解脫的智慧，使人無論

處於任何境況，都能保持安詳平靜的心境而不被負面情緒所困擾。

西方正念禪修實踐的導師主要是源自緬甸的正念（內觀）禪修教師

葛印卡（S.N. Goenka，1924-2013）、馬哈希（Mahasi Sayadaw，1904-

1982）、帕奧（Pa Auk Sayadaw，1934-），以及泰國的阿姜查（Ajahn Chah 

Subhaddo，1918-1992）等大師；西方的很多正念禪（內觀）教師都曾受過

他們的教導和影響。（詳見下文第肆節介紹正念禪的修持與療癒功能）

二、覺性的開發

以佛法的慧見作為修行及諮商療癒的藍本，輔以禪修、愛心迴向（把

禪修所得的愛心和喜悅分享於他人）、祈願（為自己及他人的健康和幸福祈

禱）、包容、同理心、寬恕、助人利他的慈善活動等等實踐面的行持，使

「根本之善與健全」的潛能得到展現。這方面的佛教禪修教師包括：（1）

莎茲堡（Sharon Salzberg）──她是南傳佛法修行的女教師，注重慈悲愛心的

開發，其代表著作為Loving-kindness: The Revolutionary Art of Happiness（《慈

悲愛心：幸福快樂的革命性藝術》）。（2）康菲德（Jack Kornfield）──擁

有心理學博士學位，佛教心理學者兼諮商治療師，曾在泰國追隨阿姜查大師

出家苦修七年，對南傳佛理及人類的心理問題具有深刻洞見，主要著作包

括（中譯本）《心靈幽徑》、《原諒的禪修》、《狂喜之後》等。（3）佩

瑪丘卓（Pema Chodron）──禪修教師，藏傳佛教大師創巴仁波切的女弟

子，她的很多著作都有中文翻譯，包括《當生命陷落時》（When Things fall 

Apart）、《不逃避的智慧》（The Wisdom of No Escape）等。（4）偉伍德

（John Welwood）──佛教心理學者及藏傳金剛乘修行者，開創「覺醒心

理學」（psychology of awakening），代表著作為《覺醒風》（台灣中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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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原書名是Toward a Psychology of Awakening）；（5）布雷吉爾（David 

Brazier）──佛教心理諮商學者，對佛性和慈悲的療癒力量具有深刻見解，

主要著作包括Zen Therapy（《禪佛療法》）。

三、正念減壓療法

正念減壓療法（meditation-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以原始佛法的正

念禪原理為依據，結合西方心理治療學，發展出一套舒解精神壓力及心理情

緒症狀的治療法。開創者為美國醫學家卡巴金（John Kabat-Zinn，1944-）。 

此療法注重正念禪的科學面向，揚棄佛教信仰的內容，不像葛印卡等正念

內觀禪派教導十波羅密、慈悲觀、愛心迴向以及三皈依、五戒、茹素（在參

加課程期間）等基本行儀，只保留正念覺察一法，比較適合缺少宗教信仰和

靈性情操的人士學習。但也正因為如此，其效果僅止於舒解精神壓力及心理

情緒症狀的治療，而無法進入佛法的解脫道。佛陀教導正念禪的根本目的在

於從貪瞋癡無明習性中獲得解脫，開發慈悲與般若智慧，期能達致涅槃的終

極目標。至於身心症狀的療癒只被視為一種附帶結果和輔助修行的資糧，而

不是追求的目標。若以身心療癒作為追求的目標，不但無法進入佛法的解脫

道，而且其療癒效果是否可與佛教的正念內觀禪相媲美，不無疑問，因為信

心、愛心、願力等靈性面向的發展乃是達致身心療癒的重要因素。

四、禪宗的修持與療癒

日本心理治療學者森田正馬根據禪宗及道家自然無為的哲理，建立一

套治療理論及療程，強調把心理情緒症狀視為自然現象，以平常心看待，照

常工作和生活，一切順其自然，回歸人及萬物的自然本性，破除主觀意志想

要對抗和逃離病痛的「惡智」（觀念執著），練習無條件地接納心理情緒症

狀，才是療癒和解脫痛苦的根本方法。這個療法的特點是寓療癒於禪宗的修

行，不把身心症狀當作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不以療癒作為追求的目標，

而是在練習接納逆境及開發平等智慧的過程中，自然獲得療癒的效果。（詳

見本文第玖節介紹森田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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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正念（內觀）禪的修持與療癒功能

西方佛教修行從佛陀的教導獲得啟示，認為身體病痛之所以難以忍受，

主要不是因為病痛本身，而是因為有觀念和情緒因素的介入，由此引起精

神苦惱，也使病情加劇。根據佛陀的教導，人們在觀念上總是執著有一個

「我」在承受病痛，並且作出負面的價值評判（例如：這病痛很糟糕／很不

幸／令人討厭／我不願承受這病痛……）。這種觀念上的評判導致情緒上的

習性反應，即對病痛生起厭惡、焦慮、恐懼、抗拒、排斥、逃避、不願接納

等，總稱為「瞋」，由此產生精神苦惱，也使病情惡化，形成苦上加苦的惡

性循環，使得本來可以忍受的病痛變成不能承受的痛苦。

由緬甸傳入西方的原始佛法「四念住」的正念（內觀）禪修

（mindfulness meditation或Vipassana meditation），藉由正念分明的如實觀

照，了解病痛是無有實體（即諸法無我）和無常變化（諸行無常）的自然現

象，不去認同它（即不要以為有一個「我」在承受病痛），不作負面評判，

因而不生起上述的貪瞋情緒反應，改以平靜平穩的心態（equanimity，平等

心）去觀察它，練習接納它，觀念及情緒因素就會被析離，這時病痛變成可

以忍受和接納，既然能接納，就不再有精神苦惱，巴利文的佛典稱為「堪忍

身苦，不受心苦」（釋意：只要能安忍和接納身體上的病痛或不舒服的感

受，就不會引生精神苦惱）。這是佛陀在原始佛法所揭示的解脫智慧之一，

也是身心療癒的根本原理。

憂鬱症及其他心理情緒症狀，也可藉由正念禪的清明覺照而得到舒緩

或療癒。美國《時代》雜誌曾在一期以禪修為專題的報導中，引述劍橋大學

醫學教授約翰．提斯岱爾（John Teasdale）的話：「正念禪修對慢性憂鬱症

患者有幫助，能把再發率減低一半。」該刊又以知名女作家、遭受德國納粹

黨迫害的猶太人女兒文迪．魏塞爾（Wendy Weisel）為例，提到她一輩子都

在服用憂鬱症藥物，直到2001年開始參加禪修為止。魏塞爾女士說：「效果

實在令人驚奇！你不需服藥來治療憂鬱症或緊張焦慮，我有生以來頭一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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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服藥了。」3 應用正念禪修原理治療憂鬱症等心理情緒症狀的成功案例

不少。筆者承蒙斯里蘭卡可倫坡大學的心理醫學教授佐伊薩博士（Piyanjali 

de Zoysa）提供他的三篇研究報告，詳論他運用認知心理治療法加上正念

禪修幫助憂鬱症患者克服「負面自動思慮」（negative automatic thoughts，

即憂鬱症患者不斷生起消極悲觀和自我貶抑的念頭）的治療過程。此外，

他也規劃療程，運用正念禪的專注覺察的練習成功治癒了一位學生的強迫

症。4 此外，緬甸的正念禪大師馬哈希在他編著的《法的醫療》（Dhamma 

Therapy）一書中，列舉了三十多個案例說明正念禪修可以治療很多疾病，

包括腫瘤、胃病、風濕痛、關節炎、氣喘等等。5 從佛教心理學來解釋，正

念禪修的療癒功能可歸因於練習接納疾病而不再生起瞋斥抗拒等習性反應

（平等心）、潛意識業障的消除以及慈悲、愛、寬恕、喜悅、信心等健康心

量的養成，這些對身心疾患的療癒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伍、莎茲堡的愛心修行與療癒

正念禪修注重般若（解脫智慧）的開發，而般若智慧與慈悲愛心是不

能分開的。就佛法而言，藉由正念（mindfulness）及平等心（equanimity）

的修習而無條件接納病痛及各種逆境，這既是解脫智慧，也是慈悲包容。依

照原始佛法的教導，慈悲愛心（巴利文metta，英譯loving-kindness，漢傳佛

教譯為「慈」）是最堅強的精神力量，能克服貪慾、憤怒、憎恨、敵意、嫉

妒、恐懼等負面情緒，也是對治心理情緒症狀的良方。再者，慈悲愛心跟喜

悅、幸福快樂等正面精神品質也是互相連結的，慈悲愛心生起時，喜悅幸福

感也同時生起。

3  John Stein (2003). The Science of Meditation, cover story. Time Magazine, August 4, p.49.
4  Piyanjali de Zoysa (2011). The Use of Buddhist Mindfulness Meditation in Psychotherapy: A Case Report from 

Sri Lanka. Trans-cultural Psychology；陳玉璽（2013），〈正念禪原理與療癒功能之探討──佛教心理學的

觀點〉，《新世紀宗教研究》，第12卷第2期，頁1-23。
5	 	馬哈希尊者編著，阿格祇多比丘（Bhikkhu Aggacitta）英譯，溫宗堃中譯 （2005），《法的醫療──內觀

治療的個案》（Dhamma Therapy）（嘉義：法雨道場），頁42。



基於這樣的教導，美國禪修女教師莎茲堡特別注重慈悲愛心的開發，

她的代表著作《慈悲愛心：幸福快樂的革命性藝術》6，以柔美感性的文筆

描述慈悲愛心如何克服恐懼、憎恨等負面情緒，同時帶來喜悅和幸福快樂。

她跟其他西方禪修教師一樣，強調慈悲愛心必須從「自愛」（self-love）做

起，愛心修習的第一步是「對自己友愛」（befriending ourselves）。首先應

從佛法的學習了解自己擁有愛和慈善的無限潛能及「自性光明」（natural 

radiance/primordial radiance，即吾人的真心本性是清淨光明而不被貪瞋癡等

「客塵」所障礙和染污），從而信解自己是「值得愛的」（lovable）。如此

對佛法法義的了解和信心，可幫助人們克服自卑、自貶、自恨的負面心態，

學習接納和尊重自己。其次，透過正念及慈心觀的禪修鍛鍊平等心，如實地

觀察自己的病痛、人格缺陷和陰暗面而不作負面評判、不生起自我瞋斥的習

性反應，培養無條件接納自我、對自己友愛的智慧和慈悲。必須能自愛，才

能真正愛他人和眾生。7 

這個「自愛」的道理，是西方佛教心理學者和修行者從心理學原理以及

「自他不二」的佛理體會出來的慧見，漢傳佛教未有論及，佛教辭典反而把

「自愛」與「自戀」和「我執我愛」混為一談，說「自愛」是修行者必須革

除的錯誤心態，而佛教學界也有人以為「自愛」與佛教的「無我」教導互相

矛盾，因而是悖離佛法的謬見，云云。漢傳佛教這種對「自愛」的批判和貶

抑不但與西方佛法及心理學原理相脫節，而且有違佛陀的教導，在此有必要

加以反駁和辨正。

二十世紀上半期主流心理學者弗洛依德把「自愛」跟「自戀」的病態

心理混為一談，曾受到學界的批評。從五十年代起，著名社會心理分析學

家佛洛姆（Erich Fromm，1990-1980）開始強調「自愛」（self-love）的重

要性，遂啟發了心理學界重視並探討這個課題，相關文獻很多，這裡只介紹

佛洛姆的觀點：他引述十三世紀的著名神學家艾克哈特的名言：「如果你愛

6　Sharon Salzberg (1995). Loving-kindness: The Revolutionary Art of Happiness.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7　Ibid..

10　新世紀宗教研究　第十七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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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你就會像愛自己一樣愛每一個人。當你愛他人少於愛自己，你就不能

真正愛自己，但如果你以同樣的愛去愛所有的人──包括你自己──你就會

愛他們如同一個，而這個人既是上帝又是人。因此，那愛自己又能同等愛一

切他人的人，是偉大而正直的。」8 佛氏特別釐清自私（或自戀）與自愛的

不同，指出這兩者「不但根本不同，實際上是兩相對立的。自私的人並非對

自己愛得太多，而是愛得太少；事實上，他恨自己。他這種對自己的愛及照

顧的缺乏──這只是他缺少建設性性格的徵候之一──使他的生命空虛和受

挫，他必然是不幸的……自私的人確實不能夠愛別人，但他們同樣不能夠

愛自己。」9 佛洛姆從哲學、邏輯和心理分析的不同角度，詳細論證了「自

愛」的重要性及其與「愛他」的不可分割性。

莎茲堡引述佛陀說：「你可以走遍全世界去尋找一個比你自己更值得你

愛的人，但你永遠找不到這個人。你自己跟全世界的任何人一樣，都值得你

去親愛。」英文原文為：「You can search throughout the universe for someone 

who is more deserving of your love and affection than you are yourself, and that 

person is not to be found anywhere. You yourself, as much as anybody in the entire 

universe, deserve your love and affection.」10  

以上這一段話，西方其他佛教修行教師──包括知名臨床心理學者兼

禪修教師傑克．康菲爾德（Jack Kornfield）──的著作也都有引用，雖然他

（她）們沒有指明印度佛教文獻的出處，但只要認真研讀上座部佛教的文

獻，就知道佛陀很重視自愛，以自愛作為對眾生慈悲的基礎。單是原始佛教

的《法句經》就有三條與自愛自利有關的開示（例如漢譯版第十二品的經文

說：「若人知自愛，須善自保護……」），而《法句經》的某些英文譯本在

「自愛」的段落又附有上座部佛學者對佛陀教導的註釋和引申。藏傳佛教學

者和修行人，如英國籍的比丘尼丹津跋摩（Tenzin Palmo），也引述佛陀教

導說：「要先對自己有愛心，能接納自我，與自己和平相處，才有可能對別

8　佛洛姆著，孟祥森譯（2009），《愛的藝術》（The Art of Loving）（台北：志文出版社），頁81-82。
9　同上註，頁79-81。
10 Sharon Salzberg (1995). Loving-kindness: The Revolutionary Art of Happiness, p.25.



12　新世紀宗教研究　第十七卷第二期 

人友愛和包容接納。」丹津跋摩說：「所以佛陀勸我們，首先要對自己有慈

悲心（loving-kindness），先原諒自己、接納自己，與自己和平相處……因

為如果我們不能對自己有慈心，對他人生起慈心是不可能的。」11 

另一位藏傳佛教的修行教師佩瑪丘卓（Pedma Chodron）也說：「若要

對他人慈悲，就得先對自己慈悲」。12 因此，藏傳佛教的慈心迴向也遵照佛

陀原初的教法，先把愛心迴向給自己，願自己享有喜悅、安祥、平靜，然後

再迴向給他人。這是佛法在世間的實踐和應用，是南傳和藏傳佛教至今仍奉

行不渝的佛陀教導。「自愛」不但與「無我」的教導不相矛盾，而且是「無

我」修行不可或缺的要素。

以下幾段根據莎茲堡的著作，講述慈心觀的禪修：

一、憶念愛心善行：輕閉眼睛，靜心回憶自己曾做過的愛心善行，例

如：我曾幫助過需要幫助的某人；當我面對金錢、女色等誘惑時，我選擇了

保持自制自愛；當我遭受不公平對待時，差點惡言相向，但我克制了自己，

沒有這樣做；我原諒了某人對我的冒犯（或傷害）；我曾拯救過一隻受傷的

動物……。這類愛心善行的實踐及回憶能增強我們對自己的信心和自愛，帶

給我們喜悅和快樂，而信心、自愛、喜悅和快樂又會反過來增長慈悲愛心，

形成一個互相加強的良性循環。

二、愛心迴向：禪修後內心充滿安詳平靜和喜悅時，把愛心及歡喜心

分享給親友、需要幫助的人、敵人（即曾經傷害過我或跟我過不去的人）以

及一切眾生。愛心和歡喜心乃來自同一源頭──「根本之善與健全」（basic 

goodness，相當於佛性），此源頭是無限的，愛心和歡喜心也是取之不盡用

之不竭的，故可迴向（分享）給一切眾生，包括敵人及我們不認識的人。修

行的功德（慈悲愛心、歡喜心等）迴向愈多，功德也愈增長，因為當我們迴

向功德時，我們接觸到那無限的源頭。再者，慈悲愛心與歡喜心能互相加

強，付出的愛心愈多，所獲得的喜悅和快樂也愈多，身心療癒的力量由此

11　丹津跋摩講，鄭振煌譯（2003），《雪洞出紅蓮》（台北：慧炬出版社），頁92。
12　佩瑪丘卓著，胡茵夢譯（2001），《當生命陷落時》（台北：心靈工坊）。



�西方佛教修行與身心靈療癒  13

產生。13 

三、為自己和他人祈願：輕閉眼睛，唸誦以下祈願文：「願我心中充滿

安詳平靜和喜悅，願我有足夠的愛心接納自己和他人。願一切眾生遠離災厄

和苦難，享有內心的安詳和諧、幸福快樂、喜悅和身心安康……」

四、愛心療癒的案例：莎茲堡引述美國心理學界對某養老院的分組研

究，結果發現：在養老院中細心照顧植物的老人，比對照組的老人更健康長

壽、頭腦靈敏、快活，並且更關心他人和社群。14 

陸、康菲德、伍偉德與歌德斯坦對佛法修行的洞見

覺醒心理學的創始人伍偉德（John Welwood）認為，禪修能幫助我們看

清負面情緒的空性本質，將其轉化為對無我空性的覺察，使身心煩惱脫落；

活在當下的體驗能消除情緒困擾並接納自己的心理情緒問題，增強內在的力

量，把心理障礙轉化為個人成長的機會。15 

伍偉德在《覺醒風》（原書名為：Toward a Psychology of Awakening）

一書中指出，藉由禪觀的力量，學習跟負面情緒做朋友（befriending it），

留下空間讓它存在（make a space and let it be），這樣就能把它放下（let it 

go）；學習接納一切處境而不生起瞋斥和抗拒。這種正面心量乃來自

「友愛」（巴利文metta，梵文maitrey或maitri，漢傳佛教譯為「慈」）

的延伸。16 

康菲德也說，勇敢而誠實地面對自己的創傷、悲痛和陰暗面，不批判、

不逃避，只是深入地去感受生命的真實脈動，用慈悲愛心和溫柔的心包紮傷

13　Sharon Salzberg (1995). Loving-kindness: The Revolutionary Art of Happiness, pp.127 & 133.
14　Ibid., pp.33-34.
15		李孟浩，〈《邁向覺醒心理學：佛教、心理學和個人靈性轉化之道》導讀〉，2015年9月3日查閱，http://

www.gaya.org.tw/journal/m25-26/25-book2.htm.Viewing
16　John Welwood (2000). Toward a Psychology of Awakening, pp.16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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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你將會變成浴火重生的鳳凰，使生命具有深度、愛和光輝。17 

康菲德提倡「原諒的禪修」，指出「心靈工作始於寬恕，對於任何治療

而言，寬恕是一個必要的基石」。他說如果沒有寬恕，我們的生命將被迫鎖

在過去的痛苦裡，永遠不得解脫；「唯有寬恕，可以讓我們放下，並且解除

心靈的痛苦」18。他建議在禪修中培養安詳、平靜、和諧、喜悅和愛心，作

為寬恕他人的資糧；在禪修後把安詳、喜悅和愛心迴向給曾經傷害或冒犯你

的人，並表達同理和寬恕的善心。康菲德寫過很多寬恕祈願文，其中最實用

且有效的一則是基於自利心，即為了不讓怨恨繼續傷害自己而表達願意原諒

的心意，筆者略加改寫增潤如下：「我不願讓怨恨殘留在心中來傷害自己，

所以我要原諒你對我的傷害。我把愛心和寬恕的善心迴向給你，祈願你擁有

內心的安詳、平靜與和諧，從今以後不要再傷害任何人……」19 

此外，康氏與另一位傑出的佛教心理學者歌德斯坦（Joseph Goldstein）

合著的Seeking the Heart of Wisdom（《追尋智慧之心》）一書中，有不少跟

佛教諮商相關的慧見，介紹如下：

一、業力的現世輪迴：一般人遭受病痛、挫敗或其他逆境時，總

會生起瞋斥（包括憎恨、抗拒、不願接納、逃避、恐懼等）的習性反應

（conditioned reactions），佛法認為這是具有破壞性的業力（destructive 

karma），會在潛意識裡殘留不好的業果（karmic results），而這種業

果又會變成影響未來行為的「種子」，使人更容易生起貪瞋癡的習性反

應，從而招感苦的果報。這是現世的「業力因果輪迴」（cycle of karmic 

conditioning）。對治的方法是藉由禪修培養正念觀照的定力和慧力，以開放

的、清明覺知的心接納一切處境和情緒，不再生起貪瞋癡的習性反應，這就

是平等心（equanimity），平等心即是清淨心和解脫自在的心，能創造健康

17　Jack Kornfield (1993). A Path with Heart: A Guide through the Perils and Promises of Spiritual Life. NY: 
Bantam Books.

18　康菲爾德著，橡樹林編譯小組譯（2005），《原諒的禪修》（台北：橡樹林文化），頁22-26。
19　Jack Kornfield (1993). A Path with Heart: A Guide through the Perils and Promises of Spiritu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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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業」（wholesome karma），帶來幸福快樂的果報。20 

二、破除虛妄的自我意識：人類錯誤地以為有一個（與眾生萬物）

分離的「自我」（separate self），因而產生「不完整感」（a sense of 

incompletion），即錯誤地以為自己有所匱乏和欠缺，需要不斷向外追求

別人的愛、讚美和肯定，使自我感到滿足。當這個（自以為）孤立不全的

「自我」受到威脅或它的欲求得不到滿足時，就生起憤怒、敵意、憎恨等

情緒反應；人類的貪欲、恐懼、執著、悲痛等等負面的精神品質也都起因

於這種孤立不全的自我意識的幻覺。必須按照佛陀的教導，開發禪觀的智

慧，看清無實（insubstantial，即無實體或無自性，舊譯為「無我」）、無

常（impermanent）、無樂（unsatisfactory，梵文dukkha，漢傳譯為「苦」及

「不圓滿」二義）的生命本質（三法印），突破那虛妄不實的自我意識，就

能重獲一份完整感，領悟自己原來是圓滿無缺的；跟他人和世界也能重建親

密的連結，使我們的真實本性自然而美妙地呈現，慈悲愛心和歡喜心也就自

然地流露出來。21 

三、正念（mindfulness）的力量：當遭遇逆境而陷入恐慌或悲痛時，

只要保持正念觀照，心很快就能恢復平衡和平穩。修習正念的學生應該

透過直接體驗（direct experience）把正念帶入這種精神困境，以便欣賞正

念確實能讓我們的心重獲平衡及安詳平靜的力量。22 當我們的心被淫慾或

其他貪慾所糾纏而感受苦惱時，應當了解佛陀的教示，即貪愛執著乃是以

「樂受」（快樂或愉快的覺受）為緣而生起的（conditioned by feelings of 

pleasantness，即十二因緣的「受緣愛，愛緣取」），一旦了解教示，便能細

心覺察那快樂的感受是無常變化的事實，並看清是樂受引起貪愛執著的真

相，這時貪愛的心底下就會出現一個可供你選擇的空間，讓你的心有「脫

鉤」（unhooking）的機會。應當學習把樂受以及引起樂受的人事物當作正

20　Joselph Goldstein & Jack Kornfield (1987). Seeking the Heart of Wisdom.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p.154.
21　Ibid., pp.184-185.
22　Ibid., pp.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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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觀照的所緣，而不是當作貪愛執取的對象。23 

柒、佩瑪丘卓的「不逃避的智慧」   

人生常常遭遇生命陷落的絕境或各種逆境（例如因親人亡故而陷入無依

無靠的境地，又如丘卓親愛的丈夫因外遇而突然要求離婚），這時人們總是

想要逃避、抗拒，或設法挽回感情，重新拾回個人尊嚴或安全感，等等。但

丘卓認為這樣做並無法根本解決生命苦惱的問題，她教導「不逃避的智慧」

（wisdom of no escape），要勇敢面對逆境及其所帶來的悲痛或恐懼。當你

願意全然接納破碎的心、恐懼、絕望、病痛等負面事物時，真正的覺醒之路

就為你打開。

她說：「生命陷落既是一項考驗，也是一種治療。」

【案例一】丘卓的一位朋友得了愛滋病，面臨死亡的威脅，他起初很害

怕，後來學會了放下恐懼。當他願意接納這致命的疾病和死亡時，人生就充

滿了意義，生命中的每一刻和每個人都變成很珍貴。24 

【案例二】丘卓自述她的丈夫有一天從外面回來時，突然要求離婚，這

有如晴天霹靂般使她感到憤怒、悲痛和恐懼，起初她想要挽回丈夫的感情，

使自己的感情和自尊心不致受到傷害。事後回憶起來，她慶幸自己的企圖沒

有得逞，若不是因為經歷了這番創傷和挫折，她不會走上佛法修行的道路，

今天也就不會擁有解脫生命痛苦的靈性智慧成就了。

丘卓指出，痛苦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們有太多的「希望」（即求得之

心，或期盼事事都順我意的心態），以及對生命和生命中的美好事物有一天

會結束的恐懼。生命終會結束（死亡），美好事物也有終結的一天，這是人

生的真相，但人們害怕看到這真相，生命因而變得不真實，就會有恐懼和種

種煩惱。修行人如果不能改變這種心態，如何能達致覺醒和解脫呢？因此丘

卓教導放下「希望」，全然接納死亡、恐懼及各種不如意的事物，才能得到

23　Joselph Goldstein & Jack Kornfield (1987). Seeking the Heart of Wisdom, p.162.
24		佩瑪丘卓著，胡茵夢譯（2001），《當生命陷落時》，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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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解脫。25 

丘卓說，不必努力去對治恐懼或其他負面情緒，只要學習面對和接納

即可。

【案例】某修行人在演講時，談到他六十年代到印度去拜師修行，一

心想要克服憤怒、淫欲和恐懼，但老師教他不要這麼努力，安排他到山下的

一間茅屋打坐。當他晚上點蠟燭打坐時聽到一條大蛇在屋子裡發出聲音，在

他面前晃動，他非常害怕，一直坐著不敢動，也不敢睡覺。整個晚上屋子裡

只有他、蛇和恐懼。當天亮時，他突然哭了起來，不是因為絕望，而是他的

心終於柔軟了──完全放下恐懼，不再抗拒，全心全意地接納了恐懼，連憤

怒、嫉妒等負面情緒也都能接納了，這時他的生命就獲得了真正的轉化。

他最後說，親近恐懼使他自己的「戲碼」完全崩解，他週遭的世界也徹底

了結了。26 

她說，靈性的旅程非關天國，也不是要到達某個美妙的地方；如果以

為修行能幫你找到永久的快樂，逃避生命的痛苦，那你就會有痛苦，這樣的

修行也不會有進境。修行者要準備接近心中的妖魔鬼怪，勇敢面對那些深埋

於潛意識裡的創傷、悲痛和恐懼，學習接納它們。當你學會接納一切逆境

的智慧時，你就能享有真正的內在自由和安樂。丘卓說：「Open your heart 

to accept all people, all situations and all emotions.」（打開你的心去接納一切

人、一切處境和一切情緒）27 

丘卓講述以下的故事來說明勇敢面對恐懼和內心的陰暗事物，才是根本

的療癒之道：她的上師創巴仁波切有一次帶侍從去參訪一間寺廟，大門口有

一隻狗向他們狂吠，他們避開牠進入大門，不料狗卻掙斷鎖鍊衝過來，侍從

們嚇得驚叫起來。這時仁波切冷靜地轉過身子，以最快的速度向狗衝過去，

那隻狗似乎感到非常意外，突然停下來，夾著尾巴跑掉了。28 同樣的，當你

能夠勇敢面對內心的恐懼或過去極力想要迴避的陰暗面時，它們就會像那隻

25　佩瑪丘卓著，胡茵夢譯（2001），《當生命陷落時》，頁79。
26　同上註，頁32-33。
27　同上註書。

28　同上註，頁49。



18　新世紀宗教研究　第十七卷第二期 

狗一樣自動消解而不再困擾你。

她引述西藏瑜伽行者瑪奇拉卓的修行法是以慈悲對待惡魔，她說西藏傳

統不驅魔，而是以慈悲相待。師徒相傳的教導是：「接近自己厭惡的東西，

幫助你自認為不願去幫助的人，到你害怕的地方去修行。」29 丘卓引述她的

老師創巴仁波切說：「從我們困惑的心中所生起的一切現象(貪瞋癡習性、

不愉快的感受等)，都可視為解脫之道，凡事都行得通。這是無懼的宣言，

如獅子吼。」30 佛法建議我們不要試圖消除痛苦煩惱，而是把當它作課題來

問自己：如何能利用它（煩惱）來喚醒自己？31 她說，貪瞋癡的背後即是本

覺（真我覺性），只要你不再喋喋不休（意指不再評判或生起「好」與「不

好」的分別心），本覺真心就會呈現。一旦觸及本覺的廣大精神空間，它就

遍布一切，就一直擴展，甚至擴展到恐懼中，到觀念的執著中，而這一切都

顯現出如幻的本質（空性），讓你頓時得到解脫。勇敢面對你所恐懼的事

物，慈悲愛心就展現出來。不要想終止痛苦或不安全感，要勇敢面對和接納

它們。當生命陷落時，要勇敢承擔，不要想依恃什麼東西使你感到安全或舒

服，因為這樣做無法解決你的問題。32 

丘卓跟其他西方佛教修行人一樣，強調「當下」的重要性。她說，解

脫如果是可能的，那一定是在當下，如果你幻想未來能得解脫，那就得不到

解脫；當下即是解脫的時刻（筆者按：佛法所說的「當下」是指超脫過去、

現在、未來等三時的時間妄識的覺性呈現）。33 其次，她也跟其他西方佛教

學者和禪修教師一樣強調「自愛」的重要性。她說，若要對他人慈悲，就得

先對自己慈悲。若想要關心那些陷入恐懼、憤怒、憎恨、嫉妒、自私貪婪的

人，必須先面對自己的類似問題，面對你發現這問題時的痛苦，學習用溫柔

的心接納它們，不要逃避。她說，對自己慈悲並不是希望自己幸福快樂，慈

29　佩瑪丘卓著，胡茵夢譯（2001），《當生命陷落時》，頁192。
30　同上註，頁224。
31　同上註，頁225。
32　同上註。

33　同上註，頁223。



�西方佛教修行與身心靈療癒  19

悲是接納當下的一切，不是企圖掙脫痛苦，不必企求變成更快樂或更好的

人，只要勇敢面對和接納當下的處境即可。34 

對於負面情緒的療癒，佩瑪丘卓也教授了西藏佛教的施受法：運用觀

想法把別人的病痛或精神痛苦吸進自己的體內，冥想慈悲的力量把它轉化為

清淨光明的能量，再回施給對方。對於自己的負面情緒，也可用同樣的方法

加以轉化。你可以祈求諸佛菩薩（例如藥師佛）的慈悲力和威德力的加持

來幫助你轉化。丘卓認為，施受法能幫助我們克服恐懼和痛苦，消除心中

的緊張壓力，喚醒生命中本來具足的慈悲心和自我療癒的潛能。35 此外，施

受法也逆轉了我們避苦趨樂的惡習性，我們在施受法中解除了自私這個存在

已久的心理模式，開始感受到對自己和對他人的愛，開始關心自己，也關心

他人。施受法能喚醒我們的慈悲心，為我們帶來寬廣的實相觀（領悟空性的

智慧），帶領我們進入無限廣大的無我空性。36 施行施受法時，慈悲心會逐

漸擴展，讓你更能面對以前不能面對的問題。從練習不抗拒的禪修開始，對

於令人痛苦和厭惡的事物不要起心動念去消除它，而是吸進來，跟它完全連

結，並祈願眾生免於痛苦；再呼出去，釋放出廣大的空間……把所有事情視

為真如智慧的示現，不要推開痛苦，而是把它吸進來，加以轉化。37 

捌、布雷吉爾的禪佛療法

佛教心理諮商學者布雷吉爾（David Brazier）認為，精神官能症乃根源

於「追求私欲」（self-seeking）的心態，因此對治的方法是運用佛性的無

我智慧和慈悲來解除自我的桎梏（de-conditioning ourselves）。他說，西方

人本心理學所提出的「（內在潛能的）實現傾向」（actualizing tendency）

是心理治療的一股強大力量，它促使治療師擺脫狹窄的心理機械論的窠

34　佩瑪丘卓著，胡茵夢譯（2001），《當生命陷落時》，頁154。
35　同上註。

36　同上註，頁155。
37　同上註，頁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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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開始重視人性的潛能。布雷吉爾認為，這個「實現傾向」的理念確實

是受到佛教佛性觀的影響，38 然而，佛性論乃是著眼於「自我超越」（self-

transcendence），即破除對小我的執著，使「無我」的慈悲大愛得以展現，

而不只是潛能的「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對照之下，西方人本

心理學的「實現傾向」則是立基於「自我」的概念。佛教心理治療必須建

立在以下的原則上面：我們的內在有一種回歸「本初和諧」（primordial 

harmony）的深沉渴望，即渴望擺脫小我的執著和束縛去跟他人及世界建

立親密連結，跟大自然和諧相處。這就是佛性的呼喚，也是心理治療的根

本藥方。

布氏著作《禪佛療法》（Zen Therapy）在論述「慈悲」（Compassion）

的一章中指出，無條件地付出慈悲愛心去幫助他人或照顧寵物和環境，能產

生明顯的療癒效果。

【案例】案主Joe是一位酗酒成癮的老人，生活十分懶散、邋遢，連三

餐都不好好吃，卻天天喝酒來麻醉自己，家人已有很多年不再理睬他。社福

及醫療人員都認為他已無可救藥，一度考慮把他送進精神病院。然而社福機

構所資助的心理治療師發現Joe有一個優點：他養了一隻狗，每天餵牠，關

愛牠，這是他生命中最正面的事情，對狗的愛心給了他活下去的意義，但近

來這隻狗的健康不太好。於是治療師改變治療策略，交付給他好好照顧狗的

責任，包括定期帶狗去看醫生，給牠吃藥、餵食和運動。治療師不久就發現

Joe的身心狀況有了顯著的改善──開始好好吃三餐和整理家務了，他的進

步是如此之大，以致治療師評估不必住精神病院了。39 

這個案例顯示，寵物治療的重點不在於寵物的陪伴，而在於案主照顧寵

物的愛心和責任心給了他（她）生活的意義，使他（她）感到快樂。這個治

療原理是受到佛法的啟發，即慈悲愛心的付出是克服貪愛、瞋恨、恐懼、精

神空虛、無意義感等負面情緒和心態的良藥。布雷吉爾強調慈悲愛心是佛性

38　David Brazier (1996). Zen therapy: Transcending the Sorrow of Human Mind. USA: John Wiley and Sons, p.35.
39　Ibid., pp.19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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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幫助我們回歸「本初的和諧」（primordial harmony）與

一體感。

撇開心理治療不談，從佛法解脫道來看，慈悲愛心的付出不僅是要幫

助他人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包括救苦救難和療癒精神官能症），更重

要的是以真純的愛心啟發被幫助者的佛性和愛心，使他（她）們也能發揮

一份愛心去幫助別人，並且靠著愛心的發揮使自己的精神更健全，更能享

有幸福安樂。布氏特別提到觀世音菩薩的慈悲大愛，不但是對人們的受苦

作出回應，而且要「幫助我們找到我們內在的大悲心」（great compassion 

in ourselves）。40 布氏對觀世音菩薩的這個詮釋，不但具有佛教心理學的洞

見，而且道出了大乘佛法強調自覺覺他、自度度他的菩薩道精神，比起一般

佛教徒和民間社會只強調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的善行略勝一籌，值得有心修

習佛法者深思。

玖、森田療法（Morita Therapy）

日本禪療學者森田正馬根據禪宗和道家自然無為的哲理，建立起一套

治療理論和方法，重點是教案主不要把心理情緒症狀看作「病」，而要看作

自然現象，以禪宗的平常心來看待，一切順其自然，不要跟症狀對抗。一般

人都有一種錯誤的習性和心態，森田稱為「惡智」，即企圖以個人主觀的意

志跟病痛或不舒服的感覺對抗，想要把它趕走，這樣做的結果反而促使病情

加劇，也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精神苦惱。為什麼呢？因為想要對抗的心態就

是佛法所說的貪瞋癡習性的「瞋」心，厭惡、排斥、抗拒、對抗、不願接納

的心態和情緒，都是屬於「瞋」心的範疇，佛法說貪瞋癡是痛苦煩惱的根

源，你對病症生起瞋心，只會幫倒忙，跟自己過不去。人類跟動物一樣，都

有自我療癒的本能，這是一種潛在的能力，如果你跟病症對抗，這個潛能就

會被壓抑，被扼殺掉。若要讓自我療癒的潛能發揮作用，就得培養禪宗的智

40　David Brazier (1996). Zen therapy: Transcending the Sorrow of Human Mind, p.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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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日日是好日」，天氣晴朗是好日，刮風下雨也是好日；如果我身體健

康，那很好，如果我生病，那也很好啊，不要去分別好或不好，這就是禪宗所

說的「平常心是道」，也叫作平等智慧。禪療的整個療程，都在幫助患者培養

這種智慧。

比如療程的第一階段，禪療師教案主整天躺在床上，不能看電視或報

紙，什麼都不要做，只是躺著，讓你感到很煩悶。這時你應該知道，煩悶就

是治療的開始，不要跟煩悶對抗，煩悶就煩悶吧！當煩悶達到頂點時，它自

然會爆破，讓你體驗到一種解脫的味況，同時領悟到原來煩悶跟世間的一切

事物一樣，本質都是空的、無實體的，何必執著？何必去對抗呢？森田稱之

為「煩悶即解脫」。禪宗的祖師們說「煩惱即菩提」──貪瞋癡等精神上的

染污和障礙物本性是空，無有實體可得，只要參透煩惱的這個本質，當下就

是生命覺醒和解脫的智慧呈現，也就是菩提。從這個概念延伸出來，應用到

治療學，就是「煩悶即解脫」。

禪療程的第二階段教患者做一些輕鬆的勞動，第三階段做粗重的勞動，

目的是培養新工作的技能和興趣，從工作中獲得樂趣和成就感，並且把注意

力轉移開來，不要去想生病的事。經過這個療程，病情會有很大改善。最後

階段則讓患者自由活動，白天可以出外工作或上學，也可以回家處理家務，

從事正常活動，準備適應正常的家庭生活和職場工作。41 

拾、釋一行禪師結合正念禪與禪宗智慧

原籍越南的釋一行禪師在西方倡導「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

教導人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時時保持正念分明，讓心安住於當下，俾能

去除煩惱，增長慈悲愛心和幸福快樂，人際關係也才能化暴戾為祥和，讓世

界更和平。藉由正念的修習：「吸氣，我心平靜；呼氣，我微笑」，把貪瞋

41　Shoma Morita (1998). Morita Therapy and the True Nature of Anxiety-based Disorder (Akihisa Kondo, Trans.). 
NY: SUNY Press. 大原浩一、大原建土郞著，崔玉華、方明昭譯（2008），《森田療法與新森田療法》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聖境老松（2005），〈也談森田療法〉，http://love.pchome.com.tw/story/
content.html?Flow_no=58379&first=f&type=f0556047&no=58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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癡的精神垃圾轉化為「有機肥」，去滋養心靈的花卉，此即「轉煩惱為菩

提」。42 一行禪師教導，平時要培養一個「正念能量區」，積蓄慈悲、愛、

寬恕和喜悅的正面能量，當憤怒或其他負面情緒生起時，就能利用這些正面

能量去照顧和轉化負面能量；當負面能量被正面能量所轉化時，慈悲喜捨的

無量心就變得更加豐沛和堅強。

一行禪師說：「要做憤怒的母親，不要做憤怒的奴隸。」即用母親般的

慈愛和溫柔的心撫慰負面情緒和創傷，把它轉化為正面的能量。43 

　                                                     

　　　    　

拾壹、來自「雪洞」的解脫智慧

皈依西藏佛教的英國比丘尼丹津跋摩（Tenzin Palmo，或譯丹津葩默）

在喜馬拉雅山的雪洞裡苦修十二年，西方作家麥肯基（Vicki Mackenzie）為

她寫了傳記《雪洞》。她在台灣的演講由鄭振煌先生翻譯整理並出版《雪洞

出紅蓮》一書。這兩本書充滿了佛法的智慧火花，茲節錄其中與諮商療癒有

關的段落如下：

丹津說：「真正的挑戰是去關心、去愛那些曾經傷害或可能傷害我們

的人，或是那些我們不喜歡的人。我們的敵人是我們精神上最要好的朋友，

靈性上最好的朋友。因為除了這樣，我們又能從何處去學習這種沒有條件的

愛、沒有條件的忍辱呢？……去愛可愛的人一點都不困難，去愛那些不可愛

的人，那才是挑戰。」44 

42　釋一行禪師著，方怡蓉譯（2008），《橘子禪》（原譯名《步步安樂行》）（台北：橡實文化），頁41。
釋一行禪師，游欣慈譯（2010），《你可以不生氣》（台北：橡樹林），頁48。

43　釋一行禪師，游欣慈譯（2010），《你可以不生氣》，頁42-54。
44　丹津跋摩講，鄭振煌譯（2003），《雪洞出紅蓮》，頁18。

正念（佛性）能量區  憤怒（習性）能量區 更多慈悲和喜悅

照顧 轉化

→ →



24　新世紀宗教研究　第十七卷第二期 

丹津跋摩提到天主教聖女小德蘭的故事：小德蘭剛進修道院時，有一

位同修的言行舉止令她很不喜歡，引起她的煩惱，不知往後的日子要如何共

處？後來小德蘭自我反省：「雖然我是這樣的不喜歡她，但是一定有什麼東

西是神所喜歡的，因為是神揀選了她，來作為祂自己的新娘。那麼她一定有

什麼很好的東西會讓神來揀選，顯然問題在我，不在她。」小德蘭的自省使

她改變了對待那位同修的態度，開始主動跟她接觸，對她表示友愛。在互動

當中，漸漸喜歡那位同修，這才發現原來她並不是令人討厭的人。45 （筆者

按：在《雪洞出紅蓮》一書裡，十九世紀末期的法國修女小德蘭被寫成丹津

跋摩「半年前」在法國遇到的修女德蕾莎，不知為何有此出入？一個合理的

推測是，這故事很可能是丹津跋摩於「半年前」在法國聽到的，在轉述或翻

譯過程中發生了錯誤。丹津跋摩有沒有可能在法國遇見一位擁有跟聖女小德

蘭相似的生命故事的現代修女德蕾莎呢？應該說沒有，因為丹津跋摩提到德

蕾莎的家庭有五位女兒都做了修女，這正是十九世紀末期往生、二十世紀初

期被封聖的小德蘭的家庭故事，因此筆者斷定丹津跋摩所描述的德蕾莎就是

十九世紀的法國聖女小德蘭。有關聖女小德蘭的上述故事，可參閱她的自傳

（靈心小史）《一朵小白花》46）。

丹津跋摩引述佛陀說，要想生起慈悲心，就得先從對自己慈悲做起。

我們對別人的憤恨、嫉妒、恐懼等情緒，主要是因為我們把對自己的憎

恨、恐懼投射到別人身上。她說這個自我憎恨的心理問題在西方很普遍，

連科學家們也不例外。「所以佛陀勸我們，首先要對自己有慈悲心（loving-

kindness），先原諒自己、接納自己，與自己和平相處……因為如果我們不

能對自己有慈心，對他人生起慈心是不可能的。」47 

丹津跋摩以下面的實例說明分別心和瞋斥心的問題：有一群台灣朝聖者

到尼泊爾的一間寺廟去，準備跟著名的藏傳上師拉貢祖古（現已圓寂）修學

一週，但因為看到寺廟寮房的廁所很不乾淨，當天晚上就離開了。第二天上

45　丹津跋摩講，鄭振煌譯（2003），《雪洞出紅蓮》，頁19-21。
46　蘇雪林譯（2004），《一朵小白花》（台南：聞道出版社）。

47　丹津跋摩講，鄭振煌譯（2003），《雪洞出紅蓮》，頁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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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知道這件事情後，嘆息道：「佛法是好的，廁所是不好的。」暗示台灣客

人生起了分別心。丹津跋摩回憶說，她也住過那個寺院，並不覺得那裡的廁

所有什麼不好，台灣客人因為對廁所作出負面評判而生起瞋斥心，因而錯失

了寳貴的聞法機會，現在拉貢祖古已經圓寂，再也沒有向他請益的機會了，

實在很可惜。48 

有一年春天，因積雪融化，雪洞裡淹了大水，丹津跋摩身體不舒服，感

到很沮喪。突然間，佛陀四聖諦的第一聖諦（dukkha＝苦╱無滿意性）襲上

心頭，她一下子就轉念了，佛陀的教導帶來了新的力量。她對自己說：「你

難道還在追求娑婆世界的快樂嗎？……沒有錯，娑婆世界的本質是dukkha

（苦╱無滿意性），dukkha是生命中根本的不滿意狀態。外面在下雪，我也

在生病，這些都沒有關係，因為這就是娑婆世界的本質，沒什麼好擔心的。

如果事情好轉，那很好；如果事情沒有好轉，那也很好，兩者沒什麼差別。

雖然這只是很基本的道理，但當時真正是我的一大突破。從此，我對外在環

境再也不在乎了。」49 

丹津跋摩說：「當一個人能夠學習從自己的心而不是從自己的大腦活

著，無論你做什麼事，它都是自發的、恰當的。同時，它立刻散發出巨大的

能量，因為它不再被「我」的介入所阻礙。人變得比較快樂和輕鬆，因為他

回到了心的源頭，不再處於頭腦的放逐中（筆者按：即不再被頭腦的觀念所

困縛而疏離了真心本性）。現代的科學把重點都放在頭腦，使我們跟自己的

心斷絕關係了，因此，許多人覺得生命沒有意義又枯燥無味。」50 

丹津跋摩堅信祈禱的功效，她說：「修行本身含藏著偉大的力量與祝

福。我相信有數不盡的生命（指已成就佛道的聖者），他們聰慧又有愛心，

永遠散發著光芒，試著幫助他人，我們只需打開自己的心。因此，你絕對可

以向佛與菩薩祈禱。」51 

48　丹津跋摩講，鄭振煌譯（2003），《雪洞出紅蓮》，頁107-108。
49　麥肯基著，葉文可譯（2001），《雪洞──丹津葩默悟道歷程》（台北：躍昇文化），頁175-176。
50　同上註，頁181。
51　同上註，頁188。



丹津跋摩對「無我」有如下的體驗：「我們創造了『我』的意識，所

有其他人和事物都是『非我』，然後我們對『我』想要的『非我』的東西產

生興趣，並且厭惡我們不想要的『非我』的東西，這就是我們的貪婪、憎厭

及其他負面品質的根源……一旦我們了解生命的本質是超越了意念與情緒，

這種本質不可思議的廣大，與所有生命都連結在一起，這時，那種隔絕、疏

離、恐懼與貪愛的感覺都消失了。這是極大的解脫！」52 　

丹津跋摩說：「這就是佛陀最偉大的覺悟，他了悟到當我們愈進入深

處，我們的意識變得愈開放與空靈，我們不再見到一些堅硬狹窄的永久物體

（指被我們妄執為實體的『我』，以及念頭和情緒），我們回到與所有生命

連結在一起的廣闊心念中。在我們生存的空間裡，你必定會問：我在哪裡？

他人在哪裡？只要我們還活在這個相對領域中，就有『我』和『他人』的對

立，這是我們根本的錯覺，它造成我們的問題……因為這種錯覺，我們覺得

非常疏離，這就是我們的根本無明。」53 

拾貳、淨土法門的療癒

佛教的禪宗和淨土宗雖然起源於中國，但都經由日本弘傳到西方社會。

日本僧人法然所創立的淨土宗及其弟子親鸞所創立的淨土真宗，在夏威夷和

美國大陸，乃至西歐和東歐，都擁有大批信眾。根據淨土經典，修行者必須

發大菩提心，修諸功德，並以信心和願力念佛往生淨土，在淨土繼續修行，

成就佛道後再回來世間救度眾生，不離佛法解脫道和救度論的旨趣。但對一

般信眾而言，由信心及念佛的感應所產生的身心療癒和安康喜樂的現實利

益，是他（她）們願意持續精勤念佛的重要誘因。淨土宗和真宗根據經典宣

稱念佛有「十大利益」，其中包括消災解厄和療癒身心疾患的利益。這跟神

道信仰的祈禱和信心療癒有異曲同工之處。

52　麥肯基著，葉文可譯（2001），《雪洞──丹津葩默悟道歷程》，頁253。
53　同上註，頁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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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日本學者的研究，「念佛」能產生一連串有益身心健康的信息能量

波動，進入念佛者的潛意識去清除貪瞋習性所累積的業障，以及各種情緒糾

結、創傷和「負面記憶」，如恐懼、焦慮、悲痛、罪疚感、自卑感，等等，

從而實現療癒和淨化。為了達到最佳的療癒和淨化效果，念佛者需要培養真

誠信心，而真誠信心又跟禮拜、讚歎、感恩、懺悔、內省、包容、寬恕、行

善布施、慈善服務等等修為密切相關。此外，念佛若能與禪修結合（禪淨兼

修），由禪定工夫所達致的攝心專注和靜定，能引導上述念佛的信息能量波

動進入潛意識的深層，從而加強淨化及療癒的功效。54 

對於初心者，念佛有一個簡單但卻很實用的方法：雙手合掌，用腹部

力量低聲吟誦「南無阿彌陀佛」或「阿彌陀佛」，持之以恆，具有療癒和健

身的顯著效果。因為不同音頻的聲音混合在一起，能對人的身心產生共振作

用，除調整氣脈能量的運行、增強免疫力外，還能活絡神經系統，並產生有

益健康的腦內物質，有助於對治失眠及其他身心症狀。據日本學者研究，以

發聲為職業的人，如歌唱家、經常讀經的僧侶、在講台上發聲的教師等，看

起來都比實際年齡年輕；淨土法門的高僧們，包括法然和親鸞，一般都比不

出聲念佛的禪僧來得長壽。55 

韓國曹溪宗傳人崇山禪師在美國、歐洲、南非、以色列等各地弘傳「觀

音禪派」（Kwan Um Zen School, KUZS），是西方禪宗信徒及道場最多的

一個禪派。這個禪派與其他禪派的不同點是提倡「禪淨結合」，即在參學禪

理、自悟自度之外，還口誦觀音菩薩名號，並且五體投地禮拜觀音菩薩，一

天至少一百零八拜，體力較強者可做到一千零八十拜。據崇山禪師的解釋，

這對消除業障和淨化心靈具有非常強大的效果，而業障的消除和心靈的淨化

是參禪得以開悟的重要條件。雖然該宗不談療癒的課題，也不講淨土信仰，

但念誦、拜佛加上參禪的智慧啟悟，自然能產生身心療癒的附帶結果。這

個道理跟神道信仰的默觀、祈禱、念誦聖號等靈修的療癒效果是可以互相

54　陳玉璽（2014），〈「念佛」的宗教現象／心理分析與現代實踐意涵〉，《新世紀宗教研究》，第13卷
第1期，頁1-42。

55　町田宗鳯（2009），《法然を語る》（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頁13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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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證的。

拾參、結語

本文介紹西方佛教學者與（或兼）禪修教師對佛法法義的洞見和修行

體驗，把重點放在健全人格的整合，以及慈悲、愛心、歡喜心等健康精神品

質的養成，具有靈性療癒和諮商的意涵。其立論的共同主軸是，強調人們對

「自我」的執著（self-preoccupation）所引生的追求私欲（self-seeking）、

避苦趨樂等惡習性，以及個體自感孤立疏離和精神匱乏的虛妄意識，乃是造

成西方普遍的「低自尊」（low self-esteem）、憂鬱、焦慮、恐懼等等心理

情緒症狀的根本原因。而西方社會以自我和個人為中心的競爭文化，使得這

些現代「文明病」比其他不強調自我和個人的社會（例如西藏、不丹等佛教

國家）更加嚴重。

與現代主流心理學不同的是，西方佛教學者和修行者以「我執」及其

衍生的貪瞋習性作為「苦」和心理情緒症狀的根源，並且揭示了人人具有

「根本之善與健全」（basic goodness）的寳貴潛能（類似東方佛教的「佛

性」），作為自我療癒的內在資源（inner resources）；而這也正是西方人本

心理學和超個人心理學受到東方佛法的啟發而揭櫫的心理治療學的新見解。

總結西方佛教修行教導身心靈療癒的內容，主要有三項：一是藉由「根

本之善與健全」的內在潛能開發慈悲心和包容心去無條件接納個人的逆境、

病痛和人格陰暗面，有助於療癒心理情緒症狀，以及克服低自尊、自貶、

自恨等破壞性情緒；由自愛而愛人，更能產生堅強的療癒力量，邁向心理健

全和幸福快樂的康莊大道。二是從上述「我執」的虛妄意識覺醒過來，回歸

「無我」（空性）的真實本性，這需要透過正念禪觀的訓練，把負面情緒轉

化為對「無我」空性的覺察，讓身心煩惱脫落。三是立基於一切事物（包括

身心症狀）的本質皆無實體（空性）和無常變化的佛理慧見，坦然面對並練

習接納自己的症狀和問題，不跟症狀認同（即不要以為有一個「我」在承受

症狀和病痛），不作負面評判、不抗拒、不逃避，徹底改變避苦趨樂的舊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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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才是「離苦得樂」的治本之道。

東方和西方佛教的禪修及其他修為能帶來身心靈的療癒效果，是有大

量案例可以佐證的。若放在宗教靈性療癒的較大框架來考察，並沒有特別令

人驚訝之處，因為基督宗教及其他神教信仰也有豐富的類似經驗，例如《聖

經》記載耶穌顯現神通力為信徒治癒痳瘋病和血漏病的故事，以及歷代及現

代天主教的聖者顯聖為信徒治癒重症的事蹟；而依靠信仰的力量自我療癒各

種心理情緒症狀的事例更是不勝枚舉。但應注意的是，各大宗教的靈修並不

是為了治療身心疾患而施設，如果把修行的目的窄化為療癒，就容易走入功

利主義的歧途，執著於個人的利害得失，對健康快樂和現實利益生起貪愛追

逐之心，豈非悖離捨棄我執計較心的「臣服」之道，而與生命解脫或靈性救

贖的終極目標背道而馳？職是之故，本文所介紹的西方佛教修行，都是放眼

於生命解脫的大格局，強調開發自心佛性的智慧與慈悲，放下我執計較的機

心和避苦趨樂的舊習性，俾能從迷妄中覺醒，從貪瞋癡煩惱中解脫。在這過

程中，身心症狀的療癒只是自然而得的附帶結果，也是在解脫道上勇猛精進

所需的資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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