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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佛法以解決人之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為鵠的，而與喪親相

關之苦，包括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與求不得苦等，故在佛教經

典領域裡來探討喪親輔導，應是別具意義、值得關切的。 

  本文試舉《增含．善聚品》第 7 經（T 2.679a8-680b18），那羅陀

尊者輔導文荼王因夫人命終悲慟不已一事，探討當事人因喪偶愁憂、不

食不飲、欲永見夫人遺骸，乃至經由旁人引見，受到那羅陀尊者教化，

聽聞世間不可得五事、憂惱無益、知諦無憂等佛陀教法，終於除去悲惱、

皈依三寶、不復殺生的喪親輔導個案。研究方法部分，則除了文獻的整



理與詮釋外，亦參考當代歐美喪親輔導之發展成果，作為個案分析與討

論的基礎，以協助發掘本案喪親輔導之內涵。 

關鍵詞：1.《增一阿含》 2.死亡 3.悲傷 4.喪親 5.喪親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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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佛言：「有三法世間所不愛、不念、不可意。何等為三？謂老、病、

死。」 [1] 年老、疾病，尤其死亡，是每個生命都會面臨的必然狀態，

但卻無法預知其時日與形式。以佛教觀點看來，生死一體，死亡乃是另

一期生命的開始，是反映生命整體意義的一面鏡子。 [2] 「壽、暖、識

三者不再在身體上生起，也就是沒有這三者」， [3] 就像是砍斷的樹木、

落地的果實， [4] 生命期限終了（壽）、全身冷透（暖）、「意」「識」

不起（識），是名為死。 [5] 如《雜含》說到：「壽暖及與識，捨身時

俱捨，彼身棄塚間，無心如木石。……捨於壽暖，諸根悉壞，身命分離，

是名為死。」 [6]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1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2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3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4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5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6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6


 死亡必然，則喪親亦必然，悲傷乃由是而生。但究竟悲傷處理妥善與

否，與喪親者有何關聯？從數據統計與研究報告知道：喪親悲傷的調適

狀況對喪親者的身 [7] 心 [8] 健康，和日後生命觀、價值觀及其他情緒

管理能力等，都有相當程度的影響，例如幼年喪親導致的觀念行為偏

差、 [9] 老年喪偶導致的憂鬱自殺、白髮人送黑髮人奠下日後夫婦離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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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種子等。[10] 雖從古至今，凡有生者皆難免一死，此乃眾所周知之事，

但當前社會型態改變，親友支持系統薄弱，大部分問題，包括認知、情

感與物質層面，仍需要喪親者自己面對、調適、解決與渡過，如何有效

的管理自己，或者輔導親朋好友因喪親帶來的種種負面反應，其重要性

便顯得愈加迫切。  

  

二、研究範疇、方法與架構 

（一）研究範疇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7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8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9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10


 本文為初探性質的研究，為筆者於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論文《阿含經

典之喪親輔導個案初探》裡，其中一個個案的節錄與修改。  研究範

疇以《增含．善聚品第三十二》第 7 經為主，並涉及與之相當者《增支．

五集》第 50 經，文中分成 A、B 兩個出處來處理，詳細資料如「表一：

《增含．善聚品》第 7 經出處一覽表」所示。 

表一：《增含．善聚品》第 7 經出處一覽表 

A 

《增含．善聚品第三十二》第 7 經 

（T 2.679a8-680b18） 

B 

《增支．五集》第 50 經 

（《漢南 21．增支三》, 71-5） 

AN.Ⅴ.50. Naarada.[11] 

 至於以此方式處理的目的則有二：一、文獻方面，不同出處乃因不同

部派所傳承，成為不同部派的誦本，帶有不同部派的色彩，在文獻上各

具代表意義，如《增含》為大眾部傳本，《增支部》為銅鍱部傳本，故

皆將之列入本文處理範圍。 [12] 二、實務方面，不同出處所呈現的個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11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11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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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狀況與輔導過程有其差異，若將這些差異取其聯集部分加以分析探

討，一則能夠對同一個案之狀況有更全面的了解，二則能夠提供更豐

富、更多元的方法作為研究參考，於是決定列出兩個不同出處的經文做

分析探討。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則除了上述文獻的整理與詮釋外，亦參考當代歐美喪親輔導

之發展成果，[13] 作為個案分析與討論的基礎，並將此案分為喪親事

件、喪親悲傷、輔導過程、輔導成效四個粗目、十八個細目來進行： 

表二：《增含．善聚品》第 7 經析探項目表 

粗目 細 目 

喪親事件 1 喪親者、[14] 2 逝者、[15] 3 死因、[16] 4 喪逝關係 [17] 

喪親悲傷 5 感覺、6 生理、7 認知、8 行為 [18] 

輔導過程 

9 輔導者、[19] 10 介入時間、[20] 11 介入方式、[21] 12 輔導

場所、[22]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13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14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15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16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17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17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18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18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19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20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21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22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22


13 輔導內容、[23] 14 其他細節 [24] 

輔導成效 15 接受失落、16 經驗悲傷、17 重新適應、18 活力投注 [25] 

 略號：&uuml;＝有＝言及者  △＝未言及者 ×＝無＝沒有＝未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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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en（1991）在美國喪親輔導界會具有領導地位，[26] 主要原因

為，[27] 一、促成近代喪親理論的多元化。提出悲傷歷程的「任務

（tasks）」觀點，雖然應用價值高於理論建構意義，但因其觀點被廣

泛地使用於實務界，間接地促成近代學者以更多元化的方式來發展喪親

理論。二、將喪親輔導工作激盪到高點。Worden 哀悼任務的提出，可

說將悲傷輔導工作激盪到一個高原時期，因為任務觀點指出：喪親者在

悲傷的歷程中需要有所行動，而不是被動的經歷悲傷歷程。同時 Worden

的貢獻還在於宣揚「哀悼是可以經由外力來調解」[28] 的觀點，此一觀

點不但明確地指示輔導者的工作方向，並提供了輔導者可直接涉入喪親

者悲傷歷程的適當性與合法性。 

 本文個案析探項目中，喪親悲傷與輔導成效的細目，就是根據 Worden

的理論而來的，故於此先簡要呈述，以為下一章節分析探討時之依據。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23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24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24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25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25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26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27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28


  

1.喪親悲傷 

 Worden 將悲傷反應區分為正常與不正常兩類：正常的悲傷，又稱單

純的悲傷，是指遭遇失落後常見的許多感覺和行為；而不正常的悲傷，

又稱複雜的悲傷反應、困難的悲傷反應或病態的悲傷反應。然質言之，

悲傷反應乃受多方因素影響，並無一定的標準可言，僅是程度差異的問

題，且本文個案所呈現之悲傷反應皆為正常者，本文輔導者所進行之協

助，亦為對正常悲傷所作的喪親輔導，而非對不正常悲傷反應所作的喪

親治療，因此僅就正常悲傷反應的部分作說明。 

(1)感覺方面有悲哀、憤怒、愧疚感與自責、焦慮、孤獨感、疲倦、無助

感、驚嚇、苦苦思念、解脫感、輕鬆、麻木。 

(2)生理感官知覺方面有胃部空虛、胸部緊迫、喉嚨緊收、對聲音敏感、

一種人格解組的感覺、呼吸急促、有窒息感、肌肉軟弱無力、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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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力、口乾。 



(3)認知方面有不相信、困惑、沉溺於對逝者的思念、感到逝者仍然存在、

幻覺。 

 (4)行為方面有失眠、食慾障礙、心不在焉的行為、社會退縮行為、夢

到失去的親人、避免提起失去的親人、尋求與呼喚、嘆氣、坐立不安、

過動、哭泣、重遊舊地及隨身攜帶遺物、珍藏遺物。 

  

2.輔導成效 

 Worden 將哀悼工作以任務（task）來解釋，認為喪親者需要有所行

動，也可以有所行動。使喪親者了解悲傷終會結束，感到尚有希望的存

在，且仍有努力之事與著力之處。其哀悼任務有四： 

(1)接受失落的事實（to accept the reality of the loss） 

 悲傷的第一個任務便是完全面對事實，承認逝者不再會回來。有些人

則拒絕相信死亡已經發生的事實，在悲傷過程中的第一關就停滯了。我

們會在不同層次上以各種不同形式來否定現實，包括對死亡事實、失落

的意義、或失落的不可逆轉性等層面。 

 有些人藉著否定死亡的不可逆性阻止自己接受死亡的事實，通靈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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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在失落後數日或數週之內，但若是長期懷抱這種希望是不正常

的。 

 總之，接受失落的事實是需要時間的，因為它不僅是一種知性的接

受，也是一種情感的接受。[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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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驗悲傷的痛苦（to work through to the pain of grief）[30] 

 痛苦寬廣的定義包涵了在失落所經驗到生理、情緒、行為上的痛苦，

而承認和解決這種痛苦是必需的，否則痛苦會藉由病症或其它偏差的形

式來呈現；也就是說，如果為了完成悲傷工作，生者必需經歷悲傷的痛

苦，則任何允許生者逃避或壓抑痛苦的事，反而都會延長痛苦。  至

於否定經歷痛苦任務的方法，即是不去感覺，最明顯的途徑是斷絕感覺

和否定痛苦。 

(3)重新適應一個逝者不存在的新環境（to adjust to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deceased is missing）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29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29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30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30


 適應新環境，對不同的人來說，有不同的意義，得視生者與逝者的關

係、所曾扮演過的角色、自我觀念、個人的世界觀與價值觀，和家庭、

教育、生活信念等而定。 

 失喪不僅意味失去重要他人，亦是自我意識的失落。失喪可能導致嚴

重的退化，生者視自己為無助的，不足的，無能的，孩子氣的，或是人

格破產。生者可能將任何改變歸因於機會或命運，而非自己的力量和能

力。然而，經過一段時間，這種種負面意向通常會被更多正面想法取代，

生者便能夠執行各項任務且學習新的處世之道。 

 這項任務的失敗是不去適應失落，有些人與自己作對，加深自己的無

助感，不去發展必須的生存技巧，或從世界退縮而不去面對環境的要

求。大多數人並不會採取這種負面方式，通常他們會下決心要做到以前

所不習慣的角色和發展以前所不具備的技巧，邁向一個經過再度評估的

世界。 

 Schuchter＆Zisook 則指出 Worden 對「重新適應」（readjustment）

的另一些解釋：「生者是否準備好進入新的關係，不在於對逝去的伴侶

放棄，而有賴於在生者的心理生命中為對方找一個適當的處所……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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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為他人保留空間。」[31] 

(4)將情緒的活力重新投注在其它關係上（to emotionally relocate the 

deceased and move on with life） 

 輔導者的任務不是促使當事人放棄與逝者的關係，而是協助他們在情

感生命中為逝者找到一個適宜的地方，使他們能夠在世上繼續有效地生

活。 

 要明確的說明什麼樣的情況叫做「未完成此項任務」，不太容易。最

好的定義可能就是「不再去愛」（not loving）。生者往往因緊抓著對

過去的依戀，不再往前走，也不去建立新關係，而無法完成此項任務。 

 對許多人而言，這是最困難的任務，他們的悲傷過程停頓在此。一段

時間之後，他們意識到在失落之後，生命也停滯在某一點上。但這項任

務仍是可以完成的。 

 完整悲傷反應的基準點，是想到逝者時能不感到痛苦。或許仍會悲

哀，但已不同於從前扭曲的性質，也不至於慟哭或胸口緊縮，並且能夠

將感情投注在生活與生命之中，此時，哀悼便已經完成了。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31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31


  

（三）研究架構 

 本文分析探討的架構，則如下圖所示。（見次頁圖一） 

 喪親事件、喪親悲傷、輔導過程、輔導成效四個項目就好比佛法所說

的四聖諦：喪親事件好比是「苦」，描述喪親的事實；喪親悲傷好比是

「集」，是喪親所表現出來的悲傷現象；輔導過程好比是「道」，是幫

助喪親者滅悲傷之苦的種種方法與內容；輔導成效好比是「滅」，是輔

導之後當事人的改變；也就是說，本文整個個案分析探討的理念，是依

著基礎佛法引申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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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西方有不少學者提出的階段模式來歸納整個悲傷歷程，將哀

傷歷程整合成三大時期或階段，[32] 這些階段主要是針對生者在喪親後

哀傷反應的描寫，其流向既非直線的進程，每一階段之間的分界也非決

然清晰，因而可以容許有互相接疊的空間，顯示喪親反應並非一線性的

過程，許多感受與行為是會在整個悲傷調適過程中交錯出現的，本文雖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32


未採用階段模式來分析探討，但因其具有普遍應用性，故仍在此特別提

出說明。 

圖一：《增含．善聚品》第 7 經析探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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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含．善聚品》第 7 經喪親輔導個案析探 

（一）喪親事件 

出處 經 文 

A  一時，尊者那羅陀在 16 波羅梨國 [33] 長者竹林中。 

 爾時，1 文荼王 [34] 2 第一夫人而取 3 命終。 

 ……4 王甚愛敬……。 

B  一時，具壽那羅陀住 16 波吒釐子（華氏城）之雞園。 

 爾時，2 文荼王夫人——可愛可意跋陀 [35] 3 命終。 

 ……彼即為 4 可愛可意……。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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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親事件 A B 

1 喪親者 文荼王（♂） 文荼王（♂） 

2 逝者 第一夫人（♀） 跋陀夫人（♀） 

3 死因 △ △ 

4 喪逝關係 王甚愛敬 可愛可意 

  

  

  

  

本案為喪偶事件，當事人為文荼王，亡者 A 作「第一夫人」，B 作「跋

陀夫人」，名稱雖不同但應指同一人，然死因則未言及而無法討論。 

 喪逝關係則是影響本案悲傷的極大要素。Worden 指出：依附關係包

括逝者與當事人之間依附關係的強度、依附關係的安全度、愛恨衝突的

關係、與逝者的衝突；若是愛恨交織、高度自戀或高度依賴，則容易阻

礙悲傷的產生。[36] 本案當事人對亡者「愛敬」和「可愛可意」的態度，

皆顯現其對亡者強烈的高度依附關係，也因此可能加深、加強悲傷的反

應，使調適的困難度提高。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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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喪親悲傷 

出處 經 文 

A 4 王甚愛敬，7 念未曾去懷。 

18 是時，有一人至王所而白王言：「大王：當知第一夫人今已命終。」 

是時，王聞 2 夫人無常，5 即懷愁憂，7 8 告來人曰：「汝速輿夫人

死屍，著麻油中，使我見之。」是時，彼人受王教命，即往持夫人身，

著麻油中。 

爾時，王聞夫人逝喪，5 極懷愁惱，8 不食不飲，復不持法，不理王

事。 

B 彼即為 4 可愛可意 2 夫人命終而 8 不沐浴、不塗油、不攝食物、不

作業務，7 晝夜甚愛著於跋陀夫人之遺骸。時，7 8 文荼王告理財 

官 [37] 披亞卡 [38] ：「親愛之披亞卡！將跋陀夫人之遺骸納入鐵製

之油槽，以專工之鐵製槽盛覆，使我等更得永見於跋陀夫人之遺骸。」 

悲傷反應 A B 

5 感覺 –愁憂 –愁惱 △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37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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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理 △ △ 

7 認知 –念未曾去懷 

–欲得見夫人遺骸 

–甚愛著夫人遺骸 

–欲永見夫人遺骸 

8 行為 –不食 –不飲 

–復不持法 –不理王事 

–命人將夫人遺骸著麻油中 

–不沐浴 –不塗油 

–不攝食物 –不作業務 

–命人將夫人遺骸納入油槽 

 文荼王的悲傷反應，A 與 B 之描述稍有不同，但若綜合言之，感覺方

面屬「悲哀」、「苦苦思念」等經歷失落後所帶來的種種痛苦；認知方

面屬「沈迷於對逝者的思念」，[39] 一直想念著死去夫人，無法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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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行為方面屬「食慾障礙」與「社會退縮行為」，[40] 食慾障礙很可

能會帶來身體上的相關疾病，社會退縮行為則對將來的生活有負面的影

響，社交活動減少，則社會資源等支持力量也會相對減少；而將夫人遺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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骸置麻油中，使能永遠見之一事，則為否定失落事實的「木乃伊化」

（mummification）[41] 表現。 

 一般而言，對失落事實的否定，可能只是輕微的扭曲，也可能嚴重到

妄想的程度，精神醫師 Gorer 所謂的「木乃伊化」(mummification)現象，

意指將死者保留在木乃伊狀態中，以備死者回來時之用的行為，是通常

最可能發生的情況。[42] 

 另外，A、B 在悲傷反應上的出入為：從 A 的部分，可以分析出當事

人的悲傷歷程，文荼王先是處於否認和隔絕 [43] 

 

的狀態，也就是震驚

與逃避的第一階段，直到來人點醒後，文荼王才真正的開始經驗失落，

有更多的悲傷反應出現，進入面對與瓦解的第二階段；而 B 的部分，僅

看出認知與行為方面的悲傷反應，未見感覺方面的悲傷反應，又因為沒

有來人點醒，因此也沒有從第一階段進入第二階段的明顯跡象。

（三）輔導過程 

出處 經 文 

A 13-4 是時，有一人至王所，而白王言：「大王當知：第一夫人今已命終。」是時，王聞夫人

速輿夫人死屍，著麻油中，使我見之。」是時，彼人受王教命，即往持夫人身，著麻油中。

不食不飲，復不持法，不理王事。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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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是時，左右有一人，名曰善念，恆與大王執劍，[44] 白大王曰：「大王當知：此國界中

大神足，博識多知，無事不練，辯才勇慧，語常含笑。願王當往至彼，聽其說法；若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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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法，無復愁憂苦惱。」王報之曰：「善哉！善哉！善說此語。汝今，善念！先往語彼沙門

14-1 爾時，善念白尊者那羅陀言：「尊當知之：大王夫人今已命終，緣此苦惱，不食不飲

尊顏，唯願善與說法，使王無復愁苦。」 

14-2 那羅陀報言：「欲來者，今正是時。」（略） 

  是時，王乘寶羽之車，出城詣 12 那羅陀所，步入長者竹園中， 

14-3 夫人王法，除五威容，[45] 捨著一面，至那羅陀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 

 是時，9 那羅陀告王曰：「大王當知：13-1 夢幻之法起於愁憂，泡沫之法及以雪揣而起愁

所以然者，今有五事最不可得，是如來之所說也。云何為五？夫物應盡，欲使不盡者，此不

可得；夫老之法，欲使不老者，此不可得；復次病法，欲使不病者，此不可得；復次死法，欲

此有五事最不可得，是如來之所說。」爾時，那羅陀便說此偈：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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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不以愁憂惱，而獲其福祐；設有懷愁憂，外境得其便。 

 若使有智者，終不思維是；外敵便有愁，而不得其便。 

 威儀禮節具，好施無吝心；當求此方便，使獲其大利。 

 設使不可得，我及彼眾人，無愁便無患，行報知如何！」 

13-3「又大王當知：應失之物便失之，已失便愁、憂、苦、惱，痛不可言，我所愛者今日已

苦、惱，痛不可言。是謂，大王！第一愁刺，染著心意。凡夫之人有此法，不知生、老、病

13-2「又復聞賢聖弟子所應失物便失之，是時彼人不起愁、憂、苦、惱，當作是學：我今所

中起憂愁者，此非其宜。或能使親族起憂愁，冤家歡喜，食不消化，即當成病，身體煩熱

去憂畏之刺，便脫生老病死、無復災患苦惱之法。復次大王：應滅之物便滅之，（略）。應

病，（略）。應死之物便死，（略）。」 

B  因此，11 理財官披亞卡即往詣文荼王所在處，至矣而白文荼王：「大王！」是時，理財

吒釐子（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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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城）雞園。復次，對彼之具壽那羅陀，如是善揚稱讚之聲，（謂：）是智者、賢者、聰明

阿羅漢。復次，若大王親近具壽那羅陀，大王將聞具壽那羅陀之法，而得拔憂箭耶？」 

 「若然，親愛之披亞卡！告知具壽那羅陀！住於領土內之沙門、婆羅門，如我者乃不能預

 「誠然。大王！」理財官披亞卡答文荼王已，詣具壽那羅陀之處。至矣問訊具壽那羅陀

披亞卡白具壽那羅陀曰： 

「大德！彼文荼王渴愛可意夫人跋陀命終，彼即為可愛可意夫人跋陀命終而不沐浴、不塗油

於跋陀夫人之遺骸。大德！文荼王如聞具壽那羅陀之法而得拔憂箭，則向文荼王說法為甚幸

14-2「披亞卡！對文荼王而言，今正是時。所謂時者，何時亦可。」（略） 

 至已，14-3 問訊具壽那羅陀，坐於一面。9 具壽那羅陀即告一面坐已之文荼王言： 

13-1「大王！或沙門、或婆羅門、或天、或魔、或梵天、或世間之任何者，亦不能得此等之

老』之理，……所謂：『我勿病』之理，……所謂：『我勿死』之理，……所謂：『我勿盡

或魔、或梵天、或世間之任何者，亦不能得所謂：『我勿老』之理。」（略） 

13-3「彼滅時，如是不思擇，謂：非唯我一人滅，反之，有情之往來，凡有死生者，一切有

弱、可愁，可椎胸而號泣，可陷於迷亂，我飲食亦將無味，身色亦可變醜，作業亦將不靈活

滅之時，憂、弱、愁，椎胸而號泣，陷於迷亂。大王！[47] 是名為無聞之異生，是中有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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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具聞之聖弟子亦病……死……盡……滅，（然）彼將滅時，如是思擇，謂：非唯我一

者，一切有情皆滅；復次，我滅之時，可憂、可弱、可愁，可椎胸而號泣，可陷於迷亂，我

亦將不靈活，又怨敵者可歡，又友朋者可憂。彼將滅時，不憂、不弱、不愁，不椎胸而號泣

之聖弟子，是已拔除餵毒之憂箭。無聞之異生，於其中而全自愁惱；聖弟子者，則無憂、無

13-3「所憂愁者於世間，少之利亦不可得， 

了知人憂與痛苦，又怨敵者可歡悅。 

13-2 決定義知者賢人，遇災禍而不驚駭， 

 於是則彼敵者苦，面與前不改變。 

 讚嘆咒文與善說，布施或者自習慣， 

 每次可獲得利益，何時亦可勵其事。 

13-1 我與餘人此利益，若了知不可得者， 

 則不憂堪忍堅業，如今之我欲如何？」 

  



輔導過程 出處 分 析 

A 尊者那羅陀 9 

輔導者 
B 具壽那羅陀 

A △ 10 

介入時間 
B △ 

A 

旁人推動： 

善念讚嘆那羅陀之善，鼓勵文荼王聞法除憂 

11 

介入方式 

B 

旁人推動： 

披亞卡善揚讚那羅陀，鼓勵文荼王聽法除憂 

A 輔者處所：波羅梨國長者竹林 12 

輔導場所 
B 輔者處所：波吒釐子（華氏城）雞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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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 13-1 不可得者： 



輔導內容 不盡、不滅、不老、不病、不死，五事不可得 

13-2 知諦無憂：智者知五事，不以愁憂惱 

13-3 憂惱無益： 

所失非己，餘人亦是；愁憂苦惱，無益可言 

13-4 協助體認失落：來人告知文荼王夫人命終事 

 
B 13-1 不可得者： 

勿老、勿病、勿死、勿盡、勿滅，五處不可得 

13-2 知諦無憂： 

具聞聖者，拔除憂箭，無憂無箭，全自安穩 

13-3 憂惱無益： 

無聞異生，餵毒憂箭，全自愁惱，而無所益 

14 

其他細節 

A 14-1 善念事先往詣那羅陀，報告文荼王悲傷情況 

14-2 那羅陀除憂刻不容緩，故言欲來者今正是時 

14-3 文荼王除五威容參見，頭面禮足後在一面坐 



B 14-1 披亞卡先往詣那羅陀，報告文荼王悲傷情況 

14-2 那羅陀除憂刻不容緩，故言欲來者今正是時 

14-3 文荼王見具壽那羅陀，至已問訊後在一面坐 

 以下依此六個項目分別做說明： 

 輔導者方面（9），那羅陀尊者的身份是出家人、宗教師，而且是證

阿羅漢，也就是在斷除煩惱已相當圓滿者。 

 在早期社會，人們依賴宗教師以及宗教團體來解決生死大事，當然也

包括喪親者協助的部分；[49] 雖然時至今日，有許多人因為不屬於正式

的宗教團體，對宗教師也相當陌生，轉而求助專業的心理衛生人員，但

是以宗教、特別是宗教師來協助人們進行哀悼、走過悲傷的工作，確實

不容忽視。宗教師所具備的身分，特別容易令人打開心房、身心安穩，

對於人生種種困境的調適之道，也有比一般人深刻的體認，若是當事人

與輔導的宗教師信仰相同，則其對當事人的正面影響也會愈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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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生活裡，這樣的經驗很容易得到證明。 

 介入時間方面（10），文荼王因為不願將亡者埋葬或火化，所以喪禮

似乎在輔導介入之前仍未舉行，若以一般常理推斷，應在失落事件發生

數日以後，當事人處於經歷悲傷、但在情感上又逃避面對失落的階段。 

 介入方式方面（11），則因有旁人的推動，輔導工作方得以展開；經

中間人善念（A）或披亞卡（B）大力推薦，當事人向輔導者請求協助

一事方得以成行。中間人穿針引線的功能，一則使喪親者對輔導者產生

信服，二則使輔導者了解喪親者的狀況與需要（14-1），實為促成本案

喪親輔導順利進行之重要因素。 

 這樣的方式其實很容易運用，有時想要幫助喪親者之人，本身尚未具

備輔導能力，但若對喪親之事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將喪親者引薦給適當

的輔導者，便也是很重要的助緣。 

 輔導內容方面（13），A 和 B 的說法順序不同，內容則幾乎相同，[50] 

乃喪親輔導的重心所在，亦可做為喪親輔導內容之典範。那羅陀以佛陀

所說「不可得者」、「憂惱無益」、「知諦無憂」三個大主題來輔導喪

親者，不僅說明了有生必有死之理，也點明了物必有滅盡之時、人必有

老病之態的世間實相，而欲得無益之憂惱，或知諦之無憂，就得看喪親

者自己的選擇了。這樣的內容，筆者嘗試以下圖表示：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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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圓所表示的是世間的實相，即不可久得之五事，說明世間種種都

會有結束、壞滅、衰老、疾病、死亡的歷程，此乃無可改變的自然法則。

而人有兩種，一種企求世間種種無有結束、壞滅、衰老、疾病、死亡之

時，或者無法接受其結束、壞滅、衰老、疾病、死亡，許多的煩惱、憂

愁、悲傷、痛苦便由是產生，但卻於事無補，只會傷害身心健康，讓周

遭關心愛護他的人難過，讓怨恨不滿他的人高興；另一種人稱做智者、

賢聖者，他們了解無常、體認無常，遇災禍而不驚駭，臨病死而不恐慌，

正知正念，布施行善，不因世間種種的結束、壞滅、衰老、疾病、死亡

而愁悲苦惱。總而言之，我們不能改變世界、不能控制無常，但卻可以

轉化自己的心態，去面對世間一切。與相關的經文，尚可見於《中含．

聞德經》（T 1.658b2-659b13）、《雜含》第 469 經（T 2.119c7-27）、

《雜含》第 470 經（T 2.119c28-120b14）、《增含》（T 2.697a12-b）

以及《漢南 21．增支三》, 67-70。 

 此外，13-4 的部分，其實是協助喪親者體認失落事實的工作，只是

在那羅陀尊者輔導之前，他人便已先進行了。此項工作非常重要，是

Worden 所提〈輔導原則與程序〉的第一項原則，[51] 一般常用的方法，

http://ccbs.ntu.edu.tw/FULLTEXT/JR-BJ012/bj93621.htm?#_ftn51


是鼓勵當事人談論失落，本案則因身份的緣故——當事人為一國之主，

不便用詢問的方式，而改用開門見山的告知方式，點醒文荼王面對失落

已經發生的事實。 

 最後其他細節方面（14），14-2 的部分，屬於輔導者態度的問題，

在當事人文荼王已願意接受喪親輔導的情況下，那羅陀也相對的表現出

刻不容緩、儘快進行的態度，如此便掌握了輔導的最佳時機，是值得效

法學習的。14-3 是在喪者、輔者相見之初所先行的禮節，稽首佛足屬

於宗教禮節，藉由這樣的外在行為，反映出當事人內在心理的恭敬與尊

重，也引發出當事人對輔導者的誠意與信服，自然使得輔導者的影響力

也隨之加深加強，這樣的作用應當是正向有益的。 

（四）輔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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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 經 文 

A  是時，大王白尊者那羅陀曰：「此名何法？當云何奉行？」那羅陀言：「經名曰除憂之患

如所說，除去愁憂。所以然者，我聞此法已，所有愁苦今日永除。若尊者有所教勒者，數至



無窮。唯願尊者廣演此法，永存於世，使四部之眾長夜安穩，我今自歸尊者那羅陀！」（略

18-1 是時，即從坐起，長跪叉手而作是說：「我自歸如來、法與比丘僧，盡形壽聽為優婆

還宮。」那羅陀曰：「今正是時。」是時，王從坐起，禮足繞三匝而去。 

18-2 爾時，文荼王聞那羅陀所說，歡喜奉行！ 

B 17-1「大德！嗚呼！確已拔除憂箭。大德！嗚呼！確已拔除憂箭。大德！嗚呼！我聽此法門

 時，文荼王即告理財官披亞卡而言： 

「若此，親愛之披亞卡！15 荼毘跋陀夫人之遺骸，而為彼女作塔婆，[52] 今，17-2 我自

又可行業務。」 

  

輔導成效 出處 分 析 

A △ 15 

接受失落 
B 命人將跋陀夫人遺骸火化，並作塔婆： 

表示已願意接受失落的事實 

A &uuml;（5 愁憂、愁惱；7 念未曾去懷； 

8 不食、不飲、復不持法、不理王事） 

16 

經驗悲傷 

B &uuml;（7 甚愛著夫人遺骸、欲永見夫人遺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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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不沐浴、不塗油、不攝食物、不作業務） 

17 

重新適應 

A 17-1 自言「所有愁苦，今日永除」： 

因觀念改變而永除愁苦 

17-2 自言「國事猥多，今欲還宮」： 

生活上已願意重新適應 

 
B 17-1 自言「我聽此法門而得拔除憂箭」： 

因觀念改變而得除憂 

17-2 自言「我自今日始可沐浴，又可塗油，可攝食物，

又可行業務」：已願意恢復並且適應平常生活，不再被夫

人命終事所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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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A 18-1 歸依三寶，為優婆塞，不復殺生：為佛教徒 



18-2 聞尊者那羅陀所說法，歡喜奉行：實踐佛法 活力投注 

B △ 

  

 由於經驗悲傷的任務，在那羅陀尊者輔導之前就已經達成，所以輔導

成效的重心便移到其他三項任務上。A 達成了 17 重新適應與 18 活力

投注的任務，不但因觀念改變而永除愁苦，生活上也已願意重新出發，

又皈依三寶，為優婆塞，不復殺生，奉行佛法的表現，更是因為喪親而

學習佛法的最佳典範。 

 B 則達成了 15 接受失落與 17 重新適應的任務，命人將跋陀夫人遺

骸火化，並作塔婆一事，表示文荼王已願意接受失落的事實；開始沐浴、

塗油、攝食、行業，則表示文荼王已能恢復一般日常生活，逐漸自我調

整、走出悲傷了。 

 一般人在一般狀況下，要對生死大事重視、思考、企圖超越，實非容

易之事，雖然知道有生必死，但也就只是知道罷了；然在自身即將死亡

的臨終情境下，再來反省生死大事與面對死亡，又因時間精力等限制之

故，也很難有過多的期待與盼望（期望每個臨終者都能在轉眼之間有所

領悟體會）；於是面對家人死亡，成為喪親者身分的時刻，便成了最好



的體認生死無常的機制。時間未到，還有努力修行的空間與時間；眼看

家屬至親死亡的苦惱悲悽、刻苦銘心，也很難無關痛癢、置身事外；如

果能在這個時刻真正的體悟無常，做出超越的、究竟的悲傷處理與死亡

教育，其功效之大、利益之多，應可想見無疑。 

  

  

四、結語 

 本案主要敘述文荼王因夫人命終，而極懷憂惱，不食不飲，不理國事，

然經人引見尊者那羅陀、聽聞佛法後，始去愁苦，為優婆塞，返宮治國。 

 本案的喪親事件與喪親悲傷，是常見普遍的；本案的輔導過程，是值

得參考的；本案的輔導成效，則是顯而易見的。至於輔導者輔導成功的

原因，以及喪親者突破悲傷的關鍵，乃是一體兩面、息息相關的。一為

11 介入方式的部分，也就是文荼王經旁人引見，接受那羅陀尊者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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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的部分：中間人的穿針引線（11 14-1），激起喪親者請法除憂的意

願，使得輔導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在實務上頗具參考價值。二為輔導者

的輔導內容適當且詳盡，恰好可用來除當事人之憂苦：那羅陀尊者先是

指出世間「五事不可久得」的實相，再將「憂惱無益者」與「知諦無憂

者」的狀況作描述說明，最後讓當事人自己思考，然後決定如何面對無

常，這樣的內容，甚可為喪親輔導內容之典範。 

 本案之簡圖如下： 

圖二：《增含．善聚品》第 7 經析探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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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Bowlby）、適應（Rando）。陳維樑等（1999, 22-6）。 

[33] 巴利語 Paa.taliputta 或 Patna，漢譯作巴連弗、華氏城、波羅梨國及波吒釐子。 

[34] 巴利語 Mu.n.da，為阿闍世王之孫。 

[35] 巴利語 Bhaddaa。 

[36] 李開敏等譯（1996, 47）、Worden（1991, 32）。 

[37] 巴利語 kosaarakkha，指財務管理者。 

[38] 巴利語 Piyaka。 

[39] 由「念未曾去懷」（A）判斷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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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由「復不持法，不理王事」（A）、「不作業務」（B）判斷得之。 

[41] 李開敏等譯（1996, 9）、Worden（1991, 11）。 

[42] 原參 Gorer, G.D.（1965）Death, grief, and mourning, New York: Longmans。 

[43] “First stage: Denial and isolation”, Kybler-Ross（1997, 51-61）。 

[44] 近侍者，如衛兵之類，（《漢南 21．增支三》，75）。 

[45] 即五儀飾：劍、蓋、花鬘、珠柄拂及嚴飾之屣。 

[46] 以下見《漢南 21．增支三》，67-70、AN. Ⅴ.48. .Thaana.m。 

[47] 原「諸比丘」，今因說法對象乃文荼王，為求文脈通順與合理，故改言「大王」。 

[48] 同上。 

[49] 李開敏等譯（1996，導言 5）、Worden（1991, Intruction 4）。 

[50] 內容相同，順序不同，則強調的重點，以及給予當事人的感受也稍有不同。A 先說知諦無憂，再說憂

惱無益，先是強調知諦者的無所憂惱，再說明怎麼憂惱也是無濟於事的，感覺上較為認知取向；B 則先說

憂惱無益，再說知諦無憂，先告訴當事者憂惱是沒有用的，但是明白真理的人卻能夠不再愁苦，似乎暗示

著當事人是不是也該向知諦者看齊。 

[51] 李開敏等譯（1996, 66-8）、Worden（1991,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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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巴利語 thuupa，簡言即墳墓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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