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病難醫懺悔寬恕釋懷

人生難免會遭逢意外或重

創，有的人在有了宗教信仰之後，

會變得比較勇於面對生命中的驟

變。有一次講完經，有一對夫妻帶

著女兒來找我，和他們談話時，我

很快地發覺這三個人的心緒都處

在焦慮不堪的狀態。一家三口，先

生是企業家，太太也有自己的事

業，女兒則就讀高中。這位先生表

示他們家碰到一個問題，已經快

要撐不下去了。是什麼問題呢？

原來，他們搬了新家，是一般人所

謂的豪宅，搬進去時，孩子原來的

床位是靠牆的，因看風水的人說

靠窗戶的方向對孩子比較好，所

以父母親就遵照風水師的意見，

將床移往窗邊。

有一天，家中年幼的兒子因

為玩耍，站在自己的床上，開心

地探頭到窗外顧盼風景，不料不

小心失足，竟從十八層的高樓直

接跌落，摔得腦漿迸裂；身為父

母，目睹自己的孩子發生這樣的

慘劇，痛心欲絕，難能言喻。從

此以後，夫妻倆每天失眠，痛苦

萬分，他們認為孩子是被自己改

變床位的決定害死的。到最後，

甚至覺得事業要不要、有沒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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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都無所謂了，他們已經變得非

常憂鬱。

聽完這對夫妻的敘述，我

邀請他們一起進佛堂禮佛。在佛

陀面前，我真誠地為他們祈福：

「大慈大悲的佛陀，這個家庭，

一家四口，其中一個人已經往

生，另外的三個人受了心靈的重

創，請您以佛力加被，給他們安

慰，讓他們家裡平安，讓他們可

以早點恢復正常的作息。」

祈求完畢，我送他們一人

一串念珠，然後建議他們，幫孩

子做個法會，為孩子超渡，只要

利用周六或週日的時間即可。佛

教寺院很多，可找住家附近的寺

院，再安排時間去做法會。夫妻

兩人表示已為小孩做過佛事，我

請他們再做一次。然後，提醒他

們回去之後，記得把孩子房間的

床、書桌、衣服，還有房間所掛

的東西，該拿下來的都拿下來，

因為孩子已經往生一個多月，若

不拿下來，每天回去觸景傷情，

永遠無法揮別哀傷。我希望他們

能把這些東西送出去跟別人結

緣，而想留下來當紀念的，則可

放到箱子裡收起來；這個房間可

以重新規畫，重新裝潢。最後要

求一家人都要重新過生活，因為

這對往生的孩子來說，也是一種

安慰。他們照著我的話去做，過

了一段時間，這家人已漸漸能夠

安定下來。

信仰能夠克服重創，當我們

心靈受創時，如果無法從創傷中

找到新的希望、新的意義，或是

自己無法包容這個創傷的時候，

那麼重創就會構成嚴重的威脅，

甚且產生更嚴重的問題出來。

有個叫Thomas的學者，在法

鼓山出版一本書《正念戰役》，

他請我為這本書寫推薦序。此書

的大意是這樣的：T h o m a s是個

經歷過越戰的美國士兵，在未參

加越戰之前，他平常會從事打

獵，是個孔武有力、身材高壯、

體力很好的人，參加越戰以後，

對於戰爭的激烈殘酷有著極深切

的感觸。他向我描述戰爭重創的

恐怖，談到戰場上的軍人打殺到

最後，只要看見人影晃動，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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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反射的出擊，根本無法分清敵

我，許多參加過越戰的士兵，在

戰爭結束返家之後，性格都變得

可怕、極端；甚至到了半夜，家

裡的人只要發出一點聲音，便會

立即從床上驚恐彈起，拿著槍就

誤殺了家人，這就是為什麼美國

反越戰的聲浪如此高漲的原因。

越戰的影響其實並不只有政

治層面，還有社會及當事者心理

重創的問題，而後者對人的殘害

才是真正嚴重的問題。Thomas描

述，服役時的某天，戰區出現一

群穿著出家僧服的僧人，他們每

個人的手上都抱著因為戰爭成為

孤兒的小孩，想懇請美國士兵收

留。美國人其實也害怕有詐，便

對那些僧人說：「請你們把孩子

放下，我們等一下會抱他們。」

於是，僧人們把孩子放下就離

開，等他們走了以後，美國士兵

謹慎移步，竟發現每個孩子身上

都綁有炸彈，欲轉身撤退，卻為

時已晚，轟然巨聲，嬰兒和美國

士兵當場通通被炸死，少數存活

下來的，也必須承受著戰爭留下

的身心創傷。這些存活的人返國

後都病倒了，且病得很嚴重，無

法入睡，變得非常神經質，甚至

有時會有暴力行為，T h o m a s便

是其中之一。他在醫院接受長期

的治療，但心理治療只能讓他傾

吐，或者是以寫日記的方式抒發

內心的壓力，儘管如此，依然沒

能真正釋放他內心裡的掙扎與痛

苦，殘酷戰爭中血淋淋的那一

幕，教他如何能輕易釋懷？

後來，Thomas皈依了佛教，

以禪法裡的曹洞宗為修行法門，

佛寺裡頭的親教師要他先到歐洲

去看看，去以前的毒氣間，看看

猶太人的小孩是怎麼被毒死的，

並且每天依教修行、禮佛。當他

覺得自己的情況比較好的時候，

他決定回去越南，直接面對那些

回憶中的惡夢。他形容回到那裡

的時候，簡直快要崩潰了，但他

要求自己不該再逃避，這些人已

經不是以前戰爭時偽裝成僧人的

那些敵軍。此後，T h o m a s在那

裡跟僧人慢慢地又有了接觸，心

裡不再那麼害怕，然後他返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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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從美國東部行腳到西部，經

過沙漠生活的磨練，他終於成為

一位真正受戒的禪宗出家法師。

出家後的T h o m a s寫了一本

書，就是《地獄之門》！他告訴

讀者，一個高級宗教的訓練，並

不是只有依賴而已，而是一個人

心靈上真正的開悟。對於他個人

從軍人到禪寺之旅的生命歷程，

他稱之為「正念戰役」！他表

示，自己的心已經被戰爭的殘忍

無情所創傷，必須要藉由正念來

面對這些心理課題，因此，他將

自己的一生經驗寫出來，為其他

苦於生命磨難的眾生指引一條幸

福的路。所以對一個心靈受到創

傷的人而言，宗教信仰是多麼的

重要。每一個人的一生中，都有

可能碰到一些冤屈或重大打擊，

但有了宗教的信仰和慰藉之後，

或許會變得不一樣。

有一位女士，在離婚二、三

年之後，潛伏已久的心理疾病發

作了，她的睡眠完全失調，無法

入睡，也沒辦法工作，幾乎處於

崩潰的狀態。她看了醫生，也有

服藥，最後她找上了我，並坐下

來跟我晤談。這位女士對她的前

夫懷有非常強烈的恨意及恐懼，

因為前夫曾以狠毒的方式虐待

她，例如常常在睡覺時，被喝醉

酒的前夫扯醒，並加以無情的施

暴、凌辱。最後，她接受婦援團

體的幫助才有辦法脫身。

這位女士離婚三年，心理

的疾病愈來愈重，只能靠醫生開

藥過日子，可是根本的心理問題

還是沒辦法解決。她恨她的先

生，講到那些不堪的往事時，仍

會咬牙切齒，甚至於整個臉部

肌肉都會扭曲。因為恨，她沒

辦法睡覺，也沒辦法工作，她

不甘心地問自己一輩子並沒有做

什麼壞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遭

遇？她又說自己曾到佛寺裡，想

要求得問題的答案，出家師父對

她說這是過去的業障，所以要好

好忍耐。她覺得受到這麼大的創

傷已經很慘了，還背了一個過去

不曉得做了什麼壞事情的業障，

因此她的壓力變得很大。我說：

「某某女士，妳可知道壓力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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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解，不能老把它掛在心上放

著，妳的病就是起源於所有的不

愉快和壓力一直悶在心裡，我們

要想辦法解它才可以。」她回答

解不了啊！我說不行，要寬恕這

件事情，她馬上問我：「老師，

怎麼可能寬恕呢？我的前夫那麼

壞，那麼殘忍，我死也不會寬恕

他。」

我對她說：「是的，我知

道，他真的很壞，傷害妳很深，

可是我所謂的寬恕，並不是說他

沒有任何的罪過，妳也沒有那個

能耐可以讓他都沒有業果。我問

妳，如果發生交通事故，兩個人

撞在一起，解決的方式是請交

通警察來處理，還是妳自己處

理？」她說當然會請交通警察來

處理。我說：「好，交通警察處

理完，如果要進入訴訟程序，誰

會來審判？」她的答案是交通法

庭來審判。我回答：「是啊！都

不是由妳自己來審判，對嗎？所

以我告訴妳，這件事情從發生到

現在，人在做，天在看，通通都

清清楚楚，這件事應該交給閻羅

王去處理，從今天開始，這件事

是閻羅王的事情，妳要放下，把

他放下，這叫做寬恕，妳心寬

了，他去接受他應該接受的。」

她說：「喔，如果這樣，

我比較能接受。」我說：「好，

可以接受的話，現在我帶著妳做

一次禱告。」她是個佛弟子，所

以能接受我帶的禱告。我說：

「好，我們一起向觀世音菩薩

禱告。」她合掌，我也合掌祈

請著：「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

薩，今天我帶領著某某（她的名

字），在您的面前虔誠地向您祝

禱，她受過很多的委屈、凌辱和

創傷，雖然此事並不是沒有是非

因果，但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

薩，請您賜給這位女士智慧，讓

她把這個重擔卸下，並將它轉送

到閻羅王那邊去處理，讓她可以

歇息，心靈得以平靜。」

祈求菩薩的同時，我問這

位女士：「妳願意把這些東西放

下，讓觀世音菩薩把它帶給閻羅

王處理嗎？」她說好。就這樣

子，我唸一句，她也跟著我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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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我接著向菩薩說：「關於這

件事情，某某願意好好地放下，

好好發一些慈悲的願……」然

後，我們一起感謝觀世音菩薩。

究竟這樣有沒有比較好呢？答案

是有的。這位女士回去之後心情

開始比較平和，也深深知這件事

情不是完全由她作主，不是由她

來報復，不是沒有公平，因此漸

漸把事情放下，開始從信仰中，

由痛苦的窄途走向自在的坦路。

創傷的影響有時候是很可

怕的。我曾看過一個例子，有位

七十歲的老太太，是個多年虔心

皈依的佛弟子，她來找我談話，

一講到自己的故事就開始哭了，

藏也藏不住。她的故事是這樣

的：年輕的時候，她的先生就在

外金屋藏嬌，從沒有拿錢回來，

她獨自一人在菜市場賣菜，含辛

茹苦地把幾個小孩子拉拔長大。

由於她很能幹，很會做生意，之

後甚至有能力供自己的孩子出國

念書。現在，她的先生老了，外

遇對象不要他了，便把他趕回

來。被送回來時，全身都是病，

她必須要辛苦的照顧、伺候他。

我問老太太：「妳沒有跟妳的先

生離婚嗎？」她說：「沒有！作

為一個台灣人的媳婦，我絕對沒

想過要離婚。」

講到此，和老太太相比，

我很感激自己目前擁有的幸福生

活，至少目前我的腳還能走，耳

朵還能聽，除此之外，我不覺得

人生需要依靠些什麼東西才能過

得快樂。其實，可以讓我們快樂

的東西，並不是那麼複雜，除了

三餐溫飽之外，其他外在的東

西，多一點也許是好的，但對現

況滿足最起碼的法喜還是應該要

有的啊！

大家都應該要有個信仰，

在自己的人生有真正的體驗和瞭

解後，才會覺得心情平靜了，此

時，你的心自然而然跟極樂世

界，跟十方諸佛相應，這就是修

行。換句話說，宗教帶給我們人

生的是智慧與慈悲。比方我現在

能站在這裡跟大家談話，我覺得

很開心，從一上火車就覺得自己

是在旅行，心裡充滿喜悅。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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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旅行時，有人問我：「老師，

你工作怎麼這麼重？」我說不

會，我是在旅行啊。我不是阿Q，

知道生命的道理就是這樣，你們

將會瞭解。

無常瞬息的人生，需要宗

教的指引，有限的生命，必須靠

永恆的精神世界來充實。人生就

像旅行，在旅途中看到很好的風

景時，不可能把它帶回家。每個

人生都好比正在上演的一齣戲，

若演的是苦旦，當有一天這個角

色從舞台走下來時，我就不是苦

旦。我想，到時阿彌陀佛會說剛

剛的苦旦演得真好；觀世音菩薩

也會說悲劇英雄的角色演得真不

錯。在佛法裡頭，人生如夢幻泡

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但是，在演戲時，就要演好自己

的生命角色。所以我們必須用真

心來供養佛，宗教的實踐就是透

過領悟建立信仰，用虔誠的心，

不斷地修持，在生活中為自己與

為他人帶來喜樂。當然在我們的

生活中，也需要一些教友，一些

善知識，大家互相鼓勵，因此信

仰便會形成一種社會支持，並帶

來祥和。

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如何

讓自己活得歡喜？宗教的信仰，讓

我們找到喜樂的源頭和歸宿。來人

世間一趟猶如旅遊一般，我們一定

要有一個品質很好的旅程；來這裡

演出一齣戲，一定要扮演好該扮演

的角色，雖然人生如夢，但一定要

做好夢，不要做惡夢。精神生活喜

樂的根源，就是透過慈悲跟智慧，

即悲智雙運，但現在人的迷思，就

在於沒有去發現生命中最值得注意

的、珍惜的事物。如果我們找到了

生命的核心，對於世間的富與貴、

得與失就比較能夠看得開，不會被

綁緊，透過高級宗教的信仰，一定

能夠開展生命的智慧！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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