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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源於心，解脫也在於心

　　在宗教信仰裡，地獄是人們對幽冥界的想像，藉由死後對

生前行為的評價與刑罰，來達到教化人心的目的。但其實天堂

與地獄都在人的一念之間。當心裡種下了自私、對立、貪婪、

不平的種子，再受到外在境界的刺激誘惑，促成了實際的行為，

產生苦果。這些苦果再交織成一張張的網，綁住身心，動彈不

得，於是形成了困住自己的「地獄」。

　　然而，地獄不是終點，是反省、是修正。因為苦，人們才

能開始覺醒，重新去省思自己的問題，才能理解到所有的生命

都是一個共同體，唯有共生才能共榮，唯有互助才能創造更大

的福祉。本期專題報導便是一個從對立到和解、從爭鬥到共存

的先民奮鬥史，因為彼此立場與思想的不同，造成血流成河的

廝殺與械鬥，宛如人間地獄，但最後又能在各自的反省下，讓

械鬥畫下句點，去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繁榮。從歷史事件中，我

們看到了因，看到了果，看到了黑暗，也看到光明。

　　如何告別黑暗，創造出自己的光明淨域，全在我們的一念

之間。

（王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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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喻經解 (二十) 改寫／編輯部　插畫／黃正文

比種田喻

昔有野人，來至田裏，見好麥苗，生長鬱茂，問麥主言：「云何能令是麥茂好？」其主答言：

「平治其地，兼加糞水，故得如是。」彼人即便依法用之，即以水糞調和其田，下種於地。

畏其自腳蹋地令堅其麥不生，我當坐一床使人輿之於上散種，爾乃好耳。即使四人，人擎

一腳至田散種。地堅愈甚，為人嗤笑。恐已二足，更增八足。

凡夫之人亦復如是，既修戒田，善芽將生，應當師諮受行教誡，令法芽生，而反違犯，

多作諸惡，便使戒芽不生，喻如彼人畏其二足，倒加其八。

從前有一位農人，住在山上，平日很少下山。某日有事下山，路過一塊田地，看見

田裡麥苗青鬱茂盛。農人很想知道怎麼樣才能種出這麼好的麥子，便問起一旁的

麥田主人說：「你是用什麼方法把麥田種得這麼好啊？」麥田的主人回答：「很簡單。

我先把田地整治好，把土壤翻鬆，再施以糞水做為養分，這樣就可以了。」

比種田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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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農人學到種麥的方法之後，回家

馬上如法炮製。他先鬆土、除草，將糞水調

好，均勻地施灑在自己的田裡，然後種下麥

苗。不過，他擔心自己的腳踩在田地上，萬

一把地踩得太紮實太堅硬，會讓麥苗長不出

來，於是他突發奇想：「我應該坐在一張床

上，請人抬進田裡，然後我再從床上面播撒

種子，這樣我不就不會踩到地了！」於是他

向隔壁鄰居借了四位壯丁，請他們一人抬著

坐床一腳，他自己再坐在床上，讓壯丁們把

他抬到田裡播種。但他萬萬沒有想到，因為

四個人八隻腳在田裡踩踏，反而讓田地被踏

得更紮實、更堅硬了。這件事情讓街坊鄰居

知道後，大家紛紛譏笑他愚昧，說他原本怕

自己兩隻腳把地踩硬，卻反而增加到八隻腳

來踩。

世間的人們也是如此。既然有機會聽

聞佛法，心中生起修學佛法的念頭，也產生

良善的理念，願意發心持戒修行，那麼在發

心的當下，便已種了菩提種子。此時應該多

去探訪良師益友，親近真正的善知識，接受

正法的薰陶，然後好好依教奉行，將聽到的

義理、學到的經句，逐一落實在生活中，時

時用它來檢視自己的心念，修正自己錯誤的

言行，好讓這個珍貴的菩提種子能夠生根、

發芽，進而成長、茁壯。然而，世間人卻往

往背道而馳，不但違犯種種戒律教誨，更隨

順自己的愛欲貪念，恣意妄為，造作種種惡

事。這麼一來，反而讓自己先前種下的菩提

種子得不到養分，無法生長。這就像是農夫

怕自己雙腳踩地，卻請來四個人用八隻腳踩

地的道理一樣。



2015年10月　第30期04 

龍山寺詩聯文

詩趣，旨在將舊有稀鬆的語言，注入創新的想像任務；而廟

宇楹聯的創作，得更高一層境界，將短短幾句對仗，除創

新語言元素外，再加入前因後果，並涵蓋期間時空更迭之發展趣

味歷程。如本後附壁柱柱聯。

上聯：龍虎聽談元 當年三竺開基證果
　　　同參羅漢去

下聯：山川看送綠 此地萬華建剎發源
　　　應自普陀來

梢間左右後附壁柱柱聯 文／張錦雲
 攝影／陳柏靜

龍虎聽談元：雲遊於天的龍，與霸行於地的虎，結合一起而成為天地雄偉

強盛和權威的典型形態，是人們崇拜並畏懼的對象，在此指美好寓意。

三竺：是指浙江省杭州市西靈隱山飛來峰東南邊的天竺山，因為有上天竺、

中天竺、下天竺等三座寺院，合稱為「三天竺」，簡稱「三竺」。其中安

海龍山寺又名「天竺寺」，是三竺中之上天竺。此廟歷史悠久，香火鼎盛，

故成為泉州三邑人的共同信仰，也因隨外出墾荒人士，逐漸將香火分靈衍

化至海外各地，故本廟又稱為「龍山祖庭」。艋舺龍山寺也是迎請安海龍

山寺觀世音菩薩分靈來臺。

開基：建立一寺始住持之僧。　

證果：小乘證得佛果，緣覺果及聲聞之四果，又大乘證得初地乃至等覺

十一地菩薩之分果，佛之滿果，謂之證果。證果者，正名無漏之正智也。

五燈會元曰：「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即一般人所說的開悟或得道。

萬華：西元 1895年乙未割臺後，將原「艋舺」以同音日本語改寫成「萬

華」，從此艋舺成為歷史名詞，反而萬華之名沿用至今。

羅漢：乃梵語具云：阿羅漢的簡稱，華言無學。謂羅漢修行精進勇猛，心

不放逸，故名羅漢。是謂修行小乘佛教的極果。小乘佛教以渡己為主，也

就是要使自己跳脫輪迴，出入勝流的叫須陀洹，而最後進入涅槃就叫阿羅

漢。印度佛教中釋迦牟尼弟子只有十六羅漢，漢傳佛教則是十八羅漢。

普陀：在此為普陀洛迦之簡稱。據《華嚴經》中所說：此山是在海中。一

般認為書中所指應是在南印度海之中的一座海島。也是地球上東、西、南、

北、中，等五處真正淨土之一的南方淨土 -。而南方淨土正是觀自在菩薩

所居的修行淨地。

辭源典故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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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山寺詩聯文 龍山寺詩聯文

本聯詩法文格形式運用為：

五言乙型反式，合八言甲之本式，再合五言乙型本式。形成

5*8*5共十八字，分三段組成虛實相映，詞性相對，聲韻相反並以

聖寺「龍」、「山」之名為冠首長對聯。

上聯賞析：

當年由天地間最能呼嘯風雲，最雄健美好的菩薩們，在浙江

省杭州市西靈隱山飛來峰東南邊，屬天竺山中三竺裡的上天竺，

開建龍山寺元祖廟宇，因緣共修正道，如今這些前輩聖賢，均因

證得佛果，同時跳脫輪迴，出入勝流，並進入涅槃去了。

下聯賞析：

如今因當年香火引渡的因緣所致，使艋舺地區萬象皆欣欣向

榮；在開基建寺後的龍山聖寺，依所有修行引導發展，回溯源史

源頭後，可說都是從佛教五處真正淨土之一的南方淨土，觀自在

菩薩所居的修行淨地普陀來的。

楹聯作者簡介

劉育英（1857-1938）字得三。咸豐七年生，本籍臺北廳枋橋

街人；光緒年間秀才，民初始遷居大稻埕，為北市名儒。善詩詞，

工對聯。曾先後任教於枋橋公學校、國語學校。日人喜其啟迪有

方，迭膺懋賞。歷任枋橋公學校漢文講師，總督府國語學校教諭。

大正十一年（西元 1922年）艋舺高山文社成立之同時，亦號召張

晴川、莊于喬、郭春城、李白水等人，組織「淡北吟社」，被舉

為創社社長。（參考《鯤海粹編•臺北七君子詩》邱秀堂輯）

（本文作者為龍山吟社社長、中華傳統詩學會常務理事暨本寺文化廣場詩學研究

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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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公斷韲雞畫粥
文／鄭接黃　插畫／黃正文

或四言、五言或七言，近似絕句古詩格式的籤詩除了在民眾內心迷惑猶疑時給予指引

和寬慰的功能之外，透過傳統戲曲、民間文學、神話傳說、歷史人物等事典寄寓教

化的詩文內容，使得籤詩所承載的文化意義超越了民間信仰的範疇，成為一種保存傳統

文化的特殊形式。

裴度（765-839），唐朝名相（官

拜中書令），字中立，河東聞喜（現

今山西省聞喜東北）人。為中晚唐時

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之重臣。

元代關漢卿依其故事寫成雜劇《山

神廟裴度還帶》，全劇架構四折一楔

子，主線描述裴度自小父母雙亡，貧

寒饑苦，亦不肯隨姨父從商，寄居於

山神廟中，由白馬寺長老供其齋飯。

有日，一位無虛道人來訪長老，長老

讚道人能斷人生死富貴如神，便要求

為滿腹詩書卻未曾進取功名的裴度相

面，道人卻說壽命暫朝夕，一命掩泉

土，預言將死於亂磚瓦之下。裴度含

怒而去。副線從韓夫人自述丈夫韓太

守（洛陽太守）遭國舅傅彬誣陷入

獄，其有女名為瓊英，兩人辛苦籌

資，幸得朝廷採訪使李邦彥知此事

後，贈予一條玉帶以救贖韓太守，卻

不料韓瓊英在路過山神廟時遺落玉

帶，自責絕望欲與母親自盡。主副線

繫緊於一條玉帶，原是裴度拾獲玉

帶，驚懼不能睡，唯恐有人來尋覓，

自將雙手捧托歸還。沒想到裴度只見

正要尋短的韓夫人及瓊英，問其緣

由，又曉以大義，便將玉帶奉還，以

期救得韓太守。在裴度送韓氏母女離

【第八首：范文公斷韲雞畫粥】

歲寒松柏古栽培，雨雪風霜總不摧。
異日必當成大用，功名作個棟樑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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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之際，出了廟門，山神廟突然傾塌，一

片亂磚崩瓦之景裴度逃脫此劫，之後更考

取狀元，並與韓瓊英結為夫妻。

而籤題所指范文公是為范仲淹（989-

1052），字希文，亦稱范履霜，謚號文正。

乃北宋政治家、文學家、軍事家、教育家。

先世邠州（現今陜西省邠縣），後遷居江

南，為蘇州吳縣（現今江蘇省蘇州市）人。

在宋代釋文瑩的《湘山野錄》記載：「范

仲淹少貧，讀書長白山僧舍，作粥一器，

經宿遂凝，以刀畫為四塊，早晚取兩塊，

斷韲數十莖啖之，如此者三年。」小時，
范仲淹生父過世，母親改嫁朱家。范仲淹

在得知自己非朱氏子孫之時，決然離去獨

立求學。每日以兩升米煮成粥，待凝固冷

卻後以刀劃成四塊，早晚兩頓各取兩塊食

用，並切醃菜（韲，乃指一些用鹽水浸漬
野菜而成的醬菜或醃菜）佐食。勤儉刻苦，

終有所成。

從人命繫於一條玉帶，裴度若貪財不

還玉帶，四命皆亡，而裴度歸還玉帶，四

命則存。從范仲淹於〈岳陽樓記〉裡的千

古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以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最

後都將有所成就之前，籤題與籤詩更提點

出人雖固窮卻應守分，為人而不為己的心

態實為上上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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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塑」，臺灣習稱「堆花」，亦稱「堆

草仔花」、「灰塑」、「灰批」，在閩南

的傳統建築中普遍被使用，多由匠師在施

工現場所完成的工藝品。

泥塑的製作，先以黏土、石灰或貝殼

灰為原料，摻入河砂或麻絨，又或者稻草、

麻皮、棉花等合成後搗爛，放置數日養灰，

有些為了增加黏稠度，會再摻入烏糖汁或

糯米汁，但為了延緩其因太快乾燥而龜裂，

也常再加入煮熟的海菜汁。這幾種材料混

合好之後，以人工方式搗到糊狀出油，此

時黏度最高，最適合捏製泥塑成形。如果

要製作內枝外葉式之多層次，泥塑要以鐵

絲為內裡的骨架，現在一般都使用白鐵絲，

因為白鐵絲不易腐蝕且又堅固耐用，不似

前人都以竹條或木條當骨材。骨架鐵絲多

做成交叉纏繞有如網狀，如此固著力最好，

等灰泥堆至一定厚度，再修整捏製成形、

修飾或打磨，乾燥後就不致鬆脫或龜裂了。

有的再經翻模或上色，但成品形狀及施工

技法在製作的過程中，是隨著創作者的構

思而有所差異。可運用切、割、拍、壓、勾、

捏等各種方式來操作，亦可隨興自由發揮

增減材料，修改上也較不受限制，所以匠

師更容易掌握材料與作品的造型。

艋舺龍山寺泥塑之美 文／康鍩錫
攝影／康鍩錫、王靖婷

泥塑的優點是可現場製作，也可預塑，讓匠師有餘裕時間充份發揮才藝。例如可先開石膏模，後再灌入泥漿

或其他材料，來印模複製人物的面孔、武士的盔甲及戰甲等構件，再依人物姿態變化黏到適當位置上，此手

法稱「開模印花」。雖可快速完成大量作品，但因固定成型太規格化，缺乏變化，略顯匠氣。日治時期街屋

牌樓面常用此法，有稱「番仔花」，此乃受西方影響的技法。圖為龍山寺院牆上的「開模印花」之看架斗栱。

開模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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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中的假山、吐水金龍都是泥塑上金漆。 ▲ 後殿牆堵「卷草」造形優美流暢。

有些還加入細石子共同施工，形成「洗石子泥塑」的作品。此技法乃由日人

引進，這在大陸傳統建築中相當罕見，顯示臺灣接受多元文化技術交流演變

而形成的。艋舺龍山寺山牆的脊墜做荷花等圖紋也都是泥塑洗石子手法。

泥塑洗石子

泥塑的特點就是裝飾容易，製造不受尺寸大小的限制，成品雖較無法長久保存，但便

於生產，製作價格也較低廉，雖然比不上「交趾陶」的細緻多彩，可是早期許多宅第與寺

廟，還是願意選擇以泥塑做裝飾。

泥塑看似簡單，其實就是視設計者如何使之造形優美，不過只要是好作品，大部分

技法難度都很高，而真正技藝高超的匠師卻鳳毛麟角。

泥塑在龍山寺運用甚廣，觸目皆是。較具代表性有：山門兩側院牆上整片以「開模

印花」上彩的連栱與斗座，美化了牆堵上大幅的裝飾。另外寺前埕四週花圃前，圍籬、

矮牆欄杆也是以「開模印花」洗石子手法表現。埕兩側水池假山、吐水金龍及噴水鯉魚，

皆為泥塑上金漆。龍虎門正立面兩側山牆的脊墜，做荷花荷葉及捲螺圖紋，和大殿前

左右圓形花臺亦均用泥塑洗石子手法表現。後殿前左右兩外側牆，以泥塑洗石子做捲草

圖案，似為對場作品。後埕兩側門出口牆上書「潛移」「默化」、及牆頂堵蓮花，也都

是泥塑洗石子手法表現。線條皆流暢技法高超。另兩側護室檐下的水車垛題材「松鼠葡

萄」，均為泥塑作品，少部份如葡萄也有加上碗片點綴，生動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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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獄
文‧攝影／楊育睿

民俗圖繪中的十王信仰(上)

「地獄圖」使用於民間的喪葬儀式。而艋舺龍山寺所收藏的地獄

圖，是八○年代寺廟西廂仍為法務室使用時所遺留

的。此類圖繪在早期的科儀中是常民生活的共同經驗，而其中所描繪的「地獄」存

在我們的文化觀念中已有相當長遠的歷史。本文將透過此藏品，探討地獄圖繪中所

呈現的十王信仰，以及對死後世界的想像。

語言，從觀看所需要的知識背景來認定觀

者是否具有鑑賞藝術題材的能力。然而，

民俗圖繪涉及的社會角色卻無法脫離宏觀

的視角：圖像如何被生產、如何符合市場

需求、如何參與儀式的過程，以及其如何

形成描述與傳遞訊息？這些問題使得圖像

在其審美價值之外，展開了更廣泛的社會

研究領域。因此，將工藝品置入與藝術品

的對應關係中討論工藝品的特質，這樣的

論述無助於我們了解工藝本身，對於圖像，

我們要探究的不僅是有關審美的提問，也

包含在社會實踐中，觀者如何參與了圖像

意義產生的過程。

十王信仰的漢文化轉譯

臺灣傳統喪葬儀式中的所懸掛的水陸

圖繪的定位

在民俗經驗中，地獄圖是尋常之物，

然而其表現卻有極為豐富的文化意涵。基

於文化認識的目的，地獄圖經常引起世界

各個博物館的關注，尤以日本對其有濃厚

的興趣，因而藏有大量中國古代的地獄圖

軸。反觀中國，承擔文化傳承責任的士大

夫階級往往視其為宗教通俗圖像，並未積

極留下這些畫作。現今臺灣民間仍有地獄

圖像的製作與生產，但大多不被視為鑑賞

之物，而是以完成儀式的觀看為目的。

我們稱之為民俗圖繪的圖像，諸如水

陸畫像、勸善書的圖版、廟宇的裝飾畫等，

在藝術史學科中並不如藝術家的創作受到

注意。長期以來，藝術經常被視為菁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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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展開了與死亡對話的儀式空間。有關

地獄十王的描繪，則是呈現了人們對於冥

界的想像。艋舺龍山寺的藏品中，十王信

仰的圖軸有諸多形式。較常見的形式是一

殿一件（每殿有一王司案），以十幅掛軸

為一整套。除此之外尚有單幅地獄圖軸，

描繪冥王與地獄的刑罰，或將天堂與地獄

分別繪於畫軸的上下半部，亦有將十王拆

分為兩幅一對的畫法。不同的描繪與裝裱

形式展現出儀式場域中不同的空間安排，

而更加引人入勝的，則是十王信仰在民間

喪葬儀式中，將生死觀以可見的方式再現。

民間信仰中普遍將地獄描述為由十王

所各自掌司的十殿，死者往生後將依序謁

見十位冥王，分別為秦廣王、楚江王、宋

帝王、五官王、森羅王、卞城王、泰山王、

都市王、平等王與輪轉王。亡靈在死後的

第七天將見到第一位冥王，從「業鏡」中

照看生前的因果業報，有罪者將接受各式

各樣的刑罰之苦，而每一個通過地獄者，

將在十殿冥王的核定後，返還六道（天道、

阿修羅道、人道、畜生道、餓鬼道、地獄

道）再生，完成一個循環。自宋代流傳的

民間勸善書《玉曆寶鈔》對地獄的業報陰

律多有著墨，而地獄圖中所繪的便是十殿

各冥王審判罪孽、施以刑罰的畫面，透過

示現因果業報，讓觀者畏懼，完成信仰的

教化功能。

這些有關地獄題材的描繪同時也形塑

了冥王的權威，而這種帶有信仰神聖性的

冥王權威，卻是透過世俗官署制度來加以

形塑的。蕭登福指出，佛教傳入中國後經

歷了本土化的過程，以漢文化思想來理解

地獄的樣貌，也使得民間信仰的內容與世

俗的衙署概念滲入了對冥界的認識。十王

在地獄圖中被描繪成穿戴官服的審判者，

透過人世的官吏制度想像冥神、判官的階

級與從屬，並仿效官衙審判罪犯的場域描

繪各式各樣的文書檔案來校功檢過，這些

地獄的審判制度，透過我們對世俗刑事機

構的理解而更加具體。而冥界對人生前行

為的評價與審判，則是與中國傳統儒家思

維中的道德觀緊密相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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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生的象徵

在艋舺龍山寺的信仰儀式中，「盂蘭

盆會」是與冥界溝通的重要儀式。這些儀

式除了呈現出漢文化中崇敬神鬼的心理，

也與儒家崇尚孝道的道德理想有共通的價

中國地獄的概念多依據《十王經》的內容，而其考據卻仍存有許多未解之謎，於敦煌出土有關十王的

記載就有諸多版本。巴黎國家圖書館藏的經題全稱為《佛說閻羅王授記四眾預修十王往生淨土經》，

而其手抄經卷內容則長短不一，亦有簡稱為《佛說十王經》或《閻羅王授記經》。根據Ledderose在《Ten 

Thousand Thing》中所述，《十王經》並非古典經文，它很有可能是由中國僧侶模仿印度佛經的用語

所作，現存最古老的寫本可斷為西元 908年。胡適也曾在其手稿中提及《十王經》，認為它是佛教地

獄觀念與中國民間迷信結合產生的偽經。

《十王經》

值系統。《佛說盂蘭盆經》中強調齋僧的

功德可度脫父母之苦，而《十王經》亦提

及人在生時預先的修行可積聚功德，有利

於人死後通過地獄，降低刑殃之苦，同時

也回報給死去的親人。這些對冥府、審判

制度的想像，不僅討論了死後的世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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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也評價了生者在世的行為，在通過地

獄時都將面對道德的量尺。

在十王信仰的形塑之下，死亡並非終

點，而是生的延續。這個延續，將會連結

到另一個再生。在這樣的世界觀中，我們

應以更恆常的時間觀來看待生命的價值，

死亡僅是中繼站，地獄的旅程象徵生命的

淨化，引領我們省思經歷過的時間，並且

透過周而復始的歷程轉化為新的可能。地

獄圖在儀式中所實現的不僅僅是透過恐懼

的教化，也是傳統社會對於生命教育的態

度。生命是一次又一次的循環，生命在平

等的規則下輪迴，生命不在生死，而是在

時時刻刻實踐當下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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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編號：R04-00040

名稱：十殿地獄圖

材質：紙質、卷軸

尺寸：裝裱 87*173，畫心 68*132（每幅略有差異）

說明：本藏品為十幅一套的十王圖，繪有各殿冥王審判亡魂，以及鬼差獄卒押解罪魂並施以刑罰的畫

面。其中包含對冥界的奈何橋、刀山、油鍋、業鏡等設置的圖像，用筆生動，應為同一畫師描繪而成。

從十王桌案的方向判斷，此套畫作在使用時，一至五殿應懸掛於右側，六至十殿則懸掛於左側。

艋舺龍山寺藏品檔案

▲ 圖為兩名鬼差押解罪魂的畫面。鬼差是地獄制度的一種
表徵，被描繪成審判與懲罰的權力系統。這種認識需要透
過對人間司法制度的模仿，加上它被賦予了幽冥的色彩，
形塑了對業報的心理恐懼。當我們觀看這類作品，所誘發
的經驗並不僅只於審美的意義。地獄圖在儀式中延展了我
們所處的時間與空間，並完成了我們賦予超自然界的敬畏
與崇高。

文化表徵的圖像

我們觀看工藝圖像時，經常伴隨著各

式各樣的解讀。例如何為風雅？何為媚

俗？何為風格？何為象徵？藝術的學科知

識，經常左右了我們看待生活中充斥的各

種圖像的態度。這樣的態度涉及各種對於

視覺圖像的價值判斷，視覺活動也因此加

入了知識與觀念生產的行列。與其說我們

看到了什麼，不如說我們透過觀看，喚起

了什麼樣的意識與思維，甚至引發了什麼

樣的行為。

在艋舺龍山寺的收藏中，儀式物件為

我們留下許多豐富的圖像。當這些原本屬

於儀式的創造物重新以藝術品的樣貌被展

示，經常是以美學與工藝的價值被強調的，

這也使得這些圖像涉入了藝術表現與創作

領域的被討論。當我們將十王圖像視為具

有完整脈絡意義的文化物件，理解這類圖

像在儀式中是為了什麼樣的需求而存在，

便已經不是純粹與美感經驗有關的提問，

更何況我們的品味也是透過文化的形塑。

經常伴隨著各

何為媚

藝術的學科知

經常左右了我們看待生活中充斥的各

這樣的態度涉及各種對於

視覺活動也因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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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煙裊裊，伴隨著一張張祈願的臉孔。走進寺廟，信徒與香客第一件要做的事，便是

獻上香花素果，沐手焚香。當舉香至眉間，向神明或佛菩薩三拜後，開始訴說心事，

然後感受心靈與神佛之間的交流。置身於寺廟中，在煙霧繚繞裡看著熙來人往的快速縮

影，總讓人有種虛實交錯的神秘感，這是臺灣廟宇吸引人的地方，但如今卻成為環境污

染的凶手之一。

　　近年來空污議題在世界各地引起熱烈討論，尤其是 PM2.5 細懸浮微粒對人體呼吸道

及心血管疾病的危害，更成為話題的焦點。空氣是人類賴以為生的養分，在人人高喊捍

衛呼吸權的同時，各地宮廟的燒香行為首當其衝成為眾矢之的。就環境保護及人體健康

的角度來說，禁止燒香是正確的，它有助於減少PM2.5的排放，是一項必要措施。然而，

若回到信仰或文化層面，不管是儒家的祭祀先祖、佛教的佛事拈香、道教的供奉神靈，

甚至是一般民眾的日常生活，到處都用得到香，這些因素皆形成了環保與信仰的兩難。

燒香？不燒香？
環保與信仰的兩難 文／王靖婷　攝影／王靖婷、鄭接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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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的物性與象徵意涵

就物質面而言，香點燃之後會產生氣

味、煙霧以及灰燼。香的氣味透過我們的

嗅覺可以刺激感官，影響身心。不好的香

味吸入人體，可能會讓心情煩躁或造成身

體不適，但好的香味可以淨化空氣，鎮定

心神，因此在佛家及道家的打坐或修練中，

經常會點上好的檀香或沉香來安定身心，

幫助修行。而香經過燃燒產生的煙霧，透

過光的交互作用，在視覺上可營造出神秘

的氣氛；至於燃燒後的香灰，由於製香原

料常以中藥材為主，在醫學不發達的年代，

香灰時常被民間拿來食用，作為治病的方

式之一。

隨著佛教、道教的行香及科儀制度漸

臻成熟，香不再被單純的視為「物」，更

多了精神及文化層面的象徵意涵。例如在

道教中，香被賦予道德、無為、清淨等表

法意義，「祝香神咒」即說：「道由心學，

心假香傳。手執玉爐，心存九天」，即指

修道人須以修心為主，心志虔誠，以求通

真達靈，歸於圓滿。此外，在道教齋醮科

儀中，也以香作為人與神靈交流的溝通媒

介，包括請神、送神、招喚鬼魂等，都需

要上香。而在佛教儀式裡，不論是做早晚

課或法會，佛教徒也都會先上香，唱誦「爐

香讚」或「戒定真香」，除了藉由焚香引

請諸佛菩薩現身，更提醒學人佛法的修學

首重攝心及內省，須時時刻刻觀照自己，

勤修戒定慧，讓心回歸到清淨平等，才是

對佛的真供養。

而在民間信仰中，香也佔了很重要的

位置。例如，香常被用來占卜吉凶，香火

則被延伸為祖先與子孫血脈之間的傳承；

民間寺廟之間的「刈香」、「掬火」或是「過

香爐」，也都是透過兩廟香爐之間的燒香

交香，來分得原廟的靈力，如果沒有香、

沒有香爐，很多儀式便無法完成。由此可

知，香的物性及象徵意義賦予了它在人們

心中的特殊地位。

中國最早的用香紀錄，可追溯至商周時期。當

時的香料來源、製香知識及技術不足，香的使

用方式較受限制，主要是用在日常生活上，在

祭祀儀式裡只是輔助用品。至秦、漢時期隨著

道教、佛教的興起，香在使用意義上有了明確

的定位，並逐漸成為宗教儀式的主要器具。到

了唐代，合香技術隨著佛教的傳入，與中國用

藥觀念結合，逐漸發展出特有的香味與調製配

方，香的運用大幅度的擴展。明清時期，製香

技術與知識愈趨成熟，柱香開始出現，此時香

不但被大量使用，也走向專業化、普及化，各

種宗教祭祀活動乃至於一般民間都廣泛使用

香，形成中國特有的香文化。

追本溯源知香史

燒香的問題在哪裡？

化學香 VS.傳統香

香既然在文化、信仰上佔有重要地位，

那燒香的問題到底在哪裡？第一個是香的

品質。以往傳統香舖大多是由製香師傅以

純手工方式製香。由於製香師傅自己每天

要待在充滿粉塵的環境裡工作，因此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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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地寺廟所使用的香以柱香為主。傳統手

工柱香的做法是以竹枝為香腳，先將香腳浸

水，裹上楠樹皮做的黏粉，再放入沉木、檀木

以及各種中藥藥料做成的香料粉中來回滾動，

讓香料均勻附著在竹枝上，再把一整束香展開

成扇形，從中挑出沒裹好粉的香枝，這個動作

稱為「掄紙扇」。在製香過程中，掄紙扇的動

作至少會重覆二到三次，最後再將香束拿去曬

乾，香的製作就算大功告成。

傳統手工香的製作過程

據製香業者表示，香品質的好壞可從

香料粉的來源、摻合的比例、燒出來的味

道是否舒服、以及是否容易點燃、會不會

燒到一半就熄掉等幾個面向來判斷。香枝

的長度多少，配上多少香料粉，都有一定

的比例，太多或太少都會影響香的味道以

及易燃性。好的香（如沉香、檀香）味道

的傳達力遠，保留時間長，點一根就可以

擴散到四、五十坪的空間，讓人聞了神清

氣爽、身心安定，而且沉香、檀香本身就

屬中藥材的一種，對身體不會有危害。但

是市售的化學香、環保香為了降低成本，

就使用較劣質的木材，再加入化學藥劑、

香精來增加香氣；有些劣質香為了增加美

觀，會加入石灰粉來增加香的重量或是幫

助成形，石粉過多，在燃燒時就容易斷火。

另外有些香為了減少煙霧，就用較細的香

枝，並且減少上香料粉的次數，但此一動

作也會影響到易燃性。為了讓香能夠燃燒

完全或防止熄火，就必須加入硝酸鉀當作

助燃劑。不論是香精、石粉或硝酸鉀，這

些化學物質燃燒之後都會產生對人體有害

的致癌物，包括甲酫、乙酫、甲苯、鉛等。

臺灣坊間多數香行或是在寺廟外賣香

的攤販以批發零售居多，對香的原料或製

作過程不一定清楚，而香客也多依個人喜

好購買，尤其是進入寺廟參拜的信眾，通

常是以方便性或價格便宜為主，不會特別

去追究來源或成份，於是劣質香慢慢驅逐

傳統香，造成環境污染，危害人體健康。

料來源、成份，以及製作方式十分講究。

傳統手工香是採用天然的檀香、沉香或中

藥藥材來進行調配，講究工時及工法，然

而也因為這種古法製香費時費力，而且隨

著時代的變遷，原物料日漸稀少、成本提

高、人力缺乏、市場競爭等壓力，導致劣

質香或化學香愈來愈多，傳統手工香愈來

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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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寺廟大量燃香，又加上空氣不
流通，易造成 PM2.5濃度過高。

燒香的問題在哪裡？

一把香 VS.一柱香

根據臺大醫院內科部及心血管中心主

治醫師蘇大成的研究指出，住家附近若有

營建工地、大馬路、工業區、商業區、車

站、寺廟等，空污情況相對嚴重，這些高

風險環境的空氣裡，PM2.5（細懸浮微粒）

的濃度極高。研究已經證實，PM2.5是第一

級致癌物，長期曝露在其中的人除了增加

罹患癌症機率外，發生心臟病、中風、慢

性阻塞性肺病的機率也會比一般人高。

由以上的論述可知，PM2.5是人體健康

殺手，它的濃度若在標準值以內，對人體

的影響幅度較小，若濃度愈高，影響幅度

就愈大。就寺廟而言，燃香後的煙霧會產

生 PM2.5，煙霧愈大，PM2.5的數值可能就

愈高。而煙霧大小、濃度多寡，則跟燒香

的數量以及場所有很大的關係。在一個密

閉空間燃燒大量的香，跟在一個空曠的場

所燒大量的香，測出來的濃度值一定不同；

同樣的，在同一個空間裡燒一柱香跟一把

漂 浮 在 空 氣 中 像 灰 塵 的 細 懸 浮 微 粒

（particulate matter, PM），粒徑大小等於或

小於 2.5微米（µm），所以稱為 PM2.5。由

於它的直徑比髮絲的 1/28還細，可以穿透肺

部氣泡，並進入血管中隨著血液循環全身，造

成支氣管炎、氣喘、心血管疾病、肺癌等疾

病，所以引起世界各國的關注。PM2.5的來源

可以由自然界產生（如火山爆發），也可以是

人為造成（如石化燃料及工業排放、交通工具

廢氣排放等）。當 PM2.5的濃度愈高，對人體

呼吸道的影響就愈大。目前我國訂定的 PM2.5

空氣品質標準，是以 24小時值為 35µg/m3、

年平均值為 15µg/m3。相關資訊可上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的「空氣品質改善維護資訊網」查

詢 http://air.epa.gov.tw/Public/suspended_

particles.aspx。

什麼是 PM2.5？

香，測出來的值也會不一樣。臺灣地小人

稠而宮廟很多，尤其是在都市地區，常常

巷弄間幾步路就有一間廟，遇有祭祀節日

很容易就煙霧迷漫。而香火鼎盛的大廟如

果是建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周圍被高聳

的建築物遮蓋，影響到空氣的流通性，也

很容易造成 PM2.5濃度過高的問題。

http://air.epa.gov.tw/Public/susp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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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艋舺龍山寺在撤除四座香爐後，以免費提供信眾三柱香
來倡導環境保護概念。

 除了禁香之外，未來是否有替代方案，
能夠同時兼顧環保與信仰。

環保與信仰能同時兼顧嗎？

實地訪問來寺廟拜拜的民眾，不難發

現他們心中也存在著環保與信仰的兩難。

問他們支不支持來寺廟不燒香時，大部份

的人都會回答支持，因為有助於環保，然

而當再問他們今天來寺廟有沒有燒香時，

很多人還是回答有。這是一個很耐人尋味

的答案，但卻點出了在臺灣社會要推動全

面禁香的困難度。也就是說，禁香論者或

政策推行者如果忽略了香在臺灣社會、文

化、宗教、經濟、以及情感連結上的需求，

只以環保或健康為由來推動禁香或減香，

恐怕只能達到治標不治本的效果，但是如

果能從各方面去思考配套措施或可行方

案，而不是一味的排斥燒香，或者完全否

定香存在的價值與必要性，則環保與信仰

兼顧或許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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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廟宇建築藻井大觀

走進艋舺龍山寺欣賞建築藝術，可別錯過三川殿和正殿內兩座精彩的大型藻井。藻井

位在殿內正中最尊貴的位置，也是室內最吸引人的裝飾。這兩座藻井由木構斗栱層

層疊起，以幾何架構為基礎，並帶有許多優美曲線，都是由傳統工匠精心設計而成。藻

井雖然僅作為室內裝修，沒有結構功能，卻能夠充分的表現傳統木結構技法與美感。

傳統木匠以木料建造房屋，由樑、柱、斗栱便可以形成基本的結構體。這些結構體

在室內並無遮掩，可以清楚看到其結構方式，若在今天來說，就是充滿了結構主義的精

神。在室內也能夠直接看到屋頂面，和建築中央最高處的中脊。

若要進一步增加室內空間的變化或裝飾性，則可以加上天花，也就是現今天花板的

意思。傳統天花本身就有幾種做法，最簡單的是用木料搭出一個平板，若在平板下方加

上一些斗栱組，則可以增加立體感與裝飾效果。天花板也可以上下分層，形成更多的層

次，如此逐漸增加複雜度，就演變成為藻井。

藻井一眼給人的感覺，就是複雜、華麗、充滿立體感。藻井基本上還是帶有天花板

的功能，但在一座藻井中，是以斗栱為主角，間雜在斗栱之間的天花板反而不那麼明顯

了。藻井是以斗栱組環繞相連，並且層層出跳疊起而成，是一種複雜的網狀結構，因此

臺灣匠師稱藻井為「蜘蛛結網」，非常傳神。

藻井的形狀有很多種，一般最常見的是八角形，另外還有圓形、長八角、六角形等，

這幾種型態彼此還可以組合，比如八角轉圓形。而圓形藻井內部的斗栱會做成螺旋狀，

充滿流動感，和一般八角藻井的穩定莊重感大不相同。

臺灣最著名的藻井當屬鹿港龍山寺戲台內的八角藻井，這座藻井下方還有大型斗栱

層來襯托，使得整體更加壯觀，這也是清代唯一的一座藻井。廟宇殿堂中設置藻井的風

氣，是在日治時期開始流行的。日治早期陳應彬就設計了幾座極為出色的藻井，如北港

朝天官龍虎門內的長八角藻井、臺北劍潭寺的三層八角藻井、羅東奠安宮的長八角藻井，

長八角藻井可說是陳應彬的獨門絕技。

到了大正十三年（西元 1924年）改建落成的艋舺龍山寺中，正殿內出現的螺旋藻井

可算獨步全臺。這次改建是由王益順主持，之後他與他的門徒又設計了新竹城隍廟、南

鯤鯓代天府、臺北孔廟、彰化南瑤宮、鹿港天后宮等廟宇，都有精彩的藻井設計。這些

日治時期變化多樣的藻井作品，是成就臺灣寺廟藝術史高峰的重要元素，並深深影響到

戰後臺灣的廟宇設計走向。

文‧插畫／徐逸鴻

艋舺龍山寺龍門廳（1924年，王益順）

這是最常見的廟宇室內作法，可以直
接看到結構和屋頂。

三峽祖師廟三川殿兩側（1947年）

融合平頂天花板與藻井立體感的作法，
在戰後非常流行。

艋舺龍山寺三川殿中央（1924年，王益順）

在樑柱之上安裝八角藻井和斗栱組。

艋舺龍山寺三川殿兩側（1924年，王益順）

在斗栱組上安裝平頂天花板。

八角藻井
斗栱組

牌樓

斗栱組 天花板

斗栱組 斜栱

中央高起，
類似藻井

斗栱

瓜筒

牌樓面

棟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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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編輯部
繪畫／黃正文

想要泡水的
龜王

很久很久以前某地的海邊，有一隻龜王，
善於教化水族子民互相尊重，和睦相處。

就在一個月圓的夜晚⋯⋯

又到了該沉睡
潛眠的時候了。

來睡吧⋯⋯

經過不知多久的白晝
與黑夜。

龜王的身軀飽受烈日
風沙。

就像聳立的岩丘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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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艋舺龍山寺在撤除四座香爐後，以免費提供信眾三柱香
來倡導環境保護概念。

 除了禁香之外，未來是否有替代方案，
能夠同時兼顧環保與信仰。

環保與信仰能同時兼顧嗎？

實地訪問來寺廟拜拜的民眾，不難發

現他們心中也存在著環保與信仰的兩難。

問他們支不支持來寺廟不燒香時，大部份

的人都會回答支持，因為有助於環保，然

而當再問他們今天來寺廟有沒有燒香時，

很多人還是回答有。這是一個很耐人尋味

的答案，但卻點出了在臺灣社會要推動全

面禁香的困難度。也就是說，禁香論者或

政策推行者如果忽略了香在臺灣社會、文

化、宗教、經濟、以及情感連結上的需求，

只以環保或健康為由來推動禁香或減香，

恐怕只能達到治標不治本的效果，但是如

果能從各方面去思考配套措施或可行方

案，而不是一味的排斥燒香，或者完全否

定香存在的價值與必要性，則環保與信仰

兼顧或許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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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兩個帶有大型底座的八角藻井比較，底座是由出跳的斗栱組與牌樓組合而成，和上

方的藻井結合成一個整體，不但增加立體感，也使結構美感更加豐富。臺北孔廟藻井為上下

兩層式，這是王益順慣用的藻井式樣。

這兩座八角藻井都是由王益順設計，造型非常類似。藻井直接跨在樑上，分上下兩層。鹿港

天后宮藻井內增加了吊筒裝飾，是其最大特色，艋舺龍山寺藻井則是採用了如意形的斜栱，在幾

何韻律之外，又增添曲線之美。

艋舺龍山寺正殿中的圓形螺旋藻井，是臺灣建築史中首度出現，由王益順設計，這座藻井在戰

後重建時，重新設計得更加細緻。關渡宮三川殿中的藻井，則採用了八角轉螺旋的特殊形式，同樣

造型的藻井可見於戰後的三峽祖師廟、汐止拱北殿等廟宇。

長八角藻井可說是八角藻井的變體，也是臺灣本

土名匠陳應彬的獨門特色，將藻井拉長，形成中央較

疏，兩側緊湊的造型。陳應彬類似的作品還可見於板

橋接雲寺。

臺北孔廟大成殿藻井（1929年，王益順）

由名匠王益順設計，在宏大殿堂中打
造的大型藻井。

鹿港龍山寺戲台藻井（1830年）

這是清代臺灣廟宇唯一留存的一座藻
井，堪稱國寶。

艋舺龍山寺正殿藻井（1924年，王益順）

完全由斜栱組成的藻井，螺旋形式產生出
奇異的動態感。

關渡宮三川殿藻井（1963年，黃龜理）

極其複雜的藻井形式，下層採用如意形斜
栱，上層為螺旋形。

北港朝天宮龍虎門藻井（1912年，陳應彬）

造型極為成功的一座藻井，底層由直栱、斜栱組
成綿密的斗栱組，上層則單純用直栱，形成鮮明
對比。

羅東奠安宮三川殿藻井（1923年，陳應彬）

不分上下層而連續出七跳斗栱，簡單有
力的明快造型。

艋舺龍山寺三川殿藻井（1924年，王益順）鹿港天后宮三川殿藻井（1936年，王益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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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名匠王益順設計，在宏大殿堂中打
造的大型藻井。

鹿港龍山寺戲台藻井（1830年）

這是清代臺灣廟宇唯一留存的一座藻
井，堪稱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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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由斜栱組成的藻井，螺旋形式產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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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渡宮三川殿藻井（1963年，黃龜理）

極其複雜的藻井形式，下層採用如意形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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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上下層而連續出七跳斗栱，簡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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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韻律之外，又增添曲線之美。

艋舺龍山寺正殿中的圓形螺旋藻井，是臺灣建築史中首度出現，由王益順設計，這座藻井在戰

後重建時，重新設計得更加細緻。關渡宮三川殿中的藻井，則採用了八角轉螺旋的特殊形式，同樣

造型的藻井可見於戰後的三峽祖師廟、汐止拱北殿等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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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名匠陳應彬的獨門特色，將藻井拉長，形成中央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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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孔廟大成殿藻井（1929年，王益順）

由名匠王益順設計，在宏大殿堂中打
造的大型藻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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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

羅東奠安宮三川殿藻井（1923年，陳應彬）

不分上下層而連續出七跳斗栱，簡單有
力的明快造型。

艋舺龍山寺三川殿藻井（1924年，王益順）鹿港天后宮三川殿藻井（1936年，王益順）

上
層

下
層

底
座

上
層

下
層

底
座

八
角
藻
井

底
座

斜栱

上
層

下
層

八
角
藻
井

底
座

牌樓出跳斗栱組

23 2015年10月　第30期

奇異的動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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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廟宇建築藻井大觀

走進艋舺龍山寺欣賞建築藝術，可別錯過三川殿和正殿內兩座精彩的大型藻井。藻井

位在殿內正中最尊貴的位置，也是室內最吸引人的裝飾。這兩座藻井由木構斗栱層

層疊起，以幾何架構為基礎，並帶有許多優美曲線，都是由傳統工匠精心設計而成。藻

井雖然僅作為室內裝修，沒有結構功能，卻能夠充分的表現傳統木結構技法與美感。

傳統木匠以木料建造房屋，由樑、柱、斗栱便可以形成基本的結構體。這些結構體

在室內並無遮掩，可以清楚看到其結構方式，若在今天來說，就是充滿了結構主義的精

神。在室內也能夠直接看到屋頂面，和建築中央最高處的中脊。

若要進一步增加室內空間的變化或裝飾性，則可以加上天花，也就是現今天花板的

意思。傳統天花本身就有幾種做法，最簡單的是用木料搭出一個平板，若在平板下方加

上一些斗栱組，則可以增加立體感與裝飾效果。天花板也可以上下分層，形成更多的層

次，如此逐漸增加複雜度，就演變成為藻井。

藻井一眼給人的感覺，就是複雜、華麗、充滿立體感。藻井基本上還是帶有天花板

的功能，但在一座藻井中，是以斗栱為主角，間雜在斗栱之間的天花板反而不那麼明顯

了。藻井是以斗栱組環繞相連，並且層層出跳疊起而成，是一種複雜的網狀結構，因此

臺灣匠師稱藻井為「蜘蛛結網」，非常傳神。

藻井的形狀有很多種，一般最常見的是八角形，另外還有圓形、長八角、六角形等，

這幾種型態彼此還可以組合，比如八角轉圓形。而圓形藻井內部的斗栱會做成螺旋狀，

充滿流動感，和一般八角藻井的穩定莊重感大不相同。

臺灣最著名的藻井當屬鹿港龍山寺戲台內的八角藻井，這座藻井下方還有大型斗栱

層來襯托，使得整體更加壯觀，這也是清代唯一的一座藻井。廟宇殿堂中設置藻井的風

氣，是在日治時期開始流行的。日治早期陳應彬就設計了幾座極為出色的藻井，如北港

朝天官龍虎門內的長八角藻井、臺北劍潭寺的三層八角藻井、羅東奠安宮的長八角藻井，

長八角藻井可說是陳應彬的獨門絕技。

到了大正十三年（西元 1924年）改建落成的艋舺龍山寺中，正殿內出現的螺旋藻井

可算獨步全臺。這次改建是由王益順主持，之後他與他的門徒又設計了新竹城隍廟、南

鯤鯓代天府、臺北孔廟、彰化南瑤宮、鹿港天后宮等廟宇，都有精彩的藻井設計。這些

日治時期變化多樣的藻井作品，是成就臺灣寺廟藝術史高峰的重要元素，並深深影響到

戰後臺灣的廟宇設計走向。

文‧插畫／徐逸鴻

艋舺龍山寺龍門廳（1924年，王益順）

這是最常見的廟宇室內作法，可以直
接看到結構和屋頂。

三峽祖師廟三川殿兩側（1947年）

融合平頂天花板與藻井立體感的作法，
在戰後非常流行。

艋舺龍山寺三川殿中央（1924年，王益順）

在樑柱之上安裝八角藻井和斗栱組。

艋舺龍山寺三川殿兩側（1924年，王益順）

在斗栱組上安裝平頂天花板。

八角藻井
斗栱組

牌樓

斗栱組 天花板

斗栱組 斜栱

中央高起，
類似藻井

斗栱

瓜筒

牌樓面

棟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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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劇／編輯部
繪畫／黃正文

想要泡水的
龜王

很久很久以前某地的海邊，有一隻龜王，
善於教化水族子民互相尊重，和睦相處。

就在一個月圓的夜晚⋯⋯

又到了該沉睡
潛眠的時候了。

來睡吧⋯⋯

經過不知多久的白晝
與黑夜。

龜王的身軀飽受烈日
風沙。

就像聳立的岩丘
一樣。

192015年10月　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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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之為物：進香儀式中香火觀念的物質基礎》。臺灣人類學刊，4(2):37-73。張珣，2006年。

《商至清代中國用香的發展過程及其特徵性》。設計與環境，8:75-88。諸葛正、林育陞，2007年。

《祭祀用線香使用中藥材之調查研究》。中醫藥年報，23(5): 449-582。何玉鈴、張永勳等，2005年。

《中時電子報》。〈燒香煙濃爆表　心病風險飆〉。廖珮妤，2015年 5月 25日。

參考文獻

▲ 艋舺龍山寺在撤除四座香爐後，以免費提供信眾三柱香
來倡導環境保護概念。

 除了禁香之外，未來是否有替代方案，
能夠同時兼顧環保與信仰。

環保與信仰能同時兼顧嗎？

實地訪問來寺廟拜拜的民眾，不難發

現他們心中也存在著環保與信仰的兩難。

問他們支不支持來寺廟不燒香時，大部份

的人都會回答支持，因為有助於環保，然

而當再問他們今天來寺廟有沒有燒香時，

很多人還是回答有。這是一個很耐人尋味

的答案，但卻點出了在臺灣社會要推動全

面禁香的困難度。也就是說，禁香論者或

政策推行者如果忽略了香在臺灣社會、文

化、宗教、經濟、以及情感連結上的需求，

只以環保或健康為由來推動禁香或減香，

恐怕只能達到治標不治本的效果，但是如

果能從各方面去思考配套措施或可行方

案，而不是一味的排斥燒香，或者完全否

定香存在的價值與必要性，則環保與信仰

兼顧或許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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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航行了好久啊，
什麼時候才看得到路
地呢？

嘿！那不是陸地嗎？
我看到陸地了！

太好了，
可以好好吃頓飯了！

能在茫茫大海
發現這個小島，
真的太棒了！

對啊！
　　對啊！

真的啊！
太好了！

好想上岸喔！

這天茫茫大海中漂著一艘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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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背上
痛痛的？

而且也好重喔！
好像有人和東西在
背上啊。

如果這時候我沉到
水裡，這些人跟動物
一定會因為我的移動，而掉到
海裡面。

可是如果
我不移動的話……

背上的火
燒得我越來越
慘啊……

對了，我只要慢
慢的移動讓海水
泡深些，讓疼痛
舒緩，應該還撐
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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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怎麼了？
發生地震嗎？

怎麼辦？

我們好不容易才
靠岸，難道要命
喪於此嗎？

不用擔心，各位。
我是龜王，我不會讓你
們發生任何危險的！

實在是因為背上的火太
燙了，我想泡水止痛，
你們就放心吃飯吧。

太感謝了！ 真是慈悲啊！

這龜王就像菩薩
一樣仁慈啊！

萬物皆有可能是菩薩
的示現，慈悲忍耐就
是一種善得因緣。

是怎麼回事啊？

於是龜王開始慢慢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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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性
成佛的因緣 (下 )

二、內容

（四）一切法的真如性－－實相

一切法包括有為法、無為法，有情、

無情，有形的萬象、無形的概念，都是我

們的智慧所觀照的那種性質，那樣的性質

叫真如性、如來（Tathāgata）性。唯識學

要典《解深密經》中提到「真如」是很平

易近人、很如實的，在觀一切法的真如性

中達到自由解脫、寂靜涅槃。真如遍虛空

法界，體相用皆真如，總為七種：流轉真

如、相真如、了別真如、安立真如、邪行

真如、清淨真如、正行真如等等。一切都

是真如，一切皆是如來性。

流轉的相是無明相是真如；現象的有

是虛妄是真如；分別的意識、遍計所執是

真如；了別的智慧也是真如；假名安立是

真如，即使是無明造業、輪迴生死不已的

有情眾生也是如來性；斷二執、證二空，

解脫，證寂靜涅槃也是真如；行八正道、

修三十七道品，證出世間真理也是真如。

一切都是真如，真如無為，實相是空性、

如來性。總之，一切法都是真如。

（五）佛性是成佛之因、主體性

我們眾生皆有佛性，皆有成佛之可能

性（因），皆有主體性（Subjectivity），而

非客體性 (Objectivity)、先驗存在。我們如

果無明造業的時候，就會輪迴生死，變成

煩惱無盡的眾生。相反的，如果能夠修持

戒定慧，煩惱斷盡，智慧圓滿，就會成為

覺悟的生命；透過修行，斷惡修善，自淨

其意，徹悟諸法實相是空性，遠離顛倒妄

想，寂靜涅槃。

我們都有主體性，都可以自己做主，

可以變成人、畜生、地獄、餓鬼，可以變

成天人、天神，也可以成佛、菩薩、緣覺

聲聞。我們要在三界六道中的哪一道輪迴，

端視自己的選擇。

眾生皆有成佛潛在的可能、成佛的因

緣。成佛的因緣是修戒定慧，加上慈悲心，

以大悲為上首，一切智智相應作意，無所

得為方便。當一切皆無所得、無罣礙，畢

竟空的時候，就是佛。

（六）人生是一連串的選擇

人生可以說是一連串的選擇，有智慧

的人選擇慈悲利他，選擇覺醒，過覺醒的

人生；沒有智慧的人則是被業力、習氣所

主宰，渾渾噩噩、情緒衝動、貪著、毫無

理性地過一生。

但 是 一 切 眾 生 都 有 個 主 體 性

（Subjectivity），可以做自己的主人。他不

甘於向下沉淪，不甘於繼續受苦，開始有

點覺醒，覺醒生命的價值在心靈、在慈悲

講述／鄭振煌　記錄／林雪紅

眾生皆有佛性。

佛性不是 Something（實體性），不是 Being（存有），是透過修行證而不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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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不在於物質層面。人之異於禽獸者

幾希，如果我們只是為著填飽肚子，只是

為著自己利益，不顧他人死活，那麼跟禽

獸又有什麼差別呢？我們的命運是自己創

造的，是自己去選擇的，只有覺醒的人，

才能選擇正道、行走正道。就修行者來說，

有的選擇解脫道，當自了漢；有的則選擇

菩薩道，弘法利生。

數年前，大陸高考（大學聯考）有一

位四川籍的考生名毛敏，作文得到滿分，

題目是：選擇，正是一首菩薩發大悲願的

作品。毛敏才十八歲，生命思維如許深邃，

胸懷慈悲，利他、無我即是她的選擇。她說：

作者的選擇：如果我還有能力的話，

我選擇不斷的利益眾生。你要問我為什

麼？你只要看到眾生的苦難，你就知道他

們亟須幫助，看到他們因為有了智慧離苦，

那種歡喜的樣子，您就知道。

那，就是我的答案。

三、結語

一切眾生都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做選

擇，做自己的主人，我們要變成什麼都可

以，如是因緣，就如是果。學佛就是要學

習覺醒（awakening），清楚的覺醒，跳脫

無明的泥淖、擺脫業力習氣的牽引，不要

在生死輪迴中淹沒，不受一切繫縛。一切

本來沒有繫縛，一切本來是真如，一切皆

是如來性，安住真如，眾生皆可成佛。

千萬不要把佛性當作存在的一種實體

性，誤會大乘佛法梵化、婆羅門教化。《百

法明門論》第一句話，世尊就說：「一切

法無我。」有為法、無為法，有情、無情，

有形、無形，一切都是無我，皆是空性，

因為都是緣起，《中論》說：「因緣所生

法，我說即是空。」即是此意。依照覺性，

選擇當一個自利利他的人間菩薩行者，這

才是佛性的正義。

如果我是一片雲， 我會放棄高高上，
我選擇化作一滴滴小雨飄落人間。

你要問我為什麼，請看看那些鬱鬱蔥蔥的生命，

那，就是我的答案。

如果我是一支河流，我會放棄奔流到海，

我選擇化為甘泉流入麥田。

你要問我為什麼，請聽聽農民伯伯喜悅的笑聲，

那，就是我的答案。

如果我是一株靈芝，我會放棄長命百歲，

我選擇化為一滴滴藥湯灌入人口中。

你要問我為什麼，請看看那位康復病人的笑臉，

那，就是我的答案。  

如果我是一塊礦石，我會放棄平靜安逸，

我選擇熔入爐中化為滾燙的鋼水。

你要問我為什麼，請看看那一座座的高樓大廈，

那，就是我的答案。

如果我是一隻白鴿，我會放棄自由嬉戲，

我選擇永不停息地把橄欖枝銜到戰爭的國度。

你要問我為什麼，請看看飽受戰爭痛苦的兒童正在快樂地玩耍，

那，就是我的答案。

人生，是一篇做不完的選擇題，

向前？向後？往左？往右？

如果你已迷失方向，瞧瞧你心靈中的真、善、美吧，

那，就是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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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淚之後
艋舺龍山寺中元盂蘭盆勝會　拜樹蘭花腳
文／鄭接黃　攝影／王靖婷、鄭接黃　插畫／黃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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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安

泉州

漳州

☉

☉

☉
☉

☉
晉江

南安
安溪

同安

拜樹蘭花腳

昔日艋舺龍山寺周圍植有幾株樹蘭，

樹蘭下埋有血衣數件，為「頂下郊拼」時

三邑（晉江、惠安、南安）人之罹難者所

遺留。每當夏季，樹蘭花開，寺裡七月慈

悲普度有情，召喚那些孤魂單魄前來聽取

經法，共享人間溫暖，同時也像是殘忍地

提醒著：死生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每年農曆七月十三日，艋舺龍山寺中

元盂蘭盆勝會之拜樹蘭花腳，透過儀式祭

奠以弔慰英靈，花開花謝總有時，然而故

事難忘也不該忘，歷史細流裡的族群隔離、

分類械鬥在拜祭之間，彷彿彼此學著懂得

了，願意理解。
▲ 艋舺龍山寺現已無種植樹蘭，拜樹蘭花腳儀式在
西廂前埕舉行。

▲ 圖出《圖說艋舺龍山寺》（徐逸鴻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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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 敗又稱泉郊，商號為金晉順。

主要由位於艋舺的泉州府三邑（惠安縣、晉

安縣、南安縣）人組成。

頂下郊拼時本營設於艋舺龍山寺。

械鬥領袖為黃朝陽、黃龍安、林森、林三和、

張德寶。

頂郊

又稱廈郊，商號為金同順。

主要由位於艋舺的泉州府同安縣人組成。

頂下郊拼時本營設於大龍峒保安宮。

械鬥領袖為林右藻、陳柳、陳維藻。

下郊

頂下郊拼

頂下郊拼，又稱「四縣反」，為清咸

豐三年（西元 1853年）八月的臺灣艋舺地

方分類械鬥。當時清廷正面臨內部動亂（即

太平天國之亂攻佔武昌，之後定都南京），

無暇兼顧地方，在社會普遍不安的氛圍，

又加上艋舺當地族群因為港口利益與神明

信仰等衝突，從集體分類、仇視進一步組

見於閩南、臺灣之商業團體稱謂，即同業公會性質，又因臺灣乃移民社會背景，其「郊」特別兼具原

鄉之地緣性與宗教性，目的在團結商人、解決糾紛、確保信譽，藉以維護利益及該地區之商業發展，

並對祭祀與公益乃至官派事務居中進行溝通與協助。

郊（或郊行、行郊）

織械鬥。以黃龍安為首的三邑人，在物質

與人力均佔優勢的情況下，又得安溪人願

讓其燒燬艋舺清水巖祖師廟做為進攻路

線，殺入同安人所居住的八甲庄（今臺北

市立老松國小一帶），造成人員傷亡，同

安人雖有漳州人之助，八甲庄仍付之一炬，

首領林右藻率同安人背奉霞海城隍爺神像

敗逃，後於大龍峒輾轉至大稻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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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為其生

時艋舺是為水運城市之移民景況，頂

郊三邑商人因較早移入艋舺地方開發，佔

得淡水河沿岸、蕃薯市街、舊街等地利之

先機，也掌握三大碼頭（大溪口、王公宮

口、滬尾渡口），又在艋舺龍山寺落成後，

信仰的意義在當時除了帶來心靈上的安定

外，同時也是將一群人凝聚在一起的力量，

具有強烈的社群認同感，頂郊設其為行政

中心，擁有賦稅的民間權力，興舉團練，

對艋舺地方的道路闢建、義渡、義倉、賑

災、巡更等公共事務著力甚深。

相比起來，較晚移入的下郊同安商人

便在經濟資源等各方面顯得弱勢，主要也

是在港口的使用分配上與三邑商人時有衝

突，各自為其生存空間爭奪。而於信仰上，

同安人所處之八甲庄奉祀霞海城隍爺，也

與三邑人不同，更是強化了彼此的隔閡，

特別在政府權力失卻，社群的對話空間愈

顯窄仄，民間便是靠私鬥自行解決問題。

頂郊與下郊兩方人馬在咸豐三年

（1853年）八月展開械鬥攻防，清廷在艋

舺的地方行政機構「艋舺縣丞署」遭焚燬，

然三邑人所居之處雖相鄰八甲庄，之間卻

遍布池塘、河沼，難以大規模攻擊。最後

頂郊三邑人向安溪人商議，燒毀清水巖祖

師廟以借道，並承諾重建，順利強勢攻入

八甲庄，庄毀而同安人攜霞海城隍神像敗

逃，後於大龍峒轉往大稻埕另闢商埠，並

興建霞海城隍廟。

▲ 艋舺市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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埕的「三郊」組織。據伊能嘉矩記：「因

艋舺泉郊金晉順、北郊金萬利等，聞見右

藻為大稻埕郊長，妥洽眾望，深得人心，

遠近咸仰，遂相重議，將泉廈北郊合立一

社，名為金泉順，公同僉舉林右藻為三郊

總長，凡事務皆歸總長裁決，毫無私曲。」

功成而萬骨枯，那些在械鬥裡戰死的枯

骨，都是成就之後，也都是之後的血與淚。

▲ 頂下郊拼後，林右藻率同安人於大稻埕開發，興建臺北霞海城隍廟。

▲   霞海城隍廟沿革
記略：「奉祀霞海城
隍主神拜配祀城隍夫
人以及自艋舺八甲護
金身至大稻埕圖說受
襲死難之三十八位義
勇公。」並訂每年農
曆的三月初一為義勇
公的春祭，十一月初
一為義勇公的秋祭，
以弔慰族群對立衝突
裡犧牲的先民。

孰勝？孰敗？

移民社會在生存鬥爭下充滿活力、挑

戰與苦難，皆為了生存求發展，各自立場

也都有苦衷。孰勝？孰敗？講開了在歷史

裡都是無奈。頂下郊拼後，勝者三邑人全

面掌握艋舺，但之後艋舺港口河沙淤積，

不利於船泊，船隻大多改停泊大稻埕，大

稻埕因而成為北臺灣的商業貿易中心。甚

至在械鬥幾年之後，形成跨越艋舺、大稻

▲  艋舺清水巖祖師廟始建於清乾隆五十二年
（1787年），奉祀清水祖師陳昭應，為泉州府
安溪縣人之守護神。其沿革記略：「咸豐三年
焚毀同治六年復建光緒二年落成。」即為頂下
郊拼時三邑人焚毀以借道這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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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四十六年生，臺北市立西園國小、萬華國中、建國中學

畢業，臺師大生物系、高醫學士後醫學系畢業，現為精神科

專科師，曾任三峽靜養醫院院長，現為王湘琦身心診所院長。

曾以〈沒卵頭家〉或民國七十六年第一屆聯合文學新人獎短

篇小說首獎，亦曾獲時報文學獎、巫永福文學獎等。著有小

說《沒卵頭家》，依艋舺「頂下郊拼」史實撰寫長篇臺灣地

方歷史小說《俎豆同榮──紀頂下郊拼的先人們》，民國一

○四年五月出版長篇小說《骨董狂想曲》。

王湘琦

Q1：在面對一個跟自己的關聯性好像很
近，但也有點遠（包含對歷史及空間上的

疏離感）的事件，您是如何發酵成創作的？

這個地方歷史事件對您來說的迷人之處在

哪？

A：令人感動！戰敗奔逃，另闢天地，本來
就是移民社會下的一股抗爭力量，對人、

對命運都是。而這個故事最令我感動的是，

後來，頂下郊拼「沒有下集」！如果下郊

的林右藻在戰敗後養精蓄銳，製造下一波、

再下一波的械鬥，淪為仇恨與逞兇鬥狠，

這個故事便不動人了。而我覺得，創作可

以幫上一點忙，讓這個感動，還有這地方

上的歷史，有個人能寫下就不會被完全遺

忘。

Q2：從史料轉換成小說情節，在「史實」
及「小說」之間的比例拿捏，若要如「實」

呈現，容易淪為資料性的堆砌，更何況，

歷史本身就有某種後代的詮釋權，真實是

否為「真實」，這些問題在創作這本小說

的時候，您怎麼克服的？

A：歷史小說是小說、是文學創作，成就的
是文學裡所關心的主題要旨，並不是全然

的歷史研究，也並非錙銖考證依據，是允

許透澈情境之後揣摩的。但揣摩與想像的

文學特質不會減損歷史小說的價值，反而

相輔相成，只有精彩的歷史小說，讀者才

有機會還原歷史。

Q3：書中〈自序〉裡還有講到：「對所
有故事中奮戰、犧牲的先人都是以無比虔

專訪《俎豆同榮──紀頂下郊拼的先人們》作者王湘琦

王湘琦在〈自序〉裡說到：「我第一次聽到『頂下郊拼』的故事，是在八歲那年，是從

母親的口中聽說的。我的外曾祖父姓『高』，一家人原是居住在艋舺八甲庄的泉州同安

人，後來因一場械鬥而敗逃至大龍峒，然後再輾轉遷居大稻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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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在求不偏不倚的態度，其實隱藏著

危險的平衡狀態，誰對誰也錯，很容易壓

低或壓平了某些應該突出的大是大非去成

就，當時下筆時，您怎麼考量？

A：在從事文學創作的時候，我只有一種立
場，大是大非也只繫於這一點，就是「尊

重人性」。無論流氓或是酒家女這等在現

實人生裡類屬於負面人物，在文學裡只看

他的行為，看這個人物在關鍵時候的想法。

作者王湘琦在書中〈自序〉裡提及：「『俎豆同榮』是清光緒朝臺

灣巡撫邵友濂在祭祀漢番戰役陣歿者時所題的匾額名，該匾額目前

仍存放在桃園大溪，是對交戰雙方一視同仁、一體禮敬，希望漢人、

原住民能和平相處、不要再有爭鬥，有共同撫恤的意涵。《俎豆同

榮》這部長篇小說正是本著這樣的信念和用心來寫的，對所有故事

中奮戰、犧牲的先人都是以無比虔誠之心來描寫，完全沒有偏頗、

褒貶的意思。」

為什麼將書名取為「俎豆同榮」？

歷史是不斷地探問

　　在「拜樹蘭花腳」的儀式裡，法師呼喚英靈前來，信仰亦是個歷史紀錄；在《俎豆

同榮――紀頂下郊拼的先人們》的小說裡，王湘琦不避諱歷史場面，寫得認真也負著包

袱。這些都是一種沉甸甸卻是願意以柔軟的目光看待著，追思也懷想先民何以至此。

　　地方歷史切面出「族群分類」，誰是既得利益者？誰又該爭取？怎麼磨合？設處在

每個面臨抉擇、要不要鬥爭的「不得不」，怎麼做？又如何去成就？歷史的記述經常是

因果導向，然而當中更為細緻而複雜的思索，對照現代的許多當下，依舊得不斷探問。

　　只盼在血淚之後，更能恤撫彼此，共和、共享也一同榮耀。

作者：王湘琦

出版社：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時間：民國九十九年（2010年）十二月

《俎豆同榮――紀頂下郊拼的先人們》

曾經有讀者說我是身為八甲庄同安人的後

代，寫小說不免偏倚，特別是對「黃龍安」

這個霸道角色的詮釋，但我回答他，如果

頂下郊拼，頂郊沒有準備、黃龍安不是一

位堅強的人，八甲庄進攻，硬是把頂郊滅

了，這個結果就會比較慈悲嗎？完全不

會！事件是透析人物怎麼行為、反應思想，

得以立體地示現人物，而從這些人物又可

以對映出自我，甚至族群的性格。



40 2015年10月　第30期

社團教室

在艋舺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上「文學

快遞」課程的朋友們，看到了嗎？這個課

程讓我們看見「愛」、學習「愛」、傳播

「愛」，愛需要 in也需要 out，在每一次

相遇裡，我們朗朗詩、讀讀短文、賞賞畫，

以歌、以影像，快遞給你。

最後介紹一下我自己，用我的老師陳

怡安說「我」的一段話：

「沒有聽到貴真用炫囂的話語講愛，

她總是溫溫默默地耕耘她的所愛，她的文

章沒有沈酣的辯論，只是娓娓懇切的提問，

讓人有所省思，想點希望⋯⋯。」

而我自己想說，參加「讀書會」，透

過傾聽、對話、分享，不外在「尋找一雙

合腳的鞋，是每個人一生必修的功課，如

果能找到好消息送給自己，是一件多麼快

樂的事」。

「婉君」時代來臨，「快遞」成為一種文化

文學快遞

在艋舺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上「文學

快遞」課程的朋友們，有詩人說「微

笑在臉上寫詩／大地用收穫寫詩」，那

麼你我呢？何妨用閱讀過日子──讀點文

學、讀點短文、讀讀小詩，甚或聽聽歌，

也可以用影像閱讀。

自今年五月我們開始了第一堂課，溫

馨的五月裡有一個母親節，所以我們開開

心心地讀美國女詩人林怛‧派斯坦（Linda 

Pastan）的《給要離家的女兒》，她與我們

聊生活、說親子，我們快遞這本「母親」

書給天下父母子女們。

且抄錄一首林怛女士的〈評分〉：

丈夫批了一個甲等
給我昨天的晚餐
一個「未完成」給我燙的衣服
一個乙上的床上表現

兒子說我普普通通
一個普通的母親，但若用心的話，還可以改進
女兒主張「及格／不及格」制，
她跟我說，我及格。

且等，他們發現
我要輟學了

文／林貴真　攝影／鄭接黃

課程講師：林貴真

課程時間：隔週四下午 2:00-4:00

課程內容：透過閱讀、對話、分享，提升思

考力和創造力。

文學快遞

　　　生命，永遠有限。

　　　生命，永遠的機會和選擇。

　　　生命，永遠的對話。

　　　生命，永遠有影響力。

而且，生命，永遠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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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學習」是現代

人積極

面對生活的態度，透過學習，在家庭與學

校之外的環境，增長知識見聞、發展興趣、

提升技能所需、修養身性、寄託精神信仰、

充實並豐富自我價值。透過學習也是肯定

並鼓勵自己將每一天的生活過好，妥善地

安排，在有限的生命裡拓展無限的可能。

民國 104年 8月 23日下午於艋舺龍山

寺板橋文化廣場七樓大會堂舉行第九屆艋

舺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社教研習班動態成

果展，提供學員一個舞台，享受掌聲與歡

呼，分享學習喜悅，在人文、美學、音樂、

舞蹈、運動、公益、保健、佛學等社教課

程裡，動靜兼備，三十多個表演因學員們

每分秒努力地練習，集思廣益、相互協助

而別具意義，更是精彩萬分！

第九屆艋舺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
社教研習班動態成果展

動靜之間

▲ 艋舺龍山寺董事長黃欽山先生肯定並感謝學員們的付
出，為成果展表演拉開序幕。 文／鄭接黃　攝影／王靖婷

01佛朗明哥班。
02陳氏太極拳養生功。
03古典創新舞蹈班。
04熱情呼拉大溪地舞。
05雲水舞禪班。
06日本舞踊。

07中國古典舞基礎班。
08東洋、花藝。
09印度古典婆羅多舞。
10舞動美妙芭蕾成人班。
11四十二式太極拳。

01 05

10

02

06

03

07

11

04

08 09



42 2015年10月　第30期

寺內活動報導

文／王靖婷　攝影／王靖婷　照片提供／陽光基金會

慈悲月的省思
用真實的愛與行動落實慈悲心

去年高雄的八一氣爆，今年六月北臺灣的八仙塵爆，造成無

數家庭之悲痛畫面仍記憶猶新。就民間或宗教信仰來說，

在災難過後通常是舉行超度法會，希望幫助往生者一路好走，尤

其是農曆七月，更是舉辦超薦法會很重要的一個月份。臺北艋舺

龍山寺今年在中元盂蘭盆勝會裡，也特地為八仙塵爆罹難者建立

超薦牌位，祈能引渡亡者、撫慰生者。而七月從普度意涵引伸為

慈悲月，因此艋舺龍山寺今年積極與社福團體及消防單位聯繫，

希望盡自己棉薄之力。然而，除了物質面的協助之外，我們同時

期望藉由討論，激發大家共同思考如何幫助受難者在災後找到重

生的力量，以及我們的社會如何提供真正有用的幫助，提升災害

防治與救災體系的運作，減少人為災難的發生，相信更能達到「超

度」的真實意義，也更能落實慈悲精神。

▲ 艋舺龍山寺於農曆七月
的拔薦法會裡特地為八仙
塵爆罹難者設立牌位，祈能
引渡亡者，憮慰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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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做的事：
協助救災效率的提升

消防員的工作是危險性極高的一種行

業，隨時處於受傷或有生命危險的狀態，

若救災設備老舊短缺，會增加執勤的危險

性。雖然消防署已於明年度的預算書裡，

預計分四期編列二億八千五百二十五餘萬

元補助各縣市消防局增購配備，但整體來

講還是杯水車薪。老舊器材的淘舊換新，

能夠適時提升救災力，也能強化救災人員

的安全，因此我們可以思考，如何透過社

會大眾對此議題的關注，來督促政府的執

行效率，同時是否也能夠靠民間的力量，

為消防人員們做些什麼。

其次，消防人員的勞動條件、工作時

數與人力配置，也是影響整個救災防護體

系能否順利運作的關鍵因素。據報導，目

前臺灣消防員每月工時平均達四百小時以

上，更有些縣市的消防員是「勤二休一」，
▲ 艋舺龍山寺捐贈臺北市及新北市消防局防護用消防頭
盔、住宅用獨立式語音偵煙探測器及防寒衣等。

鑑於消防救災資源長期不足，艋舺

龍山寺每年都會捐贈救災器材或設

備，過去已捐贈過三輛消防車、三

輛救護車、一台五十公尺的雲梯車，

今年亦於農曆六月十九日觀世音菩

薩成道紀念日捐贈多項救災防護及

通聯設備給臺北市及新北市消防局，

包括：防護用消防頭盔一百頂、頭

盔連結配件無線電對講機三十組、

住宅用獨立式語音偵煙探測器一千

兩百顆及水域救援用六公釐超彈耐

磨半乾式防寒衣一百一十五件。雖

然捐贈數量有限，只能聊表心意，

但仍希望能藉此回饋社會，同時體

現觀世音菩薩救苦救難的大悲精神。

觀世音菩薩成道紀念日

體現大悲心

也就是上兩天班（連上四十八個小時）才

能休假一天。高工時之外，消防員的工作

內容也相當繁雜，這樣的工作條件是否影

響了真正的救災效率，或增加消防人力的

折損率，值得討論。如何透過社會的關注，

讓政府正視人力不足的問題，以及如何讓

大眾建立共識，不濫用救災人力，讓他們

專心、專責的救災，把有限的人力用在真

正需要的地方，也是我們可以反思的一個

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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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基金會是一個整合社工、復健、心理、

社教等專業團隊，全方位協助顏損及燒傷者

重建其環境、身心理與社會功能的社福團體，

除了提供對燒傷者的協助之外，對相關預防

知識的推廣也不遺餘力，近年更積極推動臉

部平權運動，希望為傷者創造尊重多元、包

容不同的友善環境。相關資訊及活動可上陽

光基金會官網 www.sunshine.org.tw查詢。

帶來希望與溫暖的陽光 

我們可以做的事：
以平等心取代同情心

燒傷病患所面對的創傷挑戰，除了生

理上需要妥善照顧之外，還包括傷後如何

回到正常生活，如何重返社會校園或職場，

如何面對社會大眾，這些才是真正考驗身

心的開始。尤其是在人類社會中，外表常

是我們建立人際關係的第一個評判要素，

不論有意無意，我們確實很容易以貌取人。

燒傷朋友們因為外表的差異，會比一般人

面對更多的歧視與不公平對待，雖然現在

這種歧視已經漸漸減少，對於燒傷朋友們

的關心也愈來愈多，但是我們的關懷如果

不得當，反而會造成他們心裡另一種壓力

與負擔。

其實，將燒傷者當成是平常人，只是

一個小小的動作，但是對他們而言卻非常

重要。我們對於外貌上較不一樣的人，可

能因為好奇就忍不住多注視他們，但是陽

光基金會建議，在我們對傷者好奇的同時，

一次注視的時間最好不要超過五秒鐘，以

免對方不自在；同時也不要詢問太多受傷

的細節。利用點頭、微笑來釋出善意，或

是在搭公車、坐捷運時，很自然地坐在他

們身邊，在社交活動裡主動邀請他們加入

等，這些都是平常心、平等心的表現。不

做過多不必要的關心或問候，也不將他們

視為洪水猛獸，避之唯恐不及，而是把他

們當成是正常人，其實就是對他們最大的

體貼與協助。

臺灣是個有愛的社會，但是社會的愛

▲ 八仙塵爆發生後，艋舺龍山寺即於第一時間內捐贈兩佰
萬元給陽光基金會，此為基金會執行長舒靜嫻女士回贈感
謝狀時與董事長黃欽山先生之合影。

▲  陽光基金會
提供燒傷者全
方位的生心理
重建服務。

心若只停留在激情層次，就無法提供最適

當的幫助。礙於篇幅有限，本文僅能簡單

討論，然若能拋磚引玉，激發大家一起來

思考如何用真實的愛與關懷來對待身邊每

一個人，或許能夠讓我們的愛心與幫助更

到位，讓社會更美好。

http://www.sunshin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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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儀有則
艋舺龍山寺聘請釋心悟法師擔任弘法師

法會、科儀是宗教裡用來表現其義理

的教學方式。為使臺北艋舺龍山寺

的法會行儀更如理如法，經本寺董監事決

議，於今年八月起禮聘法號釋心悟法師擔

任本寺弘法師乙職，負責主持本寺所有法

會指導並教授本寺誦經生早晚課、共修誦

經、禮儀等，期能讓法會及日常課誦的進

行更妥善、更完備。

民國六十三年至七十四年間任職於本寺法務組組員

民國七十四年至八十三年受聘新莊慈祐宮擔任住持師父

民國八十五年至九十一年受聘關西龍雲寺擔任住持師父

民國九十五年至九十八年自設並主持悟軒學舍舍務

民國九十八年至一○四年受聘新莊慈祐宮擔任主法師父

民國一○三年至目前仍受聘新莊覺明寺擔任主持師父

民國八十七年至目前為止仍受聘大陸福州閩侯縣雪峰崇聖

禪寺首座和尚兼教授和尚

釋心悟法師資歷

艋舺龍山寺近期活動及慶典預告

日期 名稱內容 地點

農曆九月十九日（國曆 10∕ 31） 觀世音菩薩出家紀念日

本寺

農曆十一月十七日（國曆 12∕ 27） 阿彌陀佛聖誕

艋舺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

日期 名稱內容 地點

11∕ 07（週六）09:00-17:00 怎麼善巧用佛法來管理企業：
稻盛和夫的商聖之路

7樓大會堂

11∕ 21（週六）09:00-20:00 八關齋戒 10樓佛堂

※更多活動內容請見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網站公告。

文‧攝影／王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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