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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執著在心理治療的應用：減少不善的心所與增強善的心所 

 

簡秀真 王慧婕 夏允中* 

 

摘要 

 

    本文首先說明學者所定義的不執著概念、相關研究與限制。其所定義的不執著概

念的限制就是並沒有含攝佛法不執著的內涵與說明執著是如何產生的；因此本文提出

含攝佛法的不執著內涵與執著如何產生。人之所以產生心理困擾或煩惱是源於自我之

執著產生非理作意。非理作意會產生不善的心所，減少與消除不善的心所就可以降低

不執著。知道了執著如何產生，就有方法來克制它。故本文接著提出不執著在心理治

療的應用，其依據為自性覺醒心理治療理論以及該理論於運用心理治療歷程的五個步

驟，依序是評估個案的不善心所與善的心所、評估與吸收智慧、依據智慧採取行動、減

小或消除不善心所、最後朝向不執著，並搭配佛法的智慧技術以對治執著所生之煩惱或

心理困擾，回到我們原來的本性，進而減少與消除不善的心所與增強善的心所，則可

趨近放下、不執著的自性圓滿。本文有兩個貢獻，第一就是將擴充學者所定義的不執

著概念的限制，說明了含攝佛法不執著的內涵與不執著是如何產生的；第二是提出不

執著的心理治療應用。希望透過本文所提出的不執著的心理治療，能協助個案降低不

執著的想法與行為，朝向不執著的體證至無我境界，實證到自我及其心理結構都不是

真實恆久與獨立存在，而能真正做到不執著於所生之感受、意圖、思考、行為與意識，

如此則不會產生煩惱或心理困擾並得到永恆真實的快樂。最後提出本文的限制與未來

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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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學者所定義的不執著概念、相關研究與限制 

   

佛教聖者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悟道說：「奇哉！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

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意思是：眾生皆具佛性，皆可成佛，只是因為被妄想心和

執著心阻擋而不能成佛。 

因此「不執著」在佛法中是非常重要的智慧；「不執著」廣義來說是指改變對人、

事、物固著之想法則能達到放下及解脫，不執著、放下是紓解心靈壓力的良方（釋證

嚴，2008）。學者 Sahdra 等人（2010）提出關於不執著的觀點並發展了不執著量表，

他們定義不執著即是不堅持、不固著於任何想法或感覺上。不執著也是一種特質，具

有不執著特質者傾向於積極地參與並回應當前狀況，而較不會陷入自我毀滅的想法與

行為（Osman et al., 2016; Sahdra et al., 2010）。研究結果發現透過正念的練習可覺察到

人的思想本質上是主觀的和短暫的，能理解事物的無常來增進不執著，並增進人際關

係的滿意度與幸福感（Sahdra et al., 2010; Vago & David, 2012）。不執著雖然與個人的

經歷相關，但不會堅持或壓制這些經驗，而是運用一種靈活與平衡的方式；研究也發

現不執著的程度愈高對個人和人際關係是有益的（Sahdra et al., 2016; Sahdra et al., 2010）。 

趙舒禾與陳秉華（2013）依據 Sahdra 等人所發展的量表，在台灣進行量表中文化，

研究結果進一步發現不執著的程度較高則心理的彈性也愈大，連帶幸福感也較高。不

執著與幸福感有顯著的正向關係，「不執著」程度越高的人，在自我的決定上及主觀的

幸福感上較高，越不容易感到有壓力，且不論在焦慮特質或焦慮情境上都是較低的（趙

舒禾、陳秉華，2013）。這是因為個體在每個當下所發生的事件或環境常有所不同，

而不執著就是在面臨每個不同的處境時均能保持心理的彈性，也就是個體在看待不同

的人事物均保有開放、彈性與不執著。若能如此則每當不同的處境出現時，則較不受

環境影響，能夠理解生命的短暫與無常，接納每個此時此刻而能自主地做出抉擇（趙

舒禾、陳秉華，2013）。    

Sahdra 等人（2010）的研究顯示不執著可增進幸福感；不執著即是不僵住、不堅

持、不沉溺在感官的客體和一個想法上，無需要堅持什麼，也無需一定要改變什麼或

避免什麼。當人們處於不執著的狀態時，對人事物均保有開放、彈性與不執著，如此

幸福的感覺隨之而來，不需要依附也無需依賴特定事務而存在，也就是幸福感不假外

求。由學者所定義的不執著概念與相關研究發現當擁有不執著的特質時，則較不受外

在人、事、物之影響，不執著於外在事務則個體會擁有較高的自主權或幸福感。但目

前學者所定義的不執著概念與相關研究的有三個限制：第一個限制就是並沒有含攝佛

法不執著的內涵；第二限制是没有說明執著是如何產生的；雖然有研究提出正念可以

增加不執著，但如何來真正消除並沒有提出，所以第三個限制就是沒有說明如何可以

真正消除執著。因此本文最主要是回答這三個限制，提出含攝佛法的不執著內涵與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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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如何產生的。知道了不執著如何產生，就有方法來克制它。因此本文接著提出不執

著的心理治療的應用。 

  本文旨於建構含攝佛法智慧的不執著心理治療，其中佛法智慧為主要引據大乘佛教

尤其藏傳格魯派中觀學系統中所重視的核心經論原典，以期建構含攝大乘性空思想的諮

商心理治療理論與實務。另外，本文所引據之原典中，金剛經、心經、般若經與大智度

論俱為中觀派所重視的般若部思想，雜阿舍經等四部阿含則亦是中觀派所重視的思想基

礎。格魯派的思想系統含攝了四部宗義（說一切有部、經量部、中觀與唯識學），故亦本

文以參考反映了有部思想的阿毘達摩俱舍論：法稱之《釋量論》為格魯派五大論之一，

故本文亦參考其觀念。壇經雖不是格魯派思想，卻蘊含了華人佛教中最具代表性的觀念，

故本文亦基於大乘性空思想而加以詮釋、吸收。 

 

貳、含攝佛法的不執著內涵、執著如何產生與不執著的境界 

 

一、不執著內涵與執著如何產生 

 

  就佛教而言，其認為人之所以會產生痛苦與煩惱，是因為執著。最大的原因是因

為不了解事物的本質是空的，因而執著在不空的本質，也就是事物是不會消逝與獨立

存在的特性。所以佛法中最著名的經典中《金剛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

相非相，則見如來。……」意思是相是虛妄的，其實就是說的一個「空」字。這個「空」

不是沒有存在，視而不見的。那麼「自我」的本質為何是空的？是一種不去依賴任何

事物，卻能夠存在的本質呢？自我之所以能夠存在，完全都是站在依賴其他事物的角

度而存在的。自我是因自我的作用而存在，以感受、想像、思考、觸碰等意識形態的

方式存在，譬如當我們感受到任何喜怒哀樂痛等，是依據當下的感受來說明自我是存

在的，所以自我是不可能不「依他而有」的本質或是自性存在。所以說自我都是不穩

定的，不是永恆不變的，自我都是暫時的假合在一起，都要經過成，住，壞，空四個階

段，最終歸於消逝的無常現象。自我在不停的變化發展，沒有任何自我的組合是固定

不變的，所以自我的本質「空」。 

  無常也是空的重要特性，《金剛經》：「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

「我相」是指在這大千世界的眾生意念中總有個我，有我的念頭產生就會執著而起私

心與煩惱，眾生有這樣的意念、念頭即是「我相」。「人相」是因我執而以自我為中心

去區分自己與他人，心中去分別、界定人與人之間的差別。「眾生相」是許多和我相

對的其他人，當意念有了「我相」，自然產生「人相」再衍生出「眾生相」。「壽者相」

是自我中心在時間上的延續，是所有的眾生在時間過程中的活動現象。這個「自我有

自性」的執著在「己」「人」「眾生」「壽者」這四相上，為什麼會產生煩惱？法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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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則知他，我他分執瞋，由此等相繫，起一切過失（《釋量論》，CBETA, B9：557a10-

14）。如果世界只有一個我，並不會知覺到我的存在，這是因為有我與別人相對比較，

若能將自我的執著化解消融，便不會產生「我」或「我的」，及「我想」或「我要」等

想法，亦不會產生順我（自己）者則起貪愛，不順我者（他）則起瞋恨，如此則能真正

體驗到《金剛經》所說的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的四相，也就是自我的無限自在

與包容，可以稱之為空。 

  《雜阿含經》進一步指出：「……色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

所。如是觀者，名真實正觀。如是受、想、行、識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

亦非我所。……」意思是，人產生苦與煩惱是因執著於有形之物（色），見其無常，無

常即苦；而人有五蘊：五蘊乃色、受、想、行、識。「色蘊」是指眼、耳、鼻、舌、皮

膚、毛髮等生理組織，包括我們的身體及身體所處的環境。「受蘊」是指內心的各種

感受。「想蘊」是指內心對我們所接觸的各種人事物及環境產生各種想法、概念及印

象 。「行蘊」是指對所想進一步產生之行動、活動。「識蘊」是指各種感知和認知作

用。根據《阿含經》及《阿毘達摩》「五蘊」亦稱「五取蘊」；「取」意指對想法、感

覺、事物或觀點緊抓不放，亦即執著。也因為有這五蘊，眾生有貪、瞋、痴等執念，而

這些即是痛苦的根本來源，使人無法安在當下，我執是由五蘊聚合而成的。 

   

二、不執著的境界：不執著在心理治療的目標 

 

  根據 Shiah（2016）提出無我理論模型，「無我」也就不執著，是是自我運作良好

之終極圓滿。《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句話的意思是不要執著在

任何現象、想法或念頭上，心理没有執著則不生煩惱，此為無我。不執著的境界，《心

經》有最棒的說明：「……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

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

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這一段心經的話非常精準的描述了不執著的

境界，也說明了不執著在心理治療理論的目的與最終目標：宇宙萬物所有法、規則包

含自性均是無恆常亦無獨立之存在。不執著在心理治療的最終目標是達到自性本空的

境界，而這樣的境界即是我們的感受、意圖、思考、行為與意識包含眼、耳、鼻、舌、

身等所看、所聽、所聞、所嚐、所碰觸等都不會產生煩惱與情緒困擾，若能到達自性

本空的境界則不會產生慾望的意念與行為，則無需修練來減少煩惱與情緒困擾而能獲

得真正的智慧。 

 

三、自我執著如何產生出煩惱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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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自我執著如何產生出煩惱情緒，最主要是因為產生非理作意，以佛法智慧來

說，依據《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六（宗喀巴大師，2009）：「第三能生煩惱之因分六，……

作意者，謂妄增益愛、非愛相，及於無常，妄執常等非理作意（頁 173）」。其中「妄增

益愛相」與「妄增益非愛相」的非理作意指的是對美好的、喜歡的或對不美好的、不喜

歡或討厭的產生過度即增益的執著，這兩者都會造成遠離狀態事實，所以是「非理」。對

喜歡的過於執著產生「貪」的非理作意；對討厭或不喜歡的過於執著產生「瞋」的非理

作意，兩者都是不了解事實的真相，執著於自以為真的事實，即是「癡」，造成非理作意

的大種子即是各種自我，佛法稱之為心所可歸類成這三大類──貪心、瞋心與癡心。如

少子化情況下，獨生子女多，父母過度溺愛孩子，没有看見孩子的過錯，孩子什麼都是

對的，無止境的給予，這是一種「妄增益愛相」之非理作意，而對於別人講到自己孩子

的過錯就升起否定討厭，覺得都是對方的問題，這是一種「妄增益非愛相」之非理作意，

以上兩者都是都會遠離事實的真相。 

  用心理學的語言來說，指的是讓自己產生煩惱情緒的見解，以自己為中心點來思考

事情（自我執著），是非佛法智慧的理性來產生意念（夏允中，2020；夏允中、張蘭石、

張峻嘉、陳泰璿，2018；Shiah, 2021）。自我執著造成非理作意，進一步產生不善心所，

最後導致煩惱情緒（如圖 1）。 

 

圖 1 

煩惱情緒產生的原理，取自與改編自夏允中（2020） 

 

 

 

 

 

 

 

 

 

   

 

 

 

因執著所生之煩惱，會遮蓋原來的心性，夏允中引用佛法（2020）提及常見的不

善心所如下：忿、恨、惱、害、嫉，覆、誑、諂、憍、慳、放逸、失念、無慚、無愧、

自我執著 

非理作意 

不善心所 

煩惱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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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懈怠、放逸、惛沈、掉舉、失念、不正知與散亂等，當出現這些不善心所都是正

常的，不是要這些不善心所不存在，也不是要刻意的壓抑或忽略不見，而是因由不善

心所的出現或因緣聚合的存在是要來讓我們對治、修練自己的心性，看見自己需要修

練之處，是故不善心所所造成的煩惱皆菩提，也就是自性的覺醒。這也是本理論最主

要的依據。 

  不執著的程度較高則心理的彈性也愈大，連帶幸福感也較高。不執著與幸福感有

顯著的正向關係，「不執著」程度越高的人，在自我的決定上及主觀的幸福感上較高，

越不容易感到有壓力，且不論在特質或情境上，焦慮程度也較低（趙舒禾、陳秉華，

2013）。我們的一生由呱呱墜地到成長、年老至死亡，生命是按照一條命運定調的軌

道不斷的隨著時間往前走，然而一般的我們及眾生卻以為自己擁有了對生命的主控權。

故心性有著對世間萬物能夠透過自身力量掌控之強大慾望，無法隨境、隨緣的努力而

產生執著之苦，無法體會世間無常，但因為無常而更能依境、隨緣、隨遇而安之珍惜、

努力卻不執著。以上國內外文獻以及經典的回顧都是提出執念帶來人生的煩惱、痛苦

或本身不具意義。 

  用心理學的語言來看，自我執著產生煩惱的原因有四個，第一：人之所以受苦是

源自於慾望（Dalai Lama, 2017; Shiah, 2016）。這是因為有了自我，就會開始滿足慾望

（Dalai Lama, 1995）。當我們追求愉悅的同時也傾向拒絶其不愉快的一面。自我會在執

著在追求喜好及遠離厭惡。如此會使我們陷入執著，尤其是當慾望無法滿足時而感到

痛苦（Albahari, 2014）。第二：這些由慾望所驅動帶來的樂趣會取決於滿足自我慾望之

特定刺激的出現或消失。通常，這樣的樂趣是不可靠地，因為這些刺激是來自經常變

動與不穩定的環境，或其他人的互動或各種身心活動（Dalai Lama, 1995）。當喜愛的刺

激出現時，與之相關的愉悅感就出現了，然而一旦刺激消失，愉快的感覺就會消失；

另外，人們通常會很快適應新刺激帶來的改變，恢復到平常的程度（Dambrun & Ricard, 

2011）。因此，透過享樂原則產生的快樂是短暫且不穩定的（Shiah, 2016）。第三：在佛

教的最核心的智慧是認為自我並非真實的。因此，追求自我最終徒勞無功。最後一點可

以用西方心理學的理論來說明，例如西方心理學在研究個體的生命遇到威脅時之因應方

式之心理功能有很多的研究。其中毫無疑問，死亡是對於自我最大且是不可避免的生命

威脅，事實上我們終會死亡，自我將會消失生命是脆弱的。自我需要找到方式去因應死

亡。其中西方恐懼管理理論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TMT）提出自我如何因應死亡

（Greenberg et al., 1986; Greenberg et al., 2014），此理論認為自尊可以產生意義感，可以

用來防衛死亡所帶來的對自我恐懼。 此理論認為維持與增強個人的自尊可以對抗死亡

焦慮（Burke et al., 2010） 事實上，死亡的威脅永遠不會消失，並一直以各種形式出現。

因此我們需要無休止的行動來維持和加強自我，這樣才能應對死亡焦慮或不快樂。有時

我們可能會找到幸福，但是我們需要無休止地重新啟動行動來加強自我。而死亡焦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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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著無盡的負面情緒，例如憤怒，貪婪，嫉妒，焦慮，沮喪，仇恨，自尊或對不快樂

的恐懼。所以理論上來說，去我執，就是消除自我，就不會有自我，因此依據恐懼管理

理論，死亡焦慮就沒有威脅的對象。 

 

參、消除執著的心理治療歷程 

 

相較於東方佛教經典對於不執著之意涵強調的是去我執及慾望，西方心理學則強

調個人取向的自我觀，其基本上是根源於基督教文化而發展出（Cohen & Hill, 2007; 

Oyserman et al., 2002）。對於慾望，西方採取滿足的過程，以自我為中心，從佛法的角

度來看，一但有自我，就會產生執著，一定會採用享樂原則（Dalai-Lama, 2017; Deci & 

Ryan, 2000; Glasser, 2010; Shiah, 2016）。佛教思想則認為執著是痛苦的來源，整個佛法

的修行歷程就是要消除執著，夏允中等人（2018）整理整個佛法的修行歷程，分析《菩

提道次第廣論》，提出三個次第的修行「三士道」，即：下士道（一般人）、中士道（出

家人）及上士道來說明佛家如何修養至無我，達到或趨近無我的境界則可消除或減輕

因執著產生之心理煩惱與痛苦。以三士道次第漸修這樣的過程說明了佛家如何修養至

無我，然本篇文章著重在應用層面，並没有涵蓋全部的三士道，非強調當下就要走三

士道次第漸修的路線，只是鼓勵以此為長遠之目標。因此本文接著簡單說明這三個層

次修練脈絡，但由於本文限於篇幅與應用的對象，只擷取其中對一般人（下士道）如

何消除我執的理論與方法來建構本文提出的消除執著的心理治療歷程。因此中士道及

上士道在本文中就不主要說明，讀者有興趣可以參看夏允中等人（2018）所寫的文章。 

  下士道如果用白話來說，最主要的目的是離苦得樂，這個層次佛法智慧斷惡修善

為因而修習善法，斷殺、盜等不善業等，如此可以遠離煩惱。斷惡修善就佛法的智慧

說就是去我執，並需要透過自我修養的過程，而自我修養的方式包含戒定慧這三種方

法，戒即戒除貪念、負面情緒與不是佛法的正見；定即禪定，心能專注於一境而不散

亂，而能專注一境就是去我執；慧即透過聽聞與實踐佛法智慧能真正體會到佛法的智

慧，也就是俗稱的轉識成智，而識就是執著的自我，所以我們要很高興，因為有我執，

我們才有機會可以修養邁向無我的境界，如此人將不再執著，而能達成真實持久的快

樂。本文依據前面所敘述煩惱情緒產生的原理，提出可具體實踐與簡單清晰的方法來

去除我執，就是減少與消除不善的心所與增強善的心所，來減少心理的困擾（Shiah, 

2021），這個部分會在後面的文章有詳細的交代。 

 

肆、不執著在心理治療上的應用 

 

     《俱舍論》言：「由我執力，諸煩惱生。三有輪迴，無容解脫」。自我執著乃是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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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產生的源頭，放下對人、事、物固著之想法則能達到解脫及圓滿之境地，正如心經

所謂「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密多故，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

究竟涅槃」。本文將不執著在心理治療上的應用是採用自性覺醒修養（夏允中、張蘭石、

張峻嘉、陳泰璿，2018），將原先認為「自我有自性」的慣性生活方式轉換成「無我、無

自性」的不執著生活修養。 

  其中關於「自性」，自性原始的經典與闡釋佛法中的自性有二重定義，佛法所提的世

俗自性與勝義自性都是原來的自我，各宗派對自性的定義表述不一，但大多以般若部經

典為主要依據。《般若經》的最重要闡釋者龍樹在《大智度論》指出：「自性有二種：一

者，如世間法，地堅性等；二者，聖人知如、法性、實際」（《大智度論．釋摩訶衍品》，

《大正藏》第 25 冊第 396 頁中欄）。亦即佛教文化系統中有兩重「自性」定義。第一重

「自性」是指世間萬物的存在所被感受到的性質（世俗自性）。因為這些性質興機制都是

條件性的（佛教稱為「緣起」、「依他起」）所以說「無自性、自性空」以及「無我」。第

二重「自性」（勝義自性），是指證悟「無我」的聖人所認知的「自性真如」，或稱法界、

實際，亦即基於般若系經論而闡於如來藏系經論的「真性」、「真心」。 

  因此佛法的自性有兩種定義：世俗自性與勝義自性。世俗自性：指的是没有內在的

特質，它不能獨立存在，是因緣所造成。勝義自性：指的是自性本空，就是自性本來就

是空的。而本文中所提關於自性的定義，所提到的不執著，實際操作面都是世俗的範圍，

是屬於世俗的定義，但其實它的本質是空的，是勝義的定義，也是我們要修養的終極目

標。 

  本文接著提出心理治療歷程，包含三個心理治療的目標及五個主要的治療步驟，將

治療歷程予以步驟化及具體化，說明如下： 

 

一、 治療目標 

 

  要達到完全不執著的目標然這需要長時間的修養過程，而且是可能的。這是因為

自我的本質是無我的與不執著。簡單的來說，依據佛法的無我理論（夏允中，2020），

自我本身不擁有其恆常而獨立的存在特質，所以自我可以刻意改變的，也因為自我可

以改變的，我們才有機會可以改變。不執著的治療目標為為縮小與消除自我的執著來

達到真實持久的快樂。本文參考夏允中（2020）提出以下三個漸進式目標來給一般人

使用： 

 

（一）第一個目標 

  此階段先減輕個案的症狀，使其稍微平靜後感到快樂了，接下來鼓勵個案追求較穩

定的快樂更高品質與穩定的快樂。例如當一個情緒極不穩定的個案來到面前，可運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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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的正念或靜坐等技術並使用善巧的方式引導個案，如創造溫暖支持的物理環境、泡

上一壺好茶、溫度適中的空調、柔和的燈光等先幫助個案，轉移執著的自我，可以有效

穩定情緒。 

 

（二）第二個目標 

  待症狀減輕或情緒較為穩定時，此時目標鼓勵個案立下聽聞追求此煩惱情緒產生的

原理或佛法的智慧，並願意培養對別人的慈悲心。 

 

（三）第三個目標 

  建立實踐自性覺醒的修養習慣，每天都要往最終的自性覺醒目標邁進。 

 

二、 治療步驟 

 

    本文參考 Shiah（2020）提出以下五個心理治療步驟如下圖 2： 

 

圖 2 

心理治療五個步驟歷程 

 

 

 

 

 

 

 

 

 

 

 

 

 

（一）第一個步驟：評估個案的不善心所與善的心所 

     煩惱情緒產生的原理是因執著產生非理作意的自我（非智慧的理性來產意念）；評

估個案的問題，佛法所採取的策略是把這些非理作意的種子找出不讓其有發芽的機會並

找出善的自我；借力使力，利用我執來修行，亦即煩惱皆菩提，。評估造成煩惱的來源，

③行動 

 

④減小或消除不善心所 

自我 
②評估與

吸收智慧 

○1 評估個案的不善心所與善的心所 

 
⑤朝向不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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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要評估 24 個非理作意的自我，也就是不善心所。以下本文依據夏允中（2020）根據

大乘百法明門論，所整理與改編 24 個不善心所如下表 1。 

 

表 1 

24 個不善心所 

 

不善心所 說明 

忿 忿忿不平，對不順己的境界，因為氣怒甚至發生暴惡的行為。 

恨 恨意，對於忿怒的事不能忘懷而結怨於心，懷恨在心。 

惱 惱怒，惱羞成怒，起瞋恨心，追想過去或現在不悅的境界，而產生懊惱

煩悶的心理。 

覆 隱瞞與隱藏自己的過錯，不發露懺悔的態度與行為。 

誑 欺誑，為獲得利益與滿足自己的慾望，而以種種手段迷惑或欺騙他人。 

諂 諂媚，心曲不真而假裝順從他人的心理，來獲得利益與滿足自己的慾望。 

憍 驕傲，對自己的長處產生傲慢自大的心理。 

害 害人，懷有損害他人的心理。 

嫉 嫉妒，對他人的長處生起不悅的心理或嫉妒別人所擁有的財物與東西。 

慳 吝嗇，吝於財物與分享智慧，在有能力的情況下，不願施捨與分享的心

理。 

無慚 恬不知恥，無內心反省能力，對於自己的過錯不知羞恥的心理。對於好

的行為或諸事功德善事不欽慕崇敬，對於賢人師長輕慢不服。 

無愧 恣意行惡，不顧佛法的智慧所勸戒不要做的行為。 

不信 內心不清淨，對於佛法會不能接受與樂於學習。 

懈怠 懶惰不精進於自性的覺醒。 

惛沉 兩眼無神，沒有正確的佛法智慧，使身心萎靡頹喪、昏昧、沈鬱，而喪

失積極進取自性覺醒的行為。 

掉舉 妄想紛飛，想一些好笑或慾望的事，貪求慾望所帶來的快樂，令心浮動

不安。 

放逸 只顧享樂，放縱身心而不精勤於去我執。 

失念 不能經常或時時刻刻將意念、動機、注意、認知、情緒與行為與煩惱情

緒產生的原理及佛法的智慧的標準來進行比對，並盡全力來消除這樣的

差距。 

散亂 妄想紛飛，沒有明確對象，想東想西，念頭分散造成疲於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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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4 個不善心所（續） 

不善心所 說明 

不正知 沒有正確佛法的智慧。 

睡眠 耽嗜睡眠。 

後悔 做好事而後悔。 

尋 對事理粗略的思考，例如貓（人）想抓老鼠（慾望），貓開始尋找老鼠，

這就是尋。 

伺 能細心伺察思考，例如貓（人）想抓老鼠（慾望），貓已經找到老鼠的洞

口，已經在洞口等待老鼠入口，這就是伺。 

註：改編自夏允中（2020） 

  上述 24 個不善心所即為貪、瞋（負面情緒）、癡（不知道智慧）。不同的情境產生不

同的不善心所，有些簡單的境或較單純的困擾產生單項的不善心所，此階段可先覺察當

境、當所緣出現時有哪些不善心所產生，例如：為了身體健康要減重，明明已吃飽喝足，

尤其到吃到飽餐廳，明明已吃足，但美食當前仍受不了誘惑，吃到過撐，這樣反而無法

減重，甚至對身體有危害，此時需覺察自己正在產生貪吃美食這項不善心所。而有些境

情況可能更複雜因而產生不同組合的不善心所，例如：看見同事受主管賞識升官發財，

心生不悅，覺得不公平而又心生怨恨，此時覺察可能產生了忿、恨、嫉等不善心所，甚

至有些進一步有了害人之心，即害的不善心所產生；當我們没有先覺察自己正在產生哪

些不善心所，則會被這些不自覺的不善心所影響而執著的往了不善的方向，故此階段先

覺察自己的困擾或煩惱來自哪些不善心所。 

 

表 2 

15 個善的心所 

不善心所 說明 

信 每日精進，一定會減少煩擾與增加內心的平靜與滿足的，這樣的結果可以

慢慢的對自性覺醒修練增加信心。 

慚 自己有反省能力，對於自己的過錯會產生羞恥的心理。對於好的行為或諸

事功德善事會欽慕崇敬。 

愧 自己有了過咎，面對他人時覺得羞愧。對於做了佛法的智慧所勸戒不要做

的行為會感到羞恥。 

無貪 對所有境界與萬源沒有貪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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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5 個善的心所（續） 

不善心所 說明 

無嗔 遭逢不順己意的境界時，心中不生瞋恨煩惱。 

無癡 完全明白佛法的智慧。 

精進 努力修養自性覺性，邁向自性覺醒。 

輕安 身心輕快安適，對所緣的境界優遊祥和的精神作用。輕安主要是在禪定中

獲得，能使修習持續進行。 

不放逸 不會只顧享樂，不放縱身心而專心精勤於自性覺醒。 

行舍 遠離昏沈、掉舉，住於寂靜，而能不浮不沈，保持平等正直的境界。 

不害 不會有害人與損惱他人的想法與動作。 

睡眠 充足的睡眠。 

後悔 做了沒有依據佛法的智慧之事，而後悔。 

尋 對事理粗略的思考，例如人追求去我執，開始接觸佛法的智慧。 

伺 能細心伺察思考，例如人追求去我執，開始修練去除不善的自我。 

註：改編自夏允中（2020） 

 

諸如上述有不善的心所，相對則有善的心所，這也是個案的優勢資源，讓個案了解

以上善之心所，並協助個案找出自己善的心所，以增強這些優勢資源，例如一直煩惱執

著於自己的不被升官、不被賞識，此時除了以上所說覺察自己不善的心所之外，也可強

化個案善的心所，比如「無嗔」，當自己正在處於逆境時，能不生嗔恨煩惱，甚至有「慚」

這項善的心所之反省能力，反省自己可能在工作崗位上有所不精進之處，所以没被賞識

提拔，因而將負向力量轉為正向力量而再求進步提升等待適合自己的機緣。以上所述是

第一步驟，評估個案的不善心所與善的心所，藉由不同的境、各種所緣（人、事、物），

佛法稱之為萬源產生的煩惱情緒，再藉由煩惱產生的機會來幫助個案覺察自我的模式以

及慣性，亦即煩惱皆菩堤，覺察到有哪些不善心所的自我正在影響著我們並增強善的心

所則可進行減弱與根除不善的心所，來往自行覺醒的修練路上。但值得注意的是，執著

於善心所也是一種執著，然本文著重於應用面，以人之所以產生心理困擾或煩惱是源於

自我之執著產生非理作為出發點來幫助個案減少與消除不善的心所，而當中的方法可用

善的心所加以對治，讓個案知道自己有哪些優勢資源，但也要提醒個案這是當中的一個

方法幫助我們對治因執著產生之心理困擾或煩惱，但非執著於善心所。 

 

（二）第二個步驟：評估與吸收智慧 

  此階段的重點在於智慧，治療者以本理論或佛法所提出的智慧讓個案了解這套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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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觀察自己的不善心所會如何導致煩惱，則能不執著於當下煩惱，如此則能發揮潛能

以及自我功能。治療者教導將錯誤的信念想法所產生的不善心所，置換為佛法的智慧，

幫助個案覺察錯誤的信念想法（認知）、煩惱（情緒）以及自我挫敗、自我放縱的行為

（行為）乃源自於我執、慾望或慣性而造成不善心所。茲說明佛法的智慧如下： 

1.自我執著造成不善心所 

    關於自我執著造成不善心所已於前段執著是如何產生的段落中說明，是故煩惱或心

理困擾，產生的原理是自我執著造成不善心所，可從善的心所如：慈、悲、喜心、正知、

正念去對治不善的心所如：忿、恨、惱、不正知、散亂等等，透過善心所發出修善的動

力及斷惡的結果讓心不再執著與回歸清淨。 

2.平等心的智慧 

平等心的思維是佛法中很重要的智慧，我們往往以自己為出發點對某些人生貪、對

某些人生瞋是因我們對人內心不平等，思維平等心的智慧，不因對方的外表之胖瘦美醜、

穿著、財富、身分地位、種族、信仰等等有不平等的對待。 

3.自性本空的人性觀 

  如同前面所述，自性本空是自我的本質，當達到自性本空的境界，就不會產生慾望

的意念與行為，也就是不執著，因沒有產生慾望的意念與行為，也就不會產生煩惱或情

緒困惱。 

4.死亡的真相智慧與死隨念 

  以執著而言，不外乎對於貪以及慾望所引起的執著，以為身體有一個我，以為現在

所產生的我是真實的我，此時可以依據靜坐、九住心等的佛法智慧技術來對治，另外對

身體的執著、對財務的執著，即貪身體、貪財等，佛法有教導我們死亡的真相，讓個案

了解與要常常想到生命的無常與死亡的真相，這也是自性本空的智慧。關於死亡的真相

智慧可思考如下：「思考一定會死」、「思考難以確定何時會死」、「思考死的時候除了正向

思考智慧與修練自性覺醒之外，其它東西沒有任何意義」。 

 

（三）第三個步驟：依據佛法智慧採取行動 

  進行心理治療中，治療者需要指出個案的我執、慣性或慾望造成了哪些煩惱。個案

要經常將意念、動機、認知、情緒與行為與煩惱情緒產生的原理和佛法的智慧進行比對

並建立自我反思習慣，若發現有所差距，盡力去調整與改變這樣的差距。 

 

（四）第四個步驟：減小或消除個案的不善心所 

  此階段練習強大善的自我與縮小不善心所，雖然可能無法完全根除我執、慣性與慾

望，但可以持續的精進自我修養來減少因慾望、慣性與我執所造成意念、動機、注意、

認知、情緒與行為的產生頻率，要持之以恆每日精進一定可以減少煩擾與增加內心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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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與滿足，這樣也能增加對自性覺醒修練的信心。 

 

（五）第五個步驟：朝向自性覺醒 

  達到自性覺醒的境界要付出時間及努力，治療者建議個案將上述一到四的步驟變成

生活習慣，如此可減弱我執、慾望與慣性的頻率而獲得更多平靜、滿足與快樂。雖然可

能無法完全根除慾望、慣性與我執，但養成朝向自性覺醒修練的好習慣來克服習性則能

引導我們發揮自我潛能與獲得真正的平靜、快樂與滿足。 

 

三、 治療技術 

 

  夏允中（2020）自性覺醒治療理論依據佛法智慧，提出八種方法來達到自性覺醒的

無我境界，由於無我就是去除我執，所以這八種方法都可以用來去除不善心所，本文先

介紹方法，再接著說明其可以對治的不善心所。先讓個案先感到有些許效果後，最好讓

個案練習過所有的智慧技術，如此才能全面性的減少與根除不善的心所。 

 

（一）居住環境的要求 

  方便、安靜與安全來進行自性覺醒的修練；最好都能滿足以下五個條件：容易找到

衣食、沒有野獸或賊盜等傷害、水土與居家環境優良不易染病、具有相同善見及善行的

善友鄰居，與夜晚要能寧靜寂然。這個方法可以讓善的心所有個好環境來滋養與成長，

也有好善行的善友誼。 

 

（二）利用善的心所 

  努力強大善的自我，縮小不善心所；茲舉以下實際案例可善巧運用如下，個案因過

往的貧困極度的不安全感身兼好幾份工作，貪於獲得更多的錢財，但也把自己身體搞壞。

治療者可以讓個案看見其因為執著於追求財富名利產生哪些不善心所，例如惱：討厭過

去貧窮的經驗；貪：貪財；掉舉：貪求慾望所帶來的快樂，造成內心浮動不安；失念：

不能以煩惱情緒產生的原理及佛法的智慧的標準來進行比對；散亂：想東想西，念頭分

散造成疲於奔命。因為佛法是認為人有不執著的本性與善心所，因此治療者要讓個案看

見他或她的所有的 15 個善的心所，只是每個人所擁有 15 個善的心所的強弱程度不同。

建議並搭配死亡的智慧真相後明白什麼也帶不走，唯一可以努力的是讓自己善的心所更

強大，減少不執著，找到真正自己與更快樂與健康。 

 

（三）死亡的真相智慧 

  這個技術最主要提高往不執著的修練動機，和對治貪的不善心所與增加空的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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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例如有個實際的個案常執著於憂慮著自己會生病，身體檢查雖無問題，但還是一

直焦慮未來會生病，還没發生就一直在想自己可能會生病，此時可教導其死亡的真相智

慧，人一定會死，因為死亡不可避免，把焦點放在此時此刻能做什麼有意義的事與增強

善的心所，取代一直執著在焦慮煩惱中。 

 

（四）不淨觀的靜坐與死隨念 

  不淨觀（梵語：a-śubhā-smrti，巴利語：asubhānupassin）是死亡的真相智慧的進一

步的技術，一般人對身體以及外相都有著過度的執著與貪念，此技術可對治貪的不善心

所與了解空的智慧並提高動機以朝向不執著，此法藉由人類身體的組成，觀想人體過世

之後成為屍體至逐漸腐爛毀敗的過程，被認為是對治貪欲特別有效的方式（帕澳禪師，

2009）。死隨念的技術跟不淨觀有很大關係，當觀想自己成為一具死屍，並常常思維，

如：「我肯定會死，死亡是必然的，我無法逃脫死亡；此死亡肯定會發生，我無法避免此

死亡」時，若腐爛相出現，就專注於它，觀想：「我的死亡是必然的；我的生命確實不定」

或「我生命的終點即是死亡」。 

  例如個案常執著於外貌，不論是對自己或他人總執著於外貌，常覺得自己的外表、

身材不夠好，對自己極度的不自信，此時除了使其覺察因這樣的執著會帶給其哪些不善

的心所之外，也可運用此不靜觀的智慧技術，觀想每個人最後的終點是一具皮囊、一堆

白骨，到最後什麼也帶不走以破除對自己或對他人身體、外相的執著。 

 

（五）止的靜坐 

  藉由止的靜坐來了解空的智慧與自我覺察，可以用來對治自我執著所產生之不善心

所。初禪九住心提供有系統的自我覺察意念、動機、注意、認知、情緒與行為與其要達

到的標準，共九個層次，此部分最主要是從廣論擷取。依序是內住、續住、安（返回）

住、近（越來越好）住、調伏、寂靜、最極寂靜、專注一趣、平等住，通過這個九個階

段的訓練，就可以進入心一境性，成就正定。若能達到初禪九住心的境界，已經幾乎沒

有煩惱了。此止的靜坐可以減低或消除不善的心所，與增加所有善的心所。 

 

（六）慈悲心技術 

  我們會因愛我的執著產生強烈之自我中心，透過慈悲心的修練思考眾人對自己的恩

德，逐漸放下愛我的執著及自我中心，並為了利他而欲求自性本空的境界（夏允中等人，

2018），可先修平等心接著慈悲心，慈悲心的修練可用「七因果」的修練啟發慈悲心（宗

喀巴大師，2009），以知母、念恩、報恩、慈心、大悲心、增上意樂為六因，修行六因之

果為菩提心，合稱七因果。先憶念自己的父母，或對自己有大恩情的人，稱為知母。由

憶念他們，想起他們的恩德，為知恩。知道他人對我的恩德，升起想要報恩的心。經由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梵語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巴利語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貪欲_(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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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母、念恩、報恩的觀想次序，產生慈心，將慈心由你的父母，擴展到身邊的人，再逐

步擴展到所有的有情眾生。因此而產生大悲心，希望能救濟一切眾生，因此升起增上意

樂，希望自己能夠成佛。經由此順序觀修，就可升起菩提心。 

  例如學生有人際議題常受班上同學排擠，經詢問該生家境富裕，喜歡炫耀自己穿的

名牌或使用昂貴物品並不自覺的對其它人所使用之物品面露不屑之意，治療師使個案看

見自己執著於外相所造成之人際議題及不善的心所，並視時機成熟教導慈悲的智慧技術，

知恩、感恩、同人理人之苦。慈悲心的技術主要可以降低與消除負面情緒，如忿 、恨、

惱、嫉，與害人及貪的不善心所。 

 

（七）養成日常中好的行為習慣 

  此習慣要注意的是為避免個案產生抗拒之心，可觀察個案症狀減輕後再邀請個案練

習此習慣。當個案不再抗拒時，多加練習將這樣的習慣內化成自己的生活哲學，如此可

幫助自己逐漸離苦得樂。佛法中好的行為習慣，都是善的心所之行為。通常對一般人來

這些好的行為習慣有五戒，即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及不飲酒，也就是不殺

害一切有情生命、未經允許不竊為己有、徹底斷絕淫事、不說虛妄之事（包括惡口、搬

弄是非、華而不實花言巧語）、不沾染麻醉神智之物品。 

 

（八）佛法智慧的故事教導 

  可引用佛法中的故事除了增加樂趣的善巧之外，亦能啟發其自我反思與頓悟來減少

不善心所與增加善的心所。 

 

肆、治療者之條件 

 

  本文認為治療者最好具備下列三個條件。 

 

一、要非常熟悉本文章所提出的理論與心理治療步驟。 

 

二、並樂於聽聞正法與親近善士，繼續吸收更多與更廣的佛法智慧以修習佛法之智慧。 

 

三、能保持與精進在如理作意的不執著的修練。 

 

伍、結語 

 

  本文有兩個貢獻，第一就是將學者所定義的不執著概念的限制，說明了含攝佛法不

執著的內涵與不執著是如何產生的；第二是提出不執著的心理治療的應用。關於不執著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慈心&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不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偷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欲邪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說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飲酒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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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治療歷程主要是以自性覺醒心理治療理論作為依據，其非常具教導性必須用智慧

及真相與個案討論，因應執著產生不善心所的起心動念，因這樣的起心動念而心生煩惱，

產生情緒，是故要對治這樣的煩惱及情緒，必須要有智慧、要有真知見，本文希望以煩

惱情緒產生的原理及其心理治療步驟，系統性、結構性的幫助個案執行出與活在不執著

之習慣，任何狀況之個案均可覺察其不善的心所並教導佛法的智慧並搭配佛法的智慧技

術以增強善的心所與減少不善的心所，能協助個案降低不執著的想法與行為，朝向不執

著體證無我境界，實證到自我及其心理結構都不是真實恆久與獨立存在，而能真正做到

不執著於所生之感受、意圖、思考、行為與意識，如此則不會產生煩惱或心理困擾並得

到永恆真實的快樂。 

  佛法的智慧是希望我們能夠在四大人生苦海，生、老、病、死，能找到解脫之道，

本文所提出的不執著的心理治療是根據佛陀證得人生的意義、真諦與真實義。而現今佛

教有不同的派別或系統，本文因著重在佛教概念之實務操作及應用推廣，試圖用不同的

典籍去解釋不執著的概念，然而當中所提出的「不執著」之心理治療的限制是無法含攝

所有佛法的智慧。另外，本文索引了各種佛教典籍，在處理佛教的典籍時雖然引用了從

初期佛典的阿含經、大乘佛教《金剛經》到後期佛教密乘論典《菩提到次第廣論》都包

括在內，但會有個限制是没有剖析各期佛教思想的異同，這樣的異同可能會影響到不執

著的定義與內涵，然而剖析各期佛教思想的異同在這次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也是本次

無法處理的限制，待以後研究可以來處理。 

  最後，本文主要以不執著之概念加以延伸，為應用面之初探，未來仍然需要實證研

究來支持或修改本文所提不執著在心理治療的應用，也期待將來能累積不同的佛法論點

對不執著辯證做為未來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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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Non-Attachment in Psychotherapy: 

Reducing Delusional Selves and Enhancing Good Selves 

 

Hsiu-Chen Chien Hui-Chief Wang Yung-Jong Shiah* 

 

Abstract 

 

This article first explains the concept of non-attachment, related research, and the limitations 

of definitions by Western scholars. The two limitations of the concept of non-attachment as 

defined by Western scholars are that they lack the full scope of non-attachment concepts 

according to Buddhism and the lack of explanation on how attachment is generated. Therefore,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non-attachment concept that is fully based on Buddhism and how 

attachment is generated. The cause of psychological distress or annoyance is self-attachment, 

which produces non-wisdom rationality. Non-wisdom rationality then produces delusional 

selves. Reducing and eliminating delusional selves can reduce non-attachment. Knowing the 

principle of how attachment produces psychological distress will enable us to know how to 

overcome psychological distress.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5-step non-attachment psychotherapy 

that is based on Self-Enlightenment Psychotherapy. The sequence of the steps is as follows: (1) 

Assess the 24 delusional selves and 15 good selves. The 24 delusional selves are fury, hatred, 

angry, concealment, deceit, hypocrisy or flattery, haughty manner, hostility or aggression, 

jealousy, avarice or miser, shamelessness, disregard, unfaith, laches, blindness of the self-nature, 

unmindfulness, hedonic activities, forgetfulness of Buddha’s wisdom, wandering mind, chaos 

or confusion, sleep, regret, rough conation, and refined conation. The 15 good selves are faith, 

shame, one’s conscience, no greed, no negative emotion, wisdom, self-exertion, being calm and 

tranquil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not being self-indulgent, not clinging to or being obsessed 

with the negative self, no harm, sleep, regret, rough conation, and refined conation; (2) Evaluate 

and absorb wisdom; (3) Act according to Buddhist wisdom; (4) Reduce and eliminate the 24 

delusional selves; and lastly, (5) Move on the path towards non-attachment status. We suggest 

applying the following eight Buddhism-based skills: requirements for the living environment; 

strengthening the 15 kinds of good selves; absorbing the wisdom truth of death; practicing 

Asubha meditation and death contemplation; practicing focused attention meditation; pract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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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ssion wisdom technique; practicing the Good deeds and habit; and telling Buddhism 

wisdom stories. Via reducing or eliminating our delusional selves and enhancing our good 

selves, we can let go of our 24 delusional selves through non-attachment and return to our 

original self. This article offers two contributions. The first is the comprehensive elucidation of 

the Buddhist -based concept of non-attachment and an explanation of how non-attachment 

arises from non-wisdom rationality, which leads to mental disturbances. The second 

contribution is the proposed non-attachment psychotherapy, where the three goals of non-

attachment in psychotherapy are: alleviating symptoms, encouraging a client to cultivate 

Buddhist wisdom, and establishing the habit of practicing self-enlightenment to move towards 

the original self. This article expects the proposed non-attachment psychotherapy to help clients 

reduce non-attachment thoughts and behaviors and move toward the realm of non-attachment 

so as to attain the final state of non-self. The experience of a non-self state is a feeling that the 

self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is not real, permanent or independent. The ability to not be attached 

to the feeling of a self that is derived from feelings, intentions, thoughts, behaviors, and 

consciousness will free an individual from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lead to authentic and 

durable happiness. Last, the article discusses its limit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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