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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論文主要以宗教學部分理論觀點，探討佛教懺悔思想也檢討了台灣

當今佛教懺悔法會的現象延伸的相關問題。希望以其他的角度來探討懺悔

法會的意義讓人們可以深入了解它的意涵。懺悔主要是自我修習心念的清

淨，人格提昇，以淨化自我，讓生命獲得快樂與解脫。 以宗教現象學及宗

教心理學的角度說明，澄清參與懺悔法會對於生命的意義，宗教的儀式提

供生命連接宗教「神聖」與「世俗」的經驗，如何讓信眾藉著儀式產生力

量讓生命問題獲得解決，懺悔法會可以深入生命幫助生命讓信眾活出宗教

的教義豐富生命，是本文的目的。 宗教肩負教育社會大眾的使命，困頓的

生命該如何在宗教信仰當中找到力量？宗教存在的價值正是為了幫助在此

岸的人，過渡到另一個彼岸的世界，獲得信仰終極世界理念的實現。因

此，懺悔儀式的意義引伸出種種的問題，值得我們再一次去思考，我們究

竟渴望從懺悔的法會裡獲得什麼樣的力量，從經典經驗初期佛教佛陀重視

人格教育的養成，懺悔的核心意義與理念，讓我們從懺悔的過程裡洗新自

己的心靈得到另一個重生，獲得改變生命的力量。 也檢討台灣當今佛教懺

悔法會現象，忽略信徒內在心靈的提昇及太過功利主義的價值觀，讓人憂

心很多原本可以獲得的力量產生許多現實的相關問題，資源的使用和浪

費！懺悔主要是自我修習心念的清淨，人格提昇，以淨化自我，讓生命獲

得快樂與解脫。如何加強對出家眾教育的培養，讓懺悔法會沈靜我們的

心，也沈靜我們的社會，是懺悔它最終極的意義。 第一章是緒論的部分，

說明研究的緣起、研究動機和目和和研究的方法和範圍以及預期的成果，

前賢的研究成果。 第二章是初期佛教懺悔思想在印度的形成，透過經典的

記載將佛教初期懺悔的思想內涵、概念、內容說明。 第三章主要是說明懺

悔傳到中國之後重要的思想歷程，透過幾位大師的詮釋和當今台灣幾位師

父的觀點，讓信眾可以去思考不一樣的意義，澄清觀念找到意義。 第四章

是現代佛教懺悔意義的詮釋，以宗教心理學的角度，說明懺悔對佛教徒，

其他宗教信仰者，和一般大眾提供什麼樣不同的意義。 第五章是以台灣佛

教的懺悔法會現象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檢討說明，渴望從自身的懺悔淨化到

對社會的淨化，產生改變的力量。 第六章是結論的部分就論文背景面、理

論面、影響面、檢討面做整理，說明論文的研究價值和限制。  

摘

要

(英) 

English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by the religious study partial theory viewpoint, 

discussed the Buddhism confession thought also to examine the related question 

which Taiwan the Buddhism confession ceremony phenomenon extends . This hope 

discusses the confession Buddhist ceremony by other angles the significance to 

enable the people to be possible to understand thoroughly its significance contains. 

Confesses mainly is repairs the custom intention the impurity, the personality 

promotion, purifies, lets the life obtain joyful and the extrication. Showed by the 

religious phenomenology and the religious psychology angle that, clarifies the 

participation confession Buddhist ceremony regarding the life significance, the 



religious ceremony provides the life connection religion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how lets the letter numerous affiliation ceremony 

have the strength to let the life question be solved, the confession Buddhist ceremony 

may penetrate the life help life to let the letter audiences live the religious doctrine 

rich life, is this article goal. The religious shoulder education society populace's 

mission, how should the exhausted life find the strength middle the religious belief? 

The religious existence value is precisely in order to help in this shore person, 

transits to another other shore world, obtains the belief ultimate world idea the 

realization. Therefore the confession ceremony significance evolves all sorts of 

questions, is worth us again pondering, actually we need from the confession 

Buddhist ceremony the strength, takes the personality education from the classics 

experience initial period Buddhism Buddha fostering, the confession core 

significance and the idea, lets us wash the new own from the confession process 

mind to obtain another rebirth, obtains the change life the strength. Also examines 

Taiwan now the Buddhism confession ceremony phenomenon, neglects the follower 

intrinsic mind the promotion and too utilitarianism the values, lets the strength which 

the human anxiety are many reality related questions, the resources use and wastes! 

Confesses mainly is repairs the custom intention the impurity, the personality 

promotion, purifies, lets the life obtain joyful and the extrication. How strengthens to 

becomes monk the raise which the audiences educate, lets confession Buddhist 

ceremony purifies we the mind, also purifies we the society, confesses it finally 

extremely significance. First chapter is the introduction , the explanation research 

origin, the research motive and item and with the research method and the scope as 

well as the anticipated achievement, Finally research results. Second chapter will be 

the initial period Buddhism confession thought in India's formation, classics record 

the Buddhism initial period confession thought connotation, the concept, the content 

explanation. Third chapter mainly is after explained the confession from China the 

important thought course, by several master's annotations and now the Taiwan 

several master viewpoints, enables the letter audiences to be possible to ponder the 

dissimilar significance, clarifies the idea to find the significance. Fourth chapter is 

the modern Buddhism confession significance annotation, by the religious 

psychology , explained the confession to the Buddhist, other religious , provides any 

different significance with the common populace. Fifth chapter is by between the 

Taiwan Buddhism's confession ceremony phenomenon and society's relational self-

criticism explanation, longed for purifies from own confession to society's 

purification, has the change strength. Sixth chapter is the conclusion part on the 

paper background surface, the theory surface, the influence surface, the self-criticism 

surface makes the reorganization, the explanation paper research value and the li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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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全

文

點

閱

次

數 

0000008  

資

料

建

置

時

間 

2009/2/20 

轉

檔

日

期 

2009/03/02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錄 

492906036 2009.2.27 0:27 60.248.163.9 new 01 492906036 2009.2.27 0:29 

60.248.163.9 new 02 492906036 2009.2.27 0:38 60.248.163.9 new 03 492906036 

2009.2.27 0:39 60.248.163.9 new 03 492906036 2009.2.27 0:41 60.248.163.9 new 

03 492906036 2009.2.27 0:43 60.248.163.9 new 04 492906036 2009.2.27 0:46 

60.248.163.9 new 05 492906036 2009.2.27 0:49 60.248.163.9 new 06 492906036 

2009.2.27 0:52 60.248.163.9 new 07 492906036 2009.2.27 0:53 60.248.163.9 new 

08 492906036 2009.2.27 7:13 60.248.163.9 del 04 492906036 2009.2.27 7:13 

60.248.163.9 del 05 492906036 2009.2.27 7:13 60.248.163.9 del 06 492906036 

2009.2.27 7:13 60.248.163.9 del 07 492906036 2009.2.27 7:13 60.248.163.9 del 08 

492906036 2009.2.27 7:16 60.248.163.9 new 04 492906036 2009.2.27 7:18 

60.248.163.9 del 04 492906036 2009.2.27 7:20 60.248.163.9 del 04 492906036 

2009.2.27 7:22 60.248.163.9 new 04 492906036 2009.2.27 7:25 60.248.163.9 new 

05 492906036 2009.2.27 7:27 60.248.163.9 new 06 492906036 2009.2.27 7:31 

60.248.163.9 new 07 492906036 2009.2.27 7:33 60.248.163.9 new 08 492906036 

2009.3.1 22:29 60.248.163.9 del 01 492906036 2009.3.1 22:29 60.248.163.9 del 01 

492906036 2009.3.1 22:32 60.248.163.9 new 01 492906036 2009.3.1 22:33 

60.248.163.9 new 02 492906036 2009.3.1 22:34 60.248.163.9 del 02 492906036 

2009.3.1 23:22 60.248.163.9 del 02 492906036 2009.3.1 23:25 60.248.163.9 new 02 

492906036 2009.3.1 23:28 60.248.163.9 new 03 492906036 2009.3.1 23:30 

60.248.163.9 new 04 492906036 2009.3.1 23:33 60.248.163.9 new 05 492906036 

2009.3.1 23:35 60.248.163.9 new 06 492906036 2009.3.1 23:56 60.248.163.9 new 

07 492906036 2009.3.2 0:01 60.248.163.9 new 08 492906036 2009.3.2 0:05 

60.248.163.9 new 09 492906036 2009.3.2 0:10 60.248.163.9 new 10 

異 C 492906036 Y2009.M2.D20 3:32 60.248.163.9 M 492906036 Y2009.M2.D20 3:34 



動

記

錄 

60.248.163.9 M 492906036 Y2009.M2.D20 3:35 60.248.163.9 M 492906036 

Y2009.M2.D24 12:27 60.248.163.9 M 492906036 Y2009.M2.D25 4:11 60.248.163.9 

M 492906036 Y2009.M2.D25 4:12 60.248.163.9 M 492906036 Y2009.M2.D25 4:12 

60.248.163.9 M 492906036 Y2009.M2.D25 4:39 60.248.163.9 M 492906036 

Y2009.M2.D25 20:26 60.248.163.9 M 492906036 Y2009.M2.D27 0:55 60.248.163.9 

M 492906036 Y2009.M2.D27 0:59 60.248.163.9 M reli2791 Y2009.M2.D27 7:34 

60.248.163.9 M 492906036 Y2009.M2.D27 7:45 60.248.163.9 M reli2791 

Y2009.M2.D27 10:03 140.136.129.39 M 492906036 Y2009.M3.D1 22:30 

60.248.163.9 M 492906036 Y2009.M3.D1 22:35 60.248.163.9 M 492906036 

Y2009.M3.D1 23:23 60.248.163.9 M 492906036 Y2009.M3.D2 0:30 60.248.163.9 

M reli2791 Y2009.M3.D2 11:37 140.136.129.39 M reli2791 Y2009.M3.D2 11:37 

140.136.129.39 I 030418 Y2009.M3.D2 13:29 140.136.208.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