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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 :  
1. 沉香怎麼應用在殯葬上並沒有想像那麼容易。 

2. 沉香應用時就必須考慮殯葬與死亡的關係，以及含藏其中的死亡困擾 

3. 沉香的淨化功能，有能力化解死亡困擾。 

4. 只要是和淨化有關的部分，殯葬禮儀各階段沉香都可以很合適運用。 

 

摘要 :  

本文嘗試將沉香應用於殯葬活動需求與意義提出論述。探討沉香如何

應用於殯葬上並非易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專業應用與㇐般應用畢竟有

其差異性。在思考此問題時必須考慮到其所應用點的專業與否？此外，在

應用時我們也需要考慮到殯葬的特質並非是㇐般性的存在，而是與死亡有

關的存在。因此，在應用時即須考慮殯葬與死亡的關係，以及含藏於其中

的死亡困擾。在研發與殯葬有關的產品時，必然先行思考所引進的產品是

否具有化解此㇐困擾的能力？因為，沉香是㇐種高經濟價值且具有淨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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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植物產品。基於此淨化作用的意義，本研究認為沉香有化解死亡困擾

的能力。我們發現在殯葬上除了在殮階段的神主牌位和乞水儀式可以善用

外，也可以應用在殯階段的守靈祭拜和告別典禮的回禮部分；此外，在葬

階段的棺木與骨灰罐的運用上，也可以發揮其獨特的價值意義。由此可見，

只要結合殯葬淨化意義的活動與儀式，沉香都可以很合適地用在殯葬上。 
 
Abstract : 

The study proposed arguments about the needs and meanings of 
agarwood application in funeral activities. It is never easy to discuss how to 
apply agarwood in funeral industry. The reason is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professional and general application. We have to consider whether 
the application is professional or not. In addition, we have to think about that 
the characteristic of funeral is not a normal existence but is related to death. 
As a result, we have to concern the relation between funeral and death and 
the death trouble involved. When we develop funeral related products, we 
must consider in advance whether the product itself has the function of 
resolving the trouble. Since the agarwood is a plant product with high 
economic value and purifying effect. Based on its purification meaning, the 
study believes agarwood has the function to resolve the worry of death. We 
discovered that except for the application of ancestral tablets in the 
funeral phase and water purifying ceremony, we can also apply it on 
the phase of soul guarding, worship and farewell ceremony. 
Furthermore, the application of agarwood can fulfill its unique value and 
meanings in the coffin and urn application. Hence, it can be seen that as long 
as we combine the purification meaning, funeral activities and ceremonies, 
the agarwood is very appropriate to be applied in funeral. 
 

關鍵詞 Keywords：  

沉香 agarwood、殯葬活動 funeral activities、宗教儀式 religious ceremony、

殯葬創新 funeral innovation、淨化作用 purification meaning 
 

評論 :  

㇐、 前言 

沉香近幾千年來廣泛的被應用於耶、回、印等宗教領域，在印度、

西藏、東亞等地區的傳統醫學也極為盛行，到近代沉香的需求似乎已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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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不應求的地步；其用途亦廣，以其濃郁優雅的獨特香味，所謂｢至治馨

香，感於神明｣(君陳･尚書)、｢所以奉神明，所以達蠲潔｣(丁謂･天香傳)。

先秦時期，香雖然普遍被用於祭祀、配帶、沐浴、潔淨等用途，但並未

明顯的提及到沉香的記載，直到漢朝左右沉香方列入史載  (陳 等人 

2013)。當代則常見於應用於香、中藥材等，也被視為是高價的收藏品 (謝 

2013)。沉香樹因其全株可利用性、結香的特殊香氣等特性，已吸引國內

外有志於此領域者的研發應用。1995年華盛頓公約《瀕危野生動植物種

國際貿易公約，簡稱CITES》華盛頓公約組織，已將其列為全面保護之瀕

臨絕種植物。沉香之生成是㇐個複雜的過程，具有㇐定的偶然性，無論

在精神上或物質上都深受有識者的鍾愛 (鄧 2015)。林 (2011)引古籍提

及沉香因其返魂、飛氣之效而見之於宗教，以及辟惡氣、殺鬼精之益而

見之於地方志。亦有安神定魄之說 (林 等人 2016)。近年來亦不時在㇐

些宗教高僧大德往生之際的殯葬儀式中見到沉香的使用。面對沉香如何

應用在殯葬上的問題，做為殯葬專業學門的推動者而言，我們需要如何

切入方為合宜？㇐般而言，我們的切入方式會從沉香現有的狀況切進去。

對我們而言，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決定，是因為我們發現沉香已有㇐些附

屬品出現在宗教與喪禮的儀式中，且其被賦予極高的評價，這當是有識

者為了擴充沉香自身的產品所做的決定。如果不是沉香本身有了擴充產

品的需求，那麼通常它在設計產品時只會從它本身的需求出發，而不會

想要應用在殯葬上。既然如此，那麼我們從沉香出發去談沉香如何應用

在殯葬上即會出現它的合理性。 

然而，有沒有合理性是㇐回事，是否合適則是另外㇐回事。對我們

而言，從沉香出發去考慮沉香在殯葬上的應用雖然表面看起來極為合理，

但是合不合適卻未必清楚。因為，從沉香出發去考慮沉香在殯葬上的應

用固然是㇐種合理的考量，然而此種考量基本上是奠基在㇐種假設的前

提上，就是沉香在殯葬上的應用就像是在㇐般事物上的應用那樣。如果

實情果真如此，那麼沉香在殯葬上的應用從沉香出發必然不會有其問題。

可是，殯葬和㇐般事物真的是別無分別嗎？在存在的處境上它們真的也

沒有差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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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個問題的思考，讓我們不得不進㇐步深入殯葬的存在處境。

就我們所知，殯葬的存在處境和㇐般事物的存在處境確實有其不同。對

㇐般的事物而言，它的存在處境是㇐種正常的存在。對於這種事物，我

們在對待上不會採取㇐種特殊的態度。相反地，對於殯葬的存在，我們

則會採取另㇐種特殊的態度，認為它不是可以隨便談論與碰觸的。它必

須同時能夠安頓亡者與生者，無論是在宗教或是道德的層面上，它都有

其㇐定的禁忌 (鄭、尉 2008)。也是人類的殯葬賴以產生並能夠延續千百

萬年的心理基礎。那麼，為什麼在它們之間會有這樣的差別呢？㇐者可

以任意談論與碰觸，而另㇐者則不行？這是因為㇐般的事物在存在上並

沒有特別的禁忌的存在，但是在殯葬的存在上則是㇐種禁忌的存在 (尉

2017)。 

受到這種禁忌特質的影響，當我們在談論沉香在殯葬上的應用時，

如果沒有把這種特質考慮進去，那麼在新創產品的開發上必然會出現不

合宜的狀態。因為，在沒有考慮殯葬的禁忌特質的情況下，我們在開發

商品時只會把它當成是㇐般產品的開發，而不會思考到任何的禁忌問題。

這時，我們所開發出來的產品只會是㇐般性的產品，縱使是在殯葬上也

必然難以凸顯它的特殊性。在特殊性缺乏的情況下，這樣的產品要被取

代也就變得輕而易舉。可是，對我們而言，我們想要開發的並不是輕而

易舉即可被取代的產品。實際上，我們想要開發的是㇐種不容易被取代

的產品。這樣子，如此開發出來的產品才會有其㇐定的競爭力。因此，

我們不能採取這樣的進路。 

如果不能採取沉香出發的進路，那麼還有什麼進路是我們可以採用

的呢？就我們所知，還有另外㇐種進路可以選擇，就是從殯葬本身的特

質出發。當我們從殯葬本身的特質出發時，在產品的開發上必然會直接

站在殯葬的特質上來考量。此時，所開發出來的產品必然不會和這種特

質脫節。㇐旦新開發的產品具有這樣特質，那麼在殯葬的應用上就會如

魚得水，彷彿這樣的產品就是殯葬本身應該有的產品。如此㇐來，沉香

在殯葬的應用上就比較不會處於㇐般產品的狀態，而會有它自身的特殊

性。由此可知，殯葬特質的掌握是沉香在殯葬應用上的成敗關鍵。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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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那麼我們在思考沉香如何應用在殯葬上的問題時就必須先了解殯

葬的特質。 
 

二、 殯葬的特質 

那麼，殯葬的特質是什麼呢？根據上述所說，這個特質就是禁忌的

特質。可是，什麼是禁忌的特質？為什麼殯葬會具有這樣的特質呢？在

此，我們先說明什麼是禁忌的特質？就我們所知，所謂的禁忌的特質指

的就是㇐種人們沒有能力面對卻又不得不面對的特質。當人們沒有辦法

面對卻又不得不面對時就會採取㇐種逃避的措施，希望藉由這種措施降

低它對人們所造成的傷害。雖然這種傷害最終還是會來臨，可是在無能

為力的情況下也只能拖㇐天算㇐天。雖然如此，這種措施卻可以讓人們

暫時安心過活，不至於讓人們天天有意識地活在這種傷害的陰影當中。 

雖說我們已經清楚了禁忌的意義，但是卻還是無法完全清楚殯葬所

具有的禁忌特質是什麼？認為㇐旦碰觸到禁忌必然會遭遇不幸而心懷恐

懼 (尉 2018)。因此，我們有必要進㇐步說明殯葬的禁忌特質是什麼？就

我們所知，這種特質就是死亡的特質。如果不是死亡的特質，那麼殯葬

的存在也就不會成為禁忌的存在。可是，死亡的特質為什麼會讓殯葬成

為㇐種禁忌的存在呢？其實，箇中緣由非常清楚，就是死亡是㇐種人們

沒有能力解決的問題。雖然不能解決，同時也無法逃避，最終人們還是

不得不踏進死亡的境地。受到這種特質的影響，殯葬因此而在不知不覺

當中就變成了禁忌的存在。 

問題是，死亡是㇐種禁忌的存在，對於這樣的說法我們可以理解。

可是，為什麼殯葬也要因此變成禁忌的存在，說真的，我們並沒有表面

上所看到的那麼清楚。因此，為了清楚了解起見，我們仍需要進㇐步說

明其中隱藏的理由。究竟，殯葬為什麼也會變成禁忌的存在呢？此中，

除了死亡是禁忌的理由以外，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殯葬是處理死亡的存在。

由於受到死亡的影響，當殯葬在處理死亡時人們就會想像這樣的處理會

不會把死亡也帶進來？如果會，那麼殯葬自然就會成為禁忌的化身。這

時，我們在對待殯葬時就要像對待死亡那樣，也把殯葬看成是㇐種禁忌。

如此㇐來，殯葬在死亡的影響下不得不成為㇐種禁忌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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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種禁忌的存在，人們雖然沒有辦法脫離，但是總會想辦法加

以化解。如果沒有想辦法化解，那麼在最終遭遇時就只能受困於這樣的

禁忌。那麼，人們要如何化解呢？對於這個問題，人們分從兩方面加以

化解：㇐方面是從生者的角度出發；另㇐方面則從亡者的角度出發。人

死是生命狀態的㇐個轉換形式 (王 2019)。對人們而言，死亡雖然是屬於

亡者的事情，可是這樣的事情也是會影響到生者。因此，當我們在思考

這樣的問題時就不能只是考慮亡者，也同時需要考慮生者。只有在同時

考慮亡者和生者的需求，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才能臻於圓滿。否則，

在只考慮亡者而沒有考慮生者的情況下，即使亡者的問題被解決了，生

者的問題仍然存在。因為，生者㇐樣是處於死亡的困擾之中。對我們而

言，這樣的困擾還是需要處理的。 

那麼，面對死亡的困擾我們應該如何化解呢？首先，就生者的部分

而言。表面看來，死亡應該只和亡者有關，和生者應該沒有關係才對。

既是如此，為什麼我們還要談到生者呢？這是因為死亡雖然和生者沒有

直接的關係，卻有間接的關係。當死亡出現時，生者㇐樣會遭受衝擊，

會擔心自己是否也和亡者㇐樣死亡？為了避免生者出現這樣的擔心，我

們就要設法為生者化解死亡的困擾。如果我們做不到此點，那麼縱使死

亡禁忌暫時能讓生者不受死亡的困擾，但最終還是會陷入死亡的困境之

中。因此，無論我們的存心為何，最終都需要幫生者化解死亡的困擾。 

可是，要怎麼做才能幫生者化解死亡的困擾呢？在此，第㇐個要化

解的重點在生者對死亡的錯誤聯想。對生者而言，要化解這樣的錯誤聯

想就必須給予正確的觀念，讓生者清楚了解死亡和人們是否看到或接觸

到死亡無關。實際上，人之所以會死亡是和個人本身有關。如果這個人

不是處於該死的狀態，那麼這個人就不會死亡。如果這個人是處於該死

的狀態，那麼這個人必然難逃㇐死。由此可知，㇐個人會不會死是和他

該不該死有關，而不是和他是否看到或接觸到死亡有關。既然如此，那

麼我們只要導正他的錯誤想法必然得以幫他化解死亡的困擾。 

表面看來，這樣的想法並沒有錯。可是，問題並沒有如此的簡單。

對生者而言，導正錯誤的聯想固然極為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仍然

要先了解生者對死亡的看法。對生者而言，他之所以會有這種錯誤的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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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主要是來自於他對死亡的看法。根據他的看法，死亡就是㇐種懲罰。

既然是懲罰，那麼亡者㇐定就是犯了極為嚴重的道德上的過錯或宗教上

的罪惡才會導致死亡。至於生者，在這種道德或宗教的負面影響下，所

以他自認為自己也有可能遭受死亡的懲罰。為了避免這種錯誤認知的出

現，我們必須協助生者讓生者覺得自己並沒有任何不清白之處。唯有生

者認定自己沒有違反道德的不清白，那麼他才不用擔心死亡會對自己帶

來不幸的懲罰。因此，要化解死亡對生者的困擾，我們真正要做的事情

就是幫助生者認定自己的清白。當生者認為自己的生命處於清白的狀態

時，此時的他也就不用去擔心死亡會對他帶來任何的困擾。 

就是依據這樣的想法，所以在殯葬的告別奠禮儀式上，我們不單希

望親友可以參加亡者的告別奠禮，更希望親友在參加奠禮之後不會受到

任何死亡的干擾。於是，在告別奠禮之後，我們都會準備毛巾或帶有除

穢平安的小物件作為回禮。此㇐回禮的目的，不是為了讓來參加的親友

擦乾汗水，而是為了讓親友在參加喪禮之後可以平安歸去。否則，喪禮

的死亡不幸可能就會影響參加親友的生命安全。對亡者或喪家而言，這

都是喪家所不願意見到的。所以，在告別奠禮之後，為什麼傳統禮俗會

規定回禮的回饋，主要就在於化解參加親友對於死亡的困擾。 

其次，就亡者的部分而言。根據傳統的認知，人的死亡並不是無緣

無故而來的。如果不是亡者本身做了㇐些不該做的事情，那麼死亡是不

會降臨他的身上。現在，死亡既然降臨他的身上，這就表示他的人格已

經處於不清白的狀態。對於㇐個不清白的人，當他不再具有人的資格時，

上天或鬼神等超越的力量自然會對他施予懲罰，使他進入死亡的境地。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亡者是處在㇐種懲罰的狀態，自身並不具有化解

的力量。 

面對這種情況，無論是生者或亡者都希望能夠對死亡能有所化解。

因為，對生者而言，如果沒有化解這種亡者的困境，那麼生者好像對亡

者沒有善盡應有的孝道；對亡者而言，亡者如果沒有化解這樣的困境，

那麼亡者死後就很難會有㇐個好的歸宿。所以，不管生者或亡者都希望

能夠化解這樣的困境，㇐方面讓生者覺得自己已經善盡孝道，另㇐方面

讓亡者認為自己死後不會沒有好的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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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怎麼做才能讓亡者有個好的去處呢？在此，我們必須先行

化解亡者人格的不清白。因為，亡者今天之所以會死，以及死後的際遇

之所以會讓我們擔心，主要在於傳統禮俗的認知是因其人格的不清白所

帶來的懲罰。如果我們希望免除亡者受到如此的懲罰，當然就必須針對

亡者的不清白著手。如此㇐來，我們雖然不能及時化解死亡對於亡者的

懲罰，卻能化解亡者死後沒有好的去處的懲罰。對我們而言，這也是生

者對於亡者所能做的最後回饋。 

那麼，在傳統禮俗上是如何化解亡者人格的不清白呢？就我們所

知，傳統禮俗對於問題的化解採取的是淨化的作為。對傳統禮俗而言，

亡者之所以不清白，死後之所以沒有好的去處，最主要在於亡者死後不

知悔過或懺悔。這時，只要我們提醒亡者，讓亡者自認自己的過錯與罪

惡，深自悔過或懺悔，那麼亡者的生命就會獲得淨化，人格也就重新恢

復清白。對亡者而言，這種重生的轉變可以讓他重新獲得㇐個好的去處。

就是基於這樣的理由，傳統禮俗在殮的階段有了乞水儀式的安排，使亡

者的人格有了重新恢復清白的可能。 
 

三、 沉香的淨化功能 

經過上述的探討，我們了解殯葬的特質，知道亡者與生者都有淨化

自己生命的需求。那麼，這樣的淨化和沉香的存在與應用有什麼樣的關

聯呢？表面看來，沉香的存在似乎和殯葬無關。縱使是有所關聯，這樣

的關聯也是微乎其微。最多，也就是在祭拜時所用到的香。除此之外，

要說沉香和殯葬有什麼關聯，說真的，好像找不出來。如此說來，沉香

和殯葬似乎是沒有太大關聯的。既然如此，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談論沉

香在殯葬上的應用？ 

其實，縱使沉香原先和殯葬並沒有太大的關聯，但是以沉香特有的

性格與特質 (鄧 2015)，宋代文人黃庭堅提出沉香有｢十德｣：十德者，㇐

者感格鬼神；二者清淨心身；三者能除汙穢；四者能覺睡眠；五者靜中

成友；六者塵裡偷閒；七者多而不厭；八者寡而為足；九者久藏不朽；

十者常用無障。我們還是可以談論沉香在殯葬上的應用。之所以能談，

是因為沉香雖然有其過去應用的領域，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就認為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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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就是所有可以應用的範圍。因為，這樣的領域仍然有其擴充的意義

與必要。過去，之所以沒有多應用在殯葬之上，並不是它不能應用在殯

葬上，而是沒有想到可以應用在殯葬上，或是認為應用在殯葬上並沒有

什麼必要。現在，我們找到了應用的切入口，理所當然可以把沉香應用

在殯葬上。 

那麼，沉香要怎麼應用在殯葬上呢？如果只是從做為㇐種高經濟價

值的植物產品來看，要把沉香應用在殯葬上似乎是㇐種浪費。當然，我

們的意思不是說殯葬不配擁有高消費，而是這樣高消費的結果並沒有讓

沉香產生更高的競爭力。只要有人引進更高的消費產品，沉香所製造的

產品很容易就會被取代。因為，在所有可能的產品當中，沉香雖然高檔，

但卻不是最高檔的。特別是目前並未見到除了香之外的沉香製品普遍應

用於殯葬活動中。所以，當我們在思考沉香在殯葬的應用上時就不能從

經濟價值的角度來思考。 

如果不能從經濟價值的角度來思考，那麼我們還可以從什麼角度來

思考？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且讓我們回到殯葬的特質上。對殯葬而

言，由於它是㇐種特殊的存在，與平日的生活無關，而直接與死亡相關，

因此在應用上就必須考慮這樣的特質。如果沒有考慮這樣的特質，那麼

這樣應用的結果就不見得會適合於殯葬的需求。在不適合殯葬的需求下，

顯然所開發出來的產品必然難以被殯葬所接納。因此，在沉香產品的開

發上我們必須找出與殯葬有關的特質。如此㇐來，沉香所開發出來的殯

葬產品才有被殯葬接納的可能。 

那麼，我們在沉香上是否可以找出殯葬所需要的特質？為了回答這

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回到沉香過去使用的歷史。根據歷史的記載，沉香

過去曾經被當成人神聯繫的媒介，也是㇐種人格的表達象徵 (鄧 2015)。

當人想要與神相通的時候，人就會在祭祀的場合中使用沉香作為媒介。

經由沉香的媒介作用，人就可以和神直接相通。亦即是說，如果沒有沉

香作為媒介，那麼人要與神相通就會變得不可能。從此點來看，在人想

要與神相通之際，沉香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可是，若從現代的角度來看，沉香只不過是人神相通的媒介。既

然只是媒介，那麼它的價值只是㇐種工具性的價值而已。對㇐個工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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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的存在，無論它有多麼重要，它都是可以被取代的。從可以被取代

這㇐點來看，沉香的重要性似乎也並不是所想像的那麼重要。如果真是

這樣，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強調在人神相通之時沉香的重要性呢？如果

我們在此觀點上仍然強調沉香在人神相通的重要性，嚴格來說，不是奇

怪的很嗎？因此，我們必須找出㇐個相關的合理說明。否則，要讓這樣

的重要性被認可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知，如何找出合理的說明是㇐件極為重要之事。那麼，我們

又要如何才能找出這樣的說明呢？對於這個問題，顯然我們不能再從現

代的角度入手，必須要回到古代的角度。對古代人而言，他們對於媒介

的看法和當代的我們有所不同。所謂的媒介並不是單純的工具，而是共

同參與中的㇐部分。如果把這㇐作為媒介的部分去除，那麼這時有關參

與的整體就會被破壞，自然也就不成為整體，當然也就失去它應有的作

用。所以，從這㇐點來看，沉香作為媒介並不是只有工具的價值，它還

具有構成的價值。如果把它去除了，換成為其他的存在，那麼這樣的取

代就會改變原有的作用，使之無法產生人神相通的效用。 

在確認沉香在人神相通的作用中無可取代的地位以後，我們進㇐步

來看沉香的性質。那麼，沉香為什麼會具有這種無可取代的特質呢？這

是因為作為人神相通媒介的沉香，它本身就具有神聖的性質。如果它本

身不具有這樣的性質，那麼在存在上必然很容易會被其他的存在所取代。

現在，它之所以無法被取代，關鍵就在於它具有神聖的性質。那麼，這

種神聖的性質又是什麼呢？就我們所知，這種神聖的性質就是淨化的作

用。受到這種作用的影響，人神相通才有可能。否則，在缺乏淨化的情

況下，人神要相通是做不到的。 

為了更清楚這樣的說法，我們底下做更深入的說明。對沉香而言，

它不只是人神相通中的㇐個媒介，它還是使人神相通得以可能的淨化象

徵。當人在與神相通時，人本來是個世俗的存在，不具有神聖的性質。

可是，在沉香香煙裊裊的氛圍中人逐漸被淨化，最終成為具有神聖性質

的存在。此時，由於人的神聖化，神才能在條件㇐致的情況下與人相通。

如果不是這樣，在缺乏沉香的淨化作用下，人想要和神相通根本就不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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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這就表示淨化作用在沉香的存在當中是㇐個極為重要的

特質。基於這樣的特質，我們就可以談論沉香在殯葬上的應用。由於殯

葬是㇐種禁忌的存在，它又和死亡相關，因此在㇐般的情況下很難被接

納。可是，沉香就不同，它是㇐種神聖的存在，具有淨化的作用。這時，

如果我們可以把沉香的淨化作用用在殯葬上，那麼殯葬的禁忌性質就會

得到改變，變成㇐種神聖的存在。因為，神聖可以淨化死亡，使死亡從

懲罰當中轉化。當人開始轉化時，就會發現經由悔過與懺悔的過程可以

讓自己脫離原先的不足與有限，從而轉向無限與圓滿的神聖境地。對我

們而言，這樣的轉化過程是殯葬所需要的，也是協助生者與亡者化解死

亡困擾所需要的。 
 

四、 沉香在殯葬上要怎麼用 

如果沉香的特質確實和殯葬的特質可以相合，那麼我們進㇐步要問

的就是沉香在殯葬上可以怎麼用？依據殯葬本身的狀況來看，沉香要怎

麼用在殯葬上，就要看殯葬本身有哪㇐些活動或儀式會用到沉香的淨化

作用？因為這些儀式會促進生活的轉化，並形成新的自我認同。就我們

所知，殯葬會用到淨化作用的部分有以下幾個：第㇐個就是殮階段的神

主牌位；第二個就是殮階段的乞水儀式；第三個就是殯階段的守靈祭拜；

第四個就是殯階段告別奠禮的回禮；第五個就是葬階段的棺木和骨灰罐 

(鄧、賴 2018)。以下，我們逐㇐說明。 

就第㇐個應用的部分而言，我們為什麼會選擇殮階段的神主牌位？

這是因為神主牌位代表的是亡者的神魂。親人死亡後不只成為祖先，也

成為神明，其存在的方式不能只停留在思念的層次，必須更深入到祭祀

的層次。不過，在亡者剛剛死去的時候，亡者的神魂還沒有進入純淨的

狀態，祂還受到體魄的影響，處於不純粹的狀態 (邱 2019)。如果沒有讓

亡者的神魂進入純淨的狀態，那麼亡者未來要以清白之身去到想要去的

地方就做不到。對亡者而言，這樣的結果不是使亡者變成孤魂野鬼，就

是使亡者身處不好的地方。對於我們，這些都不是身為亡者家屬的人所

樂見。所以，為了避免亡者死後去到不好的地方，在將亡者神魂引進神

主牌位的同時，我們就希望能夠設法協助亡者，讓祂的神魂可以得到進

㇐步的淨化，使其未來能夠去到祂想要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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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點來看，如何使得神主牌位具有淨化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事

情。不過，從現有牌位的製作材質來看，想要使其具有淨化的作用是有

其困難的。畢竟，這些製作的材質㇐般而言都很難具有淨化的作用，它

們只是㇐些世俗的存在。因此，如果我們希望神主牌位具有這樣的淨化

作用，那麼在材質的選擇上就必須選擇具有淨化作用的材質。如此㇐來，

神主牌位自然就可以產生淨化的作用。那麼，什麼樣的材質可以具有淨

化的作用？就我們所知，沉香就是可以選擇的項目之㇐。㇐旦我們選擇

了沉香作為製作神主牌位的材質，那麼這樣的神主牌位自然就可以產生

淨化的作用，讓亡者的神魂進入純淨的狀態。 

就第二個應用的部分而言，我們之所以選擇殮階段的乞水儀式，這

是因為乞水儀式的作用在於淨化亡者的人格 (徐 1999)。對亡者而言，無

論祂生前所做為何，或多或少，總有不是的時候。如果我們不希望亡者

的人格處在㇐種不清白的狀態，那麼就必須利用乞水儀式的時機幫亡者

恢復人格的清白。所以，在傳統禮俗當中才會利用殮時淨身的時機設計

出乞水儀式的作為，希望藉由這樣的作為恢復亡者人格的清白，使亡者

死後能夠去到祂想要去的地方。這麼㇐來，無論是對生者或亡者，都可

以幫他們療傷止痛，安頓他們的心。 

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在乞水儀式當中沉香要如何應用？首先，我們

發現乞水儀式需要用到水。在使用水的時候，這樣的水需要能夠產生淨

化的作用。為了達到這樣的效果，我們可以將沉香提煉出來的精油依比

例加入清水當中，這樣子加有精油的清水就會具有淨化的作用。當我們

在為亡者淨身的時候，我們就可以使用這樣的水。這時，亡者在這樣水

的清潔下就可以達到身心皆淨的境地。對我們而言，這是沉香在乞水儀

式中的第㇐個應用。 

其次，由於現代人對於淨身的要求比以往都來得高，不僅只是達到

清潔身體的要求，還希望在這樣的清潔中展現人性尊嚴的㇐面，所以在

淨身時不只是單純用水潔淨身體，還會用按摩的方式表現生者對亡者的

尊重。於是，在淨身時就會使用精油按摩全身，希望藉由這樣的方式讓

生者與亡者都能感受到生者對亡者的敬意。所以，基於這樣需求，我們



 

臺灣沉香學會通訊 Chiu TN, Taiwan Agarwood Soc Newslet 5: 1 - 16 (2021) 

Copyright ©臺灣沉香學會 Taiwan Agarwood Society  E-mail: admin@twagarwood.news      13 

 

在淨身時也可以將沉香提煉出來的精油用在這上面，讓亡者進㇐步接受

淨化的洗禮，這是沉香在乞水儀式中的第二個應用。 

最後，當我們在為亡者淨身時，我們所做的不只是淨身的動作，也

是氛圍與情境的塑造。如果我們可以把淨身的場所形塑得很神聖，那麼

亡者與生者的人格都可以因此得到淨化。因此，為了達到這樣的效果，

我們就可以把沉香做成香炷，在為亡者淨身的過程中點燃，使亡者與生

者都能浸淫在這樣的氛圍當中，這是沉香在乞水儀式中的第三個應用。 

就第三個應用的部分而言，我們之所以選擇殯階段的守靈祭拜？這

是因為生者與亡者剛剛接受完死亡的衝擊，需要時間調適彼此的情感與

關係。對傳統禮俗而言，守靈祭拜的設計㇐方面可以讓生者的心情沉澱

下來，慢慢接受親人已死的事實；另㇐方面可以讓亡者逐漸接受自己已

死的事實，了解自己即將遠去，慢慢放下對生者的執著。通過這樣的設

計，生者可以利用守靈祭拜來表達自己的孝心，表示他沒有不要亡者；

也讓亡者可以因此安心離去，不用擔心生者無法繼續存活下去。 

面對這樣的需求，沉香可以提供什麼樣的應用？在此，有兩點可用：

第㇐、就是用在祭拜的香上；第二、就是用在祭拜的香環上。無論是第

㇐點或第二點，這樣的用除了可以安生者與亡者的心，使他們的心同時

進入㇐種純淨的狀態，還可以讓他們的心進入㇐種神聖的情境，使他們

的心從分離的絕望進入再相聚的希望。就我們所知，這樣的作用就是沉

香的淨化作用。 

就第四個應用的部分而言，我們為什麼選擇殯階段告別奠禮的回

禮？這是因為過去在參加告別式時，我們都很擔心參加的親友會受到死

亡禁忌的影響，以至於無法平安離去。如果真是這樣，那麼這樣的參加

就會變得毫無意義。所以，為了避免這種負面作用的影響，傳統禮俗在

告別奠禮結束後就會給予參加的親友㇐個回禮，如毛巾，利用這樣的回

禮斬斷參加親友與死亡的關係。如此㇐來，這樣的送別才能讓大家安心。 

對沉香而言，那麼我們要怎麼把它用在告別奠禮的回禮上？首先，

我們可以依據傳統回禮的需要，用沉香來取代毛巾的作用。對毛巾而言，

它是透過諧音來表示對於死亡關係的斷絕。但是，這種斷絕畢竟只是㇐

種象徵，不見得會有實質的效用。如果我們希望有實質的效用，那麼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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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的淨化作用會比較能夠達到這樣的效果。因為，沉香本身就有淨化的

作用。如果我們可以把它製成像香袋那樣的東西，那麼沉香就可以產生

淨化的作用，死亡由此自然也就遠離配戴者。 

其次，過去都把回禮看成是㇐種與死亡斷絕關係的物品。因此，在

參加完告別奠禮以後就會把作為回禮的毛巾丟棄，表示與死亡不會再有

關聯。可是，隨著時代的變遷，環保觀念的盛行，這樣的丟棄似乎有點

暴殄天物。所以，在回禮上就有了紀念品的構想。雖說這樣的構想很好，

但是如果沒有適切的東西作為選擇，那麼這種紀念的結果就可能產生相

反的作用，反倒把死亡留在家裡。倘若我們不想這樣，那麼在材質的選

擇上就必須把淨化的作用考慮進來。這麼㇐來，沉香所設計的產品就能

符合這樣的要求。對我們而言，也可以合理地擴充回禮的內容。 

就第五個應用的部分而言，我們為什麼要選擇葬階段的棺木和骨灰

罐？這是因為在葬的階段亡者需要有㇐個終極的安身之處以及讓家屬得

以善盡孝心 (尉 2017)。可是，亡者是否已經完全淨化，進入㇐種純淨的

狀態，說真的，我們並不是很清楚。為了顧及亡者可能還沒有辦法進入

完全純淨的狀態，我們在棺木與骨灰罐的設計就必須考慮這樣的需求。

如此㇐來，對亡者而言，棺木與骨灰罐就不只是單純的安身之地，也是

㇐種可以進㇐步淨化自己的處所，甚至於表示自己已經圓滿的境地。 

針對這樣的需求，沉香可以擁有什麼樣的回應？對沉香而言，它的

作用就在於淨化。既然亡者需要淨化，那麼我們就可以根據這樣的需求

製作相關產品，如棺木與骨灰罐。經由這樣的製作，這些產品，如棺木

與骨灰罐，對於安身於這樣產品之中的亡者就可以產生淨化的作用。這

時，亡者的死後存在就可以從不清白的狀態逐漸進入清白的狀態，使其

死後的生命有臻於圓滿的可能。 
 

五、 結語 

經過上述的探討，我們對於沉香如何專業地應用在殯葬上已經有了

比較清楚的概念。最後，我們想用很簡單的幾句話作為此㇐論題的結語。 

對我們而言，要探討沉香怎麼應用在殯葬上並沒有想像那麼容易。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應用有專業應用與㇐般應用的差別。如果我們沒有

考慮這樣的差別，那麼在應用上有時就會出現不是很合適的問題。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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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希望這樣，那麼最初在思考這個問題時就要考慮到應用的專業與

否？ 

其次，在應用時我們還需要考慮到殯葬的特質，了解殯葬不是㇐種

㇐般性的存在，而是與死亡有關的存在。如果我們不能針對這樣的特質，

那麼在應用上就會不合適，也很難化解含藏其中的死亡困擾。所以，如

果我們希望這樣的應用可以很合適，那麼在應用時就必須考慮殯葬與死

亡的關係，以及含藏其中的死亡困擾。 

第三，既然殯葬的特質在於與死亡的關係，以及含藏其中的死亡困

擾，那麼在製作與殯葬有關的產品時，就必須考慮所引進的產品是否具

有化解此㇐困擾的能力？如果有，那麼這樣的引進就是合適的。如果沒

有，那麼這樣的引進就是不合適的。就我們所知，沉香的引進是合適的。

因為，沉香不僅是㇐種高經濟價值的產品，更是㇐種具有淨化作用的植

物產品。基於這樣的淨化作用，它是有能力化解死亡困擾的。 

最後，如果沉香可以淨化死亡的困擾，那麼這樣的沉香在殯葬上可

以怎麼用？在此，除了殮階段的神主牌位和乞水儀式可以用以外，在殯

階段的守靈祭拜和告別典禮的回禮也可以用，還有在葬階段的棺木與骨

灰罐也可以用。由此可見，只要是和淨化有關的部分，沉香都可以很合

適地用在殯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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