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生倫理學
—邁向幸福人生的三步驟（三）

二○○八年三月三十日講於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第三，要避免放蕩。人活

在世上，必須主動探索生命的

意義，這個意義並不是別人賦

予我們的，而是我們應該去發

掘自己對哪些東西有興趣，只

要這些興趣是符合自己及眾人

的利益，都應該好好的去發掘

和學習。如果把生命浪費在那

些沒有辦法增長學業、進德修

業，更無法帶給他人與自己快

樂的行為上，是沒有辦法累積

財富的。

佛陀跟善生講，想要致

富，一定要離開不好的朋友。

因為壞朋友會帶來很多誘惑，

如：酒、性、其他惡業等。談

到這裡，我們來討論一下，到

底佛陀對「好朋友」是如何定

義的？佛教用語中，真正的好

朋友就是善知識，反之，就

是惡知識。阿難是佛陀的堂

弟、侍者，也是他的弟子，

有一次他請示佛陀：「老師，

您常說善知識很重要，我也覺

得如此。在善知識的引導之

下，我們的修行、幸福人生至

少就已達成了一半，因為他就

像燈塔，可以帶給我們一些指

引。」可是佛陀卻跟阿難說：

「非也！非也！好的朋友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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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美好人生的一半，他幾乎

是你的全部啊！因為一位好的

善知識，能夠和你分擔彼此的

痛苦與快樂，像這樣的善知

識，在我們生活中是很重要

的。」所以請想一想，我們有

沒有很好的朋友？如果有，要

好好珍惜並跟他們學習，如果

沒有，要好好的追尋。

佛陀又說，如果你要累

積財富，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好好地鍛鍊你的謀生技

巧。我在大學時期所認識的學

長及同學、朋友畢業之後，

有的出家去，有的說要去修

行，可是又不想出家，這就很

麻煩，因為他已經快四十歲

了，不想找工作，還是有一頓

沒一頓地打零工。坦白講，如

果是佛陀，他會怎麼看待這件

事情？佛陀其實說得很清楚，

生命操之在己，我們對自己的

人生方向要有明確的認定，如

果要走弘法利生的菩薩道，特

別是解脫道的部分，出家精進

修行是一條很重要的路；如果

我們要當一個快樂的世間人，

那就要好好注意，我們還有父

母、師長、親戚、朋友等，他

們是我們必須要好好照顧的對

象，因此在經濟方面，必須要

花點心思。

佛陀並未教導我們要無

所事事，所以我個人有時會很

感嘆，有些佛教徒的生活反而

非常虛無、不實在。我說的虛

無，是指有些人沒有把自己的

身分扮演好，在家眾要做出家

眾的事，可是又不出家，那很

麻煩。明明是在家眾，卻不找

工作，這等於是白白浪費自己

的時間與光陰。所以佛陀教導

我們，在家眾就應好好做在家

眾的事，要好好鍛鍊自己的謀

No.534 Dec. 2008∣49 



生能力，在自己的專業領域裡

好好學習，才是真正的修行。

在家眾在修行上所走的是入世

的菩薩道而非解脫道的方式。

因此佛陀說，善生啊，如

果你要過好的生活，除了要鍛

鍊自己的謀生能力之外，還要

勤奮不放縱，如此才能累積財

富。雖然金錢不是萬能，但如

果有足夠的金錢，我們就能做

許多利益眾生的事，這是實在

話，所以佛陀並未反對在家居

士累積財富，反而加以讚歎。

當一個人的經濟不虞匱乏時，

才有辦法發展自己的興趣，如

果經常得為下一頓飯的著落傷

腦筋，那就很難有機會真正發

展自己的興趣，因為你根本沒

有時間，也沒有充裕的精力做

這些事。

佛陀在很早以前就提到適

度累積財富是很重要的，這不

是罪惡，而是必須要做的事。

佛陀說法是很有意思的，

他以譬喻方式跟善生開示，好

比一個有破洞的米袋，拿它來

裝米的話，米一定會漏失，所

以破洞一定要先補起來。同樣

的道理，避免殺盜淫妄等敗壞

道德與財產的行為便有如補破

洞。其次，要讓米袋充實，就

要適度地運用合法的投資、理

財等方式，米袋才會飽滿，財

富才能增長。

如果能做到前面那幾項，

並且能辨別哪些是益友，哪

些是損友，遠離惡友，親近益

友，這些都能做到的話，就可

以進入核心議題了。也就是

說，我們既然有良好的行為、

生活的藝術、清淨的戒行、良

好的經濟條件，並且也擁有謀

生技巧，再來就要學習如何與

六方倫理的對象相處了。

佛陀對善生說，令尊臨終

前要你禮拜六方，其實是一種

象徵性的說法，真正的意義是

要你每天檢視自己，有沒有好

好與父母相處？反過來講，為

人父母者，也要問自己，有沒

有好好對待兒女？佛陀繼續開

示，當父母的必須要為孩子打

善生倫理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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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讓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

教導他們培養分辨是非的智慧

和能力，協助他們尋找良好的

婚姻對象，這些都是父母必須

要注意的。此外，父母和子女

之間，應該要以同等、同理心

相互對待，設身處地為對方思

考，這樣才能擁有和諧的親子

關係。

現代人壓力大，爸爸媽媽

對孩子有太多期盼―我希望

你比我更好，而「我希望」三

個字，基本上是一種支配、控

制，因為這表示父母不太瞭解

孩子到底要什麼。現在的教育

方式跟過去權威式的要求不太

一樣，我們應該要反過來暸解

孩子的性格、資質，觀察他適

合往哪邊發展，讓他順著自己

的興趣與性向發展。

承蒙剛剛郭老師向大家

介紹我是唸哲學系的，其實我

本來也不是唸這個科系，而是

唸日語，為什麼我後來會轉到

哲學系呢？因為當初選填志願

時，爸爸媽媽太關心我了，雖

然讀外語比較能賺錢，可是我

發現自己的性向和思考並非屬

於技術性的層面，我比較喜歡

想東想西，在與父母溝通並徵

得同意之後，我決定轉系，因

此我也過得很快樂。

所以，親子關係要用同理

心來彼此體諒、對待，才可以

減少相互的摩擦與壓力。以上

是東方—父母的部分。

我們來看看南方— 師

長的部分。佛陀對善生說，老

師照顧學生也有原則，尤其不

可藏私，不能明明有十成功力

卻只教學生七成，另外三成，

因為怕學生會贏過自己而留一

手，這是不可以的。為人師

表，不只要傳道、授業、解

惑，還要教導學生做人處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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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以及謀生技巧。

相對地，學生對老師也有

應盡的義務，那就是要尊重老

師，對老師的提醒與教誨要緬

懷於心，將老師當成父執輩般

對待。所以禮拜南方的意義，

在於師生倫理的這個層次。

至於西方是指我們的另

一半，也就是我們的妻子或丈

夫。佛陀並不主張男尊女卑，

但在當時的印度社會，女性是

非常沒地位的，是故佛陀為善

生開示：當丈夫的要知道妻子

的辛苦，除了多加關懷之外，

妻子有病痛時，不只要安慰

她，還應給予醫藥及適度的照

顧。如果能力許可的話，平時

最好送一些金銀、首飾、珠寶

給妻子，因為有了這些東西，

做妻子的才會有自尊、有自

信。古時候的印度，在家女眾

的財產就是這些。另外，為人

妻者，也要盡到本身應盡的義

務，要尊重先生，照顧他的飲

食起居，不在人前講先生的壞

話，也不過度干預他的事業、

行為等等。從這裡我們可以知

道，二千五百年前，佛陀就有

男女平等的觀念，這是互惠、

平等的原則，不是要誰對誰特

別好，而是二人要互相對彼此

都好。

北方指的是我們的親友，

親戚、朋友是很重要的一環。

有一次佛陀對弟子說，世界上

最吉祥的事情之一就是為自己

的親友服務，因為親友是我們

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他

們需要幫助的時候，適時伸

出援手；在他們需要忠告的時

候，提出勸解；在他們需要渡

過某些難關時，我們主動幫

忙。同樣地，親友對我們也有

義務。

此外，還有上方與下方，

我們先談下方。下方是指我們

應如何與部屬或同僚相處，這

其實可以引申為勞方跟資方的

關係。佛陀說，當老闆的人除

了要瞭解員工的辛苦，還要提

供福利來改善他們的生活。做

人家的部屬，也要忠於職責，

善生倫理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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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盡心盡力來協助上司。向下

方禮拜，是指部屬跟上司之間

的關係。

最後，佛陀跟善生提到，

上方是指我們和宗教師的關

係。如果你是佛教徒，當然就

是指你和法師的關係。身為法

師、阿闍梨或是導師，必須給

予信徒良好的指引；而身為信

徒，則應該要尊敬法師、供養

三寶。

此時，善生恍然大悟，

原來父親臨命終前要我禮拜六

方，真正的意思並不是要去拜

六方那些看不見的神明、精靈

鬼怪，而是要我維繫好倫理關

係。所以透過這一部經，我們

可以獲得一些啟示與引導―

怎麼照顧自己，避免不好的行

為，進而累積財富，好好維繫

六方的倫理。這部經是佛教信

學、善學、戒學的基礎，基礎

打好了，我們才會有更多的能

力往上談怎麼修定、修慧，然

後獲得解脫。

我個人覺得佛法是很寶

貴的禮物。我們有眼、耳、

鼻、舌、身，還有意識，一般

稱之為六根，而生命的活動就

是六根的活動，你要認識外在

的世界，必須透過這六個感官

才行。眼睛看、耳朵聽、鼻子

聞、嘴巴（舌）嚐、還有身體

的碰觸、意識的思考想像，都

是我們認識這個世間的六種管

道，佛法在談到六根的部分時

有其深奧的涵義。

請各位想像一下，我們

在像巴塞隆納這樣的國際大球

場，一次可容納二萬甚至更多

人的地方，這個足球場有六個

出入口；至於來看足球的群

眾，各式各樣的人都有，有身

上刺龍繡鳳的，有達官貴人，

也有平民百姓，

如果要讓這麼多

的人齊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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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觀賞比賽，並且確保不會發

生任何暴動的話，主辦單位就

一定要想辦法，因此國際奧運

或是其他世界級的比賽，都會

先在各個出入口設立防護欄，

請警察或警衛人員把關，以防

有人攜帶槍械彈藥等危險物

品，如果有的話，就先把他擋

下來。

佛教講的六根跟這六個出

入口其實是一樣的，當我們吸收

外界的資訊時，如果六根的出入

口沒有建立好防護網，進來的東

西可能就很難控管，那麼究竟

要怎麼過濾呢？剛才提到《善生

經》的故事，是修行上比較基礎

的部分，但在進一步談到定學、

慧學的範圍時，佛陀就會教導我

們如何守護六根。

六根如果沒有好好防護，

將會生起許多波動，讓身心煩

躁不安，所以修行很多時候都

是在調攝六根，而調攝的方式

在佛家來講就是慈悲喜捨。

善生倫理學除了一般外在

倫理的教導，其實也包含了一

些內在的倫理，換言之，想要

讓外面的世界變得更好，必須

先要轉變自己內在的世界，如

果內在的世界不是很好，外在

的世界當然也不會很理想。

因此，當我們的眼根接

觸世間的各種事物和境界時，

要學著運用慈悲喜捨來守護，

慈悲喜捨好比過濾網，過濾所

有進來的事物，讓好的東西進

來，壞的東西無機可乘，使我

們的內在變得平靜祥和，如此

一來，我們迴向給世間的也會

是慈悲喜捨。保護六根是很有

意義的修行，懂得怎麼照顧眼

根的人，事實上就是一個懂得

照顧生活的人；懂得照顧耳朵

與意識的人，就是一個懂得照

顧自己的人，這是很重要的。

快樂就像太陽一樣，是一

個自然發光體，太陽在高高的

天上，只要有人需要陽光的溫

暖，就會自動地靠近它（曬太

陽）。以佛教觀點來看，我們

要帶給世間快樂，一定要先從

自己開始做起，讓自己成為一

善生倫理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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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快樂的發光體，你的喜悅自

然就會感染給周遭的人。

佛教的種種戒律都源自於

佛陀的教導，佛陀制戒時，有

二個很重要的原則：第一，我

們絕不對別人不好，不與人結

惡緣。那個「別人」其實也包

括我們自己，譬如說：我不能

對你不好，但我自己卻在生悶

氣，這也不行。第二，我們要

對別人好，因為無所求的愛，

無所求的付出，不僅會讓我們

發光的能量變得很大，還能帶

給周遭其他人很美好的生活體

驗，這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

情。祝福大家！ （全文完）

智 慧 講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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