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樂與幸福
二○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講於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壹、前  言

一切有情的天性無不是「逃避

痛苦與不幸，追求快樂與幸福」。然

而，世間的現狀往往是苦多於樂，例

如所謂的「世間八苦」：生、老、

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

五蘊熾盛。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因

此，我們有無可能「離苦得樂」，即

成為人生最重要的課題，也是佛法所

欲解決的根本問題。

貳、快樂與幸福的意義

什麼是快樂？是財富、名位權

勢、親情、生存健康，還是五欲的色

聲香味觸？對於這個問題，佛法有著

非常精闢的解答。

一、財富之樂不可靠

　　─「積聚皆銷散」

《大智度論》曰：「富貴雖樂，

一切無常，五家所共。」逢到大水、

大火，或遇到盜賊、惡王，或生了不

肖的兒女，財富轉眼就完了。

二、名位之樂不可靠

　　─「崇高必墮落」

如極權國家領袖權傾一時，最後

被清算鬥爭。民主國家政黨輪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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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者一夕之間成為平民百姓。《成佛

之道》中說：「如佛教傳記中說：頂

生王統一四洲，上升忉利天，與帝釋

共同治理天宮，但末了墮落人間，不

免憂愁而死。」因此，崇高的地位實

不足依怙。

三、親情之樂不可靠

　　─「合會要當離」

《成佛之道》云：「親人一旦生

離死別，拋下父母，丟下妻兒，孤苦

悽惶的各自流轉，誰還顧得了誰！」

《菩提道次第廣論》謂：「思維死

時……親友極大憐愛而相圍繞，然

無一人是可隨去……俱生骨肉尚須棄

捨，況諸餘法？……爾時，唯（佛）

法是依是怙，餘皆無益。」

四、生存之樂不可靠

　　─「有生無不死」

（一）五蘊身不可靠

《雜阿含經》說：「譬如河水

激注……其河兩岸生雜草木，大水所

淹……眾人涉渡多為水所漂，遇浪近

岸，手援草木，草木復斷，還隨水

漂。如是，若凡愚眾生不如實知色…

樂著於色，言色是我，彼色隨斷。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二）五蘊身不長久

《大智度論》云：「人身無常，

眾苦之藪。」《雜阿含經》稱：「愚

癡無聞凡夫於五受陰作常想、安隱想、

不病想、我想、我所想，於此五受陰保

持護惜，終為此五受陰怨家所害。」

五、五欲之樂不可靠

─「欲樂多憂苦」

（一）欲樂轉眼空、脆弱不牢靠

《解脫道論》曰：「欲者如夢倏

忽無，欲者如借物不得久，欲者如樹

果（易）為人所折……欲者如風吹綿

不可守護。」

（二）欲樂多過患、可怖、應觀出離

《解脫道論》說：「欲者少氣味

故，多憂苦，於是處多過患。欲者

如骨，喻少氣味；欲者如肉揣，喻

以多屬故；欲者如逆風把火，喻隨

燒故；欲者如刀，喻以斬斫故；欲

者如毒蛇頭，喻可怖畏故；欲者如

幻，喻惑癡人故；欲者是障礙路，

礙諸善法故；欲者是盜，（失）功

德物故；欲者是怨家，起鬥爭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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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者是苦，造諸過患故。如是，已

觀欲過患，應觀出離功德。」〈觀

出離頌〉謂：「富不過釋迦，貴不

及瞿曇，年少不比悉達多，妻嬌不

若耶輸陀，子寶不勝羅 羅。如是

當思：富貴如露蕉，親情如幻焰，

世人多染著，聖者知出離。」

透過佛法的角度，我們釐清了

哪些種類的快樂是不可靠的，那麼，

究竟什麼是快樂與幸福？從哲學的觀

點來說，「快樂」是較物質的，或較

低層次的短暫而膚淺的樂趣。而「幸

福」是較長久且較深沈的滿足。在美

德、知識與智慧上，幸福比快樂較

優。再就佛法的觀點來看，可分為三

種。首先是「樂受」，是有情對意境

的領納，所產生快樂的感受，如凡夫

的、有垢的。其次為寂固，如涅槃所

獲得的寂靜、安穩、幸福，如二乘聖

者的、離垢的。再者是薄伽梵，譯作

有德、自在、世尊，如惟諸佛所有、

最極清淨的。

參、佛法對快樂與幸福的分類

在佛法的理論中，快樂的類別

分為世間樂（壞苦），指欲界樂、色

界樂、無色界樂；出世間樂，指滅盡

定樂、涅槃之樂；無上正等覺之樂，

指不欣涅槃、不厭生死，雖證不動法

身而常示現利樂眾生。六道輪迴中，

三惡道的眾生最苦，地獄要忍受寒熱

苦；餓鬼道要忍受饑渴苦；畜生道要

忍受殘殺苦。都是有苦無樂。

世間樂的部分，則可分「欲界

樂」、「色界天樂」、「無色界天

樂」三大類。「欲界樂」又細分為

擁有五欲之樂的人間樂，與物質欲

樂的欲界天樂。「色界天樂」享有

四種禪定樂；無色界天樂享有四種

無色界定樂。特別的是，只有人間

是苦樂參半，其他界均是有樂無

苦，但終必墮落。

為何說人間最勝呢，原因有二，

一是「環境特勝」。因三途（三惡

道）太苦、天上太樂，均不易受行佛

法，唯有苦樂參半的是人間，才擁有

知苦厭苦、體悟真理與實現自由的環

境。另一優點是「人性特勝」。人道

的特質如：慚愧（情感）─梵行

勝；智慧（理智）─憶念勝；堅忍

（意志）─勇猛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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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快樂與幸福的原因

由於止惡行善，故能獲得快樂

與幸福。「善」是指「福」、「福

德」、「功德」，如《法句經》第

一百一十八頌說：「應喜於作善，積

善受快樂（幸福）。」善分為「有漏

善，指凡夫帶有情欲或無明等煩惱之

善，得人天世間樂；與「無漏善」，

指見道以上之聖者遠離煩惱過非之

善，得涅槃究竟樂。

伍、如何達成可靠的快樂與幸福

一般認為，達成可靠的快樂與

幸福，可以透過施捨助人、過道德生

活、容忍與寬恕、精進不懈怠、維持

平靜祥和的心、擁有通達真理的智

慧。月稱菩薩的《入中論》更進一步

指出方法。

一、布施之樂：

生活資具樂：「彼諸眾生皆求

樂，若無資具樂非有，知受用具從施

出，故佛先說布施論。」趣證寂滅

樂：「此復由行布施時，速得值遇

真聖者，於是永斷三有流，當趣證

於寂滅果。」菩薩行施喜樂：「發

誓利益眾生者，由施不久得歡喜。

且如佛子聞求施，思維彼聲所生

樂，聖者入滅無彼樂，何況菩薩施

一切。」

二、持戒之樂：

於善趣受施果：「失壞戒足諸眾

生，於惡趣受布施果。」戒為增上勝

因：「增上生及決定勝，其因除戒定

無餘。」「增上生」：凡夫由修（有

漏）十善業而得生人天善趣之生死

樂。「決定勝」：聲聞、緣覺、菩薩

等三乘聖者由修（無漏）清淨十善業

而得非苦非樂為性之解脫。「戒」，

梵語音譯為尸羅，意譯為德行。戒有

寂滅義，不忍受煩惱故、不生苦故；

清涼義，滅憂悔火，得清涼故；安穩

義，由是安樂之因，善士所行故。戒

以「十善業」為體，包括身三淨業：

不殺、盜、淫；語四淨業：不妄語、

兩舌、惡口、綺語；意三淨業：不

貪、瞋、邪見。

三、忍辱之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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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瞋過：「若有瞋恚諸佛子，

萬劫所修施戒福，一剎那頃能頓壞，

故無他罪勝不忍。使色不美引非善，

辨理非理慧被奪，不忍令速墮惡趣，

忍招違前諸功德。」生人天等樂：

「忍感妙色善士喜，善巧是理非理

事，歿後轉生人天中，所造眾罪皆當

盡。」禪定神通樂：「此（發光）地

佛子得禪通，及能遍盡諸貪瞋。」

四、精進之樂：

《入中論》說：「（一切）功

德皆隨精進行，福慧二種資糧因。」

攝持五度之樂，指精進總攝布施、持

戒、忍辱、禪定、般若等諸波羅蜜之

功德令不失。精進亦為成佛之因，布

施、持戒、忍辱等前三度為福德資糧

及佛色身因，禪定、般若等二度為智

慧資糧及佛法身因，精進通五度，亦

即通福慧二資糧及佛二身因。

五、禪定之樂：

出離欲界之樂：「大士住於難勝

地，一切諸魔莫能勝。」色界天樂：

離生喜樂、定生喜樂、離喜妙樂、不

苦不樂（捨受）。無色界天樂：空無

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

非想處。善知四聖諦：「靜慮增勝極

善知，善慧諸諦微妙性。」

六、般若之樂：

引導趣聖果之樂：「如有目者能

引導，無量盲人到止境，如是智慧能

攝取，無眼功德趣聖果。」現觀究極

真理之樂：「現前住於正定心，正等

覺法皆現前。」得滅盡定之樂：「現

見緣起真實性，由住般若得滅定。」

滅盡定，又稱「滅受想定」，為小

乘三果及不退轉菩薩所證的無漏清淨

定，屬於出世間的無心定。

由上可知，藉由布施、持戒、

忍辱、精進、禪定、般若等六種修

為，可以獲得現生與來世的「現法

樂」及「後法樂」，乃至解脫生

死、安穩可靠的「究竟樂」，佛法

將這六種修為稱作「六波羅蜜多」

（六度），意即六種得度究竟彼岸

的方法或途徑。

「六波羅蜜多」之修持係上述人

類三種特勝的發揮，並與菩薩三心相

應，且作為成佛二資糧與佛二身因，

其中之對應關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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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　語

為達成「離苦得樂」的人生終

極目標，我們應該善於分別什麼是快

樂與幸福，然後捨離對那些不可靠的

快樂與幸福

快樂與幸福之貪執，並透過（四預流

支）親近善知識、聽聞佛法、如理思

維、如法修習六波羅蜜多等途徑，以

達到安穩可靠的快樂與幸福之最終目

的地。

六波羅蜜多： 布施、持戒、忍辱 禪定、般若 精進

人類特勝： 梵行勝（情感） 憶念勝（理智） 勇猛勝（意志）

菩薩三心： 慈悲心 法空慧 菩提心

成佛二資糧：
福德資糧

（佛色身因）
智慧資糧

（佛法身因）
兼具二資糧

五乘所攝資糧： 人天乘與大乘所共 聲緣乘與大乘所共 大乘所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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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記》摘要   文／玅境長老

　　在明太祖的時候，有個禪師叫金碧峰，他是很用功修行的人。眾生的

壽命到了，就是要死；但是，他壽命到了卻不死。閻王爺是管理這件事

的，時候到了不死是不行的。因此就派兩個小鬼去捉他。平常，這些鬼對

於哪個人住在哪裡，日常的品德怎麼樣，都是很熟悉的。這兩個小鬼來

了，卻看不見，也找不到這位禪師在什麼地方。於是就回去報告閻王爺：

「您要我去捉他，但是，怎麼找也找不到！」過了一段時間，閻王爺又派

那兩小鬼去捉他，還是捉不到。後來，閻王爺說：「這次一定要捉到，不

能再緩了！」小鬼還是找不到，於是就去問當地的土地公，土地公說：

「這位禪師有一個供佛的水杯，他歡喜這個杯子，你若找到這個杯子，就

能找到他了。你到他廟上去，找著他的供杯，用個東西打那個杯子，杯子

出了聲音，就找到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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