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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因果經》的管理學

星雲大師

前言

這部《三世因果經》是在阿難的提問下，佛陀開示與會弟子，

因果對我人的關係影響，如經云：「一切世間，男女老少，貧賤富

貴，受苦無窮，享福不盡，皆是前生因果之報，以何所作故？先須

孝敬父母，敬信三寶，次要戒殺放生，念佛布施，能種後世福田。」

無論達官貴人或販夫走卒，都在「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因果定

律下，業報輪迴，法界流轉。在因果之前，不分貧富貴賤，男女老

少，因果業報如影隨形，人人平等；因果是人間最公平的仲裁者，

也是宇宙人生最高明的管理學。

我們常聽到一句話：「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事實上，法律

仍有漏洞，有時還會受到人情左右，未必能做到絕對的公平，只有

「因果」才是世間最公平的仲裁者。因此，我們可以不相信佛陀，

但是，不能不相信因果。因果讓我們了解這個世界上沒有造物主，

人生的貧富貴賤、窮通禍福、順逆好壞，都是來自我們身、口、意

三業造作的結果，我們每一個人才是創造自己命運的主人。

以下就從《三世因果經》的內容，來談因緣果報的管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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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了知因緣思想的管理

世間萬法都是依「因」、仗「緣」才有結「果」，如佛教講：

「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了解因緣法，讓我們懂得：慎防造因、

廣結善緣、歡喜受報、培養正向思考、產生正能量。觀念思想如播

種，播什麼種，就結什麼果，所以思想管理，關乎人生成敗禍福。

對於因緣思想的管理，《三世因果經》云：「欲知前世因，今

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這四句話，總括了因、緣、

果三者的關係，說明我們的生命就像接力賽，在時間上，有過去、

現在、未來三世的因緣，因中有果，果中有因，互為因果，環環相

扣，互為影響；在空間上，此生彼沒，此沒彼生，看似生了又死，

死了又生，其實不曾生死，只是以各種不同的形貌、形式、方法，

在不同的空間活動，如《勸發菩提心文》云：「云何念生死苦？謂

我與眾生，從曠劫來，常在生死，未得解脫。人間天上，此界他方，

出沒萬端，升沉片刻。

俄焉而天，俄焉而人，

俄焉而地獄、畜生、餓

鬼。」因此，在因果的

法則下，生命是無始無

終，在不同的法界中流

轉。

我 們 如 何 流 轉 於

法界之中？大家耳熟能

詳的「欲知前世因，今

生受者是」，說明我們

現在所發生的善報或惡 因果關係如同鍊條，環環相扣，互為影響。

《三世因果經》的管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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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都是來自過去累積因緣業力的因，一來借此了解我們自己的過

去世中的為人處世和習慣、作為。二來既然是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

所發生的結果，在面對善惡業報的發生時，好事，固然歡喜，要能

保持平常心，惜福，繼之而培福；遇到不好的事情，也要能夠忍一

時之氣，三思而後行，不要因為一時的情緒、衝動而「再造新殃」，

又為未來種下不好的因緣，得不償失。如我在《佛光菜根譚》中提

到：「一念之差，可以毀滅一生的榮譽；一念之善，可以懺除一世

的罪業。」

佛教不是宿命論者，從對因緣果報的認識，繼而創造自己未來

的人生，如偈頌「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要知道未來是什麼

的因果報應，就要在受報的當下，以接受的心，承擔當下結果；在

觀念上，保持樂觀、積極的性格，融入眾中，以戒生活，以慈待人，

以忍處事，以緣交友；在因地上，播撒善業的種子，等到時節因緣

成熟時，必然春來福到。

「因果」業網比植物的生長因素更為錯綜複雜，遲速不一，輕

重有別，其間的「緣」也很重要，好比一顆種子，即使再好，也需

要沃土、陽光、空氣、水分、施肥，才能茁壯成長，開花結果。世

間的事也是如此，一個人具有才華固然是一個好「因」，但也要加

上好「緣」，才能得到好的結「果」。一個人素行不良固然是一個

惡「因」，但如果能加上一些好「緣」，也可以改變因與果之間的

關係，或許會減輕將來的惡「果」。

一般在寺院的山門口，都會供奉笑臉迎人的彌勒菩薩，彌勒菩

薩有一首對聯：「眼前都是有緣人，相見相親，怎不滿腔歡喜？世

上盡多難耐事，自作自受，何妨大肚包容！」這世間上，每一個和

我們相遇、相見的人，不管惡緣、善緣，都是有「緣」之人；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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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的、不喜歡的，都是我們過去種下的因緣，只要概括承受，心

甘情願、大肚能容的接受下來。

所謂「世出世間，不出因緣二字」，對因緣法的體悟和了解，

有助於對於所發生的事情坦然接受；對於未來充滿希望。當然，如

果在受報的當下，不能把握當下，只有抱怨、不滿，就會像《三世

因果經》所言：「富貴貧窮各有由，夙緣分是莫強求；未曾下得春

時種，坐守荒田望有秋。」不曾播種耕耘，就不可能會有收成。

三世因果的生命觀，給了我們一些重要的啟示：人生的際遇因

緣，來自過去身、口、意三業所累積的結果，雖然定業不可轉，但

是，經由多做善事的緣分，還是可以重業輕受，轉化因緣，消災免

難。因此，在每一個發生結果的當下，所做的判斷、抉擇以及後來

《三世因果經》的管理學

不論遇到善緣或惡緣，我們都要學習彌勒菩薩的大肚能容，歡喜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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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努力都關係著我們未來的人生，不要因為困難、痛苦而輕易放棄，

要能冷靜、平靜下來，和善知識請益，自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從因緣的思想管理上，我們認識、了解了佛教是無神論者，我

們才是自己人生的掌舵者、命運的開創者，只要我們保持自己純正

的動機，不要去想別人給我什麼，而是自己可以為別人做什麼，只

管歡喜、樂觀的播種、耕耘，必有豐收的一天。

二、自作自受的行為管理

《大寶積經》中說：「假使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意思是說，一個人過去所造作的善惡業報，不管經

過一年、二年、百年，甚至百劫、千萬劫等無限的時間，在業報還

沒有還清之前，是不會消失的。自己所種下的善業、惡業，因緣和

合的時候，終究要由自己去接受、承擔果報，這就是「自作自受」

的道理。

不過，一般人只要聽到「自作自受」、「會有報應」，都會把

它想成不好的。其實，自作自受的行為管理，正是提醒我們，「要

怎麼收獲，先怎麼栽」，只要我們踏踏實實、一步一腳印去耕耘人

生的福田，最後必定會有好的收成。

有的人對因果認識不清，沒有建立正確知見，看到有些壞人明

明作惡多端，但是依然享受著榮華富貴，有些善心人士雖然努力、

勤勞，待人厚道，卻貧病辛苦，就會生起疑惑或不滿，責怪這個世

間是不是沒有天理了？

其實，因果業報有現報、生報、後報「三時報」之分。有的今

生作善、作惡，在這一期的生命中果報就發生了，這是現報；有的

來生才報應，稱為生報；有的要到多生多世之後才會顯現，稱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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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就好比植物有春種秋收，有

一年生，有多年生，條件因緣不

同，成長結果遲速快慢，也不一

樣。但是，只要是自己所作所為

的，必然就會回到自己的身上。

過去佛陀到舍衛城托缽乞

食時，途中遇見一位婆羅門指著

佛陀怒罵，佛陀不予理會，繼續

前行。婆羅門很生氣的彎下腰，

抓起一把泥土，往佛陀的方向擲

去，正好一陣風吹過來，他拋出

去的泥土，反而灑得自己灰頭土臉。如同《佛說四十二章經》說：

「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至天，還從己墮；逆風揚塵，塵

不至彼，還坌己身。」這是自作自受最好的寫照了。

很多人遇到不順遂的事情，總是怨懟老天爺、抱怨環境、抱怨

他人，其實「仰天而唾」、「逆風揚塵」，不就說明了「已作不失，

未作不得」的業報管理嗎？《地藏經》中也說：「莫輕小惡，以為

無罪，死後有報，纖毫受之。父子至親，歧路各別，縱然相逢，無

肯代受。」因此，夫妻眷屬，任憑情感再怎麼好，乃至有患難與共

的情誼，但終要自業自受，誰也代替不了誰。

有人問趙州禪師：「如何開悟？」趙州不但不回答，反而撇撇

嘴走開：「我要小便去了！」走了幾步又回頭說：「你看這點小事

都要我自己去，誰也代替不了。」各人吃飯各人飽，各人生死各人

了，在因果的法則裡，修行也好，功成名就也罷，每一個人都要「做

自己的貴人」。

《三世因果經》的管理學

因果業報的顯現，與植物的成長一樣，

由於條件因緣不同，而有遲速快慢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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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自己的貴人？每一個人都希望自己受到別人的尊敬、讚

歎，一個受人推崇的長者，不是因為他有很顯赫的家世、重要的頭

銜，而是來自他慈悲待人，為人著想的厚道、善良。所謂：「敬人

者，人恆敬之；愛人者，人恆愛之。」要想得到別人對我們的尊重

和愛護，就要凡事以身作則，肯得替人著想，自己做自己的貴人，

自助而後人助，人助而後天助，自然也就所作皆辦。

因果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警察、老師，因果就是戒律、法律。世

間一切成敗得失、成住壞空既不是鬼神所能操縱，也不是權勢所能

左右，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因果」法則。慈航法師在圓寂之時，

有一首遺偈說：

奉勸一切徒眾，時時反省為要。每日動念行為，檢點功過多少。

只要自覺心安，東西南北都好。如果一人未度，切莫自己逃了。

法性本來空寂，因果絲毫不少。自作還是自受，誰也替你不了。

空花水月道場，處處時時建好。望爾廣結善緣，自度度他宜早。

曾子也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

信乎？傳不習乎？」意思是，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替別人做事有

沒有盡心竭力？和朋友交往有沒有誠信？老師傳授的知識有沒有按

時溫習？與其要求別人改變，不如凡事反求諸己，改變自己，只要

我們下定決心努力上進，自我觀照、反省，不斷的修正自己的行為

舉止，一定會有成功的一天。

三、福禍窮通的命運管理

我們每一個人最關心的事情，莫過於自己的問題；而自己的問

題中，最重大的就是命運的問題。對於命運的看法，因人而有種種

的差異。有的人生活遭受到折磨辛勞，便怨恨命苦；有的人對於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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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遭遇，只知認命，認為人生的一切福禍窮通，都是由命運安排；

但是，也有人對於生活的貧苦困頓，能安貧守節，逍遙自在；有的

人對於自己的際遇，抱持樂天知命的態度，因此能不憂不懼。其實

不論命運乖舛，或風雲際會、不可一世，都不一定要聽天由命，應

該培養洗心革面的器識，創造自己的人生。

《三世因果經》有一些詞句，對於我們一生中的福禍窮通，值

得我們仔細思考，例如：

有衣有食為何因？前世茶飯施貧人。

無食無穿為何因？前世未施半分文。

穿綢穿緞為何因？前世施衣濟僧人。

相貌端嚴為何因？前世採花供佛前。

聰明智慧為何因？前世誦經念佛人。

今生缺口為何因？前世多說是非人。

萬般自作還自受，地獄受苦怨何人，

莫道因果無人見，遠在兒孫近在身。

不信三寶多施捨，但看眼前受福人，

前世修來今生受，今生積德後蔭人。

這些偈頌說明我們一生的禍福窮通、貧富貴賤、壽命的長短與

否、容貌的端正醜陋，都是有因有果，並不是憑空而來，也不是神

權所能操縱，而是取決於自己的行為造作所帶來的結果。

到底什麼影響我們的命運？習慣、感情、權力、迷信、業力都

會影響我們的命運。面對人生不可預測的福禍窮通，有些人求教於

算命的，希望能夠洞察機先，做一些改變，結果弄得自己患得患失；

有的人相信風水，反而禁忌更多，動彈不得；也有人認為改了名字

就可以去了霉運，其實，觀念、性格不改，就是名字改了一百次，

《三世因果經》的管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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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用的。如果算命、風水、改名字就可以改變人生，哪裡還會

有戰爭、貧窮和各種天災人禍呢？那些成功的企業家，也不用那麼

辛苦的建立品牌、誠信和努力勤勞的奮鬥了。

雖然習慣、迷信、感情、權勢、欲望、業力能控制我們的命運，

但是命運並不是定型而不可改變，因為一切的習慣乃至業力，都是

我們自己的造作，只要我們善護心念、謹言慎行，廣結善緣，仍然

可以將乖舛的命運轉變為美好的命運。　

緣起性空，世間萬事萬物在不同的因緣之下，就有不同的結果，

沒有絕對的好或不好，最重要的還是取決在我們的觀念及態度上。

觀念，到底影響我們有多大呢？有一位專門賣鞋的商人，想要將鞋

子賣到非洲，經過市場調查後，就放棄這個計畫，有人知道了，就

問他為什麼要放棄，他說：「當地人不穿鞋啊！」同樣的資訊，給

另外一位企業家知道了，他馬上規劃如何將鞋子帶到該地去販售流

通，他的想法是：「太好了，他們都沒有鞋子穿，這個市場太大了。」

性格樂觀的人，看什麼事情，總能看出他的希望和趣味出來；性格

悲觀的人，在負面思考之餘，就容易放棄垂手可得的機緣。

改變命運除了要具備正面、樂觀的性格之外，能夠擁有正確的

信仰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各種信仰中，宗教給人的力量最大，一旦

有了宗教信仰，對於人生一切的橫逆、困難，不但不以為苦，並且

能甘之如飴的接受。虔誠、正確的信仰，會帶動我們的發心，不怕

辛苦，並樂於服務、奉獻；同樣的，錯誤的信仰，會帶來災難、障礙，

甚至導致家人失和，人、財兩失。因此，對於宗教信仰，要能慎重

選擇，千萬不要貪一時眼前之利益，而誤信了邪教，結果「一盲引

眾盲，相牽入火坑」。

此外，結緣的人生，對於改變命運，影響更是巨大：「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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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佛教的專有名詞，緣，是宇宙人生的真理，且是屬於每一個人的。

世間上最寶貴的，並非黃金白玉，也非汽車洋房，而是「緣分」。

人與人要結好緣才能和好；人與事要結善緣才能成功；人與社會乃

至事事物物更要結緣才能圓滿功德，生命是同體共生，給別人其實

就是給自己，助人即助己，自他不是對立，唯有在完成他人之中，

才能完成自己。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一個親切的笑容、一句鼓勵的讚美、舉手

之勞的服務、真誠的慰問關懷，都是人生因緣際運的墊腳石。明太

祖朱元璋，有一次微服出巡來到鄉間，當時日正當午，不免汗流浹

背、口乾舌燥，這時一位熱情的農民奉上一杯水，皇帝如飲甘露，

歡喜不已，回到朝中，馬上派人為農民封官。此事被一位應試落榜

的讀書人知道了，心中憤慨不平，就在土地公廟前題字：「十年寒

窗苦，不及一杯茶。」數年後，朱元璋再次出巡，回到這個地方，

看 見 這 首 偈 子， 問 明 原

因，就在旁邊多加上兩行

字：「他才不如你，你命

不如他。」

這看似不起眼的一杯

茶，就像〈楊枝淨水讚〉

云「火燄化紅蓮」，在炎

熱的溽夏，就像觀世音的

甘露法水，帶給人身心清

涼、輕安，這是農民對他

人的慈悲利他，也促成了

他和皇帝的好因好緣。我
天熱時，為人奉上一杯水，雖是舉手之勞，也
可能成就好因好緣。

《三世因果經》的管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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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看許多人做事不容易成功，或者障礙很多，都是因為自私，只有

想到自己的好處，也因此失去了和他人結緣的機會，以及自己開闊

人生的機會。

「若人識得因緣法，秋霜冬雪皆是春。」人生的禍福窮通，在

因緣法中，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改變的，可以越變越好，也可以越

變越壞，就看我們自己所思、所作，只要我們符合因果的法則，在

受報的當下，坦然面對，接受事實；再加之以正面、積極的觀念，

廣結善緣，持之以恆，哪有什麼事情是不能改變的？

人人都有命運，而命運又受到各種其他因緣的影響，培養正確

的觀念，樹立堅定的信仰，廣結良善的人緣，嚴持清淨的戒律，能

夠如此，就能自由自在的調御命運。就像明朝的袁了凡居士，在雲

谷禪師的指導下，徹底的自我反省，給自己立下功過表，發願力行

利他的好事，最後，終於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四、五戒生活的社會管理

戒律是我們人生的護身符，如同火車的鐵軌一樣，有了堅固的

軌道，人生就有了平安和前進的方向。就像家有家規、校有校規，

國家也有國家的法律，任何一個團體、組織的規矩制度，都是為了

建立我們學習、生活的倫理秩序，提供給大家安心學習，在為人處

事上能夠有所依循，戒律也是如此。

但是，外在的法規再多，仍然有所疏漏，唯有佛教的戒律，透

過佛性的自覺，產生自我約束、自我軌範的力量，真正帶來穩定、

進步的行動力。因此，一個國家社會，如果人人都能奉行五戒的

「因」，必能創造社會和諧安定，人民生活無有憂患恐懼的幸福安

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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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以為佛教的戒律是束縛行動自由的枷鎖，何必自找麻煩，

受戒律的拘束。事實上，如果我們能夠遵守戒律，不違背戒律的精

神，就能夠得到更大的自由―解脫。戒律不僅可以克制我們的衝

動、習氣，讓我們三思而後行，也是人我之間相處的潤滑劑，透過

戒律的力量，讓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得到幸福與安樂。

佛教的戒律主要以五戒為根本，五戒就是不殺生、不偷盜、不

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五戒雖然分別為五，但是根本精神是「不

侵犯」，如：不殺生，不能殺害自己，也不能侵犯他人的生命，更

進一步要去愛護自他生命；不偷盜，不去竊取不屬於自己的不當財

物，以正命的方式賺取生活所得，以及隨緣、隨喜布施；不邪淫，

除了夫妻之間正常的關係之外，不外遇、不侵犯他人的名節，尊重

自己的另一半；不妄語，不僅不能詐騙背信，並要發心鼓勵、讚歎

他人，常說誠實的正語；不酗酒、不吸毒，保持清醒，不要因為失

去理性，而犯下了殺、盜、淫、妄等不可挽回的壞事。

受持五戒是人道的根本，五戒與儒家的五常有相通之處。五常

就是仁、義、禮、智、信。不殺曰仁，不盜曰義，不淫曰禮，不妄

曰信，不酒曰智。受持五戒是盡形壽受持一生，非一日一夜受持而

已。

受持五戒，我們不侵犯他人，他人自然不會傷害我們；樹敵漸

少，善友日多，辦起事來，自然能夠左右逢源，所到亨通。因此守

戒律，並不是自縛手腳，而是開拓更寬廣的道路。尤其一切行止中

規中矩，合乎戒律，活得心安理得，問心無愧。

如果，一個家庭的成員受持五戒，夫妻之間，就會真誠以待，

無話不談；親子之間，也會尊重包容，鼓勵多於責備；兄弟姐妹之

間，自然相親相愛，兄友弟恭；一個社會，人人受五戒，互相不侵

《三世因果經》的管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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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對方的生命、名譽、財

產，更進一步的彼此愛護

對方的生命、名譽、財產，

這不就是人間淨土了嗎？

對 於 佛 教 徒 而 言，

持戒是修行一切善法的基

礎，也是一切修行的根本；

如是因，如是果，從創造

社 會 的 和 諧 安 定 來 看 五

戒，是使社會長治久安的

根本之道。當然，守持戒

律時，應把握戒的基本精

神，才不會拘泥於戒條的

形式，而能與時俱進，發

揮安頓身心，淨化社會的

功能。

遵守戒律，就像我們馬路上的紅綠燈一樣，紅燈停，綠燈走，

人人遵守交通規則的法律，不搶紅燈，不橫衝直撞，就能保障我們

每一個人生命的安全。同樣的，如果我們能遵循戒律的規則，在人

生的旅途上，就會減少困難、障礙，通行無阻；如果不能遵守戒律，

不僅傷害別人，也會讓自己的身心失去自由和平安。

一個國家社會如果不能重視持守五戒的因果，你侵犯我，我傷

害你，必然互為敵對、衝突，如此互為因果，冤冤相報何時了，如

《三世因果經》云：「莫道因果無人見，遠在兒孫近在身。」不僅

我們個人不能獲得安全，我們的家人、朋友，乃至全體社會都不能

親子同受戒，家庭更祥和。（張祖華 /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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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安穩。我們看到現在國際上許多發生戰爭的地方，主要源自於

不尊重他人的生命；同樣的，真正文明的地方，不僅重視人權，也

重視生權，即便不認識的人，擦身而過彼此都會微笑致意；就是與

動物相處，也視如親人，友愛彼此。可以說，唯有戒律，才能建立

平等與和平，生命共同體的地球村。

結語

透過《三世因果經》的因果管理，讓我們了解小至起心動念，

大至行為造作，任何時候，我們都在因果的因陀羅網裡，如《三世

因果經》云：「三世因果說不盡。」交織彼此之間無始無終、錯綜

複雜的生命關係。

「菩薩畏因，眾生畏果」，我們與其擔憂、害怕未來的果報，

不如在因地上，播下慈悲、智慧的種子，時時觀照自己的起心動念，

慎於始，防患於未然，聽聞佛法，具備正見，在生活中實踐三好運

動「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只要我們肯從因上做好人生的規

劃管理，積聚善緣，一定諸事圓滿，世界和平也將指日可待，開花

結果。

《三世因果經》的管理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