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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感懷

說到「三好」，一般人們熟悉的是學校教育中提倡的「三好」，

就是所謂思想好、學習好、身體好，也就是在思想品德、知識學習、

身體健康三個方面都達到優秀，這樣的學生就叫做「三好生」。不

過，我們這裡講的「三好」，並不是學校教育的目標，而是星雲大

師對佛教徒和社會各界發出的號召，要求大家都來「說好話、做好

事、存好心」，使「三好」成為大眾參與的社會運動，從而達到淨

化人心、改善社會的效果。

「三好」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一項具體主張，它和傳統佛教

所說的「三業」是相應的。「業」是指人的活動。人的活動有各種

各樣，但其表現方式不外乎三種：一是身業，就是身體的行為；二

是口業，就是口頭的言論；三是意業，就是內心的意念。三者合起

來就叫「三業」，它們都是人的活動。無論哪種業，都可能有善惡

之別。做好事，說好話，心存善意，就是做善業；做壞事，說壞話，

心懷歹念，就是做惡業。佛教提倡「三業清淨」，要求人們身、口、

意的活動都純潔善良，遠離邪惡，不要像垃圾那樣骯髒醜惡。「三

好」就相當於三善業，這樣的提法把佛教的道德要求表現得更加清

楚明了。

為什麼要提倡「三好」呢？因為佛教是教人向善的。從人間佛

邢東風

日本愛媛大學法文學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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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立場來說，要想成佛，首先就要做一個好人。太虛大師說過：

「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現實。」就是說

成佛是理想目標，要達到這個目標，首先要從做人開始；假如連人

格都不具備，連好人都做不來，那還侈談什麼成佛呢？因此，真的

信仰佛教，就不要空談什麼遠大目標，而是先從做人開始，從自己

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做起，去掉惡習，與人為善，然後再談其他。

教人做好人、做好事，本來

就是佛教的宗旨。這個宗旨，在

佛教中歷來用〈七佛通誡偈〉來

表達，那就是：「諸惡莫作，衆

善奉行，自浄其意，是諸佛教。」

意思是說一切壞事都不要做，各

種好事要盡量去做，讓自己的心

靈達到淨化，這就是諸佛的教

導。按照過去的說法，佛祖千言

萬語，無非是教人去惡從善。星

雲大師提倡「三好」，也是同樣

的意思，說好話、做好事，不就

是「眾善奉行」嗎？存好心，不

就是「自淨其意」嗎？身、口、

意的活動都是善良的，那不就是

「諸惡莫作」嗎？ 可見「三好」

表達的正是佛教的宗旨，這樣的

提法更容易讓現代人理解和接

受。

「三好」感懷

星雲大師一筆字書法《三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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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說起來簡單，真正做到並不容易。毛澤東說過：「一

個人做一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就是說一般人很

難長期持久、始終一貫地做好事。如果要幾十年如一日地做到「三

好」，那就更難了，特別是在道德崩潰、不講誠信、好人吃虧的互

害型社會，要想長期做到「三好」，更是難上加難。因此，在現實

生活中，我們聽到看到的往往是能有「一好」、「兩好」已屬難得，

「三好」俱全更是鳳毛麟角。就一般人來說，通常是身、口、意的

某個方面存在缺點，偶爾也有德行善舉。這樣的人，應當用「莫以

善小而不為」來加以勉勵，哪怕只有小小的優點，也應當加以讚美

和鼓勵，以使它保持和擴充，而不必計較其功德的大小。還有一些

虛偽的人，他們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嘴上講得好聽，心裡想的、

實際做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例如在公眾面前高喊愛國，暗地裡把家

屬、資產轉移到外國，台上講什麼反腐倡廉，私下裡貪污腐敗，以

權謀私，等等。更有一些人，好話說盡，壞事做絕，笑裡藏刀，假

裝仁慈，這樣的惡人不易識別，危害更大。因此，只有身、口、意

相應一致，才能看清一個人的本質，不一致者，人格分裂，讓人難

以琢磨。

「三好」當中，最重要的是存好心，因為心是一身之主，我們

的言論和行動都受心的制約，所以古人把「正心誠意」作為修身的

第一步，佛教也強調心的作用，認為一念善惡就決定行為的後果是

通往天堂還是朝向地獄。古語說：「命好心也好，富貴直到老。命

好心不好，中途夭折了。心命都不好，窮苦直到老。」就是說人生

遭遇如何，取決於命運和心意兩大要素；兩大要素中，心意是最重

要的，心意的善惡決定了人的貧富夭壽。因此，好心如同種子，發

育之後總會長大，表現出來就是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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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從現實的需要和可操作性考慮，我認為在目前情況下，

更需要大力提倡「說好話」。因為現今社會普遍缺乏誠信，充滿戾

氣，宣揚仇恨，慫恿爭鬥，隱瞞事實，粉飾醜惡，謊言欺詐，攻擊

謾罵，諸如此類的語言充斥於耳，人們動不動就激動亢奮，什麼「打

倒某某某」、甚至要毀滅地球的叫囂也公然在媒體上傳播，粗言惡

語氾濫流行，毒化人們的心智，正像有的學者所說，我們的語言已

經被嚴重汙染，要想改變這樣的現狀，就必須大力提倡「說好話」，

讓大家盡量和言細語，講真話，說實話，講理性、冷靜、文明的話，

以語言暴力為恥辱。三業清淨，先從口業清淨做起，這是當務之

急。

那麼什麼算作「好」呢？好不好屬於價值判斷，不同的人有不

同的理解。一般來說，通常所說的好人好事就是「好」的，例如助

人為樂、排憂解難、救濟貧困、成人之美，等等。這些當然是好的、

善的，不過，按照佛教的理解來說，還應當按照五戒的要求去做。

五戒是佛教徒必須遵守的行為規範，指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

不妄語、不飲酒，通過防非止惡的禁戒，給人們劃清行為的底線，

告訴人們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只要一個人的行為不觸犯這些戒

條，那就沒有醜惡，也就是「好」的。自古以來，人們常把佛教的

五戒和儒家的「五常」相比擬，認為兩者是相通的，星雲大師也是

一樣，他認為「不殺護生，慈悲為仁」、「不盜施捨，清廉為義」、

「不淫尊重，貞良為禮」、「不欺純真，誠篤為信」、「不亂食用，

明達為智」，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和佛教的五戒十善都是美

德和善行，具有相同的教化意義。通過這樣的比擬，佛教的戒律被

賦予了世俗道德規範的意義，從而擴大了它的普世性。

星雲大師還提倡「四給」，即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

「三好」感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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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人方便。不用說，這也是「好」的。如果說五戒是偏重於禁戒的

話，那麼四給則偏重在提倡鼓勵，要求人們從事給人利益的事情。

當然，所謂利益，並不限於金錢財富之類的物質性實惠。在四給當

中，我認為特別需要強調的是給人方便。俗話說：「與人方便，自

己方便。」過去在電影裡也常看到這樣的場面，就是當官的欺壓百

姓，百姓無奈，央求說道：「長官，行行方便吧。」可見方便歷來

是老百姓的期盼。在日常生活中，真正需要花費很多錢財、付出很

多努力去幫助別人的場合其實不多，比較多的還是給人提供方便。

所謂給人方便，就是不刁難人，不給人製造麻煩，不使人為難受困，

而是幫助人排憂解難，或者給人提供辦成事情的機會。這樣的幫

助，往往只要舉手之勞，或者順水推舟就可以做到，例如一點熱心

的建議，幾句耐心的說明，都可能使人免於困苦，或者使人從困境

中解脫出來。

然而遺憾的是，現實生活中經常有設置麻煩、故意刁難、令人

為難的事情。記得我最初出國的時候，到教育部屬下的一個機關去

辦某種手續，當時一個女老師也在辦理，機關工作人員告訴她說某

某資料不齊全，讓她備齊了資料再來辦理。那個女老師當時就氣暈

了，憤怒地說：「你怎麼早不說清楚？現在才讓我搞這些資料，時

間來不及了。」原來，那個老師的學校在東北，為了出國參加會議，

她按照機關的要求準備了資料到北京辦手續，沒想到還要回東北補

齊資料。當時的交通和通訊都很不方便，若還要返回東北補辦資

料，就來不及參會了。然而那個工作人員冷酷又傲慢，對來辦事的

老師們愛搭不理，根本懶得做任何說明。當時看到那個老師憤怒而

又無奈的表情，工作人員那心安理得若無其事的樣子，實在令人心

寒！這已是 30 年前的往事，現在是不是變好了呢？恐怕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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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前陣子，上海某大學一位教師殺死了學院的書記。事件的

直接原因是那位教師被解聘，面臨生活無著的困境。相關的背景可

能比較複雜，似乎涉及多方面的問題，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即兇手

是個文弱書生，假如制度本身或制度的執行者能給他一點方便，不

把他逼入絕境，那麼事態很可能不至於惡化到這樣的程度。其實類

似的事情還有很多，刁難人的往往是強勢的一方，特別是掌握權力

的人，越是刁難，就越容易營造權力尋租的機會，在權力不受限制

的情況下，更是可以肆意刁難，這就是弱者在生活中處處為難的主

要原因。因此，無權無勢的老百姓最需要方便，給人方便，對於弱

勢人群和普通百姓也最具有現實意義。

另外，所謂「好」或「好事」，就是合情合理，或者說合理化。

所謂做好事，其實不一定要投入多大的善意和努力，而是只要把事

情處理得合情合理，就有利於工作、事業，也有利於相關的人們。

例如，日本有一種針對外國人的汽車駕照考試，相對於通常的駕照

考試，這種考試的問題比較簡單，費用也比較便宜，所以考官心裡

難免有不平之感，於是考試時就特別嚴格，往往用雞蛋裡挑骨頭的

方式，找出理由不讓你合格，例如你明明看了信號燈，可他偏說你

沒看。由於很難合格，所以只好反復練習，經過多次考試才可能合

格。再比如說，近年來大學裡每年都有一種針對教師的考試，內容

大多非常偏僻冷門，與多數教師的領域完全無關，考題的語言表述

也是來回繞彎子，令人費解。這樣的考試，已經背離了它應有的目

的，而變成了刁難人的遊戲。以上提到的兩種考試，主考部門或考

官都以為自己是履行職責，是合法的、正當的，然而，實際結果對

於相關工作不一定有什麼良好效果，但給從事這些工作的人們造成

不必要的麻煩卻顯而易見，其中也有權力的驕橫，當然不合情理。

「三好」感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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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能對這些考試加以改善，使它的內容和方式更加合理，那就是

「好」的。

還有，現代社會提倡理性，尊重知識，於是人們往往把有知識

或知識的運用當作「好」的，例如高科技的運用就常常受到誇讚和

尊敬。然而需要提醒的是，知識、學問、技能，這些東西不等於道

德上的善好，因為它們只是手段、工具，它是受人驅使的，好人可

以用它做好事，壞人可以用它做壞事，讓壞人掌握了知識和技能，

反而會增加他作惡的本領，這叫做「假寇兵，資盜糧」。好人不一

定有學問，有學問的人未必是好人，善良和知識不是一回事，現代

社會有很多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雖然有知識，但是特別自私，

因此，對於知識包裝下的醜惡，不可不察。

星雲大師倡導人間佛教，認為人間佛教就是佛說的、人要的、

淨化的、善美的。上面提到的符合五戒的行為，就是佛說的；符合

四給的、合理的，就是人要的，也是人道的。

那麼，人為什麼要善良呢？為什麼要做好人好事呢？對我們這

一代人來說，做好人好事本來不成問題，我們從小受的教育就是要

助人為樂，好像做好人好事是天經地義的。可是，後來社會和人們

的觀念都發生了變化，過去人們頌揚的好人好事，逐漸失去了神聖

的光環，真正的好人未必吃得開，做了好事的好人，往往還要付出

沉重的代價，所以有人說：「做好人難，做好人的成本太大。」也

有人說：「別人不做好人，為什麼要我做好人？」這樣就有了為什

麼要做好人好事的問題。

關於這樣的問題，佛教通常是用因果報應來解釋，善得善報，

惡得惡報；儒教也講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這

樣的說法，有的人相信，有的人不信。因果法則固然不錯，但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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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某些非常具體的問題時，

未必都能用這個法則解釋清楚。

而且，這樣的說法也容易被當作

實利考量的借口，就是說，因為

能得到好報所以才應當行善，反

過來講，假如得不到好報，那就

不用行善了，於是就把行善當作

利益交換的手段。

如果得善報不一定成為行善

的理由，那麼行善的理由又在哪

裡呢？我的看法是，第一，善是

人性的需要；第二，正因為有惡，

所以才需要善。關於第一點，孟

子早就說過：「民之歸仁也，猶

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就是

說人心都歸向仁愛，喜歡仁慈，

就好像水自然向低處流，野獸自

然喜歡在原野上奔跑一樣。向善

是人的本能，是人性的需要，所

以不管行善的結果如何，人都需

要善，至少是願意享受別人對自

己的善好，即便是聲稱不想做好

人的人，也不願意天天受惡人的

虐待吧？關於第二點，善與惡，

就如同光明與黑暗、溫暖和嚴寒、 星雲大師一筆字書法《行善最美》

「三好」感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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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美和腐臭，誰不喜歡光明和溫暖，而偏偏喜歡黑暗與嚴寒呢？誰

不喜歡吃鮮美的食物，而偏偏喜歡吃腐臭的東西呢？而且，正因為

有對比，善良才更顯得可貴，人們也才更需要善良。善良既然是人

性固有的需要，那就要有人來做好人好事，最好是人人為我，我為

人人，我們每個人都為他人做好事，同時也都享受別人給我們的善

好。好人好事越多，社會也越和諧。

那麼，怎樣才能做到「三好」呢？怎樣才能做好人好事呢？相

應於我們的現實環境，我認為以下三點特別重要。

首先，要有平等的意識，克服自我中心和等級觀念。我們只要

仔細觀察一下就可以發現，那些經常有傷害他人言行的人，往往是

對他不在乎的人隨意冒犯，而對於他有所求或有所畏懼的人，則特

別小心謹慎，恭敬有加。這種情況表明，一個人之所以對人不好，

主要是因為他沒有把對方當一回事，他在處理人我關係時，完全以

自我為中心，對自己有利的人，就善待之，恭敬之，對自己沒用的

人，就怠慢之，隨意處之。另外，這些人的心裡也缺乏平等意識，

他們根據對方的地位、權勢、財富等等判斷人的價值，自覺不自覺

地奉行弱肉強食或優勝劣汰的叢林法則，見到比自己強勢的人，就

俯首帖耳，阿諛獻媚，見到比自己弱勢的人，就會傲慢無禮，甚至

欺壓凌霸。由此可見，作惡的觀念基礎主要是自我中心和等級意識；

反過來說，行善的觀念基礎自然是平等意識，自他平等，眾生平等，

只有眼裡重視他人，尊重他人，把對方當作一回事，才有可能為對

方做好事，給人幫助，為人服務。

孔子說：「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就是說「仁」的情感，

是通過將心比心來實現的。為什麼要將心比心呢？因為自己是人，

別人也是人，自己對一件事物有怎樣的感受，別人也會有同樣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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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所以通過自己的感受就可以理解別人的感受，於是生起同情心

（仁）。因此，仁愛的前提就是平等地看待對方，只有在平等觀的

基礎上，才會重視他人，尊重他人。一個極端自私自利的人，怎麼

會關心他人？一個把人分作高低貴賤區別對待的人，怎麼可能同情

社會底層人民的疾苦？要想讓更多的人做到「三好」，就需要大力

培植人們的平等觀，消滅等級意識和特權思想。平等是佛教的根本

精神，也是現代文明的價值，它既是佛說的，也是人要的，同時也

是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最重要的理念。

其次，在好人難做的社會環境下，如何堅持做好人呢？做好人

好事並不容易，因為除了要克服私欲以外，有時候還要犧牲一定的

利益，這本身就不是什麼人都可以做到的。尤其是最近這些年來，

道德淪喪，是非顛倒，好人得不到保護，正義得不到伸張，做了好

事反而得到惡報，蒙受冤屈和陷害，這樣的事件屢有發生，影響極

壞，使人見義而不敢為，想做好人也不得不望而卻步。好人難做，

但是又不甘心隨波逐流，不願意與惡勢力同流合污，該如何是好

呢？孟子早就說過：「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滔滔者

天下皆是也，我們改變不了社會，那就獨善其身吧。怎樣獨善其身

呢？就是向善的人們聚集起來，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相鼓勵，

互相保護，一句話，抱團取暖。最近在網上看到錢理群先生也建議

好人聯合起來，自己解救自己，他說：

我建議，聯合起來快樂地、健康地、有意義地活着。按我們的

價值觀、我們的理想快樂、健康、有意義地活着，來創造一種新生

活。比如說，在這個物質享樂消費的社會裡邊，我們這一群人嘗試

着物質簡單、精神豐富的生活方式；當許多人奉行極端利己主義，

拒絕承擔任何社會責任和社會道義的時候，我們這一群人，嘗試着

「三好」感懷



《　　　　　》學報‧藝文│第三十六期

64

利己利他；當許多人奉行將他人視為敵人，堅持叢林法則，進行殘

酷的你死我活的鬥爭的時候，我們這一群人，不把别人當敵人，而

當成兄弟姐妹，大家一起合作；當這个會社充滿謊言的時候，我們

這一群人，努力的生活在真實裡……。别人我們管不了，但是我們

自己可以管自己，或者我們這一群朋友可以互相理解。……我們聯

合起來，自己玩兒。自己去過一種快樂、健康、有意義的生活。幸

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這是可以做得到的。

聚集起來的善良的人們，總比單個人更容易抗拒邪惡，就像一

只海上孤舟，迎著狂風惡浪航行，船上的人們只能互相扶持、互相

救助，堅持下去直到風平浪靜。

據我個人的了解，現在很多在家學佛的居士團體，實際上就有

抱團行善的性質。這些居士大多既有學佛向善的追求，又有一定的

經濟條件，他們不甘心只做自了漢，而是誠心誠意地希望為他人和

社會做一點貢獻，但是單槍匹馬很難作為，擔心自己孤立無助，周

圍的人冷眼旁觀，還要提防做了好事反而受到懲罰的風險。不過萬

幸的是，他們在學佛的團體中遇到了知音，得到了理解，互相鼓勵，

共同行動，這樣做好事時便有了安全感，還有被認同的愉快。這樣

的情況，我把它叫做「抱團行善」。這些好人的團體有如沙漠中的

綠洲，為人間保存一點僅有的清涼。而今，想要積德行善還要抱團

才行，這個社會究竟是進步了呢，還是墮落了呢？

第三，好人要善於保護自己。俗話說：「人善受人欺，馬善受

人騎。」好像自古以來好人就容易受欺負。現實中，善人與惡人相

鬥，往往惡人得勝，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惡人沒有底線，不受約束，不負責任，什麼良心的自律，道德

的禁忌，法律的限制，全都不管不顧，因此作起惡來可以放開手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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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不為，而善人卻有種種顧忌，結果自己困住了自己的手腳，於

是惡人得逞。既然明白了正不壓邪的原因，那麼面對邪惡就不能作

繭自縛，生當五濁惡世，要想做得善人，光有一腔熱情還不夠，還

要善於保護自己，盡量避免受害；其次要善於識別善惡，如米開朗

基羅說：「對 好人行善，會使他變得更好；對惡人行善，他就會變

得更惡。」人間的好意，不該便宜了惡棍，否則就是助紂為虐。善

良不等於愚蠢，我們要學會抵制惡勢力。

最後，既然選擇做好人，就要有付出犧牲的準備，無怨無悔，

只管堅持。所謂犧牲，不一定是付出生命的代價，更多的是指吃虧、

受苦、屈辱、辛勞之類。犧牲並不可怕，在我們的生活中，為了實

現某種目標，總是要有付出，付出就是犧牲。有付出才能有所得，

我們付出自己的善意，可能要吃虧、受苦，但是增加了人間的溫暖，

減少了一分邪惡，求仁得仁，不亦樂乎？無論世道多麼險惡，總要

有人堅守善道，不能失去信心，就像歌裡唱的那樣：「只要人人都

獻出一點愛，這世界就會變成美好的人間。」是啊，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這個世界上，好人越多，壞人就越沒有市場，讓我們大家

都來響應星雲大師的號召，人人爭做「三好」，共同營造壞人難做

的文明社會。

「三好」感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