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生倫理學
—邁向幸福人生的三步驟（一）

二○○八年三月三十日講於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各位來賓、各位朋友，

歡迎你們來參與這場演講，今

天的主題是善生倫理學—邁

向幸福人生的三步驟。我之所

以會說這個題目是有原因的。

佛教是個古老的宗教，它的出

現距離現在二千五百多年前，

若以世界宗教研究角度或是規

模來看，現在的世界宗教至少

有五至七種以上是比較大的，

佛教就是其中之一，再來還有

基督教、印度教、猶太教、回

教、中國道教及儒教等等。每

一個宗教都有其各自獨特的人

生智慧，今天，我們主要是要

以佛教的觀點來探討：佛陀如

何教導我們過幸福的生活，有

哪方面的建議。

剛 才 提 到 ， 佛 教 是

二千五百年前，發展在印度恆

河流域中游的一個宗教，因此

我們要探討佛陀對於世人指引

的幸福道路之前，必須先瞭解

這個宗教在古代地理及歷史的

時空下，是怎麼發展出來的。

我這樣說，有一個很重要的原

因，那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

的經典，都是很古老的，請各

位想像一下，從佛陀在恆河流

域各國說法至今，距離現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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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二千五百多年了，當時的地

點、氣候、文化及社會習俗都

與現今的台灣大不相同，如果

我們要瞭解佛陀對那個時代的

人怎麼教導的話，就要稍微思

考一下，由於當時環境與現在

我們所處的環境不同，你不能

因為佛陀以前這麼講，就把他

所說的一切套用到現代，這是

否會出現某些問題，我們需要

好好地思考，倘若如同刻舟求

劍般食古不化，便沒有辦法真

正找到問題所在。要好好解釋

佛陀的教導，我個人認為有二

點非常重要。首先要瞭解，我

們現在所讀的經典，它原來的

意義是什麼？是怎麼說的？跟

誰講的？其次，我們要瞭解，

過去佛陀所講的與現在這個時

代，可以怎樣稍做調整，以適

應我們現代的生活？這是很重

要的問題。

我在讀政大的時候，參加

學校的東方文化佛學社社團，

有幾個很要好的朋友，其中有

個朋友畢業之後，跑到印度

禪修了五年才回來，他修得很

好。有一次和他聊天，他說他

在印度是住在山洞裡，跟古代

的佛教徒一樣，在山洞修行。

山洞裡沒水沒電，正好適合苦

修，想要喝一口水大概需走二

公里路，提一桶水回來慢慢

煮，滿符合古代苦修的精神。

可是回到台灣之後（他住在新

店），他很想讓他原來的住所

沒水沒電，這樣子好嗎？我們

要瞭解古代之所以沒水沒電，

是因為當時的科技、地理等因

素所導致，如果你刻意要求現

代社會跟古代一樣，那問題就

很多了。舉例來說，古代佛陀

常跟弟子說出家修行要托缽乞

食，不可以持執金銀，但

這個情況要在現在社

會實施，會有一

點困難，好比

說，信用卡

算不算是金

錢？郵票、

支票算不算

是金錢？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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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都是問題。

所以，怎麼理解佛陀對

於世人的指導，我剛才提供

了二點建議：第一，在探討經

文的時候，要從它的原意客觀

的理解佛陀是怎麼對那個時

代的人講解。第二，對於經文

的意思，要將心比心，將身比

身，放在我們這個時代當下的

脈絡，這樣我們對佛陀教導的

理解、解釋才有個中道。中道

很重要，它的意思是不在二個

極端當中，每個人的中道不一

樣，應該要自己尋找。

印度的佛教，從古代的

社會經過二千五百年的發展，

如果以地理來區分，可以分成

三個大區塊，有一個區塊往北

傳，傳到中國，我們稱之為「北

傳佛教」，信仰北傳佛教的國

家有：中國、日本、韓國等。此

外，有個系統是跟密教結合，

傳到西藏、蒙古、青海一帶，

我們稱之為「藏傳佛教」；還

有一個系統，跟我們今天要

講的這部經很接近，這個系統

是往南傳，傳到斯里蘭卡、泰

國、緬甸、高棉一帶，稱為「南

傳佛教」。由於南傳佛教跟中

國的接觸，大概是到上個世紀

才比較密切，所以國人對它的

認識，還是有些不太瞭解。

今天我們所談的題目—

《善生經》，基本上是各個南

傳佛教國家當中，很常運用的

一部經典。你如果到泰國或是

緬甸，會發現很多在家居士對

這部經典非常的熟悉，原因在

善生倫理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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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整個東南亞的佛教，根據

我個人的觀察，比較接近全面

性宗教。什麼叫做全面性宗

教呢？若以基督教觀點來看，

一個宗教如果能把一個人，從

出生到死亡一路照顧得無微

不至，就可以被稱為是全面

性宗教。好比基督教、天主教

家庭，小孩一出生，便有牧師

為他受洗，結婚時為他作公

證，死亡臨終之前，則有彌撒

儀式，這便是一個全面性的照

顧。在中國，由於儒家及道家

的勢力較大，因此佛教要成為

一個全面性的宗教比較困難。

可是在東南亞，因為受印度文

化的影響很深，所以你會發現

那邊的法師，對於一般信徒生

活上的指導非常的密切。

就在家居士而言，與我們

生活最密切的就是《善生經》

這部經典。為什麼這部經這麼

重要呢？理由很簡單。我們都

知道佛教有所謂的「四眾」，

即：比丘、比丘尼、優婆塞、

優婆夷，其中優婆塞、優婆夷

就是指在家居士的男性和女

性，而男性和女性的在家居

士，幾乎佔了佛教教團一半以

上的比例。若以三角形金字塔

理論來看，出家眾大概只有上

面的一點點，可是在家眾卻是

金字塔下方一個很大的層級。

是故在此，我們必須思

考一個問題：佛陀難道只對出

家的法師及出家教法做講解

嗎？顯然不太可能，應該有某

些部分是對在家眾做講解的。

我個人接觸佛教好幾十年，自

己也是個佛教徒，念大學時，

常去參加禪修、拜懺或各種法

會，也很喜歡聽法師說法。不

過，我發現到有個很有意思的

現象，那就是法師都很

慈 悲，跟 我 們 說 一

些精深解脫的法

要，好比說談空

性—觀自在

菩 薩，行 深

般若波羅蜜

多時，照見

五蘊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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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受想行識，眼耳鼻舌身意

六根都空，在寺院裡面打坐禪

修，腿一盤，五蘊都是空的，

六根沒有我，可是回到家裡，

爸爸一罵，你就糟糕了，五蘊

都不空了。

佛陀是個很有智慧的人，

他在教導弟子的時候，會視弟

子的身分、性別、根性，以及

其對生活實際的需求，而做一

種區分性的教導，是故對於

在家居士，佛陀講了這部《善

生經》，如果是對於出家人的

話，可能會教導比較深的定學

或是慧學的部分。透過戒定慧

三學的學習，可以達到解脫，

這個範圍基本上是屬於出

家修行的部分。可是佛

陀也提到善學，善學

之前還有信學，這

個部分雖然是對出

家眾講的，但其

基礎的部分則是

對所有人講的，

在家居士便包

含在這個部分

裡。此外，我們要瞭解，整個

佛教的修行過程，是佛陀對人

世間的一個建議，怎麼獲得美

好的人生，以及幸福快樂的生

活，如果一開始就從這個地方

談的話，不是不行，只是挑戰

性比較大。

印度佛教有一則寓言：有

一個很有錢的商人，請工匠幫他

蓋一棟三層的樓房，房子完工之

後，商人的朋友看到這棟房子

很漂亮，視野很遼闊，也想擁有

一間，於是跟工匠說：「你也來

幫我蓋樓房，可是我不要一樓

和二樓，只要三樓就好了。」試

問這樣能蓋得起來嗎？當然沒

有辦法。同理，佛教在探討

修行解脫的過程中，戒

學是基礎，然而你在擁

有一般戒學的基礎之

前，還必須要從更基

本的信學和善學開

始學習。戒律基本

上是一種生活的

藝術，也是生活

的技術。

善生倫理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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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律有點像我們登山時

用的導繩，當你要攀爬時，可

藉著繩子的力量往上提升，所

以，戒律不是用來限制我們，

而是用來幫助我們的。就佛教

來說，不是一種無理的束縛，

而是一種生活的藝術，幫助

我們知道什麼時候、什麼地

點、什麼情況，應該怎麼應對

進退，幫助別人減少煩惱，也

幫助自己心開喜悅。因此戒律

很重要，只不過，如果我們用

二千五百年前的解釋來瞭解

它，並且直接應用在現代生活

上的話，可能會比較麻煩。

如前所述，佛教在談戒學

之前，其實還有其他步驟—

信學跟善學。佛陀認為，不管

你想成為哪一個宗教的信徒，

在這之前，必須先成為一個

很好的人，關於這點，佛陀在

《善生經》裡提供許多很好的

看法。 （待續）

心靈健康講座
【完全免費‧自由入座】
◎凡參加本講座貴賓可獲贈珍貴書籍

97年10月26日（星期日）下午2時30分

主講人：洪文亮 醫師
洪醫師早年畢業於台大醫學系，為著名外科醫師，曾任高雄地
院檢察署法醫，鑽研顯密佛法數十年，禪修造詣尤深，經常應

邀赴國內外各地弘法演講，為大眾點津解惑，普獲佳評。

地　點：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國際會議廳
　　　　（中華東路三段332號）

主辦單位：台南市立文化中心．財團法人慧炬南社
聯絡電話：06-2881677 

時常聽見有人叨嚷：「我上輩子造了什麼惡業，今生一直窮困潦

倒？」；相反地，常聽到有人祈求：「希望後世能再生為人，圓滿富

貴！」。人真的有前世及來生嗎？若有，是來自於靈魂的投胎轉世

嗎？若無，果真是一死百了嗎？放眼各界對靈魂說和輪迴的探討非常

熱烈，但卻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洪文亮醫師超越理論的答案，或許

能停止你我對輪迴的遐想和靈魂說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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