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生倫理學
—邁向幸福人生的三步驟（二）

二○○八年三月三十日講於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善生經》的故事是：有

一天早上，佛陀起床後，準備

去托缽乞食。我們先要瞭解，

在釋迦牟尼佛時代的印度，是

個富饒的時代，那個時候出家

人的修行生活，都採托缽乞食

的方式。《善生經》的故事也

是一樣，一大早五點多或六點

多，佛陀準備出去乞食，他盥

洗好、整理好服裝儀容之後，

就準備到市中心去了。從他住

的地方到市中心有一條恆河，

當佛陀走到河邊時，一位名叫

「善生」的年輕男子正好沐浴

完畢，他穿著白色的衣服走到

岸上（當時印度的在家居士都

穿白衣服），對著東西南北上

下六個方位禮拜。

古時候的印度人有個習

慣，那就是他們認為恆河是一

條神聖的河流，人們如果能在清

晨到恆河沐浴，便可將自己一

切不好的行為、惡業等去除，

讓身心潔淨，重新歸零，重新

出發。這是印度教的觀點，然

而佛陀卻有不同的看法。

當佛陀看到這位年輕人對

著六方禮拜時，便上前詢問：

「這位先生，你為何會對東西南

北上下這六個方位禮拜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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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人（善生）回答佛陀說：「我

的父親在臨命終前，特別交代，

在他去逝後，我必須每天清晨

先到恆河洗澡，潔淨身心之後，

再對著東西南北上下六個方位

禮拜，禮拜的時候還要默默的念

誦、讚歎東方的神明保佑我發

財，西方的神明保佑我……。」

善生這種禮拜的行為，是屬於有

神論宗教的禮拜，目的是要獲得

今生的幸福。

佛陀於是問善生：「你確

定令尊說的禮拜六方，真的是這

樣子拜的嗎？」善生說：「難

道還有其他的意思嗎？」佛陀

對善生說：「你可能錯解令尊

的意思了。六方禮拜基本上不

是在拜方位，東、西方只是一

個象徵，東方代表的是倫理，

好比父母是屬於東方。西方則

代表生活，好比妻女，若對女

性而言，先生則是屬於西方。

所以，令尊所說的六方禮拜，

應該是指六種倫理關係。」

談到這裡，我們先來瞭解

一下，經典中所談的內容有時

候是用具體的事物來表達，有

時卻用象徵性的方式來表達。

佛陀對善生的引導，是從他父

親的遺教―對六方禮拜的定

義，跳到另一個象徵性的意

義，也就是說，佛陀將六方解

釋為六種倫理象徵。譬如：東

方象徵父母，與其禮拜東方，

不如禮拜父母，學習怎麼與父

母應對進退、相處，怎麼孝順

他們。至於父母怎麼教導孩

子，當然也在這個倫理裡面。

西方則象徵我們的眷屬，特別

是指另一半，以男性來講，是

指你的妻子，以女性而言，則

是指妳的先生；如果是現代的

未婚男女的話，西方則是代表

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你要學

習怎麼跟他們相處。

南方象徵我們的親友，

北方象徵我們的師長，以及教

導過我們的人。上方則象徵宗

教師，是引導我們接受信仰的

人；下方是指我們的屬下、職

員，或是聘僱的工人，在古代

來講，則是屬於奴僕這類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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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佛陀告訴善生童子，用頭

對著六個方位頂禮其實是很粗

淺的，禮拜應該要有對象，就

是以東西南北上下六個表徵的

對象―父母、妻女、親屬、

師長、宗教師，還有我們的部

屬以及為我們做事的人為禮拜

對象。《善生經》可說是一部

探討倫理的經典，佛陀教導我

們怎麼過良好的生活，擁有良

好和諧的關係，這部經就是在

探討、開導這方面的問題。

我們如何跟六種不同生活

層面的人相處，除了有一定的

原則、方式，還有互相應盡的義

務，這部經很清楚地解釋各種倫

理的關係。修行有很多面相，不

同的人會因為不同的身分而有不

同的方法。修行也有其次第，一

開始先經由信學讓人對宇宙世間

有所認識，知道佛法的可貴；再

來便進入善學的部分，善學能夠

幫助我們獲得比較良好的生活型

態。最後要談的就是戒學，它能

夠讓我們的生命逐漸往解脫的方

向提升。

若以《善生經》來看，

信、善、戒學是屬於比較基礎的

部分，但是並不代表它不重要，

如果基礎沒有打穩，我們對於佛

法會缺乏整體性的體認。因此在

《善生經》中，佛陀說，六方倫

理如果都能圓滿實踐的話，要有

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應當避

免會導致人生諸多的痛苦跟災

厄，同時也會帶給別人痛苦和災

厄的四種不良行為，如此，生活

才有依止。

以下就四點分別說明：

第一，避免殺害生命。假

如一個人有殺生的行為，他的內

心會有罪惡、愧疚的感覺。佛陀

所謂的殺生，主要是指殺人及殺

高等動物之類。今天你捏死一隻

螞蟻，可能會覺得牠微不足道，

沒有什麼；但如果將目標放大一

點，你今天掐死一隻小貓，心裡

或許就會覺得很難過，心想自己

怎麼會把這隻貓給殺了？如果

換成是殺人的話，罪惡感將會更

大，所以，佛陀說喜歡殺生的人

會造作惡業。

善生倫理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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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業是一回事，更重要

的是會良心不安，況且殺生一

旦養成習慣，周圍的人也會覺

得這個人過於殘暴而不想和他

共處。因此佛陀為善生開示，

想要獲得良好幸福的生活，首

先要遠離殺害生命。往更積極

的層面來看，如果能力所及的

話，我們更要儘可能地護生，

如此才能植福、培福，擴大自

己慈悲的胸懷。

第二，避免偷盜。想一

想我們每個月所賺的薪水不過

一點點，如果辛苦所得的成果

被人偷走的話，心裡一定會很

難過，所以我們要將心比心，

不應該偷竊別人的財物。不殺

生、不偷盜，就不會違背國家

法律，不會被警察追著跑，這

是最基本的倫理行為。

第三，避免不正當、不合

法的性行為。現在的醫學科技雖

然很發達，但愛滋病對人類仍是

一大威脅，到目前為止，還沒有

非常有效的藥物可以醫治。我們

能夠避免不正當的性行為，不涉

及聲色場所，相對地，就能保護

自己的健康，另一方面也可以保

護另一半的健康。

第四，不說謊話。謊話一

旦說出，你下次就必須要講更

多的話來圓謊，謊言就像滾雪

球一樣，越滾越大。

佛陀對善生說，如果要

過著美好幸福的生活，這四種

不良行為一定要避免。當然，

現代人聽聞佛陀的教導，有人

甚至誤以為佛陀都會以種種規

矩，或是戒律規範來限制人們

不可做這個，不可以做那個，

似乎很嚴苛，事實上正如我剛

剛所提到的，解釋佛教的經典

有二個點要顧及到：第一點，

佛陀說法，是針對他過去那個

時代、那個人、那個條件、那

個時空背景來講；另

外一個要點，

過 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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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教導要如何順應現代潮流

作適當的解釋。例如：避免殺

生，從肯定及積極的面相來

說，其實是要護生。佛陀教導

我們要愛護生命，不只避免殺

生，同時還要護生。就佛教觀

念而言，每個人的存在都不是

獨立的個體。

如用過去中國人的觀點來

說，一日之所需，百功斯為備，

我們一天生活所需之物，至少

要百人的合作，才會出現，佛教

提到緣起的道理即在此。又好比

我們要喝一口水，光是我手上一

個盛水的陶杯，就需由陶模工匠

來製作，再往前推，陶土要有人

挖，有人燒，有人設計，還要有

人運送、販賣，所以一個東西到

我手中，雖只是個小小的杯子，

卻必須經過很多人的努力、合

作，才有辦法呈現。

每個人都是生命共同體，

不可劃分。如果今天因為過度

擴大自己的貪婪，而把其他

動物的生存區域、生存權利予

以破壞或剝奪，相對地，人類

將很難找到立足之地。例如為

了種植一些經濟作物而不斷的

開發森林，結果導致：第一，

動物的數量越來越少；第二，

能製造氧氣的綠色植物越來越

少，因而造成地球臭氧層擴大

的問題。從這點來看，佛陀對

善生所說的不可以殺生、避免

殺生，更積極的解釋，應該是

保護生命，保護所有跟人類共

同存在的動物或植物。

再來談談偷盜。如果每個

人都能守法，能夠自我要求，管

好自己的行為，那我們就可以讓

社會秩序得以自動地維護。

我最近看新聞：新竹市有

位汽車駕駛人，他在車子上面裝

設一台V8攝影機，要幹嘛呢，

就是要看路上有沒有人隨意倒

垃圾、丟紙屑，他把這些違規

畫面拍下來之後，再錄製成光

碟片向環保局檢舉。這位駕駛

人很有意思，一方面做環保，

一方面還能增加自己的收入。

如果每個人都能自律，先管好

自己的行為，照顧好自己的行

善生倫理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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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社會要支出的資源與成本

便會減少很多，所以自律是很

重要的事情。有些人會說，這

樣講對嗎？我們一定要先照顧

好自己的行為嗎？難道不能先

照顧好別人的行為嗎？不是不

行，就佛家早期的解釋，你要

照顧別人之前，如果沒有先照

顧好自己的行為，將很難達到

圓滿的結果。

舉個例子來講，有時明明

自己不開心，卻想要幫助別人

開心、微笑，我覺得這應該是

很困難的。自己一定要先笑得

出來，才有那種感受與能力去

影響他人。

佛教經典中提到一個故事：

有對師徒在江湖賣藝，他們的專

長就是特技表演，其中一個人用

頭頂住一根長約三至四公尺左右

的竹竿，另一個人爬到竹竿上，

用單腳站立，保持平衡。這樣的

特技表演不太容易，師徒二人必

須互相保持平衡才不會發生危

險。這對師徒在表演的時候，在

下面的師父就說：「徒弟啊，我

會在下面好好照顧你的，不要擔

心，你不會跌下來的。」徒弟反

而跟師父說：「師父，對不起，

我們還是各自照顧自己比較好，

如果你要照顧我，不僅會分心，

還會失去平衡。我們先把應盡的

本分做好，彼此才能獲得比較好

的平穩度，不會互相傷害。」

這個故事提醒我們要學習

慈悲，到底什麼是慈悲呢？它必

須是有平等的原則的。在此順

便提到，有一次我在打成績的時

候，有位學生跑來跟我說：「老

師，我上學期修您的課，您給我

的成績是五十分，沒有過關，可

是我有修您『佛學概論』的課，

您常常在談慈悲，但您卻把我

當掉，會不會太不慈悲了？」諸

位，你們要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什麼叫慈悲呢？

慈悲不是一種濫情，舉個

例子，以前在大學教書，校園中

還有其他校舍在施工，所以常有

砂石車出入。那時候的砂石車沒

有管制，因此路面上常會遺留一

些碎石頭、沙粒，使得那個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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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出車禍，往往一、二個月

下來，發生好幾十起的車禍，輕

則鼻青臉腫，重則小命不保。後

來校方為了學生的安全，跟警察

局反應，請他們祭出罰令來管管

學生，因為學生騎機車都不喜歡

戴安全帽。有一次，有個同學遲

到，氣沖沖地跑來找我，他說他

遲到的原因，只是因為沒戴安全

帽，就被警察開了一張罰單。那

時候的罰單一張要五百元，這大

概是當時學生一星期或是十來天

的生活費，他覺得這樣的損失太

大，心裡很不高興。我安慰他說

被警察開單也不算壞事，反而是

個很好的提醒。過了兩星期，我

來上課的時候，這位學生主動跟

我分享，他現在很感謝當初開他

罰單的那位警察。他說：「我今

天有戴安全帽，因為上次被罰，

所以學乖了。由於今天騎車的速

度有點快，不小心在路上跌倒，

幸好有戴安全帽，頭沒有破，否

則就翹辮子了……。」

他接著說：「想一想，

其實做好自己的本分，做好自

己分內工作，該怎樣就怎樣，

才是真正的慈悲。」各位聽了

認為如何？換句話說，當個警

察，他的慈悲就是做好警察應

盡的義務，不要放過違反法規

的人，相對地，由於他的秉公

執行，每一個人都會走到他各

自的正道上。當學生也是一

樣，好好的上學，好好的做功

課，好好的做研究。如果每個

人都能按照他該行的正道來行

的話，社會將會越來越美好。

回過頭來談《善生經》，

佛陀教導善生的原則也是一

樣，要讓家人、自己更幸福，

必須先由自身開始做起，要安

分守己，不要逾越法令。因

此，避開殺生，避開偷盜，避

開夫妻關係以外的性行為，避

開謊話，我們的生活品質一定

會有所保障，只要遠離這四種

不應該做的事情，我們的生命

也一定會有保障，不用擔心警

察及法院每天開罰單或傳票。

再來，佛陀跟善生提到，

除了避開會導致我們及他人身

善生倫理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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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安的四種不良行為之外，

想過美好的生活，還必須要建

立良好的經濟。想要累積一定

的財富，就要避免幾種耗費財

富的行為。佛陀開導善生，在

家眾有在家生活的需求，跟出

家不太一樣。出家生活是以解

脫為志業，所以出家眾要少

欲、知足，避免金錢往來，以

便專心辦道。而對於在家眾，

佛陀開示，如果我們希望當一

個快樂的人，想要終其一生過

好的生活，除了應該避免上述

四種行為之外，還有一個部分

也很重要，那就是要避開七種

敗壞家產的行為。

首先，一定要避開酗酒的

行為。喝幾杯小酒好像沒什麼大

不了，不過一旦積少成多，變

成酗酒的惡習，問題就大了。

酒伴一來，如果開一瓶X O，

少則五、六千，動則一、二萬

元，誰有這麼大的經濟能力可

以經常應付這些開銷？喝酒所

費甚高，對於經濟上沒有任何

幫助。而且，喝酒之後很難保

證酒性、酒品好不好，我就有

遇到過這樣的朋友，不喝酒時

文質彬彬，一旦黃湯下肚，開

始胡言亂語，還做出一些很奇

怪的行為，事後連他自己都沒

辦法理解。

喜歡喝酒的人，如果又

跟品行不好的朋友在一起，酒

一喝多，壞事也就慢慢的都出

現，這種情況下，想要擁有正

當的經濟生活的確不太可能。

因此佛陀認為，要過良好的經

濟生活，首先應當避免耽溺於

飲酒。當然，用現代語言來詮

釋，「酒類」也應該包含：安

非他命、海洛英、天使塵等有

害的毒品，我們必須遠離。

記得我以前在陸軍當排長

的時候，有一個班兵平時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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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但有一次，他突然失蹤

二個星期，後來軍中發布抓逃

兵的命令之後，他回來了，原

來他毒癮發作，忍不住跑到營

區外面買毒品。這個班兵因為

染上毒癮，無法克制，而後又

犯偷竊等罪行，到最後甚至要

被送去醫院接受治療，令人不

勝唏噓。因此，如果想要擁有

理想的積蓄和經濟生活，就應

避免接觸酒類及毒品。

善生倫理學（二）

佛陀接著提到，我們應避

免賭博。所謂十賭九輸，會贏

的永遠都是莊家。賭博其實無

法帶給我們正當的經濟收入，

甚至還會因為貪小而失大，很

多藝人、明星，上節目和作秀

的收入相當可觀，卻因為一夜

豪賭，把錢輸光了，有的還被

黑道恐嚇還債，所以我們千萬

要避開賭博。 （待續）

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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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星期日）下午2時30分

主講人：許永河 博士
美國紐約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經濟學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暨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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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活著，莫不希望活得平安、幸福、快樂、富足，然而並不是每個

人都能時時刻刻如願。不平安、不幸福、不快樂、不富足的時候，

我們應如何尋求答案？生命中的貴人在哪裡？當貴人出現時，會不

會又被我們當成冤家給趕走了？許教授將在此次講座中，與您分享

如何運用佛法的觀念與方法，幫助自己調柔身心，去除不好的習

氣，找到生命中的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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