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佛教演讲集下  
  

 
佛所解说的人生问题 
 
            在槟城锺灵中学佛学会讲 
 
    现在我要讲的题目，是「佛所解说的人生问题」。这个题目里面包括很多问题，很多道理，现在

只能随意讲多少而已。 
    人生的问题，简单地说，有形而下的问题，也有形而上的问题。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

者谓之器」。像人生於衣食住行的需要与否，那便是「形而下者谓之器」的问题；但是人生在世，如

果只为衣食住行而活著，那末问题就很简单，只要衣食住行有了著落，什 问题都解决了。然而有些

人，智慧深刻，头脑尖锐，把衣食住行的物质粮食看得很轻，而把意志思想上求知的精神粮食看得很

重，於是他对人生宇宙的来源，以及人生种种不可思议的演变过程，提出种种质疑，想穷其底蕴。这

些疑问，当然是属於「形而上者谓之道」的问题了。 
    二十五百零四年前诞生在印度迦 罗卫国的悉达多太子，他就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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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於求知思想的人。现实一切荣华富贵的物质生活，终不能满足他精神思 想上的求知欲，为了要寻求

人生真理，以解决人生宇宙的诸多问题，便毅 然舍弃荣华富贵，他出家、修道、证果後，就普度众

生，他自己彻底解决 了许多人生问题，同时也想要替後世千千万万的人来解决未解决的问题。  
 

 

一、人生生老病死问题的解决 
 
    人生为何有生老病死呢？人生既然有生，就免不了要老、要病、要死的。那 纵使「贵为天子，

富有四海」，而几十年光景，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有何价值与意义可言呢？同时世间法都是相

对，既然人生有苦一面的真理，应该也有乐一面的真理；那 乐一面的真理究竟是怎样的呢？这是佛

为太子时代游四门後所感触到的问题。後来出家经过多年勤苦修道，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得到觉

悟，发现到自己的生命，无始以来是生生不已的。生命好象大海中无穷无尽的流水，一阵巨风过来，

就起一个轩然大波浪，巨 
风过後，流水依然，我们人的生命亦是如此，一阵业风吹来，就幻起这个虚幻的身体，业风一息，此

身即灭，而生命根本之阿赖耶识，依然生灭迁流生生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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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佛了知人生所以有生老病死，这完全是每个人自己过去所造的业因 而来的。现在应受的苦报，

不是梵天所能生的，也不是上帝所可赐予的。 要解除这些苦报，也只有每个人自己努力去修习善因，

将来才能证得四谛 的真理。所谓苦谛、集谛、灭谛、道谛。苦谛是阐明人生现实的生老病死 苦。求不

得苦，爱别离苦，冤憎会苦，五蕴炽盛苦的事实。这种痛苦的事 实是怎样来的呢？佛就说了集谛。集

是因义，招集义，由过去因中招集许 多恶业，所以今生受此苦果。这苦集二种谛理，是说明世间一切

法的因果真相 。但如何可以解除这世间法的集因和苦果，而了却生老病死呢？这须要证 到灭谛。灭谛

http://www.mba.net.my/NewsEvents/FaHaiYunJi/zhumo/zhumo-b20/zhumo-b20-02.htm?rr=1470&db=zhumo�


就是世间法的涅盘；涅盘义为圆寂，即烦恼惑业寂灭不生， 智慧功德圆满不灭，是一个解脱生老病死

的超越自在的境界。而要达到这 种境界，必须要先修道谛。由於修道的功德，才能达到灭谛的涅盘。

所以 道谛是出世的因，而灭谛是出世的果。在这四谛法中，包括世法和出世法 的两重因果，同时也把

世法出世法的道理概括说出来了。  
    在四谛中最重要的一法，应该是道谛。若无道谛的修习，则生老病死 之苦固不能解脱，涅盘的果亦

无从证得。这道谛之理甚多，推广地说，佛 说八万四千法门，无非道谛；略言之，只有戒定慧三学，

处中言之，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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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住、四精勤、四神足、五根、王力、七觉支、八正道。八种正道，即正 见、正思惟、正语、正业、

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八正道是道谛 的命脉，都是以真智为主眼，离邪去非，名之为正。道

之一字，本是属於 形而上学，极为抽象，佛法所谓「离四句，绝百非」。纯粹是绝对的理则，是 去尽

主观妄情之所显现的客观真理，可以用「若尽凡情，别无圣解」的两 句话来体会它。人生有虚妄执

情，烦恼惑染，因此困惑於生老病死境中， 故寻求无生老病死之道，希求解脱。各从修证体验此道，

解脱生老病死， 则此道体离言，亦无可言说。从前佛在灵山说法，有梵志向佛献梧桐花， 佛叫他放

下！他就把左手所持之花放下。佛再叫他放下！他就把右手所持 之花也放下。佛又叫他放下！他愕然

问佛：「两手之花都已放下，还放下 个什 」？佛就说：「就把这个什 再放下」！梵志言下顿有所

悟，知道 是要他放下心中那无形无相的妄情之见。这是佛叫弟子们放下六根、六尘 、六识的十八界的

执情最著名的例子。平常的人，平日都在六识根尘的妄 情中，患了虚妄的错觉打转而不自知，样样认

以为是，一经点省，放下屠 刀，立地成佛，也就摸到什 是道的鼻孔了。  
    明末高僧紫柏大师，一日读高僧传，见传里载了一段故事：有一个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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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高强的老贼，仅生一子，存心欲传秘诀，但怕子庸才，不能担当，颇为 踌躇。一日儿子向他问道?
「父应教儿习艺，否则父有不测，儿将无以养 家」？经此一促，老贼乃决意作传法的考验。一夜老贼

引儿入巨富之家， 先穿墙、次登堂、後入室，拨开锁柜，教儿入柜取物。儿刚入柜，贼便把 柜倒锁而

出，从容回家。儿在柜中不得出，情急智生，作鼠咬衣声，主人惊 醒。燃灯启锁，开柜捉老鼠，贼儿

纵身跃出，来个措手不及，一溜而逃。 惊醒多人，同起穷追，将被追及，适遇一井，急下巨石，扑咚

一声，追者 认为贼已跳入井中，围井察看，贼子得从容回家，怒责其父，不应如此陷害。父 询逃出情

形，具道经历，乃点头赞许他：「你能临机应变，我已传法与你了。紫柏 看传至此，呵呵大笑。旁僧

问他笑个什 ？他说：「我笑中有痛，痛他父 子情忘，始得作贼」。如不忘情，那肯把独生亲子送入

险境：既从容得出 ，即是大智现前，自然而来，不落拟议。学道忘情，亦是如此，情执一去 ，正道自

生，即所谓「转识成智」了。至此田地，一切生老病死之法，皆 无从立足了，还有什 解脱不解脱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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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生阶级不平的问题的解决 

 

    同是具足五官的人类，为何有种族的隔离？为何由社会制度造成不平等的阶级呢？这因为印度古

代相传人类的祖先是梵天王祖公。由梵天王祖公口中生婆罗门族，两臂生刹帝利族，脐中生吠舍族，

脚下生首陀罗族。其中以口生的婆罗门为最尊的贵族，以脚生的首陀罗为最贱的贱民。一切待遇皆不

能与贵族相等，过看奴隶式的暗无天日的生活。佛为太子时期，就感到人民在不同阶级的社会制度之

下所过的生活极不平等，极不合理。为了要拯救这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贱民，所以他不安於王储享

乐的环境，要舍俗出家去寻求真理。结果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就发现到大地一切有生命的动物，他

的本性原来平等平等，大家都具足一个佛性，大家都有成佛的可能，理性确是如此。只不过在事实上

各人修养的程度各有浅深不同，所以人间就有贫富智愚，贤与不肖的差别。这完全是修养与否的问



题，不是在理性上有绝对不同的距离。那 ，这完全是自己份上的事情，并不是从什 梵天祖公所生

的而有所不同。同时感到梵天祖公既为生长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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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祖先，对於万民应以仁爱为本，平等赐与，平等待遇，众生才会快乐； 而今梵天祖公不此之图，反

而以不平等的姿态，生产四姓不同的种族，造 成社会极不平等的阶级压迫与斗争，则梵天纵有其神，

亦无何等价值可言 。况根据古代民族的神话，就造成社会一成不改的不平等阶级，不特操纵 愚民政

策者藉以申展权势的魔掌，亦是人类自己的愚昧和耻辱。所以佛陀 应运而生，就揭示佛性平等，人人

皆可为佛的真理，吹起惊心的号角，竖 起革命的大纛，推翻了梵天能生万民的邪见，扫除印度社会不

平等的四姓 制度，使每个人都在真理面前抬头，度其光明平等自由的快乐生活。 

    佛陀一生奔走呼号近五十年，无非是宣示平等真理，普度一切众生， 所以为他所摄度救护的

人物，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奴隶乞丐，无不兼收并 畜，便已做恶者令不做，已生善者令增长。在他的

教团里，一律过著六和 平等的和乐生活，更找不到贵贱悬殊的阶级迹象了。所谓「我佛法中，依 戒

先後，而别次序，不在贫富。四河入海，同一咸味，四姓出家，皆称释 子」。这种平等理论，不光是

口头唱的高调，而且还从事实上遂一表现出 来。举出个例来说：一如优婆离尊者，在佛的十大弟子中

持律第一，尊为 上座，受一切贵族人的膜拜崇敬；但他未出家时，是宫中的工役，曾替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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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难陀当过马夫。亦有处说他是在宫中当剃头匠的。当时佛成道後约有十 年，回到王宫说法，度了五

百贵族的释种出家。优婆离因为出身贱族，看 到王宫贵族的人出家学佛，自己却无资格学佛，心中不

胜忧悲！後来被佛 察知其情，就安慰他，叫他不必悲苦，佛是人人可以学的，只要自己能发 足愿

力，没有不可以学佛的。於是就度了他出家，使他得了无上的喜慰。 乃专持戒律，勤奋逾?早得见

道，而成圣果，使後他出家的贵族王子难 陀，过去是他的主子，以及其他的国王大臣，皇妃宫眷，都

要向他顶礼致 敬，十足显示僧团平等的作风。 

    二如挑粪佬尼提，他是舍卫国一个很贫穷的首陀罗贱民，每天在马路 上当清道夫。有一日刚

挑了马桶出城倒粪，远远见佛迎面而来，恐怕粪便 弄脏了佛，想要躲开，一时慌张过甚，马桶碰到路

旁的大树，乒乓一声， 粪污四溅，不但自己倒楣，连佛亦被污及，弄得尼提几乎由惭愧到伤心流 

泪。佛很怜愍他，安慰他道：「尼提，看你很苦，还是跟我出家修道好 吗」？尼提答道：「佛陀！跟

你出家的人多是贵族，像我这样贫贱的人， 那有出家的资格呢」？佛就告诉他：「尼提！你说错了，

佛法清妙犹如净 水，能洗除人间一切的垢污。出家不论贫富贵贱，只要心地清洁，信愿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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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皆可得度的」。於是尼提就很欢喜地跟佛出家，和佛同住，过看精诚 修道的生活。後来这事传开

了，许多贵族派的王臣百官，存著过去尊贵抑 贱的因袭思想，都埋怨佛不应度尼提这种贱人出家学

道，损害了佛教的尊 严，并且对尼提憎恨之极，异口同声说：「我们绝对不去崇拜他，就是供 佛斋

僧，也不许尼提参加」。同时又把这事奏告国王波斯匿，国王也认为 佛这种作法不太对，就马上带同

臣民坐车去见佛，预备有所诤谏；但当他 走近佛讲经之处，先见一比丘坐於大石旁边，威仪具足，不

觉心中爱敬。 但比丘见是王来，迅速避开，以神通从大石裂缝中入寺去了。王更敬仰， 後来见到

佛：问刚才坐在门外大石上的比丘是谁？佛说：他就是被大家所 鄙弃的贱人尼提，因他勤奋修道，现

在已证得阿罗汉果，有了神通。王听 至此，慢心顿除，深自惭愧。佛对他说：「凡人处世，尊卑贵

贱，贫富苦 乐，皆由宿作而致：若能仁慈谦恭，敬长爱少，则为贵人；若凶恶骄凭， 自大凌人，则

为贱人」。於是王及臣民即受佛化，向佛礼敬。又至尼提比 丘前礼敬忏悔，愿除傲慢的过咎。从此以

後，由於佛法平等真理的薰陶， 印度阶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就渐渐地被打破了。在这点上，後世读佛

经的 人，就说佛不但是古代印度的宗教家，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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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生互相残杀问题的解决 

 

    佛为太子时期，有一次山游旷野，看农民耕田，牛犁过处，有许多小动物身首分离，断肢残 ，

为状甚惨；同时又看到鸟兽争食，血肉狼籍。而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杀害，亦时有所闻。因此感到人生

何以会相争残杀？何以会有弱肉强食的惨情？如果人生没有这些悲惨的事情，大家的生活不是过得很

快乐吗？这些问题，一直到他成道之後才获得解答，那就是用慧眼观察众生界过去造下互相残杀的

因，所以现在要受互相残杀的果；如果现在仍不觉悟，再造互相残杀的业因，将来仍要受互相残杀的

恶果，冤冤相报。无有了时。於是佛动了悲天悯人的心肠，大声疾呼戒杀放生，创立了慈悲仁爱的教

义，认为唯有从慈悲感召中才能化干戈为玉帛，转戾气为祥和，否则若从意气斗争中去觅和平，那是

以牙还牙，强中还有强中手。因果循环，此扑彼起，彼灭此生，永远也得不到安宁。 

    慈悲的定义，是慈能与乐，悲能拔苦。和儒家所讲的仁义相近，而意义较为切实，具体和圆满。

因佛教的慈悲，在实施的程度浅深上，分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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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一、生缘慈，即是缘众生有苦而欲拔除所起的慈悲。这种慈悲是初步的 好心，虽有慈悲，我见未

忘，即所谓「爱见大悲」，其中夹有我爱我见的 成分。例如普通一般人见人有苦，也有动了慈悲的好

心，但他这种慈悲往 往以我为主，有所偏爱的，或爱我的亲属，或爱我的种族，或爱我的国家 ，或

爱我的宗教，和我有密切关系的就爱心亲点，和我无密切关系的就爱 心疏点。即是心存厚薄，爱见未

泯，虽有慈悲，而不能普遍平等。二、法缘 慈，即是法空缘慈。菩萨佛徒悟达诸法缘起性空，无有实

我，亦无实法， 而行诸慈悲，心无所著；无所著即无贪爱，无贪爱即无烦恼，无烦恼即不 造业，不

造业即无生死轮回，永超世间，离苦得乐。然而回顾一切众生， 多数迷昧这法空之理，执我执法，分

别是非，广造诸罪，沉沦生死，不知 出处。所以菩萨动此法空慈悲之心，宣扬妙理，务使一切众生，

都明此法 空之义，不著有相，解黏去缚，得大自在。三、无缘悲，缘即是所缘的对象 。前面生缘

慈，是缘众生有苦而起慈悲救度之心；法缘慈，是缘众生不知 法空，妄想执著，枉受生死痛苦，怜而

愍之，而起慈悲救拔之心；现在的 无缘慈，是不分别所缘的对象为何，凡是众生，咸皆救度，盖已体

验众生 与我同体，万物和我为一，一切众生有痛苦即等於我之痛苦，一切众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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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即等於我得快乐，故此慈悲之心，不起分别，任运现前，普遍平等，一 律受惠，即所谓「无缘大

慈，同体大悲」。行慈程度到此田地，已臻极则 ，唯佛如来，有此胸怀，十地等觉，皆不能望其项

背。 

    这种同体大悲，无缘大悲，不独佛能体验到，实施到，就是世间一般 圣贤，亦能感觉到，观

察到。如孔子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庄子的 「天地与我同春，万物与我合一」；范仲淹的「先

天下之忧而忧，後天下 之乐而乐」；都有仁爱众生的心德。不过他们好像只知其然，而未知其所 以

然；只从理论上说到人类应该互相爱护，但未曾找出为什 要互相爱护 的原因来做理论的根据。佛就

不然，他揭穿我们的生命不是今生才有，是 多生已来生生不已，生了又死，死了又生，不知经过多少

次的生死死生。 所以他在梵纲经说：「一切男人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世世莫 不从之受

生，若欲杀众生，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这就是佛陀正觉 ，揭出众生不宜相杀，宜相爱护的原

理。因照此理观察，大家多生以来， 可能都互相做过父母兄弟姐妹妻子眷属，只因转换了一个娘胎，

就迷了互 不相识了；如果因互不相识，即互相杀戳，那 杀害了眼前的对方，即等 於杀害了自已过

去约父母兄弟、姐妹妻子。而这些亲属是和我同体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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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等於杀害了自己故旧的身体。有了这种同体理论做根据，则行起慈悲来 ，才觉得真切有意义，不落

浮泛空洞，同时感到非如此做不能救济我的亲 属，就容易把「当仁不让，见义勇为」的精神付之於实

践。人人如此实践 ，则世界的争杀问题，也不愁不能解抉了。 

    佛学原是人生所需要的学问，平日因乏宣传，所以尚欠普遍和深入， 因此今日尚有许多人不

明佛理的慈悲和平，往往要从政治、经济、或其他 的文化、教育中去寻求和平的路径。他们这样做，

亦未尝不可，只惜各有 各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不同，各以自己的为优良，以他人的不 如

我，争无有已，宁得和平？如果能从佛法慈悲平等缘起无我的教义中不 见恶人，排除异己，化敌为

友，那 真正的和平便不难实现，和平的口号 ，也不会永远是高喝入云的名词或动听的高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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