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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 三十七道品 (下) 

  
三十七道品的最后道品是八正道。八正道首为正见，正见即是行正道的眼目，有了正见，就不会妄修瞎

行、徒劳无功。 

 

八正道有世间和出世间两方面：依世间的八正道去实践，将可获得生命的解脱。八正道是： 

  

一、 正 见：即正确的知见。由闻四谛理，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是若、空、无常，无一法能独立

存在，也无一法是永恒不变的，因此而明了人生短促，要保持纯洁善良，不 随流恶染，把偏

执的思相，改正过来，步入正见。而正见是要多闻佛法，根据佛法的真理，分别邪正善恶等法

理。凡是佛教徒，都要靠自己努力去修慧断邪，培养正 确的知见，这是进德修善的根本。 

二、 正 思惟：又称正欲。正思惟是化正见为自己的理想。为什么又名正欲？因欲有善不善，不善

欲是私心，有贪嗔痴慢疑不正见等烦恼；善欲是大公无私(离六根本烦恼) 的欲，即是正欲。换

句话说，正欲是正常欲望的理想，凡人应该有此正欲理想，依着目标去做。唯事先须正确思

考，立定意向，才能实践理想，做到成功。凡能实践 正思惟的，就不致造出身口意三恶业，

免陷于烦恼苦缚。 

三、 正语：即言语要端正。言语是心声，由内心而表现于外。内心不正，则妄语、两舌、恶口、绮

语随之而生，弄出祸患。要实践正语，便须戒止口四恶业，说话真诚，纯洁有礼，言辞合于事

理。 

四、 正业：是指正当的行为。在家佛徒若犯杀盗淫的行为。如偷窃强夺他人财物，贩毒赌博，妓馆

邪淫，骗取财物，都是不正业。 

五、 正命：即正当的职业。在家佛徒要以合法的职业来维持此生命，教育文化机关的职工、商店的

职务、医院的护士、或设办不犯杀戒的事业，均为自利利他的职业。出家僧尼是以修持佛法，

宏法利生为职业。 

六、 正精进：即是离恶向善，勇猛精进的努力，叫做正精进。不论修那一正道，都是要精进。如果

不精进，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反退，故必须具有勇往直前的大精进毅力，制止一切恶行，进修

一切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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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正念：即不生邪念，忆念正道。遗教经说：「若念力坚强，虽入五欲贼中，不为所害，譬如著

铠入陈，则无所畏。」就是说正念要坚固，才能抵抗外境物欲的诱惑，即使在五欲混浊的环境

中，也不为它所染污。 

八、 正定：即一心专注，不向外驰散，故佛教以摄心为戒，由戒生定，从定发慧，以达到证悟的果

位。 
 

佛陀开示的八正道，已包含戒定慧三学，如正语、正业、正命，就是戒学；正念、正定，就是定学；定

见、正思惟，就是慧学；而以正精进为策励力，使戒定慧三学 得完成。八正道为圣者解脱的正轨，要求

解脱，必须循着此八正道实践力行。至于在家佛徒，如能实践八正道，也可以净化自己，进而净化社

会，使大众行正道，建 立善的、安乐的、幸福的人生社会。  
习题： 

(一) 写出八正道的名称。 
(二) 宇宙人生的真相是怎样的？ 
(三) 如何才能步入正见？ 
(四) 何以正思惟又称为正欲？ 
(五) 如何要实践正语？ 
(六) 正业与正命有何不同？ 
(七) 正念为什么要坚固？ 
(八) 何谓正定？如何达到证悟的果位？ 
(九) 列一表说明八正道与三慧的关系。 

  

 
(二十七) 业力的因果律 

 

「业」这个字，巴利文叫迦马 (KAMMA)，就是行为或造作的意思。凡是有意向的任何行为，出自身口

意的，都可以叫做业。而一切善或恶的行为，都可以构成业。换句话说，业可以解作道 德或不道德的意

志力，或结果。迦马另一意义也可解释为因果。 

 

由意志力造作的善恶诸业，这些业的种子，都藏在阿赖耶识中。种子遇缘会现行的，到现行时果报分

明，一定善因是善果，恶因是恶果，即所谓业力不灭的因果律。杂阿含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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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所播下的种子，   
 你便由此收到同样的果子；   
 作善的人收到善的，   
 作恶的人收到恶的；   
 

播出来的是什么种子，  
 

 你便尝到什么果子。」   
 

上面说的正是业力的因果律，是人人自作自受，谁也不能代替。你有了这个结果，就是由那个因种而

来，好比种子生出了果子，果子就是从那种子而来。这正是因果不昧，果一定是从因中的种子，开花结

成的。 

 

佛陀教人信业力，信因果，依业力的因果律说业报有三时业：(一)顺现受业，即现生造业，而现生就受

果报；(二)顺次受业，即现生造业，而次生受果报； (三)顺后受业，即现生造业，而多生后受果报，这就

是从过现未三世，说明因果是不会消灭的。如是因得如是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业力因果律的

定理， 谁也能逃避。只有把握着纯正的意志力，使行为纯善，有慈爱、容忍、宽恕、不争、不报的美

德，向利他的善业去努力，幸福的花果，就从人人自己的心田中培植 的。 

 

习题： 

(一) 业字是什么意思？ 
(二) 什么是业力不灭的因果律？ 
(三) 杂阿含经对业力因果律怎样说？ 
(四) 佛教说的业力因果律有那三时业？ 
(五) 业力与人生的苦乐有何关系？ 

 

 
(二十八) 因缘与果报 

 

因缘生万法，是佛法中重要的理论，由于因缘，而说果报。「因」是事物的本源，「缘」是一种助力，

「果报」是后来的结局。由因得果，全是缘的力量助成，所以缘对于因的关系之重要，是值得我们注意

的。 

 

缘，是指一切物事之间生起一种互相交涉的关系。佛教把这些关系加以研究分析，可得四种，称为四

缘：一，因缘；二，等无间缘；三，所缘缘；四，增上缘。因 缘，比如一粒椰种，对于椰树的生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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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最亲切的关系；等无间缘，就是使这粒椰种的生机不断辗转生长；所缘缘，即是对这粒椰种，辗转生

长增胜的希望心；增 上缘，是指肥沃的泥土，以及空气、温度、雨水等等帮助椰种发育长大的助力。因

有这四缘的关系，才助成椰的种子，由发芽、长成、开花、而结果。这结果，也就 是因缘结局的果报。

椰树如此，推至世间一切诸法的生成，也都离不了这四缘的关系。 

 

果报的「果」研究起来，也可分成现果、来果、后果的三种。所做的善恶之因，在现在这一生成熟招果

的，叫做现果；在来生成熟的，叫做来果；在后后多生成熟 的，叫做后果。这是从三世的时间上，说明

因果是每一事一物生长和成功的必然性，有如是因，招如是果，其间关系虽极复杂，而是有条不紊，亳

厘无差的。同时果 报所以有现生成熟，有来生成熟，有后生成熟，其原因约有二种：一，是因的力量有

迟早：如一粒瓜种和一粒桃种同时种在地下，瓜种即年生成可结瓜果，而桃核出 生，须经三四年才能结

桃；二， 是缘的力量有强弱：如四缘并进，条件具备，成熟自然早些，否则助缘只有一种或两种，力不

充足，或因土壤不良，或因阳光不够，空气缺乏，那么这棵瓜或桃的成 熟，自然又要挨迟了。 

 

有些人不明白因缘果报定理，就怀疑因果倘是可靠的，如何眼见世间许多做善的好人，不得好死，或受

苦报？ 而那些做恶的坏人，反而晨夕享乐， 过着很富裕自在的生活呢？这道理凭三世因果的眼光看来，

是很简单的，即好人今受苦报，因他过去所种的恶因，今已缘熟，须先受苦果；而今生虽然做好，善因

薄 弱，善缘未熟，要待来生，才受好果。反之，恶人做恶反得好报，亦是这个道理，因他前生种的好因

已熟，先享福报，今生所造的恶因，业缘未熟，苦报还在来生， 任他怎样也逃不了的。「因果到头终有

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这话是值得我们玩乐的。 

 

因果的定率还有两个要点：一，是「因果不会消灭」。除非你不做因。如果做了，种子永留识中，不会

坏灭，遇缘便起现行，招受果报，如果做了恶因，要想不受恶 报，那是没有办法的；唯有修习佛法，断

尽三界烦恼，获得清净种子，方可免除恶报的痛苦。二，是「善恶不相抵销」。已种恶因，分受其报，

不可以为再做点好 事，就可把这应得之罪抵销去。须知多做善事，多增善缘，只可使恶报由重转轻，所

谓「重报轻受」；同时由于善缘增多，恶缘渐减，也是使善果速疾成熟的最好办 法。可见欲从好的因

缘，得到好的果报，人生在世，多做善事，还是极需要的。  

  
习题： 

(一) 因缘果报四字作何解释？ 
(二) 因缘的缘有几多种？何谓增上缘？ 
(三) 果报的果有几多种？试略释之， 
(四) 果报成熟分三世先后有何原因？ 
(五) 为何善人得恶报，而恶人反得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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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因果的定律有几个要点？ 
  

 
(二十九) 缘起的人生宇宙 

 

万有都是从因缘所生起的，没有一件事能够例外，佛就叫这定律为「缘起」。缘起的人生宇宙，是一个

处处关连之网。 

 

如象花园里的木棵树，要靠种子水分壤种种因缘，才能够生起存在。除了生长这棵树的种子水土等「因

缘」，还是要靠别的因缘；因缘又要靠因缘，这样推扩开去， 可以牵涉到一切万有。再说，这棵树可以

培植风景，长大后木材可以砍来做家具，而家具又可以供人应用；由因缘所生的树，又可以做别的东西

的因缘；物物相助， 又可以关涉一切万有。万物助长于一物，一物又可以关连到万物。宇宙万有，就是

这样互相关连。 

 

又如一个人的生存，小时要靠父母的养育，长大了要受学校的教育，还要靠朋友的帮助； 衣食住行一切

生活物资，要靠农人、工人、商人的供给；生存的保障，要靠国家的组识，军警的卫护。一个人也必然

的要尽他的知识能力，去替社会做事，给别人作 「因缘」，「你种田，我织布，他盖房屋给人住」。社

会是群众分工合作的组合，而人生社会的相依共存，也是互相关连的。 

 

万有都是缘起相关的，宇宙间没有一件事物，可以离开别的事物而单独存在；社会上也没有一个人，可

以离开其他的人而单独存在的。个人既需要社会群众的助力才 能够生存，必然就也应该贡献自己的能力

给社会群众，去帮助别人的生存。「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一切来自群众，一切还归献给群众。不要

把私人的利益看得太 重，而忘记了我所依存的社会群众。应该将个人融化在社会群众中，去为社会群众

服务谋福利。 
 

习题： 

(一) 什么叫「缘起」？ 
(二) 万有从缘起，举一例说明之。 
(三) 一个人要靠什么才能够生存？ 
(四) 明白缘起的道理，要怎样做人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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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又名十二缘起。这十二缘起是说明人生的经过。一切众生界，乃至自然界，都是缘起互相依存

的。阿含经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此，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故个人与社会，精神与物

质，都是形成相依的状态。 

 

十二缘起，是由十二项互缘，来说明现实人生的成立。  

  

(一)  无明 ─ ─ 为过去烦恼的总称，是无知，愚痴或迷暗的意思。此无明是生死的根本。  
(二)  行 ─ ─ 是行为或造作义，即依过去无明烦恼，发动身口意三业，有时作善，有时作恶，有

时作不善不恶的事。  
(三)  识─ ─ 初入胎心识，由过去惑业动力，遇缘托胎受果报，成为现在之生命。  
(四)  名色 ─ ─ 「名」是精神，「色」是物质，是成立生命的要素，亦即胎相之形成。  
(五)  六入 ─ ─ 为六根具备，谓于胎中名色渐次增大。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亦渐次具

足。这时的胎儿，虽成六根的模型，但对外界的感觉作用没有完备，故称为「六入」。  

(六)  触 ─ ─ 即出胎后与境界接触，生起感觉，亦即对境界认识之开始。如自初生到长大，其接

触外境的知觉力就渐渐增强。  

(七)  受─ ─ 即对外境接触的感受，指苦、乐、舍三受。婴儿出世后，心识逐渐发达，领受环境

范围渐渐扩大，遇顺境则 

感受快乐，遇逆境则感受痛苦。  

(八)  爱─ ─ 以染着贪爱为难得，由受而来，对所受之境界奔驰追求，执着在心，不肯放松，故

宜谨慎调伏自己冲动的情欲。  

(九)  取 ─ ─ 是执取为义，即对所爱之境界追求执取，据为己有，方满自己的欲望，于是造出恶

业而集成未来身心的苦因。  

(十)  有 ─ ─ 即是现有业力存在的意义。谓由爱着驰取不已，现世又多造恶业，而构成潜在业

力，未来又受苦果之报。  
(十一)  生 ─ ─ 由于自身潜在业力，再去投胎受生，完成未来的新生命。 
(十二)  老死 ─ ─ 这是说明既然要再受生，必然又要老死，因果循环。因未来既有老死，则生老病

死，忧悲苦恼等苦，随 

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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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因缘说明人生的生死循环，是通于过现未的三世，即从过去「无明」和「行」的二支因，缘起现在

世的「识」、「名色」、「六入」、「触」、「受」的五支 果；又从现在世「爱」、「取」、「有」的

三支因，缘起未来世「生」和「老死」的二支果。所谓人生，就是这样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循环不

已，叫做轮回。 

 

十二因缘是缘觉乘所修的法门。缘觉由集谛之「无明」观十二因缘之缘起，无须听法，即依自力得觉

悟，又称为独觉乘，或辟支佛乘。 
 

习题： 

(一) 写出十二因缘的名称。 
(二) 十二因缘中的生死根本是那一支？含有什么意义？ 
(三) 识与名色有何不同？ 
(四) 何谓受？爱与受有什么关系？ 
(五) 十二因缘中之有是何义？ 
(六) 十二因缘中之过去二支因与未来二支果是什么？ 
(七) 十二因缘中之现在五支果是什么？ 
(八) 十二因缘中之现在三支因是什么？ 
(九) 缘觉乘修何法门？又叫什么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