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教的基本理論----四正諦 

 

廣  興 

 

 一､序說 

 我們上一講講了正見，正見是如實的看待人生，如實的看待我們所在的這

個世界。正見是相對世人的顛到認識而說的。那麼怎樣去如實地看待人生和世

界呢？佛教講，在人生中有四種真實不虛的真理，用佛教的術語來講，就是

“四正諦＂。所以對四正諦的正确理解和認識，也就是對人生的正确理解和認

識。反過來，對生命的無知也就是對四正諦的無知。 

 從古至今，世界上的哲學家､宗教家､甚至是今天的科學家，都在探討，什

麼是生命，人生的意義是什麼等等的間題。同時也提出了各種各樣的答案。在

這許許多多的哲學家､宗教家當中，佛陀是他們其中的一員。佛陀也提出了自己

對人生的看法，那就是以四正諦為主的佛教理論。所以說四正諦是佛教的人生

觀。 

 四正諦是佛教的最其本的教義，如果對四正諦有了正确的認識了，那麼你

對佛教也有了一個正确的認識了。佛陀如大良醫，專治有情生命中之痛苦。四

正諦好比良醫為病人治病的程序一樣。一位良醫，首先要對病人的病情作出正

确的判斷，然後了解其得病的原因，再次是要明白，此病通過治療能否恢復，

恢復到什麼程度，最後開葯方。所以第一苦諦就是人之病，第二集諦就是病之

因，第三滅諦就是病的治癒，第四道諦就是葯方。 

 

 二､苦諦 

 根据佛教來講，人生中有各種各樣的痛苦，佛教把它歸結為三苦︰苦苦、

坏苦和行苦。苦苦就是我們常說的八苦，生老病死的痛苦，與親愛的人別離的

痛苦，所求而得不到之痛苦，與怨家相會之痛苦，五蘊之身身心不平衡的痛

苦。這是比較容易理解的。第二坏苦，是指一切事物生時快樂，而坏時不隨身

心之意，所以是苦。第三行苦，所有一切事物，都是在生滅中遷流變化，世界

上沒有常住不變的事物，當它變化時它會逼惱我們的身心，所以佛教說這也是

苦。由於佛教注重對苦的分析，所以人們往往錯誤地認為，佛教是消极的，悲

觀的，認為人生只有苦，沒有樂。如果佛教只講苦，而沒有指出離苦的方法，

那麼可以說是悲觀的。但事實上，佛教是對生存問題的回答，佛陀指出了苦的

真實，是為了指導我們如何出離苦，求得快樂。 

 佛陀以分析苦開始，然後指出了苦的根源，苦的息滅和離苦的方法。所以

佛教以分析苦開始，但其目的是獲得最高的幸福—涅槃。從另外一方面講，佛

教講苦，但也沒有否認世間的快樂。相反，佛陀指出了不同形式的快樂，如精

神上的和物質上的，如在家的快樂，有錢的快樂，健康的快樂，出家的快樂。

但是這些快樂都是不常久的，不久就會消失，所以佛教說這也是苦。然後佛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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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了離苦得樂方法。 

 當我們說“生命是苦＂，可以用四種態度來對待它。第一種人簡單地否定

它，說生命不是苦。第二種人接受生命是苦，但是說，我們對它無能為力。第

三種人認為，受苦是解脫的必需過程，如印度的耆那教。第四種人接受苦的事

實，同時也找到了離苦的方法。試看那些消极悲觀的人，他們對生活失去希

望，認為無有出路，所以有的自己了結生命，有的及使活著，也是苟且偷安。

他們是屬實第二種人。而佛教徙則釆取了极積的生活態度，知苦而不气餒，反

而是尋求解脫苦的辦法。所以佛教是非常現實的。 

 我們可以從兩個方面來認識苦諦。第一是警覺意。首先要我們正确認識

苦。佛教指出，苦是世間法，有為法的真相實相是現實，這并不是消極的，而

是极積的，它是讓你去正确的認識我們所在的這個世間，因為只有當你正确的

認識了無常之苦，在你遇到困難、痛苦、不如的事時，你才能夠不苦惱、不沮

喪、不泄气，因為你已經知道，有生就有滅，是有為法的必然結果，所以你會

平心靜气的去分析遇到的困難，從而找出苦產生的根源。 

 而世界人正好相反，因為怕苦，所以就逃避現實，但是苦不因為你逃避

它，它就不存在，消失了。比如生病之苦，通常我們得了一點小病，如感冒，

頭痛或肚子痛，我們誰都不在意，可以面對這個現實。因為它沒有危及到生存

的根本問題。但是假如得了愛滋病､癌症等可怕的疾病時，就很少有人能夠面對

現實了。在沒有生病之前，他會談笑風生，但一旦了解了他的病情之後，就會

大惊失色，他的精神一下之就崩潰了。本來安病情的發展，他可能能活半年，

但因為他的精神崩潰了，也許一個月就死了。所以在醫院里，當醫生查出某人

得了不治之症時，醫生不會告訴他本人，同時也要他的家人保密，這就是因

為，病人不能面對現實的問題。 

 死更可怕，沒有人願意自殺或被殺，只有那些對生命失去希望的人，才會

自殺。因為死是痛苦當中最痛苦的，它是身理和心理痛苦的聰和。所以在平時

見面時，大家打招乎時常說長壽、健康、吉祥、恭喜、發財等等，從來也不帶

死字，而且就連死的諧音字也不用。所以人們送禮時，從來也不送鐘表，因

為，“鐘＂字與“終＂諧音，所以送鐘，就成了“送終＂。還有廣東人在春節

期間，說話時盡量避開“四＂字，因為“四＂與“死＂在廣東話中是諧音字。 

 第二是出離意。知道苦之後，我們要生起離苦得樂之心。因為世人雖知那

里明明是苦，但是他還是一心往里專，因此招來從從煩惱，無盡悲傷。佛教講

苦，是為了要我們珍惜生命，不要拿生命開玩笑。 

 佛陀講，“人生難得，佛法難聞。＂佛陀曾說了一個比喻，好比一個人扔

到大海里一截木頭，中間只有一個洞。這截木頭在大海中，隨海風漂來漂去。

在大海中有一只無眼的烏龜，此烏龜每一百年漂到水面上一次。此烏龜什麼時

侯才能把它的頭申到那木頭的洞中呢？這是非常難的事了。但是獲得人生比這

還要難。
1今天，我們既得了人身，又聞了佛法，所以要生起離苦得樂之心。古

                                                 
1 達雅《佛教梵文中的菩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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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曾嘆息到，“人生不滿百，長怀千歲憂。＂與人類的文明史相比，人的生

命不到其五十分之一﹔若與地球相比，人的生命更是其几十萬分之一。俗話

講，一寸光陰一寸金，寸金難買寸光陰。在這不滿百年的，短暫的一生中，我

們還有什麼多余的時間，來為人我是非而諍訬呢？還有什麼時間來與別人比較

計較呢？更何況，我們還有許許多多更重要的東西要學習，比如學佛，以求得

解脫。 

 所以印光大師寫了一個很大很大的“死＂字，貼在自己的房間里，時時警

告自己，人生短暫，切莫虛度。我們每天晚課時，也念“是日已過，命也隨

減，如少水魚，斯有何樂。＂我們在坐的各位，正是風華正茂的年令，祝願大

家，努力學習，福慧增長。 

 

 三､集諦 

 根据佛教來講，苦所產生的根源，是由人的貪心而來。世界上的一切的煩

惱，斗爭，小到人與人之間的諍吵，大到國與國之的戰爭，如第一､第二次世界

大戰，都是由於這個自私的“貪＂字。由於人們貪求不止，并且貪求非分的，

超出自己力所能及的，因此帶來種種的煩惱、痛苦、失望。所以佛教常講，知

足常樂，少欲知足等等。 

 這里所講的少欲知足是針對那些貪求無厭的人來講的，知足就是要知道，

什麼是我們應當得到的，什麼是我們不應當得到的。對我們應當得到的東西，

而且也已經得到的東西，要有一種滿足感，有一種珍惜的心理，卻莫隨便揮

霍。人們往往是對已經得到的錢財以及物品毫不珍惜。而對那些沒有到手，而

且很難得到的東西，他偏偏一心追求，想方設法要弄到手。佛教所反對的，是

那種貪求無厭，而對所得來的東西又不珍惜愛護的人，這種人既生煩惱，又會

滅少自已的福德。 

 貪心是苦所產生的主要的､直接的､可以感覺得到的根源，但它并不是唯一

的根源，更不是第一因。根据佛教來講，沒有第一因，世界上的一切事物都是

相互聯系､相互支持､相互制約的。一個事物的產生，有許多的因，而一個因也

可以導致許多的果。貪心的生起也有它的因，那就是感受，感受又是以觸為

因，而觸又以六根為因等等。這樣循環往復，像一個圓圈。這就是佛教的緣起

論。這一點我們將在後面討論。所以除開貪心之外，還有許多的因導致苦的產

生，比如無知等。 

 五欲的貪求 

 人的貪欲非常復雜，其表現形式千差萬別。佛教把這種貪欲之心分成三

種︰對五欲的貪求，生與存的貪求，寂滅的貪求。 

 對五欲的貪求是指(1)財欲，貪財之心人皆有之，有的人大，有的人小。看

看今天社會上，有多少經濟犯罪分子，由於財欲迷心，為了得到錢財而不擇手

段，最後走上犯罪的道路。如果一個人一味地去追求錢財的話﹐他就會變的利欲

熏心，他不管自己所做的是善的還是惡的，只要能得到錢，他就會去做。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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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什麼有的人可以用金錢雇用另外一個人去剎人的原因。(2)色欲，就是對男

女性交的貪求。在佛經中講，這是人的根本欲。因為有色欲的貪求，所以我們

流轉於六道輪回，不得出離。(3)名欲，是對名譽地位的貪求。當一個人有了錢

之後，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名譽，於是就花錢買名，或 ji 身政界，從而博得

社會上的名譽。(4)食欲，是對飲食的貪求。由於人們對美味嘉肴肉食的貪求，

所以大量的動物被殺，其不知肉食給人們帶來許多疾病，而蔬食才是真正的健

康食品。(5)睡欲，是對睡眠的貪求。睡眠是懶惰的表現，而懶惰又是佛教所講

的五蓋之一。五蓋是：貪欲､憎恨心、懶惰、不安和疑惑。由於它們能覆蓋人的

智慧，所以稱蓋。因此出家人念經時，常敲木魚。為什麼不把它做成其他動物

形狀﹕如牛､馬或狗等等，而偏偏要把它做成魚的形狀呢﹖不知大家有沒有想

過，据說魚是永遠不睡覺，敲木魚就是警覺人，要像魚儿一樣精進用功，不要

懶惰。 

 五欲在經中有時也指︰(1)色欲，眼睛希望看到美麗的顏色。(2)聲欲，耳

朵希望听到悅耳的聲音。(3)香欲，鼻子希望聞到美妙的香气。(4)味欲，舌頭

希望嘗到美味的嘉肴。(5)觸欲，身体希望接觸到舒適的環境。這里有一個故事

說明貪的坏處。在古代印度，有一個人經過多年的修行，他得到一種神通，他

可以在天飛空行。有一天，這位仙人正天空飛行，突然听到一種美妙的音樂，

非常的動听，不知不覺他就忘記了飛行，於是就從天上掉下來了。為什麼呢﹖

因為他貪求那美妙的音樂。可見貪心的結果了。 

 現在讓我們從業的理論來看集諦。根据佛教來講，只有有意識的行為才是

業，也就是說，不是我們所有的行為都造業，只有經過思想考慮的､有意識的參

與之言語和身体方面的行為才是業。這里的意識就包括了貪欲，欲望生存，欲

望來生，欲望求得越來越多，欲望變得越來越大等等。欲是生命的內在希求，

有從生理上發出的，也有從心理上發出的。所以欲有身心兩方面的因素。由於

這樣的欲望，所以就生起了苦惱。 

 由於我們意念有善有惡，所以我們所作的業也有善有惡。善業產生善的果

報，惡的產生惡的果報。所有的這些善惡業都是一種力量，由於這種力量驅使

我們向善的惡的方向前進。所以在業果理論中，沒有外在的力量，對你的善惡

業獎勵或懲罰，它是一種自然的因果關系，是一種自然的法則。我們每一個由

意念指導的行為，或是語言或是身体的行為，都會有它的果。俗話說，種瓜得

瓜，種豆得豆，種瓜得不到豆，種豆得不到瓜。也好比日月的運行，四季的轉

變，是自然的。 

 寂滅的貪求是求得不再生。印度有許多外道，他們都認識到了世界之痛

苦，所以他們想脫離此苦，永不再來此世受苦，所以修斷滅定。如順世外道，

他們認為，生命是偶然，做好事沒有好報，做坏事也沒有惡報。這樣世界上就

沒有倫理道德可言。所以佛陀批評他們為斷滅見。 

 貪欲無止盡 

 人的欲望沒有滿足的時侯，希望占有的物質越多越好。因為人們認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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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物質越多，生活也會越幸福。其實這是一種錯誤的認識。真正的幸福不在

於占有大量的物質，而在於善於用運現有的物品。根据佛教來講，沒有任何東

西可以說是真正屬於我們的，因為沒有任何東西隨人的意願而轉變。生不帶

來，死不帶去。所以只有善於用運現有物質的人，才不被物品所累，也才會獲

得幸福。 

 占有物質，而不善於用運它，會產生兩種煩惱，第一，占有的物質越多，

用來管理和保護它的時間和精力也越大，因為如果不細心地去管理和保護它，

它很快就會變坏。第二，占有大量的物質，而又不去充分用運，這本身就是一

種浪費。如果把這些錢用在其它更有意義的方面，它會創造更大的價值。反過

來，用運物質，并不需要占有它。比如圖書館里的書，我們并不需要占有，也

沒有必要占有那麼多的書籍，但是我們可以從圖書館借書閱讀，從而增加我們

的知識，丰富我們的見識。這樣我們既節省了自己的開支，又沒有管理和保護

書籍的煩惱。我們經常說“惜福＂，就是要愛惜并善於用運現有的物品，而不

浪費。 

 現在大陸，每對年青夫婦只有一個小孩子，一個小皇帝。他們錯誤地認

為，只要給與孩子大量的物品，孩子就會幸福。而結果恰恰相反，他們腐蝕了

孩子，使孩子養成了不良的習慣，只知自已占有，而不知奮獻，不知“容四

歲，能讓梨＂的故事。 

 這里有一個故事很能說明人的貪心不止。有一天，仙人呂洞賓突然動了凡

心，要來人間渡化眾生。他下到人間來，遠遠地就看到一個小孩子蹲在路旁哭

泣，於是他上前去詢間緣由。這個小孩子因為家貧無力為寡母醫病而憂愁傷

心。呂洞賓一听，心中頗為高興，原來人間有這樣大的改善，連小孩子都懂得

孝順父母。歡喜之余，就想助小孩子一臂之力，幫他完成心願。 

 正好他身邊有一塊石頭，呂洞賓馬上就用上神通，用手指一點，那磈石頭

立刻變成了一塊黃金。原本哭泣不已的小孩子看到這種神奇的變化，不禁張大

了嘴，忘了哭泣。呂洞賓把黃金交給小孩，要他拿去變賣，不但可以治好母親

的病，更可以改善家中的經濟狀況。那知小孩子連連搖手，不肯接受黃金。 

 這下呂洞賓更加高興，心想這小孩子真了不起，竟能不為錢財而動心，將

來必定大有作為。因此他笑容可掬的問道：“小朋友！你不是急需錢嗎？為什

麼給你黃金，你卻不要？＂小孩子緊盯著呂洞賓點石成金的那手指說道：“我

不要黃金，我只要你那手指頭。＂“為什麼嗎？＂“黃金有用完的一天，但

是，如果我有了你那手指頭，不是這一輩子都有享用不完的黃金了嗎？＂呂洞

賓一听，不禁大嘆世人真是貪得無厭啊。 

 所以《法句經》中講：“無病最利，知足最富，厚為最友，泥洹最樂。＂
2知

足是世界上最大的財富，知足之人，縱使貧窮，也很活得很安然﹔不知足之

人，縱使擁有全世界的財富也仍不滿足，煩惱從從。 

 

                                                 
2 《法句經》第 204 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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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諦 

 四､滅諦 

 涅槃是佛教的最高境界，也是學佛之人所追求的最終的目的。如果對涅槃

沒有一個明确而且正确的了解，就像一個旅行的人，不明白自己的目的地一

樣。但是由於涅槃是最高的境界，它超出了我們的語言所能描繪的范圍，超出

了羅輯推理，超出了常人的經驗，所以也是最難理解的。只有証得涅槃的人，

才能完全理解涅槃。就像生來就看不見的盲人，很難理解什麼是綠色，從未吃

過糖的人，很難理解什麼是甜味一樣。雖然我們沒有証得涅槃，但是我們可

以，借助文字般若了知一二。因此，我們不能離開語言文字，只有通過語言，

我們才能獲得更多的知識，我們不可能每一件事都親自去体驗。 

 佛陀用否定的語言來描述涅槃 

 因為涅槃的境界超出了常人的經驗，所以佛陀在經中，經常用否定的語言

來描述涅槃。因為我們的執著非常強，如果用肯定的語言來描述涅槃的話，人

們就會執著語言所描述的那種境界，因此而不能理解涅槃。佛陀是如何用否定

的語言來描述涅槃的呢﹖現例舉如下： 

 “涅槃是貪欲的完全止息，是貪欲的解脫，貪欲的出離。＂
3

 “涅槃是有為法的止息，是煩惱的消滅，是貪欲的息滅。＂4

 “比丘啊，什麼是涅槃？涅槃是貪欲的息滅，是憎恨的息滅，是愚痴的息

滅。比丘啊，這就是涅槃。＂5

 “比丘啊，無論是有為法，還是無為法，離貪欲是最高的境界。換句話

說，無有驕傲，無有貪欲，無有執著，無有相續，就是涅槃。＂6

 “從五蘊的執著中解脫出來，就是苦的止息。＂7

 由於用上述否定的語言描述涅槃，所以人們錯誤地認為，涅槃也是否定

的，是自我的毀滅。涅槃不是自我的毀滅，如果是這樣，那就成了佛陀常常批

判斷見。如果說涅槃是一種消滅，那麼它是無知的消滅，我見的消滅。涅槃既

不是否定，也不是肯定，因為肯定和否定是相對的，而涅槃是超出相對論與二

元論的絕對真理。 

 這是一種科學的方法 

 另外否定的詞彙，并不完全代表否定的狀態。例如，我們說，“此人無

病＂，這并不是否定的，正好相反，這是表示他是健康的人。現在科學界，醫

學界等常常用否定的語言描述某一種狀態，因為這樣更能准确地描述這一種狀

態。例如你到醫院檢查身體，查完後，你看到報告單上寫著：“查無病變＂，

或寫著“查無病因＂或者“查無癌細胞的發現＂等等。這都是表示肯定的狀

態，表明你沒有病。從這個意義上講，佛陀描述涅槃的方法是非常科學的。因

為，早在二千五百多年前，為了不讓人們錯誤地理解涅槃，佛陀就用這種否定

                                                 
3 相應部，v，421 頁。 
4 相應部，i，136 頁。 
5 相應部，iv，359 頁。 
6 增支部，ii，34 頁。 
7 中部，i，19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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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言來描述它。而在二千五百多年之後的今天，包括醫學界在內的科學界，

用了同樣的方法來描述某一狀態。他們與佛陀的目的完全一樣，准确的描述某

一狀態。 

  

 2 從倫理，心理和哲學三個方面理解涅槃 

 從倫理上來說，佛陀常常把涅槃描述為“漏的息滅＂，漏(a sava)是一

個佛教術語，它包括所有的煩惱､習气､我執､法執等不善法。因為這些煩惱等

不善法常從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的六根門漏出，像盛水器皿上的漏洞一樣，所

以稱煩惱為“漏＂。佛教把所有的不善法歸納為三大類，以貪欲為首的不善

法，以憎恨為首的不善法，以愚痴為首的不善法。這些不善法又稱為“障＂，

因為它能障礙我們獲得自由，障礙我們的視眼，障礙我們的意向。因為我們的

貪欲，對我們的思想意識有很大的影響，從而它使我們看待事物的方式方法也

受之影響。所以獲得超越貪欲､憎恨和愚痴的人，稱為解脫的人。他們不受任何

限制。 

 所以獲得涅槃的人稱為“自律＂，自我約束﹔“自保＂自我保護﹔遠離虛

容心，遠離貪欲。這樣的人不與他人比較､是优越､是低下還是平等。因為有比

較就有煩惱。所以他對一切無有執著，他遠離一切的自我比較，自我對照。但

是他又不是一個消极被動的人。他的一切行為以般若為指導，以無緣大慈，同

体大悲為總則。所以解脫的人是積極努力的，因為只有通過精進用功，才能達

到解脫。像濟公活佛，是那里不平那里去，積極救人於災難。所以佛陀說，世

界､世界的升起､世界的息滅和通向息滅之道，都在自身之內。所以涅槃是清淨

之道。 

 從心理上來講，涅槃是最大的幸福。因為証得涅槃的人，心理清淨，心理

健康，無諸痛苦，達到了自制自律的完美狀態。是他控制了思想，而不是思想

控制了他。所以他無有憂慮，無有恐怖，因此《心經》里所說的“心無罣礙，無

罣礙故，無有恐怖，遠離顛倒夢想，究竟涅槃.＂。《法句經》中也講：“從貪

欲生憂，從貪欲生怖，無貪欲之人，何憂何怖？＂ 

 從哲學上來講，涅槃既是最高的真理，又是最高的理想。所以佛教所說的

涅槃，不是一個空洞的理論，雖然我們無法用語言文字來描繪它，但是我們通

過實踐，通過修習襌定等多種的方法，可以体驗到涅槃這種境界。佛陀体驗到

了這種境界，又以無上的智慧演說於人間。過去的中外許多高僧大德都体驗到

了它。這也是為什麼，他們不遺余力地，甚至是不惜生命的代價地，去宏楊佛

法的原因。 

 証得涅槃的人與普通的人同是由五蘊色身而組成，他們有什麼不同呢？普

通的人把這個五蘊色身看成是：(1)我的，由此而產生自我自居､功高我慢﹔(2)

是我，認五蘊色身為我﹔(3)是我自己。由此他為了保護這個五蘊色身，為了滿

足這個五蘊色身而做他所能做的一切。因此煩惱就產生了。 

 但是，對於一位解脫的人來說，他善於用運五蘊，而不去執著它。因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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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諦 

不以五蘊而自居，他已超越了五蘊。所以《金剛經》中講：“若以色見我，若以

聲求我，是人行邪道，不能見如來。＂如來已經超越了五蘊，所以在五蘊中找

不到如來。根据佛教來講，五蘊就代表了我們經驗的總体，它就是我們所在的

這個現象世界。所以說，超越世界是指超越我們的現象世界，超越感官世界，

并不是離開了我們這個物質世界。佛世時，有許多佛陀的弟子都証得了涅槃，

但是他們還住在這個世界。因此超越這個世界是指，住在這個世界，但不執著

於世間的一切事物。從這個意義上講，無論有沒有來世，涅槃都是有意義。因

為如果我們努力的話，我們就在這一生就可以証得涅槃。 

 因此解脫的人，雖然知道自己已經解脫，但是沒有“我已解脫＂的思想。

這在《金剛經》和南傳中部第一經8中都有講到。可見這是大小乘一致的。經中

講：“須菩提，於意云何？阿羅漢能作是念“我得阿羅漢道＂不？＂須菩提

言：“不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羅漢。世尊，若阿羅漢作是念“我

得阿羅漢道＂，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相。世尊，佛說我得無諍三昧，人中

最為第一，是第一離欲阿羅漢。世尊，我不作是念“我是離欲阿羅漢＂，世

尊，我若作是念，“我得阿羅漢道＂，世尊，則不說須菩提是樂阿蘭若行者。

以須菩提實無所行，而須菩提，是樂蘭若行。＂ 

 因為若有“我是阿羅漢＂的思想，也是一種微細的執著。對精神理想的執

著比對物質的執著更要害處大。因此經中講，無論在五蘊之內，或五之外都見

不到如來。 

 

 五､道諦，八正道 

 1. 八正道是中道 

 佛世時的印度有許多種類的求解脫的方法，但歸納起來只有兩種﹕第一是

享樂主義。有的人認為通過享樂主義，可以求得幸福安樂，如佛世時的順世外

道。第二是苦行主義。有另外一些人認為以修苦行來尋求幸福安樂，如佛世時

的耆那教，以各種各樣的苦行方法來求得解脫。佛陀曾經批評到：“享樂主義

是低賤的､庸俗的､無益的､世人的生活方式，它阻礙精神的進步﹔而苦行主義

又是痛苦的､無益的､無價值的，它阻礙智力的發展。＂因為享樂主義使人變得

萎靡不振､意志消沉，所以不會有任何發展。而苦行主義又折磨自己的身體。由

於身體經常受痛苦的侵襲，所以他的精力就無法集中，因此也就達不到智力的

發展。這兩種都是极端，是我們應當避免的。佛陀在經歷了這兩種方式之後，

發現它們都不是求得真理的正确途徑，因此佛陀放棄了這兩個极端，發現了八

正道。八正道能使我們生起遠見，生起知識，能使我們獲得涅槃寂靜。著名的

英國佛教學者，理斯．戴維斯曾講過，他以八正道來作為自我修學的標準。八

正道是︰正見，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念，正定。這八正道

也可以分成三種︰戒，定，慧三學。正語，正業，正命組成戒學﹔正精進，正

念，正定組成定學﹔正見與正思維組成慧學。 

                                                 
8 中部，Mu lapariya yasu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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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八正道 

 正語是指真語、實語，是語言上的淨化，戒除(1)兩舌，是指把東家的話傳

到西家，又把西家的話傳到東家，這樣就是搬論是非，兩家就會引起分諍，從

而產生予盾。兩舌還抱括背後說坏話，誹謗，以及能夠給團体或個人引起憎恨､

敵意､不和諧､不協調的言語。所以不僅是當面不講別人的坏講，背後也不講他

人的坏話。(2)惡口，是指粗暴的､粗野的､無禮的､惡意的､謾罵的語言。(3)

妄語是指說謊。(4)奇語是指無用的､愚蠢的､無聊的語言，不講髒話以及流言

非語。 

 正業主要指的是身體方面的正确行為，是指身業方面的淨化，提倡合乎道

義的､榮譽的和平的行為。它的戒條是不殺生､不偷盜､不邪淫，應當過一種正

當的生活。 

 正命是指要以正當的職業在社會上某生活命，要過一種正當的，受人尊敬

的，不受人責難的生活。佛陀講有五種職業不是正當的職業︰買賣人口，買賣

毒品，買賣武器，買賣并屠殺動物，買賣帶麻醉性的飲料。 

 正精進是一種警覺心，(1)防止邪惡的、不善的意念的產生﹔(2)消滅已生

起的邪惡的、不善的意念﹔(3)令善良的、健康的意念生起﹔(4)使已生起的善

良的、健康的意念增長。 

 正念就是清醒地明白､了知､注意(1)身体的行為﹔(2)自己的苦樂的感受﹔

(3)意念的活動，是否有貪憎痴等生起﹔和 (4)主意和思想等等是如何生起的，

如何消滅的。 

 正定就是我們常說的四禪八定。得到初禪時，所有的貪憎痴以及惡念，疑

慮等等都已消失，只有喜樂和意識的活動存在。得到二禪時，所有的意識的活

動暫時停止了，意念達到了平靜而一心不亂，喜樂仍然存在。到了三禪，喜也

消失了，只有捨受與樂存在。到了四禪，所有的喜樂也都消失了，唯有了知與

捨受存在。 

 正見是八正道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為其它七個都是以正見為首。有了正見

才會有正思維。如果一個人的思維正确、健康，那麼他的語言就會真實、和

善、美好，并且是有建設性的，他的行為也就會是友善的。有了正見，一個人

就會放棄有害而無益的努力，而培養正确的有正念的行為。 

 3. 八正道是一種生活方式 

 從以上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八正道中沒有任何祈禱､義式或禮拜，沒有

任神秘的色彩，任何宗教､任何社會都可以接受。它是一種生活方式，是我們每

一個人都應當尊守､實踐和修持的生活方式。它是身語意三方面的自我培養，自

我修持和自我解脫。它是出家眾和在家眾共同修學的中道，是通過福慧雙修，

從而獲得最高真理､幸福､安宁之道。 

 以上是對佛教的基本理論—四正諦的簡單的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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