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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導一個人正確的認知人生、生命與快樂的本質，及如何使人生與生命過

得快樂、圓滿與有意義，應是教育的重點目標，非僅專業的知識訓練與傳授，

所謂的「生命教育」也應以此為其根本內涵。然而，要達到此一目標，必須使

一個人有足夠的智慧及寬廣深遂的人生觀，而這必須對一切人事物變化的本質

有正確的認識、掌握與了解才能獲致。 
 

「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佛法指出因緣與因果法則是萬法的本質。本文旨在闡

述，從此一本質去看物質世界，我們可以理解物質世界必然存在著規律性，所以科學得以存

在；從此一本質去看人生與生命，可以知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乃至生命生死輪迴不

已，因此可提供我們尋求快樂的人生應有的行為準則，及豁達的人生觀；乃至從體悟此一本

質，使我們可以契悟實相，得到解脫。 

因果的道理使我們更寬廣深邃的了解宇宙萬法、人生與生命，而使得我們的人生與生命

得到完全的豁達與圓滿。因此，對因緣與因果法則的了解，可以使生命教育達到最究竟圓滿

的目標，所以認識因緣與因果的道理，可以說是生命教育不可缺少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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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與生命教育之介說 
 

壹、、前言 

「人」從在母胎中孕育生命開始，便有一段從生到死的「人生」或「生命」歷程，而且

每個人的人生歷程及所認定的人生目的、意義與價值，也會因人而異，雖然如此，每個人面

對人生則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追求「快樂」。然而，一個人要有快樂的人生，必須有足夠

的智慧及寬廣與深邃的人生觀，否則人生常常會遇到很多障礙和煩惱。 

現在的社會中，不難看到有很多人因缺乏智慧，導致面對與認知人生的能力不足，以致

難以適應環境或無法找到生命的意義及安身立命的人生觀，而產生不安、空虛、焦慮、不快

樂、精神疾病等種種問題，甚而做出不珍惜及尊重生命的行為（諸如暴力、酗酒、吸毒、墮

落，乃至自殺等）。此外，當一個人沒有深刻洞察生命的內涵及意義，其所獲得的人生觀常

因不夠寬廣與深邃，難免落入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與快樂，而不能察覺伴隨而來的問題，及所

帶來的痛苦及煩惱（如過度強調物質享受，而引發精神生活貧乏所帶來的煩惱）。因此教導

一個人正確的認知人生、生命與快樂的本質，及如何使人生與生命過得快樂、圓滿與有意

義，應是教育的重點目標，非僅專業的知識訓練與傳授，所謂的「生命教育」也應以此為其

根本內涵。 

人生觀的養成，常是因為環境的潛移默化或經由教育中學習累積而成，一個人要有足夠

的智慧及寬廣與深遂的人生觀，必須對事物變化與人生的本質，及行為的準則有正確的認

識、掌握與了解，這需要學習與對這些問題有深刻的思維才能獲致。佛法的教導中，明確的

告訴我們，事物變化的本質，乃至人生的變化均不離開「因緣果報」（簡稱因果），所以了

解因果、深信因果、種善因、好因及清淨因，是快樂、圓滿及有意義的人生，必須學習與實

踐的課題。 

 

貳、正文 

一、 因果的內涵---什麼是因果 

1.1 因緣果報 

        譬如一顆種子，若要成長，必須置於適當的土壤、氣候、水分、養分，種子才會發芽、

成長，在成長的過程中，還需要適當的照顧（如鋤草、防蟲、防災等），待種種助緣具足，

便能開花結果。種子是「因」，種種助緣是「緣」，開花結果就是「果報」。俗語說：「種

瓜得瓜，種豆得豆」，意思是說用瓜的種子去播種就結瓜果，用豆的種子去播種就得豆子，

也就是種什麼因，得什麼果，這便是因果的道理。而世間所有一切不管是事物的變化或心的

活動也不離開因果。 

        試想在物質的世界中，其背後如果沒有一個規律，那科學就無法存在，因為物質世界若

不存在一定的規律，那同樣一個實驗，即使實驗條件通通一樣，這次做的結果，跟下一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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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就不一樣，因為沒有一定的規律，相反的，物質世界就是有一定的規律，所以經過細密

的探討，科學知識得以獲得，既然，物質世界存在著規律，也就存在著因果關係。 

        心識的活動也是不外於因果的法則，從佛法中的唯識學可以很容易清楚的看清這一點，

心識活動，是第八識的種子在眾緣和合時起現行，而發起前七轉識（即眼耳鼻舌身意及末那

等七識），由前七識再薰各自的新種子於第八識中，如古德云：「種子生現行，現行薰種

子，三法（種子、現行、薰習）展轉，因果同時」，又前起心為後起心之緣，如此念念相

續。若更完整的說，心識的生起，需具足四緣，即因緣、等無間緣、所緣緣及增上緣。雖

然，從唯識學很容易瞭解，心識的活動有其因果關係，為何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容易體悟

這些道理，這是因為一般人的心太粗、太散亂。所以《起信論》云：「分別生滅相者有二

種，………，麤中之麤凡夫境界。麤中之細及細中之麤菩薩境界。細中之細是佛境界。」 

 

1.2 十二因緣 

        除了物質世界與心識的活動不離因果，人的生命也不例外。很多人總以為人死如燈滅，

人的一生只是一生，事實上，人（更廣義的說是所有眾生）的生命是無窮盡的，有過去生、

現在生及未來生，佛法中十二因緣（又稱十二有支）的道理，即是在說明為何人會生死相續

在三界中輪迴的因果。《佛本行集經》云：「緣無明有諸行。緣諸行有識。緣識有名色。緣

名色有六入。緣六入有觸。緣觸有受。緣受有愛。緣愛有取。緣取有有。緣有有生。緣生有

老病死憂悲惱等苦生。」其意義是說，人之所以有今生是因為過去生有「無明」，無明即貪

瞋癡等心，因有這些無明所以造種種業「行」就是「緣無明有諸行」，因造種種業行而產生

業「識」，因此業識，便於往生後依此識受報投生入胎，入胎後「名色（即身心）」便在胎

中發育，慢慢「六入（即六根）」發育成熟，六根成熟後出生到世間與六塵相接「觸」，有

了接觸就有苦、樂、不苦不樂等「受」，從受中便有取捨貪「愛」之心，有了貪愛便想貪

「取」所執愛的境界，在求取的過程中又造種種業「有」，在此生往生時又隨此業有去投生

而有來生的「生」，有生就有「老死」。如此，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

取、有、生、老死等十二支中，各前者為後者生起之因，如此過去現在未來生死相續，輪迴

無有間斷，而且，造善業得善果，造惡業得惡果。 

        此外，若將生死看得更微細，人的念頭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前念滅，今念

生，今念滅，後念生，如此生生滅滅，何嘗不是念頭的生死輪迴，所以一念也具足十二因

緣。《大集經》云：「善男子。因眼見色而生愛心。愛心者即是無明。為愛造業即名為行。

至心專念名之為識。識共色行是名名色。六處生貪是名六入。因入求受名之為觸。貪著心者

即名為愛。求是等法名之為取。如是法生是名為有。次第不斷名之為生。次第斷故名之為

死。生死因緣眾苦所逼名之為惱。乃至識法因緣生貪。亦復如是。如是十二因緣。一人一念

皆悉具足。」 所以不管是短暫的心念或一生也都不外於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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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文的說明知道世間離不開因果，那因果可以帶給我們什麼樣的人生觀？可以給予生

命什麼啟示？ 

 

二、 因果給予生命什麼啟示 

2.1 人生應有的行為準則 

        人只要一出生到這個世界，就有一個人生歷程，在這一歷程中，人常常有很多的迷惘，

如為何有人富貴而有人貧賤，有人健康長壽而有人則多病短命，有人家庭生活美滿而有人吵

鬧不休苦不堪言，有人貌美而有人醜陋，有人聰慧而有人愚痴，有人人緣好而有人不好，有

人做事常常成功而有人卻常常失敗等等，人常將這些際遇看成是命運或運氣，以致常常想如

何能讓自己的運氣或命運好一點，甚至人生既然是運氣，做事則只想投機，以致人生一直在

不踏實的歷程中度過，心境也一直起伏不定，這種不實在沒有安定感的人生要真正快樂也很

不容易。 

        「欲知過去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做者是。」一個人如能相信因果了解因

果，知道現在的人生際遇是過去所做「因」的「果」，對人生就不再以運氣看待，也不會以

投機的心態來面對人生，就如古德所云：「命自己作，福自己求」，要有什麼樣的人生，就

要從因上去努力，要避免苦果，就不要去種會造就苦果的因。就如《地藏經》云：「地藏菩

薩若遇殺生者說宿殃短命報，若遇竊盜者說貧窮苦楚報，若遇邪婬者說雀鴿鴛鴦報，若遇惡

口者說眷屬鬥諍報，若遇毀謗者說無舌瘡口報，若遇瞋恚者說醜陋癃殘報，若遇慳吝者說所

求違願報，…………..，若遇吾我貢高者說卑使下賤報，若遇兩舌鬥亂者說無舌百舌報，若

遇邪見者說邊地受生報，如是等閻浮提眾生，身口意業惡習結果，百千報應今麤略說。」從

這些道理就知道什麼行為是不該去做的。 

除了避免造惡，更積極的一面要知道造什麼善因，得什麼善果，則人生可以行種種善以

便豐富自己正面的人生，使人生充實圓滿。如《大寶積經》云：「行施能得十種稱讚利益上

妙功德，何等為十？一者菩薩摩訶薩，由施食故，獲得長壽才辯，安樂妙色，雄力勇健，無

不具足。二者菩薩摩訶薩，由施飲故，獲得永離一切煩惱渴愛，無不具足。………。十者菩

薩摩訶薩，由以種種資生眾具施故，感得一切圓滿眾具，菩提分法，無不具足。 」  又《佛

說樓閣正法甘露鼓經》云： 「若有人一日持此遠離殺生之戒，彼人不生刀兵劫中。……。

若以一盂飲食施於眾僧，彼人當得不生飢饉之劫。」所以行善是快樂的人生不可缺乏的要

素。 

雖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但有些人常有一種疑惑，為何有人常行善但還是有很多

逆境，而有人不常行善甚而常造惡卻沒看到有何惡報。這就如同一顆種子（因），當還沒播

種到土壤中及提供適當的養分、水分、氣候與照顧（緣），無法開花結果（果），行善造惡

是因，至於果報的形成，還要待眾緣和合，所以古德云：「假使百千劫，所造業不亡，因緣

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二ＯＯ五年佛學與人生國際學術研討會—佛法、科學與生命教育                逢甲大學 / 10 月 22、23 日 

因果與生命教育之介說-釋見桅 

 

 12 

「菩薩畏因，凡夫畏果」，從了解因果，我們知道什麼該做，做了以後使人生越來越圓

滿，什麼不該做，做了以後得種種苦，所以一個有智慧的人，總是小心自己的身口意三業，

不使自己造惡因感惡果，而沒有智慧的人，則少注意自己的言行舉動是否會造惡因，都要等

到惡果現前時才知畏懼，但常為時已晚。知道以上這些道理，我們的人生便有了方向與行為

準則，不會疑惑迷惘，不知所措。所以，知因識果，讓我們的生命有了正確的方向，生命也

會覺得很踏實。 

 

2.2 面對逆境應有的態度 

人生的歷程中難免會有逆境或煩惱，因而產生種種苦惱，在面對這些苦惱的心境或反

應，常常與我們的人生觀有很密切的關係，有些人可能因逆境而起瞋心，有些人可能埋怨運

氣或命運不佳，有些人可能怨天尤人或甚而憤世嫉俗，有些人可能意志消沉，有些人可能信

人可勝天，努力克服難關等等不一而足。若以因果來看，現在的果是自己過去所造的因所

致，並非別人所給予我們的，而且既以形成的果報，也無法逃避，所要甘心甘受，心無怨

訴，如能這樣去看內心比較不會有負面的情緒，也比較能平心靜氣去看待面對逆境。否則，

在逆境中如果有太負面的情緒與心境，就容易心生苦惱及做出不理性的行為，甚至去傷害自

己或別人，嚴重則自殺或殺人，這些例子常常可在新聞報導中看到，這些作為不但不能解決

問題，而且為親友及社會製造更多的問題。有些人或許認為，自殺一了百了，這只是錯誤的

認知，就如有了煩惱藉酒澆愁，結果酩酊大醉醒來後煩惱還是在，人帶著負面的情緒，結束

自己的生命，這些負面的情緒，也會帶給來生很不良的影響，所以逃避並不能解決問題。 

然而知因識果坦然接受逆境並非消極，而是以一個較平穩的心去面對處理逆境，且積極

的把握現有的因緣，做好事、善事、清淨的事，當逆境因果報的承受而慢慢過去，好果、善

果、清淨果等順境的果報，因因緣的具足而漸漸呈現，人生就會從逆境轉為順境。此外，從

心境來看，一個人了解了因果，心境不因逆境而沮喪消沉，反而以積極的態度去開創未來，

這種樂觀進取的心境，會使內心的煩惱減少，因為「造成煩惱的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我們

對事情的看法。」 

 

2.3 面對順境應有的態度 

人的所作所為，常常是善惡業夾雜，所以人生歷程常常起起伏伏有順有逆，這是因果所

致。若一個人不知因果，在順境時，常有人會認為這是因為自己命好的關係，有人會認為是

運氣好，有人會認為是自己努力所得，也因此有人會不珍惜自己的福報而任意揮霍，有人得

意忘形，有人侍才傲物，甚至仗勢欺人，而這些容易犯的錯誤，會導致人反而因順境而造種

種惡業，當福報用盡，惡業逆境就容易現前，便會產生種種煩惱痛苦。 

 反之，若人了解因果的道理，知道一件事情的成功，是種種因緣聚集而成，並非只靠

自己努力便可達成，如有些貧窮落後的國家，其人民不是不想努力工作，但因社會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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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少，或謀生不易，所以必須遠離家園，到其他國家工作，如現在台灣的外勞，所以一個人

要成就自己的事業，沒有一個安和樂利的社會是不容易的，而這樣的社會必須靠社會每一份

子的努力，這就是為何個人的成功要對別人及社會心存知恩、感恩與報恩之心的原因，而且

再好的順境，一但因緣過了，便會消失，所以要知知福（知道福報得來不易）、惜福（珍惜

福報不揮霍）、培福（繼續努力修福），使自己生命與人生常保安樂。 

 

三、 因緣法更深層的內涵 

「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諸法（一切現象）都是因緣和合而生，亦因因緣散失而

散滅，由此而有因緣果報，若更深刻的去了解諸法這種緣生緣滅的本質，則可了解諸法種種

面向，乃至諸法的實相。故中論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

義。」由此，我們可從因緣法，來看諸法空、假及中（中道實相）的道理。並由對諸法本質

的了解，使心靈更開闊，甚而契悟實相，使生命達到無有梏桎的解脫，這可說是生命教育最

究竟圓滿的目標。 

3.1 因緣法入真空理 

一切法因因緣和合而生，也因因緣散失而散滅，均沒有實實在在恆常不變的自性，所以

一切法「緣起性空」。如水是在種種因緣的具足下，由一群水分子聚集而成，水分子則在因

緣具足下，聚集一個氧原子及兩個氫原子而成，由此可知水是由本非水的物質在因緣和合下

所生，但隨著環境的因緣，如在室溫下，水會蒸發，成為水蒸氣，隨著種種因緣，水分子與

其他物質作用而結合成另一種物質，或解離成氧和氫原子或分子，之後再與其他原子作用成

其他物質，所以水經歷這一連串因緣的變化，水已非是水，而就整個歷程看，水由非水物質

因因緣而成水，又因因緣轉變而成非水，因此水因因緣生，也因因緣滅，沒有實實在在恆常

不變的自性，所以是空性。所謂「一空一切空」，水是如此，同理一切現象也是如此。此

外，不僅物質世界，心境也是如此，所以「心境本空」。古德云：「空觀者，泯一切法」，

如能理解這些道理，乃至由當下這念心去觀照、反照這些道理，而與這些道理相應，則心中

一切執著煩惱可因此蕩滌而盡，自然煩惱不生。 

 

3.2 因緣法入假有理 

諸法緣生緣滅，所以一切法空（無自性）。若從另一個角度看，就是諸法是空性，是隨

緣生，所以藉由因緣可以建立種種假法（稱其為假是諸法無自性，虛妄不實）。菩薩發願度

無量無邊眾生，即是了達因緣建立種種假有，以利益種種眾生，如菩薩常藉種種因緣、創造

種種因緣建立道場、講經說法等即是。此外，當下這念心亦然，雖是空性，但亦可藉隨順種

種緣，生種種法，所謂「空中生妙有」。古德云：「假觀者，立一切法」，當心知此理，且

常觀照、反觀此理，當心與理相應時，則可藉此智慧了達一切法生滅變化之相。 

 

3.3 因緣法入中道實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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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法（色）從緣生無自性故空（即緣起性空），因諸法空無自性故，可隨緣成立種種假

有（色），心經所說「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在闡明此色空不二

的道理。從此一角度看，諸法非有非空，亦有亦空即是中道，即是實相。當下這念心也是，

雖空而能生妙有，生種種妙有而不異空，故不離中（中道實相）。古德所云：「中觀者，統

一切法」，即在闡明此諸法非有非空，亦有亦空的中道實相理。 

 

參、結語 

「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佛法指出因緣與因果法則是萬法的本質，從此一本質去

看物質世界，我們可以理解物質世界必然存在著規律性，所以科學得以存在；從此一本質去

看人生與生命，可以知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乃至生死輪迴，因此提供我們尋求快樂

的人生應有的行為準則，及豁達的人生觀；乃至從體悟此一本質，使我們可以契悟實相，得

到解脫。因果的道理使我們更寬廣深邃的了解宇宙萬法、人生與生命，而使得我們的人生與

生命得到完全的豁達與圓滿。因此，對因緣與因果法則的了解，可以使生命教育達到最究竟

圓滿的目標，所以認識因緣與因果的道理，可以說是生命教育不可缺少的課題。 

 

肆、參考文獻（按文中出現次序編列） 

1.護法等菩薩造，大唐三藏法師玄奘譯，《成唯識論》，大正藏第 31 冊，頁 5-11。 

2.馬鳴菩薩造，梁西印度三藏法師真諦譯，《大乘起信論》，大正藏第 32 冊，頁 577c。 

3.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大正藏第 03 冊，頁 799b。  

4.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大方等大集經》，大正藏第 13 冊，頁 164a。 

5.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地藏菩薩本願經》，大正藏第 13 冊，頁 781c。 

6.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譯，《大寶積經》，大正藏第 11 冊，頁 239c。 

7. 宋三藏明教大師譯，《佛說樓閣正法甘露鼓經》，大正藏第 16 冊，頁 811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