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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听人说：「这个人不错，心地很

好，但是和人相处得不好！」请问诸位，

这样的人算不算好人呢？

就他个人来说，他是好人；对社会

来说，他只是「半」个好人。特别是佛

教徒，如果与人处不好，就不能发挥净

化社会的功能。因此，今天我要和诸位

谈谈「情与理」，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究竟要怎样建立，才会比较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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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与理─如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

情与理的定义

何谓情与理？主观的态度是情，客

观的态度是理；自私的观点是情，公平

的观点是理；为个人求、为目前求是情，

为大众求、为千古求是理；有所为而为

是情，无所为而为是理。

情，维系人间的活动与存在，它好

比是润滑剂，使人活得更有意义。但是，

从学佛的观点来讲，我们必须要一层一

层地把情化解，进入理的状态。所谓「主

观的态度」，便是不管他人的想法，不

设身处地为当事人想，只在乎自己的想

法、看法，这叫作「情」。反之，处处

为他人着想，要求自己把自私自利的心

理和行为渐渐减少，即是「理」；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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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设想的时候，也同时要协助他人得到

利益、得到帮助；好比是在同一条船上，

我们把船的性能改良好、维修好，让船

上所有的人都能早点到达安全的地方，

而我们本身就在船上，也一定会到达安

全的彼岸。

我们的心量愈大，帮助的人愈多，

自己所得到的进步与成就也愈大，所以，

虽然不为己，结果得到最多利益的是自

己。这种方式叫「无所为」，却是最大

的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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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与理的类形

「情」可分成五种形态，即男女之间

的爱情、亲子间的亲情、朋友间的友情、

施和受的恩情、修行者之间的道情。五

者当中，前四项是为「俗情」，第五项

则是「法情」。因此，佛教给众生一个

名称，叫作「有情」。

首先，我们讨论男女间的爱情。请

问诸位，男女间是不是也有友情和恩情

呢？答案是肯定的。可见，男女之间

不一定只有爱情。以学佛人来说，男女

夫妻之间也具备了道情。另外，中国人

一向的观念里，以为父母和子女之间，

只有亲情和恩情；可是在现今的社会，

在西方国家，人们把父母也当朋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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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亲子之间也一定有爱情──父母

对儿女的爱，儿女对父母的「敬」加上

「爱」。当然，朋友之间除了友情外，也

是有恩情与道情的。而在施与受之间，

有些人只是单纯的为布施而布施，丝毫

没有想到要施「恩」给人，这种人我们

可以说他是「无我」的布施。

我在日本留学期间，没几人帮忙我、

供养我。但是在瑞士，有位我不认识的

施主，他定期寄钱给我。我问他：「你

希望我为你做什么？你希望我怎样回馈

你？」他回答说：「我对你无所希望、

无所期望，也不希望你回报我。但愿将

来你有能力时，也去帮助人。」像这样

就是道情。所以，用佛法、财力、体力

去帮助任何人，使他能得到佛法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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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道情。

其次，我们谈到「理」的类别。从

常识上或从佛法的观点来看，「理」可

分成下列六类：物质的定理叫「物理」；

身体的组织叫「生理」；心念的轨迹叫

「心理」；人际的范畴叫「伦理」；哲学

和宗教的「真理」；真如或理性，即佛

教所讲的「本地风光」。

（一）物理

昨晚，幸运地台风没有来袭。今天

早晨，还有些风势，天微微下着雨。有人

对我说：「师父！您第一天讲经，台风就

刮起来了，多讨厌！」我说：「它刮得有

道理，刮风一定有原因。既然是有道理、

有原因的事情，我们不要埋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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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前的某一天，我坐一位居士的车

要去访问一个地方。当时，雨势很大。那

位居士说：「希望我们下车时雨能停止，

不要让师父淋到雨才好。」我说：「你好

自私哦！为我一个人，你叫它不下雨。」

但也奇怪，我们将到目的地时，雨突然停

了。那位居士好高兴说：「这是您的福报，

不下雨了。」我说：「阿弥陀佛！这不是

我的福报，叫它不下雨就不下雨。如果，

此时天气干旱，正需要下雨，我来了就不

下雨，岂不是害了很多人？所以，这是『应

该』不下雨，不是因为我来了。」这个例

子是说，世间任何现象都有它的原因。做

为佛教徒，如果我们说某大德到某一地方

就不下雨，走了以后就下雨，这是外道，

不是佛法，因为佛法是讲因缘果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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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理

我们的身体和机器一样，不要过分

用它，也不要过分不用它。机器如果每

天使用，可能很快就报销了，所以一定

要适时休息、润滑与维修，这样才能用

得久。我的身体从来没有好过，一向都

在生病，但我每天都在动。很多人劝我

要休息，我说我这机器不能休息，一休

息就会生锈。但是，有时候非常忙碌，

有人还要见我、和我谈话，我一样见、

一样谈话，并利用时间休息。例如有人

问我：「头痛怎么办？」我说：「没问

题！除了看医生外，你念观世音菩萨就

好了。」他讲了半天，我只讲一句话，

他就高兴地接受，他的问题就解决了。



11

情与理的类形

（三）心理

我们心里的念头常常像野猴、像野

马，所以叫「心猿意马」。但是，如果

能够找到理路，了解心念起灭的原因，

便不会为心念的心猿意马而烦恼。

现在有许多专业心理医师，可帮助

人将心里的念头产生的原因做分析，并

找出解决的办法，使得心理有问题的人，

得到一时的安慰与治疗。但是，这种方

式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理」清了以后，

心还是会乱。

佛法的观点，却能正本清源。首先，

它告诉我们须清楚心里的烦恼是从那里

产生（说起来有点像心理学的方法）；

其次，不管任何问题，「魔来魔斩、佛

来佛斩」。坏的念头固然要丢，好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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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也要丢，将一切思想全部放下、随时

放下。到了这种程度，心念的轨迹已经

不存在，心理还会有问题吗？当然不会。

这就是所谓的「开悟」、「除烦恼」、

「证菩提」。所以，心理医生能帮很多人

的忙，而佛法能帮心理医生的忙。

在我的学生、弟子当中，就有十几

个心理医生，包括东方人和西方人，以

西方人较多。我问他们：「你们不是医

生吗？」他们说：「师父！您是医生的

医生。」我说：「我没有这么大的本领，

我也在害病、治病，不过我是以老病人

帮忙新病人。只有大悲的佛陀才是医生

中的医生。」

佛陀的另一个名字叫「大医王」，

真正的医师是佛陀。



13

情与理的类形

（四）伦理

中国人讲伦理，强调五伦，是指伦

理之间的责任和义务，就是在什么样的

身分和立场，就应该尽到什么样的责任

和义务。如果不尽自己该尽的责任和义

务，就没有好好地做人。比如说，夫妻

关系，如果太太和先生彼此各尽责任和

义务，夫妻之间一定非常和谐；反之，

则一定会吵架。通常是要求别人尽责，

而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

（五）真理

这是一种形而上的思想、理论、观

念。是从现实的社会，而推想到理想、

不变的真理。现象是变动的，而真理是

不变的，所以哲学家、宗教家相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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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和最后的真理。能够相信有真理，

心里会得到安慰，有归属感。因此，有

哲学修养的人，不会是坏人，也不会是

心理烦躁的人，人格一定比较正常。为

什么？因为他们相信，现实虽然不公平，

而真理一定是公平的。

（六）本地风光

又名「真如」、「涅槃」、「佛性」、

「佛的法身」。很多人误以为「死」就叫

涅槃，其实涅槃是心如止水，不受是非、

善恶等种种顺逆境所困扰，而自由自在

的意思。

十年多前，我刚到美国不久，有位

美国人跟我求解脱法。他说：「我现在

不自由，想离婚又离不了，因为太太向



15

情与理的类形

我开条件要钱。师父！听说佛法里有解

脱的方法，是不是啊？」我说：「没有

用的，我帮你的忙以后，你跟这个太太

离了婚，会再跟另一个女人结婚。放掉

一个抓一个，你永远得不到解脱。」他

说：「从今以后我不结婚了，我已经受

够女人的气，我还会再结婚吗？」我告

诉他：「你怕女人，也是不得解脱、不

得自在。如果，你遇到她，心里不会怕，

她缠着你，你不怕她缠，这便是解脱。

此外，没有女人、没有太太，不会感觉

痛苦，也叫作解脱。」

这即是说，当我们遇到问题时，能

够心悦诚服、欢欢喜喜、平平静静地面

对它、解决它，当下即得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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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情与理

从佛法的观点来看，慈悲和智慧实

际上就是世间所讲的情与理的净化。所

谓净化，是指不使自己和别人陷于困扰、

烦恼之中。

如何使人际关系不复杂？

答案只有四个字，即「用情用理」。

意思是说用慈悲、用智慧来处理我们的

人际关系。

我们对人多一份关怀，便是多一份

情义。有些人蛮横不讲理，和他讲理讲

不通。但是，用情──亲情、爱情，或

是用朋友的关系，问题就解决了。中

国人比较多用情，使人感到很温暖、很

亲切。可是，如果只用「情」，而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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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我们可能会颠倒是非、黑白不分。

因此，对于自己的家庭或亲戚朋友的伦

理关系，我们可以用情；但对社会的关

系，则应当以理来处理。也就是说，处

理私人的事，可以用「情」；处理公共

的事，必须用「理」。用「情」可以使

我们的环境和谐；用「理」可以使环境

公平，二者执一不可，也缺一不可。

我有一个弟子很理性，任何事都讲

究合理，所以他很困扰。他说：「怎么

搞地！这世上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那

么多！」我告诉他：「你不慈悲！面对

人时，是不能全部用理性的。人不能当

成物质来处理，你应该加上慈悲，这样

你才会感觉心安理得，同时和你有关系

的人也会觉得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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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的意思和同情类似，但那是更

净化和清净的。「用情」，会带有个人

的感情；但是「用慈悲」就不会。当我

们周围出现不合理的现象或有人做出不

合理的行为，依「理」来说，这些人可

能都必须去坐牢；如果从慈悲的立场来

看，他们的行为也许是由于家庭背景、

社会环境、或身心因素所引起。能从不

同角度体谅他们，并用不同的方法帮助

他们，这叫作慈悲。

对于别人的问题，要慈悲，但并不

是一味的说「好、好、好」；对于自己的

问题，应该用智慧来化解、指导和改革，

这叫作修行。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困扰自

己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是自己制造的，

也可能是环境给我们的。在这种情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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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怨恨自己或指责他人都没有用，以佛法

的因果观点来化解，才是最好的办法，否

则，我们可能会忿恨不平。

根据佛法的因果观念，一切的困扰

与烦恼，都是缘于过去的因，所以才结

现在的果。有了这种观念以后，烦恼应

该是减少了，或根本不用去烦恼。但是，

因果的意思，并非叫我们不要改变环境、

不须解决问题；而是要加上因缘来促成

环境的改变和问题的解决，这才是智慧

的态度。

佛法着重慈悲与智慧，推行佛法的

修行，就是在推广慈悲和智慧的运动。

人人都有慈悲与智慧的心，社会一定能

够净化，我们的人生一定是幸福的。因

此，我们需要更多人弘扬佛法，劝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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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接受佛法、修行佛法。

但愿诸位都是有慈悲、有智慧的修

行者和弘法者。祝福诸位！

（摘录自《禅与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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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比丘圣严法师（一九

三○～二○○九），自喻为

「风雪中的行脚僧」，曾获

《天下》杂志遴选为「四百

年来台湾最具影响力的五十

位人士」之一。

一九四三年法师于江苏狼

山出家，历经经忏、军旅生

涯，十年后再度出家。不论

六年闭关苦修、日本留学、美国弘法，或是开创法鼓

山，总是在无路中找出路，在艰辛中显悲愿，在坚毅

中见禅慧；他的生命，就是一场实践佛法的历程。

为了提高佛教地位及僧众素质，法师在四十岁时毅

然赴日留学。一九七五年取得东京立正大学文学博士

学位，历任台北文化大学、东吴大学等校教授，以及

中华学术院佛学研究所所长、美国佛教会副会长、译

经院院长，并创办中华佛学研究所、法鼓山僧伽大

学、法鼓文理学院，培养佛教高等教育、研究人才。

一九八九年擘建法鼓山，历经十六年，终于在二

○○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举行开山大典。此世界佛教教

圣严法师简介



育园区旨在推动学术研究、修行弘化、关怀照顾等工

作，并逐步扩建海内外弘法、禅修、文化、教育、关

怀的组织体系。目前于台湾各地及欧、亚、美、澳，

亦广设禅修中心。为弘传汉传佛教，法师并于二○○

五年开创继起汉传禅佛教的「中华禅法鼓宗」。

法师长年奔波美、台两地，密集应邀至世界各地指

导禅修，为国际知名禅师。秉承临济及曹洞两系法

脉，以自然生动的方法随机应教，跨越文化藩篱，吸

引了无数东西方人士。更经常与科技、艺术、文化等

领域之菁英进行对谈，乃至与不同宗教进行和平合

作，深获海内外各界尊崇。

除此，法师擅长以现代人的语文普传佛法，至今已

有中、英、日文著作百余种，先后获颁中山文艺奖、

中山学术奖、终身文化贡献奖等；其中多种著作被转

译流布世界各地。

法师教法以「心灵环保」为核心，立基于汉传佛教

的传统，不断朝国际化、多元化的目标迈进，担负起

现代佛教继往开来的人间使命。



四众佛子共勉语

信佛学法敬僧　　三宝万世明灯

提升人的品质　　建设人间净土

知恩报恩为先　　利人便是利己

尽心尽力第一　　不争你我多少

慈悲没有敌人　　智慧不起烦恼

忙人时间最多　　勤劳健康最好

为了广种福田　　那怕任怨任劳

布施的人有福　　行善的人快乐

时时心有法喜　　念念不离禅悦

处处观音菩萨　　声声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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