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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敘起
（壹）總說一般在家人，對於財富的取得與處理等的問題

我們信佛學佛，是要依法而行，這在昨天曾經說到。如人間的財富問題，佛法怎樣指
示我們，也是佛弟子迫切需要知道的。財富，包括一切動產不動產，國有的和私有的；
日常生活所需，以及金銀寶玉等都是。可是我先得申明：我現在所要講的，不是什麼
經濟學，也不是討論出家人對於財富的態度，及處理的辦法。現在要談談一般在家人，
對財富應怎樣取得，應怎樣處理等問題。
（貳）例舉故事一：「功德天與黑女」
一、故事的內容

功德天與黑女：先從一故事來說起。我們中國人，遇到家境困難，生活無著，或是生
意不景氣，就去求財神。在印度，就是敬奉功德天──如供天儀軌所說（p.244）的「南
無第一威德成就眾事大功德天」2，求功德天的恩賜財富。
故事就這樣發生了：有人家道衰落，就供養功德天，早晚都誠意的禮拜。一直供養到
兩年，居然得到了功德天的感應。那天，聽見有人推門進來，一看正是功德天。窮人
急忙起來，以最敬虔而歡喜的心情去迎接。功德天是一位最美麗的女郎，可是當她將
坐下時，外面又有人推門。窮人忙著去看時，這回來的，卻是一位又黑又醜的女郎。
窮人阻止她進來，可是那位黑女郎，卻一定要進來，同時說：「功德天是我姊姊，我
是她的妹妹──黑女，我們姊妹是從來不曾分離的。你請她，即使不請我，我也非來
不可。姊姊來賜與財富，我是來銷散財物的，你見過有積聚財物而不散失的嗎」？3
1

講於岷里拉（新版作：馬尼拉）信願寺。
（1）北涼 曇無讖譯《金光明經》卷 3〈10 散脂鬼神品〉
：
「南無第一威德成就眾事大功德天。」
（大正 16，346c21-22）
（2）宋 遵式集《金光明懺法補助儀》卷 1（大正 46，959c1-4）
：
一心奉請，南無第一威德成就眾事大功德天（行者應念此菩薩，即是道場法門之主。當
殷勤三請，希望來至。請已各放香爐，即便合掌胡跪。誦持本呪，若七遍若多遍。此呪
正是召命天女及其徒屬，切在精專一心致請。必望下降，果剋所求，令不虛爾）
。
3
（1）
《大般涅槃經》卷 12〈7 聖行品〉
（大正 12，435b16-c26）
：
「迦葉！生之根本，凡有如是
七種之苦，老苦乃至五盛陰苦。迦葉！夫衰老者非一切有，佛及諸天一向定無，人中不
定或有或無。迦葉！三界受身，無不有生，老不必定，是故一切生為根本。迦葉！世間
眾生顛倒覆心，貪著生相，厭患老死。迦葉！菩薩不爾，觀其初生，已見過患。迦葉！
如有女人入於他舍，是女端正，顏貌瓌麗，以好瓔珞莊嚴其身。主人見已即便問言：
『汝
字何等？繫屬於誰？』女人答言：『我身即是功德大天。』主人問言：『汝所至處為何所
作？』女人答言：
『我所至處，能與種種金銀琉璃、頗梨真珠、珊瑚虎珀、車𤦲馬瑙、象
馬車乘、奴婢僕使。』主人聞已，心生歡喜，踴躍無量：
『我今福德，故令汝來至我舍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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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故事的涵義

這一故事說明了：世上的一切財富，都是無常的。得來是那樣艱難！可是結果是不能
不散失，而且又散失得那麼容易。所以我們學佛的，財富不可強求；如散失了，也不
必過分的懊喪，因為這是遲早要散失的。反而應該注意：財富應怎樣得來，得來了應
怎樣處理，才不致讓它無意義的消散了。
（參）例舉故事二：「毒蛇與福德資糧」
一、故事的內容 （p.245）

毒蛇與福德資糧：財富，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呢？再以故事來說明。
佛陀在世時，每天實行乞食的生活，阿難是佛的隨身侍者。一次，佛和阿難又去乞食
了。走到中途──水溝旁的時候，佛忽回頭對阿難說：「阿難！毒蛇」！阿難上去一
看，就說：「毒蛇！世尊」！他們就走過去了。那時，有父子兩人在田間工作，聽說
有毒蛇，就跑過來看看。不看也罷，一看，兩人有說不出的歡喜。那裡有毒蛇！溝旁
土裡所露出的，卻是一罈4黃金。於是父子倆歡天喜地的，把黃金搬回家去了。得到
了黃金怎麼辦呢？取一塊去金舖裡兌換。金舖裡見他們是窮人，心裡起了懷疑，暗暗
的去報告了官府。一會兒，便把父子倆捉了去。再到家裡去搜索，收藏的黃金一起查
了出來。審問明白，就判定了盜取國王財物的罪名。
當時是波斯匿王時代，法律上說：凡藏於地下的，都歸國王所有。這父子兩人，就以
這個罪名而被判死刑。在刑場上，父親忽然想起了，對兒子說：「阿難！毒蛇」！兒
子一想，比丘說的真不錯，現在是為黃金毒蛇所害而要死了，也就望著父親說：「毒

即便燒香散花，供養恭敬禮拜。復於門外更見一女，其形醜陋，衣裳弊壞，多諸垢膩，
皮膚皴裂，其色艾白。見已問言：『汝字何等？繫屬誰家？』女人答言：『我字黑闇。』
復問：『何故名為黑闇？』女人答言：『我所行處，能令其家所有財寶一切衰秏。』主人
聞已，即持利刀，作如是言：『汝若不去，當斷汝命。』女人答言：『汝甚愚癡，無有智
慧。』主人問言：
『何故名我癡無智慧？』女人答言：
『汝舍中者，即是我姊。我常與姊，
進止共俱，汝若驅我，亦當驅彼。』主人還入問功德天：
『外有一女，云是汝妹。實為是
不？』功德天言：
『實是我妹，我與此妹，行住共俱，未曾相離。隨所住處，我常作好，
彼常作惡，我常利益，彼常作衰。若愛我者，亦應愛彼，若見恭敬，亦應敬彼。』主人
即言：
『若有如是好惡事者，我俱不用，各隨意去。』是時二女，俱共相將還其所止。爾
時主人見其還去，心生歡喜踊躍無量。是時二女復共相隨至一貧家。貧人見已，心生歡
喜，即請之言：『從今已去，願汝二人，常住我家。』功德天言：『我等先以為他所驅，
汝復何緣俱請我住？』貧人答言：
『汝今念我，我以汝故，復當敬彼，是故俱請令住我家。』
迦葉！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不願生天，以生當有老病死故，是以俱棄，曾無愛心。凡
夫愚人不知老病死等過患，是故貪受生死二法。」
（2）唐 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5〈2 分別根品〉
（大正 41，104a27-b4）
：
「如示黑耳與吉祥俱，
為厭吉祥先示黑耳。黑耳、吉祥姊妹二人常相隨逐，姊名吉祥，所至之處能為利益；妹
為黑耳，由耳黑故故以名焉，所至之處能為衰損。愚人貪染吉祥，智者欲令厭捨先示黑
耳，既見黑耳、吉祥亦捨。舊云功德天、黑闇女，譯家謬矣。」
4
按：原書作「罎」。
（1）罈〔ㄊㄢˊ〕
：亦作“ 埮 ”。罈子：一種小口大腹的陶製容器。
（《漢語大詞典》
（八）
，p.1079）
（2）埮〔ㄊㄢˊ〕
：同“ 罈 ”。一種口小肚大的圓形陶製容器，多用來盛酒、醋等。
（
《漢語大
詞典》（二），p.123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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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世尊」！監斬5的是一位佛弟子，聽了他們的話，覺得希奇，就去（p.246）報告
波斯匿王。王聽了，要父子兩人回去，問他們這兩句話的由來，他們於是把早上在田
間遇到的事情說了。國王知道這是佛與阿難說的，對他們說：「這是佛的開示，現在
你們信不信佛的話呢」？回答說：
「真是毒蛇，害得我們喪生失命，怎麼還不信呢」！
波斯匿王因他們信佛，就把他們開釋6了。7
二、故事的涵義

這個故事，說明了金錢是萬惡的，他使人墮落，作惡，喪失生命。多少人為金錢而犧
牲；世上多少罪惡，多少苦難，不是從金錢而來嗎？這是近於小乘的見解。
從另一面說，如把財富應用得當，是大有利益的。佛法要我們修福修慧，如把財富來
布施行善，便是成佛的福德資糧。什麼叫資糧？如旅行時，非預備旅行資具，糧食，
舟車等不可。我們如發心學佛，也非有資糧不可，否則是不會成就的。如以財富布施
作福，便是修集福德，為成佛的資糧。那麼應用財富而得當，不是最有意義的嗎？
所以佛法對於財富，決非一味的厭惡它，看作毒蛇那樣。財富是毒蛇，同時也就是資
糧，問題在你怎樣處理它！
貳、財富由布施福業而來 （p.247）
（壹）由福業而非神賜
一、過去世的福業，決定我們現在的財富與享受

由福業而非神賜：說到財富，簡單的說，一切都從布施福德而來，從布施業因的感果
得來。我們所有的財富，無論小至粒米，大至全世界，都是從我們的福業而來，而不
是什麼神所賜予的。神教的信仰者，把他們的一切財物享受，都看作神造而賜予享受
5

監斬：監督執行死刑。（《漢語大詞典》
（七）
，p.1444）
開釋：1.釋放。
（《漢語大詞典》
（十二）
，p.36）
7
《大莊嚴論經》卷 6（大正 4，289c2-290a18）
：
（三四）復次，若聞善說應當思惟，必得義利，是故智者常應聽受善妙之法。我昔曾聞，舍
衛國中佛與阿難曠野中行，於一田畔見有伏藏。佛告阿難：「是大毒蛇。」阿難白佛：「是惡
毒蛇。」爾時田中有一耕人，聞佛、阿難說有毒蛇，作是念言：
「我當視之，沙門以何為惡毒
蛇？」即往其所見真金聚，而作是言：
「沙門所言是毒蛇者，乃是好金。」即取此金，還置家
中。其人先貧衣食不供，以得金故，轉得富饒衣食自恣。王家策伺怪其卒富，而糺舉之繫在
獄中，先所得金既已用盡，猶不得免，將加刑戮。其人唱言：
「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
傍人聞之，以狀白王，王喚彼人而問之曰：
「何故唱言：
『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其
人白王：
「我於往日在田耕種，聞佛、阿難說言毒蛇，是惡毒蛇。我於今者，方乃悟解實是毒
蛇。」即說偈言：
「諸佛語無二，說為大毒蛇，阿難白世尊，實是惡毒蛇。惡毒蛇勢力，我今
始證知，於佛世尊所，倍增信敬心，我今臨危難，是故稱佛語。毒蛇之所螫，正及於一身，
親戚及妻子，奴婢僮僕等，一切悉無有，而受苦惱者；財寶毒蛇螫，盡及家眷屬。我今於財
寶，及與親戚等，視如惡毒蛇，瞋恚發作時。智者宜速離，如捨惡毒蛇，應速求出家，行詣
於山林。誰有智慧者，見聞如此事。而當著財寶，封惑迷其心？我謂得大利，而反獲衰惱。」
王聞偈已，深知是人於佛語中生信解心，即說偈言：
「汝今能信敬，悲愍之大仙，所說語真實，
未曾有二言。先所伏藏財，盡以用還汝，更復以財寶，而以供養汝。能敬信調御，善逝實語
故，大梵之所信，拔梨阿修羅，天王及帝釋，我等與諸王，城中諸豪族，婆羅門剎利，尊勝
智見人，無不信敬者。能同我信故，現得於花報，今信最信處，應獲第一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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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們對日常的飲食，都當作神賜而在感謝他的恩典。這原是「靠天吃飯」的幼稚
想法！但是佛說：這是依我們自己所積的福德得來的。在過去世中，如造作了很多福
業，那麼現在就有富有的享受。反之，便只有小小的福報，甚至窮困到無以為生。所
以過去世的福業，決定了我們現在的財富與享受。
二、神賜予一切的理論難使人滿意

一切是神所賜予的，理論上決不能使人滿意。例如嬰孩初生，他們所處的家庭，為什
麼大有貧富的差別。這不能說是他們對神的信仰有所不同。如厚彼薄此，神也就太任
性而不平等了。再說，有多少人，對神的信仰是虔誠的，但一直過（p.248）著窮困的
生活，這又怎樣解釋呢？佛弟子不能信任神的恩賜，認為一切要依自己，自己的業力，
才決定自己的福報如何。
（貳）從眾緣而非定命

從眾緣而非定命：財富從布施福業得來，雖是絕對的定律，但其中還有許多問題。
一、有宿因或更待現緣

一、有宿因或更待現緣：
（一）過去雖有布施業因，而福報現前還是要依靠現緣

如說過去積有福業，現在享有福報，那麼現在的我們，不是就可以坐享福樂嗎？一
切可以不勞而獲的定命論，是不對的。因為我們知道，雖有布施業因，而福報現前，
大抵還是要有現緣的。
有一笑話，可以助明這個道理。有人生下來後，被很多算命的，算定為命運好，大
福大壽。此人因此而驕傲懶惰，不肯工作，坐享幸福。他的妻子，遇到這麼一位丈
夫，也只有終日嘔氣。一次，她準備回娘家去住幾天，想到那位懶丈夫，沒有人烹
飪，送到面前，他是不會去動手的，可能會餓死。於是便替他製了夠半個月吃的大
米糕，中間留一圓孔，掛在他的頸項上，讓他餓了好吃。她去了近十天，忙著回家
來，那知一進家門，便見那位懶丈夫餓死在一邊。原來他懶得要命，只吃到低頭吃
得到的部分，連把大米糕轉動一下也不肯動手。這當然是笑話，正說明了偏信前生
福（p.249）業是不成的。
（二）前生的福業感報，如專依宿業說，有可能成為定命論

前生的福業，有的能自然感報，不需要功力，如嬰孩的生在富貴人家。但更多是，
除了宿世的福業而外，還要依自己現生的功力──現緣。用一分的力量，有一分的
收穫。如農夫種田，播下種子（如宿世施業）
，還得勤勞的灌水，下肥，除草（如現
生功力）
，才會豐收。不然，坐等收穫，那是沒有把握的。除非少數的田土肥，雨量
足，但雖有收成，而產量不會多（如宿生的福業，自然感報）
。種田是這樣，種福田
而得福報也是這樣。所以不能專依宿生的福業，還得靠現生的功力。如專依宿業，
成為定命論，那就像懶人一樣，結果可悲慘了！佛法不是定命論，請大家注意！
二、得福果或造成惡因

二、得福果或造成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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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不合法的手段得財，是種下惡因

關於福報，我想說幾句話，大家不要驚慌！財富從布施的福業得來，那麼現在辛苦
的做生意，或從政，或勞動而得的財富，是由福業而來嗎？是的。盜匪劫掠所得的，
或貪污欺詐所得的財物，也都是福報嗎？是的。這似乎太危險！有財物就是有福報，
這不等於獎勵作惡嗎？不會的。依佛法（p.250）說，這些非法得來的財富，從往因
說，雖從福業而來；但從現緣──得財的方法說，卻是種下惡因了！用不合法的手
段得財，甚至這分福報不能受用，反而受到罪惡的苦報了。
（二）財富由福業而來，是徹底的道理，但福業應取之合法

為善有善果，布施必得福報，但要依因果的正常法則去實現。如種田的，下種以後，
得老老實實的下一番功力──灌水，下肥，除草等，秧苗自會逐漸的長大，開花結
實，為我們所受用。
傳說：有一愚癡的農夫，插秧以後，天天去田裡觀望，而每次都非常失望，因為苗
生長太慢了。一天，到田裡去，把所有的秧，都給拔得高一些，他才滿意的回去。
可是第二天再去看時，所有的秧都枯死了。愚蠢的農夫，不讓秧苗正常的生發長大，
卻以不合理的手段，去促成秧苗的成長。苗是長了，而苗也就死了。8
秧苗所以能生長，因為有部分潛在土裡；如土裡沒有，那拔也是不會長的。福報也
如此，如沒有前生的福業，用非法的手段，也還是不能得到。但即使有宿生福業，
不以正法而得應得的財富，福報得到時，惡報也就在眼前了！財富都由福業而來，
這是徹底的道理。但有了福業，還要用正常（p.251）的方法去得到。用非法的手段
得財，種下惡因，真是把自己的福報糟蹋了。所以佛說：「如法求財，不以非法」
。9
參、如法求財不以非法
（壹）從非法職業得來的財富，是種下苦因，略有兩類

什麼是如法（依法、合法）
，什麼是非法呢？一般人以為從辛勞職業得來的財物，便是
合法的，其實未必盡然。從非法職業得來的財富，是種下苦因的，這又有兩類：
一、非國法所許

一、非國法所許：如從事的職業，沒有違犯國家──或是居留地國家禁令的，便是正
業。如國法所不許的──或不許民營的，不許外僑經營的，不許種植（如鴉片）或出
8

《孟子公孫丑上篇》「揠苗助長」
：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
「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
往視之，苗則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捨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
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9
（1）
《中阿含經》卷 30〈1 大品〉
〈126 行欲經〉
（大正 1，615c20-616a1）
：
於是，世尊說此頌曰：
「若非法求財，及法非法求，不供不自用，亦不施為福，二俱皆有
惡，於行欲最下。若如法求財，自身懃所得，供他及自用，亦以施為福，二俱皆有德，於
行欲最上。若得出要慧，行欲住在家，見災患知足，節儉用財物，彼得出欲慧，於行欲最
上。」
（2）
《顯揚聖教論》卷 13〈2 攝淨義品〉（大正 31，540c13-15）
：
恭敬聽聞如來法已得思擇力，由此能受聞法義利，如法求財不以非法，雖復受用深見過患。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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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的，就不可以作。國家的法令，不論國民或僑民，都應該遵守。雖然國家的法令，
未必都是對的。如不同意國家的法令，認為不合理，也得依正當的辦法來求補救，求
改變，切不可陽奉陰違，觸犯禁令。
二、非佛法所許

二、非佛法所許：有些職業，不一定是國法所禁的，但依據佛法，卻是一種（p.252）
不正當的職業，這就是以殺、盜、淫、妄、酒等，解決生活的職業。如屠宰，漁獵，
或被雇負責殺人，或製造殺生的器具等，便是與殺有關的非法職業。又如專門偷盜─
─小偷，土匪；或開設淫窟，出賣淫畫、春藥為生的；或東欺西騙，以說謊為職業的；
或釀酒，開設酒館等，便是與盜、淫、妄、酒有關的職業。這些，凡是良好的佛弟子，
是要避免的。這一點，不論在家或出家眾，都要互相勸勉，不但自己不作，還得勸教
內善信，共同避免觸犯。10
我們中國佛教徒，對職業問題，每不夠注意。有的是不知道，有的明知道自己的職業
是不合佛法的，但或為了是祖先的遺業，或為了生計改變的不容易，還是做下去。其
實有真切的信仰，真實的信解善惡因果，就應該拿出勇氣來改革，不惜犧牲，忍受痛
苦來改革！信佛就應依法而行，希望作佛弟子的，應特別重視這點。
（貳）雖從事正常的職業，然若不應有而有財物，一切屬於非法

有的，雖從事正常的職業，但在職業上，或與朋友往來上，非法得財。廣義的說，這
都等於是竊取的。因為非自己所應分得的，而現在取得了；是應該付給人的，而現在
卻逃避了。這種財物，不應有而有，一切屬於非法。
一、一般性的，任何人都可能違犯的情形

其中有是一般（p.253）性的，也就是任何人都可能違犯的。問題很複雜，例子也多，
現在略舉經典上常說的幾點。
（一）竊取他物

(一)、
「竊取他物」
：這不是以偷盜為職業，而是偶然的。對於別人的財物，起貪染心，
設法竊取，或順手牽羊的取為己有。又如別人遺失的東西，拾到了應該歸還原主，
不但佛法如此，現代的國法也如此。如拾得而私藏起來，也就等於竊取。還有，對
10

（1）
《中阿含經》卷 7〈3 舍梨子相應品〉
〈31 分別聖諦經〉
（大正 1，469b6-13）
：
諸賢！云何正命？謂聖弟子念苦是苦時，習是習、滅是滅，念道是道時，或觀本所作，或
學念諸行，或見諸行災患，或見涅槃止息，或無著念觀善心解脫時，於中非無理求，不以
多欲無厭足，不為種種伎術呪說邪命活，但以法求衣，不以非法，亦以法求食、床座，不
以非法，是名正命。
（2）
《中阿含經》卷 49〈1 雙品〉
〈189 聖道經〉
（大正 1，736a24-b8）
：
若見邪命是邪命者，是謂正命。若見正命是正命者，亦謂正命。云何邪命？若有求無滿意，
以若干種畜生之呪，邪命存命，彼不如法求衣被，以非法也。不如法求飲食、床榻、湯藥、
諸生活具，以非法也，是謂邪命。云何正命？若不求無滿意，不以若干種畜生之呪，不邪
命存命，彼如法求衣被，則以法也。如法求飲食、床榻、湯藥、諸生活具，則以法也，是
謂正命。是為見邪命是邪命者，是謂正命。見正命是正命者，亦謂正命。彼如是知已，則
便求學，欲斷邪命，成就正命，是謂正方便。比丘以念斷於邪命，成就正命，是謂正念。
此三支隨正命從見方便，是故正見最在前也。
6

《佛在人間》
第九章、佛教的財富觀

國家都有納稅的義務，如故意延不繳納，如營業稅、所得稅、土地稅等。或是偷漏
捐稅，走私，以多報少等。這是減少國家收入，增益自己財富，屬於非法得財。
（二）抵賴債務

(二)、
「抵賴債務」
：借債應該歸還，如抵賴而故意不還，是非法的。不過，有的不幸
而事業失敗，破產了。依因果律說，來生也是要償還的。但他確是事業失敗，無款
可還，即不能說是非法。可是有的事實上有能力歸還，藉口失敗，而不肯清還債務，
這已是非法了。還有故意倒閉他人的貨款、存款，而自己是愈倒愈富，這不但國法
所不許，佛法上也是惡中之惡！
（三）吞沒寄存 （p.254）

(三)、
「吞沒寄存」
：有把現款存放到別人的名下；或是金寶財物，為了外出等原因，
寄存在親戚朋友家裡。但日子一久，受人寄存的，便抵賴說並無此事，說那些是他
自己所有的。還有把金錢和一些重要的手續，委託知己，寄存在友好處。等到寄託
人死了，受託人便吞沒寄存的一切，欺負他的後輩，這都屬於非法之例。
（四）欺罔共財

(四)、
「欺罔11共財」
：幾個人共同投資，組成一個公司；公司的財產，便是股東的共
財。如某一股東，負責在公司辦事，拿出偷天換日手段，偽造賬目，欺弄股東，把
共有財富，轉移到自己的腰包去。又如弟兄的共有財產，未分家時，有的先於中竊
取，化公為私，這都是欺罔共財的非法事項。
二、非一般性的，只有相關職務的人才會犯的情形

還有一些非法的取得，不是一般人所能犯，而只是有關人所能犯的，也略說幾種：
（一）因便侵佔

(一)、
「因便侵佔」
：或服務政府機關，或服務工商行號，或服務社團學校，利用地位，
及職務上的便利，而損害服務事業的財物。這種情形實在太多了，有些甚至是被人
看作慣例的。採辦的從中取回佣金；浮12報旅費或交際費；低價賣（p.255）出，高
價買進，而自己從中分得一分。總之，為了個人利益，使服務的事業少收多支，都
可說是因便侵佔的非法。
（二）藉勢苟得

(二)、
「藉勢苟得13」
：這是一般從政人員所最易犯的。利用權勢及職務，非法得財的
辦法真多！如人向某機關辦理某項手續，裡面的負責人，不替你辦理，或問題層出
不窮，讓人走上好幾回，還說過幾天來。等得急了，或是事情不能拖延太久，只好
去賄賂他們，或買禮物送他。財物一到，問題簡化，工作變得極有效率，這是留難
的一例。
有的查到民家或商店，有小小違犯禁令的事情，如售貨而不開貨單，或不蓋店印等。
11
12
13

欺罔：欺騙蒙蔽。（
《漢語大詞典》
（六）
，p.1449）
浮：8.空虛。
（《漢語大詞典》（五），p.1238）
苟得：不當得而得。（《漢語大詞典》（九），p.35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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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表示問題嚴重，以種種來威嚇14。其實，不一定是忠實執法，而只要人情到了就
完事，這是威嚇的一例。
還有是走進商店行號，或者民間富戶，故意刁難，甚至設局陷害，說你犯下什麼罪，
要舉發你。你怕事怕麻煩，只有以金錢去討好他，這是誣陷敲詐的一例。
還有得財枉法15，或縱容親屬收容賄賂等，真是花樣繁多。這是社會的病態，政治上
的罪惡。奉佛的弟子們，守法而不貪這些非法財富才是。
（三）經營非法 （p.256）

(三)、
「經營非法」
：出資本，從事工商事業，獲得合法利潤，本是極正當的，但其中
也有許多非法的。我不是內行人，當然說不上內行話。扼要的說，貨不真，價不實，
量不足，獲得分外利潤的都是。
以假的作真的賣，把次等貨當上等貨賣；冒用他家商標，欺蒙顧客，多得利益。價
不實，有討價還價的惡弊，這本來無非想遇到不知時價的，可以多賣幾元。等到風
氣造成，大有非漫天討價不可的情況，真是害人害己！分量不足；又如斗秤不公，
大進小出等。至於不顧國計民生16，乘機抬價，囤積居奇17等，不但為佛法所不許，
有時也會受到政府的取締。經營事業，一定要以合法的手段，謀取合法的利潤。由
於人心不良，社會病態所造成的，非法取財的流弊，是會有報應的。大家應互相警
惕，如法求財，才能無害於人，有利於己。
（參）凡是非法得來的錢財，無論出於什麼良好的動機，都是罪惡
一、故事的內容

現在舉一故事，來說明決不可非法得財。佛弟子目犍連，在家時很有地位，自然就有
些有地位的朋友。
他的好友中，有名叫陀然梵志的。目犍連出家以後，常在外方弘法。一次，回到了家
鄉，陀然梵志當然是他所關懷的一位。有人告訴（p.257）他：
「陀然依賴自己的地位、
勢力，作種種不法的行為，從中取利。他是勾結人民，要脅政府；同時又勾結政府，
欺壓老百姓」。目犍連聽了，心裡為他的老朋友難過。
一天見到了陀然，想起他的不法行為，就以老友的身分，呵責他不該那樣的胡為。問
他為什麼要這樣，陀然解釋為出於不得已。「為了孝養父母，培育兒女，還要修福積
德，祭天神祖先等。沒有錢，怎麼辦呢」？目犍連告訴他：「就是為了供養父母，培
育兒女，修福祭祖，也是不可以非法取財的」。目犍連知道他是一篇鬼話，所以進一
步追問：「真的是為了這些嗎」？陀然與目犍連是宿生有緣的，也就說實話了。原來
他有一位妻子，衣食住行，樣樣要講究，天天要錢花。沒有錢，就連吵帶鬧，弄得家
庭不安。陀然為了這，所以才胡亂搞錢。目犍連大不以為然，說他願為婦女的奴隸，

14
15
16
17

威嚇：以威勢恐嚇。（《漢語大詞典》（五），p.218）
枉法：謂歪曲和破壞法律。（《漢語大詞典》
（四）
，p.792）
國計民生：國家經濟和人民生活。（《漢語大詞典》
（三）
，p.630）
囤積居奇：囤積大量貨物，待機牟取暴利。（《漢語大詞典》（三），p.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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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作惡，而不顧將來的惡報。勸勉他，要為自己而重新做人。18
二、故事的道理

這個故事，開示了我們：凡是非法得來的錢財，無論出於什麼良好的動機，都是罪惡。
對於這點，佛法毫不妥協。至於為了滿足妻女的貪欲，而自甘下流，（p.258）那更不
要說了。人不能不依財物而生活，但財富要以清淨的如法得來。一不謹慎，種下惡因，
苦報是自己的呢！
肆、財富的處理

遠離非法而依法得財，所得的財富應怎樣處理？這略有兩大原則：
（壹）奢儉適中

第一、奢儉適中：不要過於慳吝，被譏為餓死狗，守財奴。又要量入為出，不可過分
耗費，而致家庭經濟日見困難。這不但平常費用，要有節度19，就是供養三寶，也一樣
的要量入為出。雖然信心懇切，樂意施捨，如由此而引起家庭經濟的困窘，也會發生
障礙的。20
（貳）蓄用兼顧

第二、蓄用兼顧：
一、依佛的開示為指南

由正業得來的財物，佛指示我們一個使用的方法，是幾方面都顧到的適當計劃。
二、如法的收入，作四分支配

這就是將每年的如法收入，作四分支配：21

18

詳參《中阿含經》卷 6〈3 舍梨子相應品〉
〈27 梵志陀然經〉
（大正 1，456a22-458b26）
，此經
是舍梨子與陀然梵志之對話，並非是目犍連。
19
節度：3.猶節制，約束。（《漢語大詞典》（八），p.1172）
20
《雜阿含經》卷 4（91 經）
（大正 2，23b11-21）
：
云何為正命具足？謂善男子所有錢財，出內稱量，周圓掌護，不令多入少出也，多出少入也。
如執秤者，少則增之，多則減之，知平而捨。如是善男子稱量財物，等入等出，莫令入多出
少，出多入少。若善男子無有錢財而廣散用，以此生活，人皆名為優曇缽果，無有種子，愚
癡貪欲，不顧其後。或有善男子財物豐多，不能食用，傍人皆言是愚癡人，如餓死狗。是故
善男子所有錢財，能自稱量，等入等出，是名正命具足。
21
（1）
《中阿含經》卷 33〈1 大品〉
〈135 善生經〉
（大正 1，642a2-12）
：
初當學技術，於後求財物，後求財物已，分別作四分。一分作飲食，一分作田業，一分
舉藏置，急時赴所須，耕作商人給，一分出息利，第五為取婦，第六作屋宅。家若具六
事，不增快得樂，彼必饒錢財，如海中水流。彼如是求財，猶如蜂採花，長夜求錢財，
當自受快樂。
（2）
《長部》〈31 辛額勒經〉
（DN31/(8) Siṅgālasuttaṃ）
：
這就是世尊所說，說了這個後，善逝、大師又更進一步這麼說：「凡能幫忙的朋友，在
苦與樂時的朋友，能指出什麽是有益的朋友，有同情心的朋友。這是四種朋友，像這樣，
賢智者識知，能恭敬地敬奉，如母親對親生子。戒具足的賢智者，如火燃燒般輝耀，聚
集財富，如蜜蜂集蜂蜜，他們努力蓄積財富，如白蟻堆蟻塚。這樣聚集財富後，在家人
於家中得到滿足，財富應該以四種分配，他維繫諸友。應該以一份財富受用，應該以二
9

《佛在人間》
第九章、佛教的財富觀
（一）資用

(一)、資用：把一分財物，用作經常的生活費用，包括兒女教育費等。在財力可能時，
每人應有適當的生活水準，不可奢侈，卻要足夠。
（二）積蓄

(二)、積蓄：人事無常，我們有時會生病，將來還會老，平時也總有意外的必須支出。
所以在每年的收（p.259）益中，應保存一分，作臨時支出，以及養老等費。積存，
雖是少少的數目，也是極有意思的，不但可避免臨時的困窘求人，也可養成不浪費
的習慣。近代的獎勵儲蓄，用意也與此一樣。
（三）經營

(三)、經營：無論從事那一職業，都應在每年的收入中，分出一分為事業費。多闢田
園也好，增設工廠也好，增加資本也好，充實學力及工作技能也好。這樣才會增加
收入，使財富增長累積起來。
（四）作福

(四)、作福：人不能專為自己，專為現世，應顧到社會利益，以及自己的後生福樂。
所以對社會公益──文化、慈濟事業，三寶法益──供養、護持，都要分一分收入
來作福。這不但是自己積福德，也是為人群謀幸福。
三、小結

像這樣四方面顧到的經濟支出預算，便是最健全、最合理的財富處理法。
伍、財富究屬於誰

財富，到底是屬於誰的？這個看來簡單的問題，實際上非常複雜。這要從三方面去說。
（壹）從先前的因緣說 （p.260）

一、從先前的因緣說，那就是「宿因則共，現緣或別」。
一、宿因則共

這是說：從以前業感而有的宿因說，大地、河山、火、水、田、園、一朵花、一株草，
這些（一般看作）自然而有的，都是大家共業所感的，不但是人，也還是畜生等所同
感的。如披拂的春風，和暖的日光，山石，土壤，這不都是共有的嗎？凡是共業所感
的，不是一人的力量所能轉移。如大家的善業增上，就會進步而逐漸的清淨莊嚴。如
惡業增上，就會衰退而成為貧瘠22荒涼。
二、現緣或別

經過了人的功力（也還有前生業力的彼此不同）
，這些自然物，就有屬此屬彼的差別，
所以說「現緣或別」
。如本是荒地，有人加以墾殖，土地轉為肥沃，收成也多而又好；

份從事工作，第四份應該存放，當將會有意外時。」（莊春江譯）
（3）
《增支部》第 4 集，第 61 經，II，pp.67-68。從事四種有益之事：
一、安頓家人親友，二、防患災難，三、社會及宗教活動所需，四、供養有德的修行者。
22
貧瘠：亦作“貧塉”。1.土地不肥沃。（《漢語大詞典》（十），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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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林木，經人工採伐、運輸，加以製造而成用具，這就不再是一切共有的了。然以農
業品來說，土地本不是個人的。要墾殖，需要農具，是工人製成的。農具所用的鐵，
又是從礦山採取，經鍛鍊等而成。
此外，肥料、種子、水利，一切都與現緣的人功有關。如究竟的推論起來，如佛法所
常說的：一法從一切法成，一法助成一切法。所以一切現緣所有物，也都有共同的意
義。不過依功力──現緣的主要或旁助不同，顯出屬（p.261）此屬彼的差別罷了！
（貳）從當前的攝受說

二、如從當前的攝受說，那就是「攝取則別，受用或共」。
一、攝取則別

攝取，是有所攝屬而成為某方所有的──是個人的，是一家的，某一社團的，某一國
家的。雖其中也有是多人所公有的，但主權有了攝屬，便成為不共於他（別）的土地
或財物了。這種私有的攝屬，由於自私的佔有欲，知識的不充分，每每超出其應得的
限量。根據上面所說的宿因現緣來看，不一定是合理的。
甚至如古代的以人為奴隸，看作自己的財富而可以買賣（到現在，人類還以牛馬等為
自己所有，而自由的加以奴役或殺害）
。又如某國人發現一島嶼，就被看作該國所有，
或者禁止別人移殖。又如侵略者以武力取得別國的領土或權益，也被看作合法。不過，
世間原是不太理想的，原是不離自我的私有觀念的（無我就出世了）
。加上財富本身，
含有「現緣或別」的成分，所以自然的會成為私有制。這種攝取而屬此屬彼，不一定
理想，但為了維護社會安定，必然的產生成文或不成文的法規，而防範相互的侵佔。
在時代的演變下──知識進步，道德進步，自會逐漸的走向合理。如民（p.262）生主
義，進步到耕者有其田；都市土地，漲價歸公等。如知識更發達，道德更進步，現緣
更密切（人類的關係更切），相信會逐漸到達「大同」境地，也就是更合於「宿因則
共，現緣或別」的法則。然而，世間永久是世間，攝屬的私有性，也永久會存在的。
如真能完全超出私有的攝屬關係，那只有淨土了。
二、受用或共

由於「宿因則共，現緣或別」的關係，儘管財富的攝屬私有化，論到受用，還是可能
共用的。如農夫的莊稼，麻雀們要來分享他的果實。如栽植花木，不准人摘取，也得
讓人觀賞。即使圍起來謝絕參觀，花香陣陣，還是要隨風而送到別人的鼻中。你打開
收音機，傾聽優美的歌曲，不知你的鄰人，也正在受用呢！
房屋是你的，如偶然暴雨，路人來簷前避避雨，終該是可以的吧！在戰爭時期，國家
可以徵用；空著的房屋，難民也可以臨時住用。如大家到了無衣無食，那麼你所有的
衣食，也就難於保持私有了！眾生是展轉互助相成的；「宿因則共，現緣或別」的東
西，雖不妨攝取而成私有，但受用卻可能共同呢！
（參）如約將來的果報說

三、如約將來的果報說，那就是：「保藏不定屬於自己；享受不再屬於自己（p.263）
；
施諸悲敬才真屬於自己」。這一判別，是應該分別解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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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藏不定屬於自己

(一)、「保藏不定屬於自己」：積聚的財物，變成不動產也好，存入銀行也好，埋藏也
好，不一定是屬於我們自己的。佛經說：五家所共──水災、火災、盜匪、惡王、不
肖子孫。23水火兩災，可以毀壞辛苦得來的財物。匪與惡王，可以強奪我們的財富。
不肖子孫，把父祖辛勞的積蓄，任情的揮霍。
現代的問題更多，戰爭破壞，幣制貶值等，每有富翁在幾天內什麼都完了。其實，大
家不免一死，終歸無常。蓄積的一切資財，什麼也帶不去，還是你自己的嗎？積蓄些
養老、防災，本來不可說不對。但有人愚蠢無比，富有的資財，不肯供給他的父母兒
女，慈善事業更不必說，連自己也捨不得用，真不知財富是做什麼的！
傳說：有一老人，積蓄的黃金，埋在屋外的牆腳邊。每天吃飽了，便到牆邊去看看，
滿意的欣賞他的黃金。這樣日子久了，難免被人識破，暗暗地把藏金都拿走了。第二
天，老人又去欣賞他的積蓄時，發覺黃金已被盜掘了。這可傷透了他的心，號啕痛哭，
哭得鄰舍都驚動了。他訴說黃金被竊後，有人問他：
「黃金埋藏多久了？要使（p.264）
用它沒有」？他說：「埋藏已十年多了。並沒有動用過，因為每年收入豐餘，不需要
用它」
。於是有人向他提議：
「這好辦，好在黃金是埋藏而不需用的。那可以包幾塊土
磚，照舊埋在那裡，當它是黃金，每天不照樣可以去看看，可以滿意的欣賞它嗎」？
這故事說明了，某些無謂的保藏，只是滿足他的私有欲而已，並無實用，而結果終究
是散失了！
二、享受不再屬於自己

(二)、「享受不再屬於自己」：有以為自己的財物，自己有權支配享受，所以縱情的浪
費，他是怎樣的富有呀！不知道，這麼一來，再貧窮也沒有了。
如有一千斤穀子，收藏起來，日子久了，穀子不是變質而不能再吃，便是為鼠雀等逐
漸消耗光。專於保藏而不用的也如此，所以上面說：保藏不定屬於自己。但此千斤穀
子，如把他一起煮飯吃了，雖然並不損失，可是吃完以後，什麼也就沒有了。
財富專為自己所享受，恰好如此，所以說：享受不再屬於自己。過去的福報，享受完
了，未來的福業，什麼也沒有，這不是最大的貧窮嗎？
三、施諸悲敬乃真屬於自己

(三)、「施諸悲敬乃真屬於自己」：
（一）把現有的財富，分一分來作福修德

積蓄的終會散失，享受了就此沒有，那麼（p.265）就得把現有的財富，分一分來作
福修德，為將來受福種子。譬如一千斤穀，拿一部分去下在田裡，加上肥料功力，
就會有十倍百倍的更多收入。這樣，如分一分財富去布施，讓大家受用，為佛教文
化慈善而使用，便是努力於福報的再生產。
布施，似乎是損失（如種穀腐爛），而實能引發未來豐滿的福報（如收成更多）。老

23

《大智度論》卷 13（大正 25，156c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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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說：「既以與人己愈有」24，可借以說明布施得福的道理。
（二）布施作福，有兩種良好的福田

穀子下種時，當然希望豐收，把他播下好田地，不能撒在沙石上。布施作福也如此，
有兩種良好的福田，功德最大。
(一)、悲田：把財富分一分去撫卹25孤寡，施捨醫藥，救濟災難等。這些社會福利，
救濟事業，便是種福於悲田中，因為這是值得同情憐憫的對象。
(二)、敬田：為兒女的孝養父母，做佛弟子的敬奉三寶等，這都是種福在敬田中，因
為這是值得尊敬的對象。
凡是種福於悲敬二田，現生或將來，一定會得良好的福報。26布施時引起「施福業」，
隨逐行人，從今生到來生，成為水不能淹，……惡王不能奪自己的財富，所以說：
「施
27
諸悲敬乃真屬於自己」。
（肆）結說

上面所說的，都還是一般的。聲聞行者，菩薩行者，還有更好的主張，更好（p.266）
的處理，更永久的財富。現在為時間所限，只好留著不說了。（賢範‧小娟合記）

24

老子《道德經》：「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
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25
撫卹：見“ 撫恤 ”。
撫恤：亦作“撫卹”。1.撫慰救助。（
《漢語大詞典》
（六），p.872）
26
《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卷 4〈5 布施波羅蜜多品〉（大正 8，884c17-21）
：
復次，慈氏！有二種田！云何為二？一者悲田，謂諸孤露貧窮困苦。二者敬田，謂佛法僧父
母師長。於悲田所，不應輕賤言無福田。於敬田所，不應求報。以大悲心，無所分別等施一
切，名真施也。
27
《雜阿含經》卷 48（1291 經）
（大正 2，355c22-356a4）
：
時，彼天子說偈問佛：
「何物火不燒？何風不能吹？水災壞大地，何物不流散？惡王及盜賊，
強劫人財物，何男子女人，不為其所奪？云何珍寶藏，終竟不亡失？」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福火所不燒，福風不能吹，水災壞大地，福水不流散。惡王及盜賊，
強奪人財寶，若男子女人，福不被劫奪。樂報之寶藏，終竟不亡失。」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