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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選擇朋友一從佛教的觀點析論之
黎光蓮 t

摘要

本文冒在引介佛教中關於朋友開 f系的若干討論。如〈涅盤經〉中
所載：「．．．是惡象等，唯能壤身，不能壇心。惡知識者二但壤故 0

•••

．．．惡知識者，能壤淨身及以淨心。」是故女友影響我輩至嘿，值得關

注。
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先言本文研究宗冒﹔第二部分說朋友關係
的實無面與應無面，作一探討﹔第三部分結語。

關鍵詞：善知識、壇身（心）、法身、正報、依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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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群居動物，源之於血緣一如：父母、兄弟，及非血緣一如：
君臣、師弟、朋友等關係的建立。對於人頭種種人我關係的建構，各

家學說均建立了一些角色規範，亦即在這些關係中，所必須遵循的應
然面價值。如：儒家的「五倫」

本文擬就「朋友」關係，引介一些佛教經典中的討論。因為佛陀

在「朋友」的角色規範上，有相當豐富的教化，足以提供我輩參考，
並身體力行。
〈禮記〉說：「獨學而無友，則弧陋而寡聞。」顯然點出我輩對

朋友的期待與依賴。是然，有那些朋友是可以期待與依賴？我輩可以

先從佛陀對朋友的分類來作思考。

二、佛教經典中善友的分類、特質

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同志為友。」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J 但「同志 J

指「善友」

〈易經〉上也說：「

、「同聲 J 及「同氣」皆未必是

0 佛教經典中提及「善友」、「善知識」的分法，有幾種

方式：
卜）醬喻式的分法一在〈佛說字經抄中〉，佛陀把朋友比擬成「如
花」、「如稱」、「如山」、「如地」等四類。

在「如 山 」、「如地」的特質陳述中，我輩看到的 是極量物質

與榮耀的 分享：
何謂如 山 ？譬如鳥獸集於金山之上，羽上皆蒙光澤 ﹔己貴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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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榮，富貴同歡，是山友也。何謂如地？百穀財簣，一切與共

，施聾謹，恩厚不薄，是地友也。（1)
口條件具足列舉法一在〈四分律〉與〈佛說字經抄〉中，佛陀用
條件具足的方式，來閱示可以親近的人：

1. 七法警友一〈四分律〉中，佛開示阿難，「有此七法，名為

親友，利益慈憨，令役歡喜。」（2）此七法分別是：
(1）難與能與﹔
(2）難作能作﹔

(3）難忍能忍﹔
(4）密事相語：

(5）互相覆藏﹔
(6）遭苦不捨﹔

(7 ）貧賤不輕。

2. ＋事愛厚一〈佛說字經抄〉說：「字曰：

r 人有十事可知愛

厚。遠別不 3笠、相見喜歡、美味相呼、過言忍之、聞善加歡

、見惡忠謀、難為能為、不相依私、急事為解、貧賤不棄、

是為十愛厚。』」（3)
臼對照式特質列舉法一佛陀在〈長阿含經〉與〈六方禮經〉中，
採「四親可親」

「四怨如親」及「善知識」

「惡知識」特質對

照的方式，來列舉我輩參考、警惕的現象。在此，先介紹「四
親可親」及「善知識」的部分：

1. 四親可親一〈長阿含〉：「佛告善生，有四親可親，多所饒
盆， 為人救護。」此四親各具四要件，得以滿足 「善友」的
特質 ：

(1）「 止非」者：此類朋友具有：見人為惡能遮止 ：示人正直

﹔ 慈心憨念，示人大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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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慈憨」者：此頭朋友具有：見利代喜﹔見惡代憂﹔稱譽
人德﹔見人說惡，便能抑制。
(3）「利人」者：此類朋友能：護彼不令放逸﹔護彼放逸失財
﹔護彼使不恐佈﹔屏相教戒。

(4 ）「同事」者：此鑽朋友能：為恆不惜身命﹔為恆不惜財寶

﹔：為復濟其恐怖﹔﹔為很屏相教戒。（4)
2. 善知識要件一在〈六方禮經〉中，撞列四組「善知識」
善知識，亦有四章：（ 1）外如怨家，內有好意。（2 ）於人前直說
，背面說人善。（3）有疾病時，若被役徵，能為解免。（4 ）見人
貧賤，不棄捐，當念求方便，欲使富之。

善知識亦有四輩：（ 1）見人窮乏，使之治生。（2 ）寡于聞言，不
門口舌。（3 ）友有緩急，能通消息。（4 ）所交游者，不離賢善。

善知識復有四輩：（ 1 ）被吏捕，能藏匿之，徐圖解釋。（ 2 ）有疾

病，能醫養之。（3）有死亡，能收效之。（4）知識死，能念其後
。

善知識種有四輩：（ 1 ）有爭鬥，則止之。（2 ）隨惡友，則止之。

(3）不治生產，則勸之。（4）不信經道，則使信之。（5)
綜觀以上各經典中列舉的「善友」特質與分類，我輩不難發現佛

家對「善友」的角色規範，包括了下列各個面向：
(1）慈憨愛人的身行一如：示人大路：見惡代憂﹔第彼不惜身命、
財寶﹔難忍能忍．．．．．．這些特質在在表現佛教「與樂拔苦」的「
慈悲」性質。
(2 ）物質生 活的照顧一如：見人窮乏，使之治生﹔美 味 相呼．．．．．．等
。

(3）疾病終 老的關懷一如：有疾病，能醫養之﹔有死亡 ，能收斂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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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忠誠友誼的延續一如：患難不捨﹔不輕貧賤﹔遠別不忘．．．．．．。

(5）勸行正遁的指引一如：示人大路﹔為彼屏相教戒﹔不信經道，
則使信之。

三、佛教經典中惡友的分類、特質

〈詩經〉嘗云：「如切如喔，如理石磨。」本是形容文質彬彬的
君子，對自己的品德、體聲常懷抱著精益求精、敦晶勵行的努力態度
。這種自我的修證功夫，當然需要先天善良體質，配合後天的學習環

境，互動而有所成就。當中取之於外的修證經驗，少不了友伴的影響
。

因然，交友不但就極屬招致不良的結果。致於那些是「惡友」的

屬性，佛陀亦有若平的開示。筆者援前段方式，引介如后：
H 對照式特質列舉法一
1. 四怨如親一在〈長阿含〉中：「佛告善生，有四怨如親，汝

當覺知。」（6）此四怨為：畏伏、美言、敬順、惠友。
佛告善生：畏伏有四事。云何為四？一者先與後奪，二者與
少望多，三者畏故強親，四者為利故親。
佛告善生：美言親復有四事。云何為四？一者善惡斯順，三

者有難捨離，三者外有善來密止之，四者見有危事便排擠之
。

敬順 親復有四事。去何為四？一者先証，二者 後 証，三者現
証， 四者見有小過便加拉乏。

惡友 親後有四事。云何為四？一者飲酒時為友， 二者博戲時

為友 ， 三者經逸時為友 ， 四者歌舞時為友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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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惡知識要件一在〈六方禮經〉中，瞳列的惡知識有下列各類

惡知識有四章：（ 1 ）內懷怨心，外強為知識﹔（2）於人前好言語
，背後說言惡﹔（3 ）若有急時，當面愁慮，背後歡喜﹔（4 ）外為

親厚，內興怨謀。
惡知識復有四輩：（ 1 ）~束之難曉，使之作善，故與惡隨﹔（2 ）使

勿飲酒，故友酒友﹔（3 ）敬之自守，益更多事﹔（4）使友賢友，
與博掩于為厚。
惡知識復有四輩：（ 1 ）小侵之，即大怒：（2）有急，倩使之不肯

行﹔（3）見有急，則避之：（4）見死亡，棄而不視。（8)

四、善惡朋友的影響

我輩常常期望於朋友的是「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這是一股
朋友角色的規範性價值。但是事實面，惡友的影響比比皆是。朋友的
交往，常在不知不覺中，沾染對方的習性。因此古人謂：「與善人交

，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之俱化矣。與惡人吏，如入鮑魚
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但化奏。」
〈佛本行集經〉中亦有二則告誡：

爾時，世尊與彼難陀，入迦昆羅婆蘇都城。入己，漸至一賣
魚店。爾時，世尊見彼店內茅草鋪上，有一百頭臭爛死魚，

置種 草 鋪。見己，告很長老難陀，作如是言：

『 難陀，汝來

，取 此 魚鋪一把茅草』。其很難陀而白佛言：『 如世尊教』

。作 是 語己，即於役店，在魚鋪下，抽取一秉臭 惡茅草。既
執取 己 ，佛復告言長老難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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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如世尊敬』。即把草佳。蘭時，難陀捉持很草，

經一時噴，便放於地。商時，佛復告難陀言：『汝自嗅手』

。商時，難陀即嗅其手。蘭時，佛復告難陀言：

r 汝手何氣

』？長老難陀報言：『世尊，唯有不淨腥臭氣也』

告長老難陀：

0 爾時佛

r 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惡知識，共為朋友

，交往止住。雖經少時共相隨順，後以惡業相染習故，令其

惡聲名聞遠至』

0 」（9)

「商時，世尊又共長老難陀，至於一賣香郎，見往那上有諸
香賽。見己，即告長老難陀，作如是言：

r 難陀，汝來取比

那上諸香里物』。難陀爾時即依佛教，於彼郵上取諾香里。

佛告難陀：『傾於漏刻一移之頃，提持香裹然後放地』

o 爾

時，長老難陀聞佛如此語己，手持此香，於一刻間還故地上

。商時佛告長老難陀：

r 汝今當自嗅於手看』。商時，難陀

聞佛語己，即嗅自手。佛語難陀：『汝嗅此芋，作何等氣』
？一自言：『世尊，其手香氣，微妙無量』

o 佛會難陀：

r

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善知識，值常共居，隨順染習，相

親近故，必定當得廣大名間。』」（10)
佛陀之所以作如是的提醒，是因為朋友影響，不止在日常生活的

習慣：如在〈善生于經〉裡，提到：『與盜人為友，會有四惡：貪取

復物﹔與少望多﹔為畏故習﹔第利故習』。 ω朋友對我輩的影響最深
遠的，還是在於把這些日積月累的習氣，積聚在八識田中。這種影響
恐怕是生生世世，難以估算。

據此，佛 陀 在〈涅槃經〉中說：

「 菩薩摩訶薩，觀於 惡象及惡知

識等無有二。 何 以故？一俱贖身故。菩薩摩訶薩於惡象等 心無佈懼，

於惡知識生畏 懼 心。何以故？→是惡象等，唯能壤身，不 能壤心：（惡
知識者，二俱 壤故 。 是惡象 等， 唯壇 一 身：惡知識者 ， 壤 無量善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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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善心。是惡象等，唯能碎壞不淨臭身﹔惡知識者，能壤淨身及以

淨心。是惡象等，能壞肉身﹔惡知識者，壞於法身。為惡象殺，不墮

三惠道：：為惡友殼，必墮三惡道。是惡象等，但為身怨：﹔惡知識者，

為善法怨。是故菩薩常當遠離諸惡知識。」 ω
由上述教化可知，惡象雖然能要人命，但畢竟「唯壞一身」。而

惡知識的影響，不止破壞「淨身」，更且禍及「淨心」’焉能不慎？

五、朋友相處之道

朋友之間如何相處？「五常」中講「朋友有信 J

0 曾子則每日自

省：「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誠信似乎是儒者們重視的價值。在佛經
中，也有若平的指引：

「不得因他語，棄捨於親友。若聞他語時，當須善觀察。」 ω
「是以，友當以五事正敬正養正安朋類。何謂五？一『正心敬之
﹔不恨其意﹔不有他情﹔時時分味﹔恩厚不置』。朋頭又當以五事攝

取其友。何謂五？一『有畏使歸我﹔邀逸則數賣：：私事則為隱﹔供養

久益勝﹔言忠為忍言』」

斗．、£」士
／、、‘可＝’

ω

去五

佛陀的大 智慧、妙觀察，把人的微細心性行為，分 析 了然。佛陀

區分朋友的「 善」、「惡」’並非違背佛教中「眾生平 等 」的無差別
等性，而是透 過對人種種的困輯、造作，作如實的陳述 與 提醒，以供
我輩知所警惕 與選擇。君可見經典中菩薩大慈悲心，比比 皆是：

~

58~

黎光蓮

如何選擇由主一從佛歡的觀點析論之

9

〈華嚴經〉云：「不以眾生其性弊惠，邪見瞋濁，難可謂伏，便

即捨離．．．．．．不以眾生數起過患，難可忍受，而於彼所生痘厭心。」
〈僧伽時經〉云：「如來為諸眾生，令得安穩，不惜身命，拔諾

繫縛，令得解脫。」
〈心地觀經〉去：「利樂眾生，不思議，而無有休息也。」
我輩不妨將這種種對朋友關係中客體的區分，視為對主體的一種

觀照與反省。各類朋友的諸多特質，我輩亦可「去蕪存菁」努力讓自

己也成為別人的 r i善友」。佛教中常講，正報改變，依報才會跟著改
變。所以君子需要「慎獨」﹔〈四分律〉中也說：「處處遍求伴，無
有稱己者﹔獨堅固我心，勿與愚者同。處處遍求伴，不得如己者，寧

獨自行善，不與愚惡伴。」 ω
保持一份清淨的心識，依循佛陀的教化，在「朋友」關係的主、
客體間，還有很多值得努力的「進樓修業」課題。

註釋：

(1) （大正新修大藏徑〉，第 17冊，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3 ，頁 731
。

(2) （夫正新修大藏經〉，第 22 冊，頁 861

°

(3 ）同註（ 1 ）。

(4）引自〈長阿會經〉，卷十一，請麥克〈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1冊，頁
71 。

(5) （大正新修大藏、徑〉，第 1冊，頁 250 。
(6 ）同註（4 ）。

(7 ）同前註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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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同註（5 ）。

(9) （大正新營大藏經〉第 3冊，頁 914 °
(1的同前註 0

ω 〈大正新f多大藏起〉，第 1冊，買 253

°

(lz)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12冊，頁 497 。
臼）引自〈根本說一切有部昆奈耶〉，卷二十六，請參見〈大正新修大藏

經〉，第 23冊，頁 769

°

ω 〈大正新f會大藏經〉，第 1冊，頁 254

°

(15)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22 冊，頁 8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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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Select The Friends-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Point Of
Buddhism
Kuang-Lien Li*
Abstract
The theme of the thesis is illustrating the discuss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friends in Buddhism. As recorded in

(

Nirvana S~tra ｝，「... evil elephants can harm human body,
but not mind ; however,

evil friends

do harm for both

J

The ref ore, it ’s worth thinking how deeply influenced we are
by means of selecting friends.
The

thesis

is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part

1

introduces purposes for studying this topic ; Part 2 discusses
friends' relations from the descriptive and normative aspects ;
Part 3 is the conclusion.

Key words:
1.Vibha vana, clear perception
2.Do harm for body (mind)
3.DharmaKaya, embodiment of Truth and Law
4.The direct retribution of the individual ’s previou s existence
5.Being the dependent condition (environment)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e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aichung Evening School,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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