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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的藝術

阿含經教你怎麼說話

溫宗堃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助理教授

2018/1/14於寶雲寺

法鼓文理學院

歡迎報考
我們學校

阿含經

北宋官版大藏經《開寶藏》雜阿含經殘卷

阿含經

「如果真想看佛經，應該先由《阿含經》看起。」

~聖嚴法師《正信的佛教》

阿含經

「後來讀到《雜阿含經》、《中阿含經》、《長阿含
經》，幾個月之中廢寢忘食、苦苦研讀，潛心思索，
突然之間有了會心：真理是在這裏了。一定是這樣。」

~金庸 《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

「吾以為真欲治佛學者，宜有事於阿含」

~梁啟超〈說四阿含〉

阿含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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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含經

1公開的形式結集

2較近於樸實說理

3體現釋尊之人格

4詳說佛法根本原理

5含蘊利他慈悲教義

6敘述佛世社會情事

和人說話的功課…

小明隔著一道玻璃門向大雄說：「大雄，我鑰匙在你家」

大雄很緊張的說：「你幹麼要死在我家？」

小明接著說：「我就是鑰匙在你家啊。」

大雄更緊張的說：「你要死在我家幹麼？」

小明沒又說：「我想到鑰匙在你家。」

大雄很生氣的說：「你要死去遠遠死。」

「編碼」-「傳遞」-「接收」-「解碼」訊息

回饋

默然 若有比丘善知節者，謂知若飲若
食，若去若住，若坐若臥、若語
若默、若大小便，捐除睡眠，修
行正智，是謂比丘善知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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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論說比丘復有五事。云何為
五？一者人不信言；二者不受其
教；三者人所不喜見；四者妄言；
五者鬪亂彼此。是謂多論說之人
有此五事。

若多有所說者，則便有調，若有
調者，便心不息。大目揵連！若
心不息者，便心離定。

出家修道，諸所應行，凡有二業：
一曰賢聖講法，二曰賢聖默然。

彼沙門瞿曇來。彼眾默然，常樂
默然，稱說默然。

一默如雷

一默如雷

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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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伸低仰、儀容庠序、善著僧伽梨
及諸衣鉢、行住坐臥、眠寤語默，
皆正知之。

覺樂覺時，便知覺樂覺。覺苦覺時，
便知覺苦覺。覺不苦不樂覺時，便
知覺不苦不樂覺。

有欲心知有欲心如真，無欲心知無
欲心如真，有恚，無恚，有癡，無
癡，有穢污，無穢污……

自我覺察

說話前、說話中、說話後

諸貪行者有如是相，謂多言論，面色熙怡，含笑先言，多為愛語，
離忿能忍…

諸瞋行者有如是相…樂譏他多憂慼……少睡少言……多正直言

諸癡行者有如是相，謂多猶豫樂說無宗。

諸慢行者有如是相…誇衒自德樂毀他能…具妙辯才…發言質直不曲順情

諸見行者有如是相…輕爾發言…好談論愛思擇

溝通模式/情緒按紐

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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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兩隻耳朵和一張嘴，因此我們
聽的可以是說的兩倍。

～ 愛比克泰德（Epictetus）

自說自話而根本不想聆聽是一
種貪心。

～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

suṇāhi, sādhukaṃ manasikarohi

Listen and pay close attention.

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如實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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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人聆聽，不為了解，
只是為了回話。

云何比丘為知眾耶？謂比丘知此
剎利眾、此梵志眾、此居士眾、
此沙門眾，我於彼眾應如是去、
如是住、如是坐、如是語、如是
默，是謂比丘為知眾也。

汝等癡人！從何口聞知如是說法？

世尊住，隨時請問，此法云何？
義何所趣？時，諸尊長即為開演
甚深義理。

慈心
所謂六思念法。云何為六？所謂
身行慈無瑕穢；口行慈無瑕穢；
意行慈無瑕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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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語
諦說知甘露 諦說知無上
諦義說法說 正士建立處

云何不妄語。若人離妄語。不知
言不知。知言知。不見言不見。
見言見。不為己身。不為他人。
不為財物而作妄語。是名不妄語。

無畏
visāradā

云何不兩舌。若人離兩舌。在此
聞不至彼說不欲壞此。在彼聞不
至此說不欲壞彼。若破壞者欲令
和合。已和合者欲令增歡喜共相
娛樂。是名不兩舌。

正語不為不誠說， 無義不饒益，
常順於法言， 是則生天路。

綺語者，不時、不誠、無義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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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不惡口。若人離惡口離麁獷
言。語言柔軟眾人愛喜。是名不
惡口。

善語

若善說法者 於己不惱迫
亦不恐怖他 是則為善說

愛語

所說愛說者 說令彼歡喜
不令彼為惡 是則為愛說

此中愛語者，謂可喜語、可味語、
舒顏平視語、遠離顰蹙語、含笑
前行語、先言慶慰語、可愛語、
善來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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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諍語

正語

齊限說者，不煩身，念不喜忘，心不疲
極，聲不壞向，智者得自在也。

“Here, bhikkhus, when one speaks unhurriedly, one’

s body does not grow tired nor does one’s mind bec

ome excited, one’s voice is not strained nor does on

e’s throat become hoarse, and the speech of one wh

o speaks unhurriedly is distinct and easy to understa

nd.

若有道說，不真實、虛妄、無義相應者，此
終不可說。

若有道說，真實、不虛妄、義相應者，彼為知時
〔而說〕。

若有道說，真實、不虛妄、無義相應者，彼亦
當學不說是也。

隨國俗法，莫是莫非

決定於齊，決定知已，所有內樂當求彼者

One should know how to define pleasure, and knowing 

that, one should pursue pleasure within oneself. 

無諍說

不稱不譏而為說法

One should know what it is to extol and what it is t

o disparage, and knowing both, one should neither 

extol nor disparage but should teach only the Dha

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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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了、易解語 He is gifted with speech that is polished, clear, articulate, expre

ssive of true meaning

示、教、利、喜
Instruct, encourage, inspire, and gladden 

sandassetvā samādapetvā samuttejetvā sampahaṃsetvā

勸導的藝術

實非不實、時不非時、義饒益非
非義饒益、柔軟不麁澁、慈心不
瞋恚

困難溝通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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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摩訶迦旃延言：「何因何緣王、
王共諍，婆羅門居士、婆羅門居
士共諍？」

摩訶迦旃延答梵志言：「貪欲繫
著因緣故，王、王共諍，婆羅門
居士、婆羅門居士共諍。」

梵志復問：「何因何緣出家、出
家而復共諍？」

摩訶迦旃延答言：「以見欲繫著
故，出家、出家而復共諍。」

見諍

「貪欲繫著因緣故，王、王共諍，婆羅門居士、婆羅門居士共諍。」

「以見欲繫著故，出家、出家而復共諍。」

easy to talk to

或有一人善語，成就善語法，成
就善語法故，諸梵行者善語彼，
善教、善訶，不難彼人。

不由他人語 令汝成劫賊
亦不由他語 令汝得羅漢
如汝自知已 諸天亦復知

正語
如來面前作麁惡不善語，罵辱呵責，
我竟不受，如此罵者，應當屬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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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觀察彼 制彼愚夫者
愚者瞋恚盛 智以靜默伏

但自觀其義 亦觀於他義
彼我悉獲安 斯忍為最上

教學的方法

教

佛告調馬師聚落主：「汝以幾種方便調伏於
馬？」

特定人際關係的
說話

見人為惡則能遮止…示人正直

屏相教誡

常相稱歎

見人說惡便能抑制

稱揚主名

口行慈

覺察

默然

正語
愛語
實語
無諍語

傾聽 慈心理解

阿含經的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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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祝福大家
平安、幸福、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