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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创价教育的教育目标是人本教育。要理解那个由来，须追溯创价教育的目的。创价教

育的继承人池田大作博士（以下略称池田）如下叙述:“创价教育的目的是在现实生活中

创造培养〈美、利、善〉价值的人格。把创价教育表现为「人本教育」，是因为重视培育

「人格」的作业。经由人与人互相接触、人格的磨练，才能成长”。(1)从这培育「人格」，

创造培养「美、利、行」价值的「人格」是人本教育的核心。 

    关于「人格」在《广辞苑》说明为「人格、人品、高尚的人品」，并进一步的说明所谓

的「高尚」是指「高程度、高雅的事物」。关于「人格教育」「以完成圆满的人格作为目标

的教育」，把「圆满」说明为「没有触角平稳的事物」。不管哪一个内容都含糊不清。这倾

向与一般社会大众对「人格」的认识一样。 

    本论文的目的是在探讨何谓创造〈美、利、善〉价值的「人格」?这人格在现今社会

具有何种意义?并且弄清楚〈美、利、善〉价值创造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这与含糊不清的

「人格」创造新的价值有着关连。 

  

1．〈美、利、善〉之价值 

1-1．从《创价教育学体系》的观点 

  

    关于〈美、利、善〉之价值，创价教育学的创始人牧口常三郎在他著作的《创价教育

学体系》（1931）〈第 3编价值论、第 5章价值的系统〉中有所论及。根据该书，做了以下

归纳。 

    即①“美”，是指对能引发人生命的舒服、舒畅的惊异感觉的对象，并基于自己的判

断标准来给予“美”的评价。美的价值又是感官上的价值，又是个人的价值。②“利”是

指有益于伸张（发展、开发）人生命的东西，反之缩短人生命的东西叫做“害”。 创价

教育的继承者池田大作把这个内容从他的生命论来扩展为“发展、开发人生命的无限的可

能性”。利的价值又是个人的全人的价值，又是个人的价值。（2）③“善”是指公益，不

是只为了自己和家庭的利益。善的价值又是团体的社会价值，又是社会的价值。（3） 

    池田对于“利”的解释是之所以将“利”列入在价值中，是因为牧口会长了解在现实



生活中包含经济价值的“利”对人们多么重要。池田对于牧口的想法，即“只要不对社会

的共同生活造成危害，且在许可的范围内，那利益活动本身也是无意识地在为社会幸福做

出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且还说:牧口会长所说的“利”不仅仅是以满足自己的经济利

益为目标，而是为他人奉献，即以产生“善”的价值为最终目的。（4）在此发现牧口的“利”

的价值创造已包含与他人共存的社会概念。（5） 

  

1-2．从《人生地理学》的观点 

  

    在《创价教育学体系》里展开的〈美、利、善〉之价值论在牧口著作的《人生地理学》

（1903）〈绪论〉的〈8 种精神的关系〉中，特别在〈利用的关系〉、〈审美的关系〉、〈道德

的关系〉、〈公共的关系〉里能发现其内容的渊源。 

    这〈8种精神的关系〉是①知觉的关系，②利用的关系，③科学的关系，④审美的关

系，⑤道德的关系，⑥同情的关系，⑦公共的关系，⑧宗教的关系。（6）笔者认为其中〈利

用的关系〉，〈审美的关系〉，〈道德的关系〉，〈公共的关系〉后来发展为〈美、利、善〉之

价值论。 

   人类通过〈利用的关系〉能养成利用为人类生存有益的事物，并排除对人类有害的事

物之能力。笔者认为这个内容就是〈利〉之价值创造论的渊源。 

  就‘美’，那些刺激了人们的感官，让他们为此感到兴奋，且博得他们的赞赏。根据善

恶美丑的标准，人们进行判断后深受感动。他们的心情会变得纯洁、清净。那时人们会自

然产生以咏诗、唱歌、绘画、石刻来表达感动的心情。这些是〈审美的关系〉，它又链接

著〈美〉之价值创造论。 

    人类赞叹自然界的美与赞美人间的善，都是出自同样的心里作用。因此欣赏自然界的

美是由道德的善之行而表现出来。形成这样的行为称为〈道德的关系〉。这关系是‘善’

之价值创造论的渊源之一。另外一个渊源是〈公共的关系〉。在这关系中，人们会了解自

己属于社会，得到社会的恩泽，共享社会的命运而生活。于是这颗对社会的所谓公共之心

形成公益精神、爱乡之情、爱国心、人道等公德心的基础。 

   〈8 种精神的关系〉中，〈利用的关系〉、〈审美的关系〉、〈道德的关系〉、〈公共的关系〉

以外的 4种关系的内容如下所示。①知觉的关系: 增进新知识，养成智力。③科学的关系: 

养成考察事物间的因果关系，并形成统合概念之能力进而发现相关性的原理。⑥同情的关

系: 与父母、兄弟朋友及邻居来往时，常因为他们的言行举止所表现出来的苦乐、悲欢而

受到影响，引起恻隐之心，这样的心情称为“同情（笔者认为这包含同甘同苦、慈爱、慈

悲）”。对人类以外的动物或植物也是如此。⑧宗教的关系: 探讨人类历史及其命运，并

发现在极其复杂的变化状态中，存在着一种井然有序的力量。以上这 4种关系，比如透过

〈科学的关系〉和〈宗教的关系〉，使人探究真理，又透过〈知觉的关系〉促进开发智能，

又透过〈同情的关系〉引起慈悲之心等，在对培养人类的人格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2．「人格」乃至「人格価値」 

2-1．从《创价教育学体系》的观点 

  

   就〈人格〉论及在《创价教育学体系》〈第 3篇价值论・第 6章人格价值〉中。牧口

在该章里说:“所谓〈人格〉一词，是表示人的评价结果，明显的包含人的价值”。（7）

“人格一词已经含有评价的意义，也有表示其结果的价值，几乎和价值一词有相同的意义。

价值的有无、高低、尊卑等，可以说和人格一词交换使用亦无不可”。（8）因此，从以下

该章的〈人格价值〉的观点去进行思考。 

    〈人格价值〉有 2个重要因素。一是目的观的等级，二是人格统整力量的强弱。首先

就前者，目的观有 3个等级。一是把个人生存视为最高目的，以此为中心去采取一切行动

者。二是认为有比个人生活更大的社会存在，个人是它的一个要素以此见去采取一切行动

者。第三是在上述的中间阶段，是一种即使意识到个人的生活，但未意识到社会存在的人。

从等级的视点来说，第二是最高级，第一是最低级。（9）对这 3个内容进行比较，就会发

现在〈社会的存在〉和〈个人的存在、生活〉的关系上有差别。第一是自我为中心的，第

三是对〈社会的存在〉的认识较低，倾向于重视〈个人的存在、生活〉。第二是认识〈社会

的存在〉，把〈个人的存在、生活〉置于社会全体中，并在那些关系中行动。 

    牧口就〈社会的存在、继续〉和人类之间的关系如下说道:“社会的生存，必然是来

自生物本能保存种族的最大目的，也是人人的目的。因此，社会从其生存上赋予人价值，

区别为不同的阶级，给予不同的待遇，或者尊敬，或者排斥，加以制裁”。（10）由于社

会的生存是人类的目的，所以按照克服自我为中心的去为社会生存的行为，来定人格的阶

级。 

    就后者，人格统整力量的强弱，需要精神和身体的统整、及心身两方面的部分和部分、

整体和部分的统一调和。尤其是精神方面，要前后不同时间的都没有矛盾。（11）这是有

关言和行不同的〈言行不一致〉的内容，牧口说：这显然是表示人格不统整，将成为确立

信用的阻碍。牧口以人的行为去掌握人格统整。并说：人类的特征是配合目的去行动的统

一体。（12）与上述的因素一〈目的观〉的关联而言，配合“两个目的”的行为，即克服

自我为中心的去为社会生存的行为可说具有很强的人格统整力量。 

  

2-2．从《人生地理学》的观点 

  

   〈人格价值〉有 2个重要因素，一〈目的观〉、二〈人格统整力量的强弱〉在《人生地

理学》〈绪论〉里的〈乡民、国民、世界民〉自觉中，以及〈第 28章生存竞争地论〉里的

〈人道方式〉内容中有论述其具体内容。 

    从和〈人格价值〉的因素一〈目的观〉的关联而言，可以指出以下的内容。牧口为了

在〈社会的存在〉和〈个人的存在、生活〉之间构筑适当的关系，在《人生地理学》〈绪



论〉中提倡要有〈乡民、国民、世界民〉三个层面的自觉。即“我们是数百乃至数千的乡

民之一，进而自觉是五千万国民之一，甚至是十五亿万世界市民之一”。具体地说:“我

们须自觉故乡是出生、孕育我们的床褥；日本国是我居住的家；世界各国是我们的邻居，

彼此间经由交往、合作、友好、冲突而度过此生”。（13） 

    牧口还强调说:每一个人需理解自己又是乡民、又是国民、又是世界民，①才能自觉

正当而踏实的立足点，②才能得以确认自己应尽的职责。然后，才能采取正当、踏实的行

动，在世界的竞赛（冲突）里，才能指导世界的共同生活（协同、和合）。（14） 

    和上述《创价教育学体系》中〈目的观〉联系起来思考，能够说眀以下的内容。即在

<乡民、国民、世界民>的三个层面上认识各自〈社会的存在〉，并把〈个人的生存、生活〉

位置在整个社会中，并在各自的关系中进行行动。 

    和〈人格价值〉的因素二〈人格统整〉联系起来思考，能够指出以下内容。牧口为了

实现人格统整以及心身两方面的统整调和，在《人生地理学》〈第 28章生存竞争地论〉中

提倡〈人道方式〉。如上述乡民、国民、世界民“共同生活于和协与竞争、和睦与冲突的

世界中”。那么人类应该怎样去应付这状况呢？ 

    对此牧口提倡的是〈人道竞争形式〉。牧口说:人类经过了①军事竞争时代、②政治竞

争时代、③经济竞争时代，今后的人类要根据人道主义竞争形式来互相竞争。牧口还说:

个人之间的竞争形式最终形式已经表明为人道主义竞争，所以国家间的人道主义竞争时代

即将到来。那么人道主义竞争形式是什么样的形式呢?牧口说:“以无形的力量自然地去熏

陶，即使人心服取代以威力的制服。不以利己主义扩张领土并征服他国，以望风、怀德、

自然具有的品德、仁义的方法。适合于人道”。就是关键，他还说:不以利己主义为目的，

要使自他的生活都能受到保护和促进，选择既有益于他人，同时也益于自己的方法。（15） 

    和上述《创价教育学体系》中〈目的观〉联合起来思考，能够说明以下的内容。即〈人

道方式〉是一个对克服自我为中心、为社会存在之行为的具体的方式。 

    透过以上的思考，发现《人生地理学》〈绪论〉的〈8 种精神的关系〉，即〈利用的关

系〉、〈审美的关系〉、〈道德的关系〉、〈公共的关系〉以及〈知觉的关系〉、〈科学的关系〉、

〈同情的关系〉、〈宗教的关系〉对培养人格作出很大的贡献，并根据该书〈绪论〉的〈乡

民、国民、世界民〉自觉、〈第 28章生存竞争地论〉的〈人道方式〉，利用〈8种精神的关

系〉而培养更高的人格价值。 

  

3．〈人格价值〉的内容对现今社会的意义 

3-1．依据〈共生〉思想的生活方式 

  

   池田用以下的想法说明现今被要求的人格基准。即“比起对立还是以协调，比起分裂

还是以结合，比起「我」还是以「我们」为基准，人类伙伴还是有人类和自然相互依存且

共生共荣的心的倾向”。（16）这就是〈共生〉思想。 

   如同上述池田所强调的「共生」,池田的基本的看法诚如以下整理所示。“佛教称「共



生」为「缘起」。诚如「缘起」所写的一样因缘而产生，不论人类世界还是自然界都不能

单独存在，全部都是互相一边因缘而生一边形成现象界。即事物如实的姿态与其说个别性

不如说相互关连或相互依存”。(17)“佛教的缘起观促使人和自然的万象在因缘而生起的

相互关系性中，尊重彼此的特质，互相发挥，共生共存”。(18)“所有的一切生物相互关

连、相互依存，构成一个生机盎然(内在调合)的世界，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意义关连

的结构”。(19)“宇宙的森罗万象都是一切事物互相依靠,没有东西是无用的,也不会有没

意义的东西”(20)等。 

    关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缘起”思想中有“依正不二（合一）”的原理。据该原理， 

“正报”则是人自身，“依报”即是围绕在人类周围的一切环境。人的自身与周围环境，

両者密不可分，是在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中进行调和下去的。这是该原理的基本想法。 

    池田所依据的“依正不二”原理在佛典中简洁来说就是“没有正报就没有依报，正报

以依报作之”。以下根据一边池田的解说，一边思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首先分析前半部

的“没有正报就没有依报”。某位学者曾经说过。对于“没有正报就没有依报”的观点，

人即使在死去之后，他所生存的环境与世界还是会照常运转吧!但是这里的“正报”，是

指主观的事物。若是以客观的角度来看，是没有所谓的“正报”。假设从客观的角度来考

虑，那么哪怕一个人死去了，环境世界就应该全部发生改变。因此可以说是地球上存在有

多少个个体，就有多少个数量相等的环境存在。并且，一个人在高兴时和痛苦时，所感到

的环境是不同的。（21） 

    佛典后半部的“正报以依报作之”与前半部的“没有正报就没有依报”的关系有著

补充“依正”的存在。池田认为，前半部分所说的虽然有主观判断以及唯心论的部分，但

是以最新的生态学视角进行了补充，给了“依正”很好的平衡。这种重视环境的视角与

“没有正报就没有依报”的意志相融合，人与环境相互渗透，扬弃了真正的“共生”状态。

（22）池田的视角来说，“依正不二”论本身可以说是和谐论。 

    对于作为“正报”的人来说，“依报”也就是环境，是由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组成。

没有社会环境，也就不可能有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一方面，人创造了社会环境是一个事

实。另外，自然环境如大地、水、太阳、空气以及一切动植物，这些都与作为生物性存在

的人有着紧密的关系。另一方面，人创造了新的人为的环境也是一个事实。于是，社会环

境与自然环境所融合的整体就是“环境”，它在创造人的同时，也在不断的被人所创造。

（23） 

    如以上，在人界和自然界的森罗万象的关系上，并在意义关连之中，能够促进〈审美

的关系〉和〈道德的关系〉，创造〈美〉和〈善〉的价值。 

  

3-2．〈大我〉的生活方式 

  

    强调「共生」的重要性的话，另一方面如何把主体性放在正确的位置成为一大课题。 

    对这个课题，池田以朱子学中的关键词〈为己之学〉（为自己的学问）、〈克己复礼〉



（节制自己并复归礼仪）如下说道:即前者首先要回归自我，也就是以自我认识、自我理

解为第一要义，贯穿着极其内向的、内省的基调，包含着个人自立性的概念。后者明确地

提出了一个视点，即透过自己的内省，通过〈礼〉承认和尊重他人的存在这一社会约束，

进而与〈他人〉交往。（24） 

    在这里，强调第一要义的反省个人的自立性,不过也强调尊重他人注目于与他人的相

互交流。这点是值得注目的。关于后者池田特别介绍了狄培理的叙述: “与他人最密切地

交往时的自我姿态，才是呈现作为真正自我的人格主义的部分”。(25) 

    从这可看出池田和狄培理都对与「他人」的密切交往给予关注和评价。那么具体怎样

的交往方法才是必要的呢？ 

    以下是对这个课题池田的陈述。“佛典说：「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否则有谁能做自

己的主人？能充分控制自己，人即得到难得之主人」「把自己作灯火，把法当作灯火，莫

把他人作灯火。归依自己，归依法。莫归依他人。」不要被他人纷动，应忠实于自己、活

得有主体性。 

    但是，这里所说的「自我」不是囿于利己主义的「小我」，而是指时间、空间都无限

地融合于因果交织之宇宙生命的「大我」”。(26)“大乘佛教所说的这个「大我」，「开放

人格」―指把一切众生之苦当作一己之苦，经常面向现实社会的人群，展开拔苦与乐的行

动”。(27)换言之在这里促进与「他人」同甘同苦这样的「开放人格」，进而向「他人」展

开拔苦与乐的行为，克服囿于利己主义的「小我」而确立「大我」。池田提倡通过同甘共

苦即慈悲的行为，克服自我中心主义提倡融合宇宙生命「大我」的确立。   

   以自己的自立作为目标的个人利益的「利」的价值创造，是指立志为了他人利益的

「善」的价值创造。 

    从前述的「依正不二」论的观点来考察「大我」的确立的话，需附加上什么样的内容

呢？依据池田的解释可整理出以下叙述。正如『正报以依报形成身体』这句话所说的，人

是由社会及自然环境的保护和支持，才能成长、发展的。另一方面，正如『没有正报也就

没有依报』，环境也有待人的生命的推动，才会形成和转变。因此，要造就怎样的环境这

一主体的干预方式和责任，可说是完全在于人。(28)从池田的解释能了解在前述佛教经典

的前半及后半部分，不管哪一边都指出协调创出的重点及责任都在于人。 

    大乘佛教承认所有生物中人的独特性。人这种生命存在的独特性，是与菩萨道有着联

系的。也就是说，只有人才能认识到缘起观这一世界的相互关系，才能去为生态环境与其

他生物服务。总而言之，只有人才可以将慈悲与非暴力影响到一切有生之物。并且，人对

于能够生存在这样相互联系的自然界中深存感激，并用这份心情控制自己的心，从而谋求

生活方式的改变。池田将人的使命定位于一切生物的“调节者”与“保护者”的位置之上。

（29） 

    人与环境的相互联系中，若站在池田的“主观性的行动，其责任在人这边”（30）的

观点上，那么，人能够做到慈悲、非暴力和控制欲望，“依正不二”论才能够成立。从“依

正不二”的观点来看，也可了解人需要慈悲行为以及透过其来控制欲望。换言之在这里也



被要求大我的生活方式。 

  

3-3．依据「自他皆幸福」观点的生活方式 

  

    池田根据佛说“譬如为人点火，明在我前”强调为他人的幸福尽力，自己也会幸福。

即“使人幸福多少，自己的幸福也会倍增”。（31） 

    就这点，池田从生命哲学的角度来展开说：照顾了多少人，亦即培养了多少他人的‘生

命力’，自己本身的‘生命力’也会倍增。扩大他人的生命境涯多少，自我的生命境涯也

就会扩大多少。此即是菩萨道的妙。是‘利他’与‘利己’的一致。（32）在此所说的菩

萨（道）就是慈悲的行为，个人的自我（小我）透过慈悲的行为，得到与宇宙的自我（大

我）融合，不仅达成自己的扩大也达到克服欲望，池田把这个情况表现为‘利他’与‘利

己’的一致。池田在“自他皆幸福”发现‘利他’与‘利己’的一致。 

  “救助他人，自己也会得救”。在心理学中也有这样的说法。“对于心灵受伤，失去生

存力量的人，如何能振作奋起呢？人往往面对自己的痛苦便愈变得消沉。相反的，走去与

自己有同样痛苦的人跟前，向他伸出援手，这反而会恢复自己活下去的力量”。（33） 

  “使人幸福多少，自己的幸福也会倍增”在这提示的背后有与自身生命有缘的所有环境

互相关联的“缘起的智能”。池田经常主张“不将自己的幸福创建在他人的不幸之上”，

“既不会有唯独自己幸福，也不会有唯独他人不幸的情况”，“不顾他人的幸福，就没有

自身的幸福可言”。（34）他还把它展开说：不顾及他人，自私自利地只追求自己幸福，

是无法得到永不崩溃的真正幸福，同时为他人的幸福牺牲自我的生活方式，也不算是真正

的幸福。（35）“真正的幸福”也许是在不仅为自己的幸福，也为他人的幸福而努力奋斗

中才能得到的。（36）池田指出“利己主义不仅造成自身的不幸，还伤害自己也伤害他人。

其实利己主义在世上造成很多不幸、悲惨”（37）这观点极为重要。 

    为“他人”利益的行为，即“善”之价值的创造，结果还是有益于自身个人的利益，

即“利”之价值的创造。 

  

4．结论 

 

    牧口把创造教育的目的定为创造〈美、利、善〉价值的人格的育成。并且探求这人格

的时，由于人格这言词已被表现为人的价值的结果，所以他使用「人格价值」这词。牧口

掌握到这「人格价值」有 2个重要的因素。那是①目的观②人格统整力量的强弱。以这 2

个因素为基础的目标人格能如下叙述。不以个人的生存为最高目的，认识社会的存在，个

人的生存・生活只是那其中之一的要素，并以这见解去采取一切的行动。在那克服了以自

我中心的行为，采取为了社会生存的行为。并且坚持这样的目的观，采取符合那目的行动，

这可视作拥有较强的人格统整力量。 

    牧口的教育思想的渊源可从《人生地理学》里找出。提倡每一个人应理解自己是〈乡



民、国民、世界民〉这三个层面的自觉，对前述的〈人格价值〉补充以下内容。即认识在

这三个层面上的〈社会的存在〉，并把〈个人的生存、生活〉放置于整个社会中，在各自

的关系性中去行动的这个点。再加上人道方式，即不以利己主义为目的，提倡有益于他人，

同时也益于自己的方法，克服以自我为中心、为社会继续存在之行为的具体的方式。 

    创价教育的继承人池田，把牧口的教育思想根据佛教思想和现代思潮等各种各样的观

点去深入探讨。关于上述的〈人格价值〉从池田的言论来考察现今的意义可归纳出以下面

三点。第一是提示基于「共生」思想的生活方式。与其说个别性不如说相互关连或相互依

存，促进尊重彼此的特质，互相发挥，共生共存。在这样的相互依存之中、意义关连之中

能促进〈审美的关系〉和〈道德的关系〉并创造出〈美〉和〈善〉的价值。 

    第二是提示「大我」的生活方式。强调第一要义的反省的个人的自立性,不过也强调

尊重他人并注目于与他人的相互交流。怀着与他人同苦的〈开放人格〉，通过拔苦与乐和

他人交往中，提倡克服自我中心的「小我」（个人的自我）以「大我」（宇宙的自我）作为

目标。以自己的自立作为目标的个人利益的「利」的价值创造，是指立志为了他人利益的

「善」的价值创造。 

    第三是提示依据「自他皆幸福」观的生活方式。强调为他人的幸福尽力，自己也会幸

福。即“使人幸福多少，自己的幸福也会倍增。在这的「小我」透过慈悲的行为，得到与

「大我」的融合，不仅达成自己的扩大也达到克服欲望，即‘利他’与‘利己’的一致。

为“他人”利益的行为，即“善”之价值的创造，结果还是有益于自身个人的利益，即“利”

之价值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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