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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戒第一 ３ 

佛說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摩譯 明沙門智旭箋要 原集 

（清．陳熙願︽在家律要廣集︾版本） 

殺戒第一 

熙願按：「殺戒第一」四字，論文義次第，應在後文：「願樂欲聞」之後，「佛

告諸比丘」之前。而原本乃列於此，或譯人偶不及檢。今不敢擅改，特為注

明，庶閱誦時頭緒清楚。 

聞如是，一時佛在迦維羅衛國，爾時淨飯王來詣佛所，頭面禮

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欲所請求以自濟度，惟願世尊哀詶我

志。佛言：可得之願隨王所求。王白佛言：世尊已為比丘、比

丘尼、沙彌、沙彌尼制戒輕重，唯願如來亦為我等優婆塞分別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４ 

五戒可悔、不可悔者，令識戒相，使無疑惑。 

迦維羅衛，中天竺國之名，即世尊生處也。淨飯王即世尊之父，

以父王為當機而請五戒法相，正表此五戒法乃是三世諸佛之父，依於

五戒出生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詎可忽哉。 

佛言：善哉善哉，憍曇，我本心念，久欲與優婆塞分別五戒，

若有善男子受持不犯者，以是因緣當成佛道，若有犯而不悔，

常在三塗故。 

上契佛意、下契群機，故再歎善哉也。憍曇即瞿曇，是王之姓，

西國以稱姓為敬故。受持不犯則當成佛，犯而不悔則墮三塗。五戒為

法界，十法界皆趣五戒，皆趣不過也。問：受持不犯當成佛道，受而

犯者亦當成佛否？犯而不悔常在三塗，犯而悔者亦墮三塗否？答：受

而犯者亦當成佛，惟不受戒則永無成佛因緣。犯而悔者不墮三塗，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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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分上、中、下三種差別。悔亦有作法、取相、無生三種不同，理須

各就當戒委明，未可一言盡也。 

爾時佛為淨飯王種種說已，王聞法竟，前禮佛足，繞佛而去。

佛以是因緣告諸比丘：我今欲為諸優婆塞，說犯戒輕重、可悔

不可悔者。諸比丘僉曰：唯然，願樂欲聞。 

問：比丘律儀是大僧法，所以不許俗聞。今五戒相是優婆塞所學，

何故不向王說，乃待王去之後，以是因緣告比丘耶？答：七眾戒法，

如來皆於比丘僧中結者，正以比丘為七眾中尊，佛法藉僧寶而立，故

云佛滅度後，諸尼應從大僧而學戒法。夫尼戒尚屬比丘，況五戒而不

屬比丘耶！故今向比丘僧說此五戒，正欲令優婆塞轉從比丘學也。 

佛告諸比丘：犯殺有三種奪人命，一者自作，二者教人，三者

遣使。自作者，自身作奪他命。教人者，教語他人，言捉是人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６ 

繫縛奪命。遣使者，語他人言：汝識某甲不？汝捉是人繫縛奪

命。是使隨語奪彼命時，優婆塞犯不可悔罪。 

殺戒以五緣成不可悔：一、是人(謂所殺者人，

非 畜 生 等)，二、人想(
謂意在

殺 人)，
三、殺心，四、興方便，五、前人命斷。今之自作、教人、遣使，皆

是以殺心而興方便，故奪彼命時犯不可悔罪也。不可悔者，初受優婆

塞戒之時，說三歸竟，即得無作戒體，今犯殺人之罪，則失無作戒體，

不復成優婆塞，故不可作法懺悔也。既不可悔，則永棄佛海邊外，名

為邊罪，不可更受五戒，亦不得受一日一夜八關齋戒，亦不得受沙彌

戒及比丘戒，亦不得受菩薩大戒，惟得依大乘法，修取相懺，見好相

已，方許受菩薩戒，亦許重受具戒、十戒、八戒及五戒等。爾時破戒

之罪，雖由取相懺滅，不墮三塗，然其世間性罪仍在，故至因緣會遇

之時，仍須酬償夙債，除入涅槃或生西方，乃能脫之不受報耳，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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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乎。 

復有三種奪人命，一者用內色，二者用非內色，三者用內非內

色。內色者，優婆塞用手打他，若用足及餘身分，作如是念，

令彼因死。彼因死者，是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因是死，

亦犯不可悔。若不即死，後不因死，是中罪可悔。用非內色者，

若人以木、瓦、石、刀、、弓箭、白鑞段、鉛錫段遙擲彼人，

作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者，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因

是死，亦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不因死，是中罪可悔。用

內非內色者，若以手捉木、瓦、石、刀、、弓箭、白鑞段、

鉛錫段、木段打他，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者，是罪不

可悔。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犯不可悔。若不即死，後不因

死，是中罪可悔。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８ 

此三種亦皆殺法，所謂興方便也。手足身分是凡情之所執受，故

名內色。木瓦石等是凡情所不執受，名非內色，有處亦名外色。用彼

內色捉彼外色，故為雙用內非內色也。因此方便而死，不論即死、後

死，總是遂其殺心，故從前人命斷之時，結成不可悔罪。後不因死，

則但有興殺方便之罪，未遂彼之殺心，故戒體尚未曾失，猶可殷勤悔

除，名為中可悔罪也。 

復有不以內色，不以非內色，亦不以內非內色，為殺人故，合

諸毒藥。若著眼、耳、鼻、身上、瘡中，若著諸食中，若被蓐

中、車輿中，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者，犯不可悔罪。

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不因死，

是中罪可悔。 

此以毒藥為殺方便也。既不用手、足等，又不用木、石、刀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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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云不以內非內色。而前人命斷是同，則不可悔罪亦同。 

復有作無煙火坑殺他、核殺、殺、作殺、撥殺、毗陀羅殺、

墮胎殺、按腹殺、推著水中火中、推著坑中殺，若遣令去就道

中死，乃至胎中初受二根身根命根，於中起方便殺。(
者，木檻

詐取也。撥

者，弩

石 也) 
此更廣標種種殺方便也。核、及撥皆是殺具。毗陀羅即起屍咒

術，下文自釋，餘竝可知。 

無煙火坑殺者，若優婆塞知是人從此道來，於中先作無煙火

坑，以沙土覆上。若口說：以是人從此道來故，我作此坑。若

是人因是死者，是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因是死，犯不可

悔罪。若不即死，後不因死，是中罪可悔。為人作無煙火坑，

人死者，不可悔。非人死者，是中罪可悔(從人邊得方便罪，不從非人邊得殺罪也。以於非人無殺心故)。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１０ 

畜生死者，下罪可悔(下字恐誤，準一切律部，亦是中罪，亦從人邊得方便罪，不從畜生邊得殺罪也，以於畜生無殺心故)。為非

人作坑，非人死者，是中罪可悔(非人謂諸天、脩羅、鬼神，載道義弱，故殺之者，戒體未失，猶可悔除也)，

人死是下罪可悔，畜生死者犯下可悔罪(亦皆從非人邊得方便罪，不從人及畜生得殺罪。以於人及畜生本

無殺

心故)。若為畜生作坑，畜生死者，是下罪可悔(畜生較諸天、鬼神更劣，故殺之者，

罪又

稍輕)。若人墮死、若非人墮死，皆犯下罪可悔(
還從畜生邊

得方便罪也)。若優

婆塞不定為一事作坑，諸有來者皆令墮死，人死者，犯不可悔

罪，非人死者，中罪可悔，畜生死者，下罪可悔，都無死者，

犯三方便可悔罪，是名無煙火坑殺也。 

此廣釋無煙火坑殺他，以例核殺、殺、作穽殺、撥殺無不爾也。

問：一切有命不得故殺，殺者非佛弟子，何故今殺天、龍、鬼神，僅

結中罪，殺畜生僅結下罪，猶不失戒、不至墮落耶？答：凡論失戒，

須破根本四重，所謂殺人、盜五錢、邪婬、大妄語。此四重中隨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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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決非作法之所能懺。至如殺非人、畜生等，性罪雖重，而於違無

作罪猶為稍輕。今云中罪可悔、下罪可悔，乃是悔除違無作罪，免墮

三塗，非謂並除性罪也。殺一命者必償一命，故殺者固當故償，誤殺

者亦須誤償。縱令不受戒者，亦必有罪故。大佛頂經云：如於中間殺

彼身命，或食其肉，如是乃至經微塵劫，相食相誅，猶如轉輪，互為

高下，無有休息。佛制殺戒良由於此。受持不犯，便可永斷輪迴。設

復偶犯，至心懺悔永不復造，亦可免墮三塗，故名中可悔、下可悔耳。

設不念佛求生淨土，何由永脫酬償之苦哉。 

毗陀羅者，若優婆塞以二十九日求全身死人，召鬼咒屍令起，

水洗著衣，令手持刀。若心念口說：我為某甲故作此毗陀羅，

即讀咒術。若所欲害人死者，犯不可悔罪。若前人入諸三昧，

或天神所護，或大咒師所救解，不成害，犯中可悔罪。是名毗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１２ 

陀羅殺也。半毗陀羅者，若優婆塞二十九日作鐵車，作鐵車已

作鐵人，召鬼咒鐵人令起，水灑著衣，令鐵人手捉刀。若心念

口說：我為某甲讀是咒。若是人死者，犯不可悔罪。若前人入

諸三昧，諸天神所護，若咒師所救解，不成死者，是罪中可悔。

是名半毗陀羅殺。斷命者，二十九日牛屎塗地，以酒食著中，

然火已，尋便著水中。若心念口說讀咒術言，如火水中滅，若

火滅時，彼命隨滅。又復二十九日牛屎塗地，酒食著中，畫作

所欲殺人像，作像已，尋還撥滅。心念口說讀咒術言，如此相

滅彼命亦滅，若像滅時，彼命隨滅。又復二十九日牛屎塗地，

酒食著中，以針剌衣角頭，尋還拔出。心念口說讀咒術言，如

此針出，彼命隨出，是名斷命。若用種種咒死者，犯不可悔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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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死者，是中罪可悔。 

三種咒術斷命，竝名厭禱殺，皆毗陀羅之類也。 

又復墮胎者，與有胎女人吐下藥及灌一切處藥，若針血脈乃至

出眼淚藥，作是念，以是因緣令女人死。死者，犯不可悔罪。

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不因死，

是中罪可悔。若為殺母故墮胎，若母死者，犯不可悔罪。若胎

死者，是罪可悔(仍於母邊得方便罪，不於胎邊得罪，以無殺胎心故)。若俱死者，是罪不可悔。

若俱不死者，是中罪可悔。若為殺胎故作墮胎法，若胎死者，

犯不可悔。若胎不死者，是中罪可悔。若母死者，是中罪可悔

(仍於胎得方便罪也)。俱死者，是犯不可悔。是名墮胎殺法。按腹者，使

懷姙女人重作，或擔重物，教使車前走，若令上峻岸，作是念，

令女人死。死者，犯不可悔。若不即死，後因是死，是罪不可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１４ 

悔。若不因死者，是中罪可悔。若為胎者如上說。是名按腹殺

也。遣令道中死者，知是道中有惡獸飢餓，遣令往至惡道中，

作如是念，令彼惡道中死者，犯不可悔，餘者亦犯，同如上說，

是名惡道中殺。乃至母胎中，初得二根，身根命根，加羅邏時，

以殺心起方便，欲令死者，犯不可悔罪。餘犯同如上說。 

加羅邏，或云歌羅邏，或云羯邏藍，此翻凝滑，又翻雜穢，狀如

凝酥，乃胎中初七日位也。 

讚歎殺有三種，一者惡戒人，二者善戒人，三者老病人。惡戒

人者，殺牛羊、養雞豬、放鷹捕魚、獵師圍兔射麞鹿等、偷賊、

魁儈、咒龍、守獄。若到是人所，作如是言：汝等惡戒人何以

久作罪，不如早死。是人因死者，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者，

是中罪可悔。若惡人作如是言：我不用是人語。不因是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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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悔罪。若讚歎是人令死，便心悔，作是念，何以教是人死。

還到語言：汝等惡人，或以善知識因緣故，親近善人，得聽善

法，能正思惟，得離惡罪，汝勿自殺。若是人受其語不死者，

是中罪可悔。善戒人者，如來四眾是也。若到諸善人所如是言：

汝持善戒有福德人，若死便受天福，何不自奪命？是人因是自

殺者，犯不可悔罪。若不自殺者，中罪可悔。若善戒人作是念：

我何以受他語自殺？若不死者，是罪可悔。若教他死已，心生

悔言：我不是，何以教此善人死。還往語言：汝善人隨壽命住，

福德益多，故受福益多，莫自奪命。若不因死者，是中罪可悔。

老病者，四大增減，受諸苦惱。往語是人言：汝云何久忍是苦？

何不自奪命？因死者，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者，是中罪可悔。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１６ 

若病人作是念：我何緣受是人語自奪命。若語病人已，心生悔，

我不是，何以語此病人自殺。還往語言：汝等病人，或得良藥、

善看病人、隨藥飲食，病可得瘥，莫自奪命。若不因死者，是

中罪可悔。 

此三種讚歎殺，皆廣標中所無，然竝如文可知。 

餘上七種殺，說犯與不犯，同如上火坑。 

七種，指廣標中核、 、 穽、撥及推著水中、火中、坑中也。 

若人作人想殺，是罪不可悔。人作非人想殺，人中生疑殺，皆

犯不可悔。非人人想殺，非人中生疑殺，是中罪可悔。 

按他部，或但人想一句結重，或人想、人疑二句結重，今三句皆

結重也。以理酌之，祇應二句結重耳。謂人人想，不可悔。人人疑，

亦不可悔。餘四句結可悔，謂人作非人想，中可悔。非人作人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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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悔。非人非人疑，中可悔。非人非人想，亦中可悔。 

又一人被截手足，置著城中，又眾女人來入城中，聞是啼哭

聲，便往就觀。共相謂言，若有能與是人藥漿飲，使得時死，

則不久受苦。中有愚直女人便與藥漿即死。諸女言：汝犯戒不

可悔。即白佛，佛言：汝與藥漿時死者，犯戒不可悔。 

此結集家引事明判罪法，而文太略。準餘律部，若作此議論時，

便犯小可悔罪。若同心令彼覓藥者，同犯不可悔罪。若知而不遮者，

亦犯中可悔罪。 

若居士作方便欲殺母而殺非母，是中罪可悔(仍於母邊得方便罪，不於非母邊得罪。以是誤殺，本

無殺心

故 也)。若居士欲殺非母而自殺母，是犯中罪可悔非逆(
亦於非母得

方 便 罪 ，

不於母邊

得殺罪也)。若居士作方便欲殺人而殺非人，是中罪可悔(
但於人邊

得方便罪)。

若居士作方便欲殺非人而殺人者，犯小可悔罪(但於非人得方便罪)。若人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１８ 

懷畜生胎，墮此胎者，犯小可悔罪。若畜生懷人胎者，墮此胎

死者，犯不可悔。若居士作殺人方便，居士先死，後若有死者，

是罪犯可悔(當未死前，僅犯方便罪。當其死時，戒體隨盡，故後有死者，彼則不犯破戒重罪也)。若居士欲殺父母，心

生疑是父母非耶，若定知是父母，殺者是逆罪，不可悔。 

此亦須六句分別。父母、父母想、父母疑三句是逆。父母、非父

母想及非父母三句，皆犯不可悔，非逆。 

若居士生疑是人非人，若心定知是人，殺者犯不可悔罪(亦應六句分 別 。

二不可悔、四可

悔，如前所明)。若人捉賊欲將殺，賊得走去，若以官力、若聚落

力追尋是賊。若居士逆道來，追者問居士言：汝見賊不？是居

士先於賊有惡心瞋恨，語言：我見在是處。以是因緣令賊失命

者，犯不可悔。若人將眾多賊欲殺，是賊得走去。若以官力、

若聚落力追逐，是居士逆道來，追者問居士言：汝見賊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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賊中或有一人是居士所瞋者，言我見在是處。若殺非所瞋者，

是罪可悔(仍於所瞋者得 方 便 罪)。餘如上說(若殺所瞋者，是罪不可悔也)。若居士母想殺非

母，犯不可悔非逆罪(六句分別，二逆四非逆。上已明，今重出耳)。若戲笑打他，若死者，

是罪可悔(本無殺心故也，但犯戲笑打他之罪)。若狂，不自憶念殺者，無罪(
見糞而捉如

栴檀無異，

見火而捉，如金無異，乃名為狂。

更有心亂、痛惱所纏，二病亦爾)。若優婆塞用有蟲水及草木中殺蟲，皆

犯罪。若有蟲無蟲想，用亦犯。若無蟲有蟲想，用者亦犯。 

此亦應六句分別，一、有蟲有蟲想，二、有蟲有蟲疑，二句結根

本小可悔罪。三、無蟲有蟲想，四、無蟲無蟲疑，二句結方便小可悔

罪。五、有蟲無蟲想，六無蟲無蟲想，二句無犯。今言有蟲無蟲想亦

犯者，欲人諦審觀察，不可輒爾輕用水及草木故也。 

有居士起新舍，在屋上住，手中失梁，墮木師頭上即死。居士

生疑，是罪為可悔不？問佛，佛言無罪(本無有殺心故)。屋上梁，人力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２０ 

少不禁故，梁墮木師頭上殺木師，居士即生疑，佛言無罪，從

今日作好用心，勿令殺人。又一居士屋上作，見中有蠍，怖

畏跳下，墮木師上即死，居士生疑，佛言無罪，從今日好用心

作，勿令殺人。又一居士日暮入險道值賊，賊欲取之，捨賊而

走，墮岸下織衣人上，織師即死，居士生疑，佛言無罪。又一

居士山上推石，石下殺人，生疑，佛言無罪，若欲推石時，當

先唱石下令人知。又一人病，癰瘡未熟，居士為破而死，即生

疑，佛言癰瘡未熟，若破者人死，是中罪可悔(雖無殺心而有致死之理，故犯罪也)。

若破熟癰瘡死者，無罪(癰瘡既熟，理 應 破 故)。又一小兒喜笑，居士捉擊

，令大笑故便死，居士生疑，佛言，戲笑故不犯殺罪，從今

不應復擊人令笑(不應便是小可悔罪)。又一人坐，以衣自覆，居士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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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是人言：勿喚我起便死。復喚言起，起便即死。居士生疑，

佛言犯中罪可悔(初喚無罪，第二喚犯中罪也)。 

盜戒第二 

佛告諸比丘：優婆塞以三種取他重物，犯不可悔。一者用心，

二者用身，三者離本處。用心者，發心思惟欲為偷盜。用身者，

用身分等取他物。離本處者，隨物在處舉著餘處。 

盜戒以六緣成不可悔：一、他物，二、他物想，三、盜心，四、

興方便取，五、直五錢(西域一大錢，直此方十六小錢，五錢則是八十小錢。律攝云：五磨灑，每一磨灑八十貝齒，則是四百貝齒。滇南用貝齒五箇準銀一
釐，亦是八

分 銀 子 耳)，六離本處。今云取他重物，即是他物、他物想、直五錢之
三緣。用心即是盜心，用身即是興方便取，離本處即第六緣，六緣具

足，失無作戒體也。 

復有三種取人重物，犯不可悔罪。一者自取，二者教他取，三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２２ 

者遣使取。自取者，自手舉離本處。教他取者，若優婆塞教人

言盜他物，是人隨意取離本處時。遣使者，語使人言：汝知彼

重物處不？答言知處，遣往盜取，是人隨語取離本處時。 

此三種取，皆辨所興方便不同，同以六緣成重也。 

復有五種取他重物，犯不可悔。一者苦切取，二者輕慢取，三

者詐稱他名字取，四者強奪取，五者受寄取。 

此五種取亦是方便不同，同以六緣成重也。 

重物者，若五錢、若直五錢物，犯不可悔。 

此正釋五錢以上皆名為重物也。不論何物，但使本處價直八分銀

子，取離處時，即犯不可悔罪。 

若居士知他有五寶、若似五寶，以偷心選擇而未離處，犯可悔

罪(未具六緣得方便罪)。若選擇已，取離本處直五錢者，犯不可悔(
已具六緣便

失 戒 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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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受用

與不受用)。 

五寶即五金，所謂金、銀、銅、鐵、錫也。似者像也。以金銀等

作諸器具，名為似寶。若未成器，諸金銀等，名為生寶，故云生像金

銀寶物，謂一者生金銀寶物，二者像金銀寶物也。或云七寶，準例可

知。 

離本處者，若織物異繩，名異處。若皮、若衣，一色名一處，

異色名異處。若衣、皮、床，一色名一處，異色名異處。若毛

蓐者，一重毛名一處，一色名一處，異色名異處，是名諸處。

居士為他擔物，以盜心移左肩著右肩，右手著左手，如是身分

名為異處。車則輪軸衡軛，船則兩舷前後，屋則梁棟椽桷、四

隅及奧，皆名異處。以盜心移物，著諸異處者，皆犯不可悔。 

且如毛蓐，自物放一重上，他物放二重上，或自物放一色上，他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２４ 

物放異色上。今取他物離彼二重，置一重中，離彼異色，置一色中，

則令他人生失物想，故為離處，而具六緣，更犯不可悔也。左肩右肩

等，例皆如是。若無盜心，則雖左右數移，豈有罪哉。 

衡，轅前橫木，所以駕馬。軛，轅前橫木，所以駕牛。舷，音弦，

船之邊也。負棟曰梁。屋脊曰棟。椽桷，音傳角，皆屋椽也。 

盜水中物者，人材木，隨水流下，居士以盜心取者，犯不可

悔。若以盜心捉木令住，後流至前際(即名離處)，及以盜心沈著水

底(亦名離處)，若舉離水時(
亦名

離處)，皆犯不可悔。復次，有主池中養

鳥，居士以盜心按著池水中者，犯可悔罪(未離彼處 故)。若舉離池水，

犯不可悔(離彼處故)。若人家養鳥，飛入野池，以盜心舉離水(
是為

離處)

及沈著水底(亦名離處)，皆犯不可悔。又有居士內外莊嚴之具在樓

觀上，諸有主鳥銜此物去，以盜心奪此鳥者，犯不可悔(具六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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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見鳥銜寶而飛，以盜心遙待之時，犯中可悔(方便罪也)。若以咒

力令鳥隨意所欲至處，犯不可悔(具六緣故)。若至餘處，犯中可悔

(亦方便罪)。若有野鳥銜寶而去，居士以盜心奪野鳥取，犯中可悔

(雖非有主物從盜心結罪)。待野鳥時，犯小可悔。又諸野鳥銜寶而去，諸有

主鳥奪野鳥取，居士以盜心奪有主鳥取，犯不可悔(具 六 緣

故。從鳥

主邊

得罪)。若待鳥時，犯中可悔(是方便罪)。餘如上說。又有主鳥銜寶

物去，為野鳥所奪(是無主也)，居士以盜心奪野鳥取，犯中可悔

(亦從盜心結罪)。若待鳥時，亦犯中可悔(
準上應小可悔，中字恐誤，

否則上亦應云中可悔也)。餘亦如

上。若居士蒲簙，以盜心轉齒勝他，得五錢者，犯不可悔。 

簙錢為戲名摴蒲，雙陸戲名六簙。賭簙家所用馬子及圍棋子、象

棋子、骰子之類，皆名為齒。轉齒者，偷棋換著乃至用藥骰子等也。

準優婆塞戒經及梵網經，則蒲簙等事亦犯輕垢。今但受五戒者，容可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２６ 

不犯，而轉齒勝他，全是盜心，故犯重也。 

若有居士以盜心偷舍利，犯中可悔(不可計價直故)。若以恭敬心而作是

念，佛亦我師，清淨心取者，無犯。若居士以盜心取經卷，犯

不可悔，計直輕重(所盜經卷若直五錢以上則不可悔，若減五錢中可悔也)。夫盜田者，有二因緣

奪他田地：一者相言(即告狀訟於官府也)，二者作相(即立標示界限相也)。若居士為

地故言他得勝，若作異相過分得地，直五錢者，犯不可悔。有

諸居士應輸賈稅而不輸，至五錢者，犯不可悔。復有居士至關

稅處，語諸居士：汝為我過此物，與汝半稅。為持過者，違稅

五錢，犯不可悔。居士若示人異道，使令失稅，物直五錢，犯

中可悔。若稅處有賊及惡獸或飢餓，故示異道令免斯害，不犯。

又有居士與賊共謀，破諸村落，得物共分，直五錢者，犯不可

悔。盜無足眾生者，蛭蟲(蛭音質，水 蟲 也)、于投羅蟲等(
未見

翻譯)，人取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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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器中，居士從器中取者，犯不可悔。選擇如上。盜二足、三

足眾生者，人及鵝、雁、鸚鵡、鳥等，是諸鳥在籠禁中，若盜

心取者，犯不可悔。餘如上說。盜人有二種：一者擔去，二者

共期。若居士以盜心擔人著肩上，人兩足離地，犯不可悔。若

共期，行過二雙步，犯不可悔。餘皆如上說。盜四足者，象馬

牛羊也。人以繩繫著一處，以盜心牽將過四雙步，犯不可悔。

若在一處臥，以盜心驅起過四雙步，犯不可悔。多足亦同。若

在牆壁籬障內，以盜心驅出過羣四雙步者，犯不可悔。餘如上

說。若在外放之，居士以為心念：若放牧人入林去時，我當盜

取。發念之機，犯中可悔。若殺者，自同殺罪。殺已取五錢肉，

犯不可悔。復有七種：一、非己想，二、不同意，三、不暫用，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２８ 

四、知有主，五、不狂，六、不心亂，七、不病壞心，此七者

取重物，犯不可悔。取輕物(四錢以下)犯中可悔。又有七種：一者

己想(謂是己物)，二者同意(
素相親厚，聞我

用時，其心歡喜)，三者暫用(
不久即

還本主)，四者謂

無主(不知此物有人攝屬)，五、狂，六、心亂，七、病壞心，此七者取物

無犯。有一居士種植蘿蔔，又有一人來至園所，語居士言：與

我蘿蔔。居士問言：汝有價耶？為當直索？答言：我無價也。

居士曰：若須蘿蔔，當持價來。我若但與汝者，何以供朝夕之

饍耶？客言：汝定不與我耶？主曰：吾豈得與汝。客便以咒術

令菜乾枯。迴自生疑，將無犯不可悔耶？往決如來。佛言：計

直所犯可悔不可悔。莖、葉、華、實皆與根同。有一人在祇洹

閒耕墾，脫衣著田一面，時有居士，四望無人便持衣去。時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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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遙見，語居士言：勿取我衣。居士不聞，猶謂無主，故持衣

去。耕人即隨後捉之，語居士言：汝法應不與取耶？居士答言：

我謂無主故取之耳，豈法宜然。耕人言：此是我衣。居士言曰：

是汝衣者便可持去。居士生疑：我將無犯不可悔耶？即往佛

所，諮質此事，佛知故問：汝以何心取之？居士白言：謂言無

主。佛言無犯，自今以後，取物者善加籌量：或自有物雖無人

守而實有主者耶？若發心欲偷未取者，犯下可悔。取而不滿五

錢者，犯中可悔。取而滿五錢，犯不可悔。 

欲偷未取下可悔，遠方便也。取而未離處中可悔，近方便也。文

缺略。不滿五錢中可悔，未失戒也。滿五錢不可悔，已失戒也。失戒

須取相懺，例如殺戒中說。所有世間性罪償足自停，較殺業稍輕耳。 

婬戒第三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３０ 

佛告諸比丘：優婆塞不應生欲想、欲覺，尚不應生心，何況起

欲、恚、癡，結縛根本不淨惡業。 

於欲境界安立名言，名為欲想，於欲境界忽起尋求，名為欲覺。

由欲不遂而起於恚，欲之與恚同依於癡。三毒既具，則為一切結縛根

本。違清淨行能招此世、他世苦報，故名不淨惡業也。 

是中犯邪婬有四處：男、女、黃門、二根。女者，人女、非人

女、畜生女。男者，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黃門、二根，亦

同於上類。若優婆塞與人女、非人女、畜生女三處行邪婬，犯

不可悔。若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黃門、二根，二處行婬，

犯不可悔。若發心欲行淫，未和合者，犯小可悔(遠方便也)。若二

身和合止不婬，犯中可悔(近方便也)。 

婬戒以三緣成不可悔：一、婬心，謂如飢得食，如渴得飲，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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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鐵入身、臭屍繫頸等。二、是道，謂下文所明三處。三、事遂，謂

入如胡麻許，即失戒也。 

若優婆塞婢使，已嫁有主，於中行邪婬者，犯不可悔。餘輕犯

如上說。三處者：口處、大便、小便處。除是三處，餘處行欲

皆可悔。若優婆塞婢使，未配嫁，於中非道行婬者，犯可悔罪，

後生受報罪重。 

婢使未配嫁則未有他主，若欲攝受，便應如法以禮定名為妾為妻，

皆無不可。若非道行婬，壞其節操，致使此女喪德失貞，故雖不失戒

體而後報罪重。所謂損陰德者，幽冥所深惡也。 

若優婆塞有男子僮使人等，共彼行婬，二處犯不可悔罪。餘輕

犯罪同上說。若優婆塞共婬女行婬，不與直者，犯邪婬不可悔，

與直無犯。若人死，乃至畜生死者，身根未壞，共彼行邪婬，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３２ 

女者三處犯不可悔。輕犯同上說。若優婆塞自受八支(謂一日一 夜

八關

戒齋)，行婬者犯不可悔。八支無復邪正，一切皆犯。若優婆塞

雖都不受戒，犯佛弟子淨戒人者，雖無犯戒之罪，然後永不得

受五戒，乃至出家受具足。 

佛弟子淨戒人，謂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優

婆塞、優婆夷也，乃至己妻受八支戒日，亦不得犯，犯者同名破他梵

行。問：犯他淨行固名重難，設有反被受戒人所誘者，是遮難否？或

不知誤犯，後乃悔恨，誠心發露，許受五戒及出家否？答：若知彼已

受戒，便不應妄從其誘，然既被誘，罪必稍減。不知誤犯，理亦應然。

但懺悔之方決非輕易，應須請問威德重望、深明律學者，乃能滅此罪

耳。 

佛告諸比丘：吾有二身，生身、戒身。若善男子為吾生身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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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塔至於梵天，若人虧之，其罪尚有可悔，虧吾戒身，其罪無

量，受罪如伊羅龍王。 

此結示淨戒不可虧犯也。戒身即法身，佛以戒、定、慧、解脫、

解脫知見為法身故。以此戒法師師相授，即是如來法身常住不滅。若

或自破梵行或復破他梵行，則是破壞如來法身，故較破壞生身舍利塔

罪為尤重也。伊羅龍王，具云伊羅跋羅，亦云伊羅鉢。伊羅，樹名，

此云臭氣。跋羅此云極，謂此龍王昔為迦葉佛時比丘，不過以瞋恚心

故犯折草木戒，不知懺悔，遂致頭上生此臭樹，苦毒無量，況殺、盜、

婬、妄根本重戒而可犯乎？然殺盜二戒稍有慈心、廉退者猶未肯犯，

獨此婬戒人最易犯，故偏於此而結示也。然犯戒之罪既有重於壞塔，

則持戒之福不尤重於起塔耶，幸佛弟子思之。 

妄語戒第四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３４ 

佛告諸此丘：吾以種種訶妄語、讚歎不妄語者，乃至戲笑，尚

不應妄語，何況故妄語。是中犯者，若優婆塞不知不見過人聖

法，自言我是羅漢(斷三界煩惱盡)、向羅漢者(
斷無色界

思惑將盡)，犯不可悔。若

言我是阿那含(斷欲界煩惱盡)、斯陀含(
斷欲界

六品惑)，若須陀洹(
斷見

惑盡)，乃至

向須陀洹(世第一後心，具足八忍，智少一分)，若得初禪(離生喜樂五支功德相應)、第二禪(定生喜樂四支

功德

相應)、第三禪(離喜妙樂五支功德相應)、第四禪(捨念清淨四支功德相應)，若得慈悲喜捨無

量心，若得(四)無色定，(所謂)虛空定、識處定、無所有處定、

非想非非想處定，若得不淨觀，阿那般那念(此云遣來遣去，即入息出息也。此二觀乃佛法二甘露

門，但應修

習，不應云得)，諸天來到我所，諸龍、夜叉(
捷疾

鬼 )、薜荔(亦云閉麗多，此翻祖父鬼)、

毗舍闍(噉精氣鬼)、鳩盤荼(
甕形厭

魅 鬼)、羅剎(
可畏

鬼 )來到我所，彼問我，

我答彼，我問彼，彼答我，皆犯不可悔。 

此大妄語以五緣成不可悔：一、所向人，二、是人想，三、有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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誑心，四、說重具，即羅漢乃至羅剎來到我所等，五、前人領解，若

向聾人、癡人、不解語人說，及向非人、畜生等說，並屬中可悔罪也。 

若本欲言羅漢，誤言阿那含者，犯中可悔。餘亦如是說(未遂本心故也)。

若優婆塞，人問言汝得道耶？若默然，若以相示者，皆犯中可

悔(未了了故)。乃至言旋風土鬼來至我所者，犯中可悔(
準十誦律，未得外

凡別總相念，妄

言已得。戒未清淨，妄言持戒清淨。未曾

讀誦經典，妄言讀誦等，並犯中可悔罪)。若優婆塞實聞而言不聞，實見而

言不見，疑有而言無，無而言有，如是等妄語，皆犯可悔(更有兩舌 、

惡口、綺語，並皆犯罪，但不失

戒，故云可悔，非謂無性罪也)。若發心欲妄語未言者，犯下可悔(
遠方

便也)。

言而不盡意者，犯中可悔(或誤說、或說不了了，僅名近方便罪也)。若向人自言得道者，

便犯不可悔。若狂、若心亂不覺語者，無犯。 

酒戒第五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３６ 

佛在支提國跋陀羅婆提邑(未見翻譯)，是處有惡龍，名庵婆羅提陀

(未見翻譯)，兇暴惡害，無人得到其處，象、馬、牛、羊、驢、騾、

駱駝無能近者，乃至諸鳥不得過上，秋穀熟時破滅諸榖。長老

莎伽陀(或云槃陀伽，或云般陀，此翻小路邊生，又翻繼道。往昔慳法又喜飲酒，今生愚鈍，一百日中不誦一偈，佛令調息，證阿羅漢)遊行支提

國，漸到跋陀羅婆提。過是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

乞食時，聞此邑有惡龍名庵婆羅提陀，兇暴惡害，人民、鳥獸

不得到其住處，秋榖熟時破滅諸榖。聞已，乞食訖，到庵婆羅

提陀龍住處，泉鳥樹下敷坐具大坐。龍聞衣氣，即發瞋恚，從

身出煙。長老莎伽陀即入三昧，以神通力，身亦出煙。龍倍瞋

恚，身上出火。莎伽陀復入火光三昧，身亦出火。龍復雨雹，

莎伽陀即變雨雹作釋俱餅、髓餅、波波羅餅。龍復放霹靂，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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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陀即變作種種歡喜丸餅。龍復雨弓、箭、刀、，莎伽陀即

變作優鉢羅華(此云青蓮)、波頭摩華(此云紅蓮)、拘牟陀華(此云黃蓮)。時龍

復雨毒蛇、蜈蚣、土虺、蚰蜒，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纓絡、

薝蔔華纓絡、婆師華纓絡、阿提目多伽華纓絡(薝蔔，此云黃華。婆師，此云夏生華，又翻雨

華，雨時方生。阿提目多伽，

舊云善思夷華或翻龍甜華)。如是等龍所有勢力，盡現向莎伽陀，如

是現德已不能勝故，即失威力光明。長老莎伽陀知龍勢力已

盡，不能復動，即變作細身，從龍兩耳入，從兩眼出，兩眼出

已，從鼻入，從口中出，在龍頭上往來經行，不傷龍身。爾時

龍見如是事，心即大驚，怖畏毛豎，合掌向長老莎伽陀言：我

歸依汝。莎伽陀答言：汝莫歸依我，當歸依我師，歸依佛。龍

言：我從今歸三寶，知我盡形作佛優婆塞。是龍受三自歸，作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３８ 

佛弟子已，更不復作如先兇惡事，諸人及鳥獸皆得到其所，秋

穀熟時不復傷破。如是名聲流布諸國：長老莎伽陀能降惡龍，

折伏令善，諸人及鳥獸得到龍宮，秋穀熟時不復破傷。因長老

莎伽陀名聲流布，諸人皆作食傳請之。是中有一貧女人，信敬

請長老莎伽陀，莎伽陀默然受已，是女人為辦名蘇乳糜，受而

食之。女人思惟：是沙門噉是名蘇乳糜，或當冷發，便取似水

色酒持與。是莎伽陀不看，飲已為說法便去。過向寺中，爾時

閒酒勢便發，近寺門邊倒地，僧伽梨衣等、灑水囊、鉢、杖、

油囊、革屣、鍼筒各在一處，身在一處，醉無所覺。爾時佛與

阿難(此云歡喜，佛之堂弟，佛成道時生，為佛侍者，又翻慶喜，又翻無染)遊行到是處，佛見是比丘，知而

故問阿難：此是何人？答言：世尊，此是長老莎伽陀。佛即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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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難：是處為我敷坐床、辦水、集僧。阿難受教，即敷坐床、

辦水、集僧已，往白佛言：世尊，我已敷床、辦水、集僧。佛

自知時，佛即洗足坐，問諸比丘：曾見聞有龍名庵婆羅提陀，

兇暴惡害，先無有人到其住處，象、馬、牛、羊、驢、騾、駱

駝無能到者，乃至諸鳥無敢過上，秋穀熟時破滅諸穀，善男子

莎伽陀能折伏令善，今諸人及鳥獸得到泉土？是時眾中，有見

者言見，世尊。聞者言聞，世尊。佛語比丘：於汝意云何？此

善男子莎伽陀，今能折伏蝦不？答言：不能，世尊。佛言：

聖人飲酒尚如是失，何況俗凡人如是過罪。若過是罪，皆由飲

酒。故從今日，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飲酒，乃至小草頭一

滴亦不得飲。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４０ 

佛種種訶責飲酒過失已，告諸比丘：優婆塞不得飲酒者有二

種：穀酒、木酒(榖酒可知)。木酒者，或用根、莖、葉、華、果，

用種種子、諸藥草雜作酒，酒色、酒香、酒味、飲能醉人，是

名為酒。若優婆塞嘗咽者，亦名為飲，犯罪。若飲穀酒，咽咽

犯罪。若飲醋酒，隨咽咽犯。若飲甜酒，隨咽咽犯。若噉麴能

醉者，隨咽咽犯。若噉滴糟，隨咽咽犯。若飲酒澱，隨咽咽犯。

若飲似酒，酒色、酒香、酒味、能令人醉者，隨咽咽犯。若但

作酒色，無酒香、無酒味、不能醉人及餘飲，皆不犯。 

醋，謂味酸也。但是飲之能醉，不論味酸、味甜皆悉犯罪。麴者，

作酒之藥。滴糟者，即今燒酒。酒澱者，澱(
音

殿)，酒之滓垽(
音

印)。似
酒者，果漿等變熟之後，亦能醉人。此酒戒但是遮罪，為防過故，與

前四根本戒同制。三緣成犯：一、是酒，謂飲之醉人。二、酒想，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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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是酒或酒和合。三、入口，咽咽結可悔罪也。若食中不知有酒，或

酒煮物已失酒性，不能醉人者，並皆無犯。 

問：原集以歸戒彙釋置此經後，今何附前耶？答：原集簡略，順便附此。今

廣集週足，當置在前。蓋三歸五戒，佛初成道，即有耶輪伽之父母，最初為

歸戒之優婆塞、優婆夷。時有比丘與優婆塞、夷三眾，尚無比丘尼、沙彌、

沙彌尼之三眾。至此說優婆塞五戒相經，六眾弟子已全，況淨飯王之請如來

之說，祇明五戒可悔不可悔者，令識戒相便無疑惑，未曾問答三歸之義，故

歸戒彙釋宜在前也。 

又問：據優婆塞戒經受戒品，六齋日加受八戒，在菩薩戒六重二十八輕之內，

亦即梵網不敬好時之戒，今何故在此經後耶？答：佛制持八關齋戒，不拘白

衣、近事、大乘、小乘，但於齋日、佛聖誕日、父母尊長生死日、自生日、

作諸念誦功德日，皆應持八關齋戒。所謂齋者，過午不食而為齋體。八支閉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４２ 

悉以助成齋，良由生死正因無如婬欲，生死增緣無如飲食。但白衣近事不能

永捨眷屬，所以終身五戒，但除邪婬。若受八關齋戒唯制一日一夜者，嚴禁

過午之食及婬欲之念。大智度論云，於六齋日定受八戒。修積福德者，是日

惡鬼逐人令人不吉，是故劫初聖人教人持齋修善作福以避凶衰，但一日不食

為齋。後佛出世語云，汝當一日一夜如諸佛持八戒不過中食，以此功德非特

遠離災橫，實能成就出世涅槃。又提謂經中，明八王日受八戒。所云八王者，

謂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是八日天地諸神陰

陽交代所以受戒，凡齋戒日不得鞭打眾生，不得身口作不威儀事，見下威儀

經說。不得起貪欲瞋恚煩惱等邪覺，更須修六念。以上四禁若有犯者，雖不

破齋戒而齋戒不清淨，具見齋經說，此經有科註一卷，今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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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皈五戒 

淨空法師 1988 年講於台灣景美華藏圖書館 

諸位同修，今天是我們佛七法會圓滿，大家求受三皈五戒。三皈

五戒是學佛之入門，因此我們在受三皈五戒的時候，必須要把皈戒的

大義了解，然後我們才知道應該怎樣去做。 

傳授皈戒的儀規，我們是遵照弘一大師《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篇》

新輯的方法，這個方法是世尊當年在世為在家二眾所使用的，與我們

現在一般寺院裡面儀規不相同。一般寺院所採取的儀規是祖師大德們

編輯的，不是世尊當年所使用的方法。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用的儀規，

非常簡單隆重。今天把這個受戒法印給諸位，這個受戒法是在佛面前

宣讀誓詞，我們自己發願受持三皈五戒，誓詞在佛菩薩面前要念三遍，

跟我們平常受三皈依的方法完全相同。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４４ 

今天我們主要的要說明五戒，因為三皈過去已經說過，就不再重

複。五戒的開導，我們採取印光大師的一段開示，這一段收在《佛學

救劫篇》裡面，修持的這一篇。這個文印發給諸位，諸位自己可以去

研究、去看，我把這個大義告訴各位。 

發心求受皈戒，這是我們開始覺悟了。覺悟什麼？覺悟到我們無

始劫以來生死不斷，非常苦。我們現在生活在台灣，台灣今天的環境，

如果沒有污染，沒有交通秩序的混亂，沒有一切的動亂，台灣今天是

地球上的天堂，大家實在說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諸位如果到全世界去

旅遊參觀一下，你就曉得沒有一個地方能比得上台灣，我們真正是要

珍重、要自愛。在全世界，佛法是台灣最為興盛。我們在台灣過的日

子，自己感受得到，都覺得很苦，其他地區更不必說了。再講到三途

惡道，那是更為痛苦。這是印祖在這裡開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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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哉眾生，從無始來，輪迴六道，流轉四生。無救無歸，無依

無託。 

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六道就是苦海，三途尤其是悽慘，我們不

能夠脫離六道就決定不能避免三途。實在說，在六道裡面，三途是我

們的老家，在三途的時間最長，能到人天，那是短暫的時間，並不是

很長，這是我們一定要知道、要覺悟的。怎樣脫離三途六道？可以說

除了佛法以外，沒有第二個法門。 

佛法的修學，首先修三皈，三皈是佛法修行最重要的綱領。我們

學佛學什麼？就是學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這稱為三寶。三寶有

自性三寶、一體三寶、別相三寶、住持三寶，這些名相的意義我們也

要清楚。這裡面最重要的就是自性三寶，這是我們真正皈依處。自性

的佛寶就是覺悟，自性覺，佛是覺的意思。皈依佛，皈是回來、是回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４６ 

頭，依是依靠。我們從迷惑顛倒回過頭來，依靠自性覺，這個叫做皈

依佛。皈依法，法是自性裡面的正知正見，也就是《法華》上所說的

佛知佛見，佛知佛見是自性裡面本來具足的。我們從一切邪知邪見回

過頭來，依自性正知正見，這個叫皈依法。皈依僧，僧是清淨的意思，

六根清淨一塵不染。我們從一切染污回過頭來，依自性清淨心，這個

叫皈依僧。僧還有一個意義，和合的意義。我們那裡掛了一個牌子：

「住如來家，修六和敬」。僧團一定要遵守這六個戒條，這六個戒條

都做到，這個道場就是真正的僧團，十方諸佛護念，一切龍天擁護，

護法神擁護。如果做不到，這個道場就不是正法的道場，與佛菩薩不

可能有感應。所以現代的道場，實在說外道佔多數，外道的道場勢力

超過佛教的道場，原因在什麼地方？我們自己沒有真正把佛的戒條、

教訓做到，所以過失還是在我們自己身上，我們要曉得的。 



【附錄】三皈五戒 ４７ 

住持三寶也是非常重要，它的功德在哪裡？時常提醒我們皈依自

性三寶，如果沒有住持三寶，我們往往把這個事情忘了。住持的佛寶，

現在佛不在世，只有佛像，不管是塑的佛像，或者是彩畫的佛像，我

們見到佛像就要把它當作真佛一樣來看待，要起恭敬心，要起報恩心。

見到佛像，我們就想到自性佛寶。住持的法寶就是經典，佛為我們所

說的一切經典，見到經典要想到我們要皈依自性法寶。住持的僧寶就

是出家人。我們對出家人不要分別、不要執著。用平等心去看出家人，

用清淨心去看出家人。看到出家人就想到我自己要六根清淨一塵不

染，這樣就功德無量無邊。這是簡單的說明皈依三寶的意義。 

皈依之後，要受五戒，五戒是佛法裡面的根本大戒。十戒裡面包

括有五戒，比丘戒裡面也包括有五戒，比丘尼戒前面還是有五戒，在

家、出家的菩薩戒前面還是五戒，由此可知，五戒是修學佛法的根本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４８ 

戒律，必須嚴格的受持。 

大師在此地給我們說，五戒是斷惡修善的根源。戒與善不相同，

所以五戒的功德超過十善。十善是福報，果報是在人天，修得再好，

它的果報在人天。五戒就不相同了，五戒的果報是能成佛作祖，所以

它的功德確實是不一樣的。因為十善是世間這些天神善神護持，持戒

的人就不一樣，是諸佛護念，菩薩擁護，所以效果是不相同的。 

我們在經典裡面常常讀到，一切諸佛都是希望我們早一天脫離輪

迴，希望我們早一天圓成佛道，因此世尊才為我們說出第一頓教法門

的《阿彌陀經》，就是淨土法門，使我們不費時間、不費氣力，很快

的就能夠往生成佛，這是世尊對我們無比的恩德，我們也永遠無法報

答。真正說到報佛恩，唯有求生上品，唯有將這個法門普遍的弘揚，

這才能報佛恩於萬一，所以大家對於三皈五戒要切實的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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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在《觀經》裡面告訴我們，沒有修學淨土法門之前，首先必須

具備三個條件。這三個條件，第一條裡面就有十善業，修十善業，第

二條裡面就是三皈五戒，可見得三皈五戒非常的重要。第三條裡面叫

我們要發菩提心，要深信因果。諸佛所說的一切法，實在說「事理因

果」這四個字就包括盡了。 

五戒，我想諸位都知道，第一條是不殺生，第二條是不偷盜，第

三條是不邪淫，第四條是不妄語，第五條是不飲酒。我們逐條來討論。

第一講不殺生： 

好生惡死，物我同然。我既愛生，物豈願死。由是思之，生可

殺乎。 

眾生能殺嗎？我們自己不願意被人殺，眾生也是一條命，牠也不

願意別人殺牠，只是人殺眾生，牠沒有能力反抗。我們吃眾生肉，牠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５０ 

是不是甘心情願來給我們吃？如果真的甘心情願，譬如你殺雞，我今

天要吃你了：「雞來，我殺你」，那隻雞就會乖乖的來了，牠也不會

跑，也不會跳，這是牠甘心情願。為什麼你要殺牠，牠知道，牠亂飛、

到處跑？希望逃命。由此可知，牠不甘心、不情願，只是牠沒有力量

跟你搏鬥。被你殺了、被你吃了，牠這個怨恨永遠記在心裡，怨恨永

遠不會消滅，換句話說，一有機會，牠決定要報復。佛在經上給我們

說了，我們今天吃牠半斤，將來要還牠八兩，這一點都不會錯的。想

到我們今天殺牠來吃，將來是我們被人家殺來吃，你要真正知道這個

因果，自然就不敢吃一切眾生肉，就不敢殺生。 

我們學佛了，持這條戒持得很嚴，可是問題產生了，如果你家裡，

只你一個人學佛持五戒，其他家人都還沒學佛，都還沒持五戒，像家

裡的蚊子、蒼蠅、蟑螂、老鼠，這些東西你不殺，家裡的人都要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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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甚至排斥，搞得一家都不和。不學佛，這一個家庭非常和睦，

學佛之後，家庭破裂，再引起社會對佛教嚴重的誤會，認為佛教徒不

講求衛生，佛教徒蔓延這些細菌，佛教徒有害於社會。如此一來，那

些人造這樣的口業，造阿鼻地獄的口業。誰把這些人送到阿鼻地獄去？

因為我持不殺生的戒，把這些人統統送到阿鼻地獄去了。在這種情況

之下，你怎麼辦？你把這些人送到阿鼻地獄去的，你的罪過很重。你

戒律雖然持得很好，但是你叫那麼多人墮阿鼻地獄，那些人將來墮了

地獄也不甘心，因為是你這個緣墮的，這筆帳都算在你身上。所以佛

法講求智慧，在這個現實的社會裡面，我們要求大眾讚揚佛法，那他

的功德就無量。我們叫人讚揚佛法，不能讓人毀謗佛法。如果一個學

佛的人，在他們看起來，這個人合情、合理、合法，這佛教他也願意

接受，他也喜歡修學。佛法也得要順人情，不能一切不顧，這是錯誤，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５２ 

這是走極端，凡事走極端都會有嚴重的後果產生。 

那這條戒怎麼持法？譬如像家庭裡面的蚊蟲、蒼蠅、蟑螂、老鼠，

這一類傳染疾病的，我們怎麼來防止？我們預防。所以家庭要講求整

齊、清潔，要講求衛生，這些東西自然就少了。台灣因為人口多、密

度大，所住的是公寓房子，不像外國，在美國地大，每個人家住的房

子，地都很大，差不多普通一戶人家總有二、三百坪地，那個地面當

中蓋一棟房子，蓋個六、七十坪，前後是大院子，跟鄰居都距離很遠，

保持環境的衛生容易，所以一隻蟑螂、老鼠都找不到。公寓不行，公

寓沒有辦法，這個東西必定很多，怎麼辦？唯一的方法是用預防的。

換句話說，不要看到蚊子、蟑螂出來了，你才去殺牠，平時我們用藥

物也可以，平常預防。例如每星期噴灑二次，牠就沒有了。這個地方

有預防，牠就不會到這兒來，這是合情合理的。學了佛之後，我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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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了，我們充分做整潔、預防的工作。 

除此之外，我們每天誦經、念佛超度這些，為什麼？無始劫以來

我們有意殺害的、無意殺害的這些眾生，不知道有多少？所以迴向偈

裡面有「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下濟三途苦」就是把我們的

功德迴向給我們歷劫冤親債主，要迴向給他們。所以經不可不念，佛

不可不拜，念經拜佛的功德迴向這些冤親債主，這是我們應該要做的，

也是我們能力上可以做得到的。文字，這是印光大師寫得明白，寫得

清楚，諸位自己回去要念，要研究。 

第二條是不偷盜： 

即是見得思義，不與不取也。 

這是偷盜戒的定義。凡是我們得到的東西，我們自己好好的想一

想，我應不應該得到？這就是義，義就是應不應該。我應該得到的，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５４ 

這個沒有問題，我們可以去得；不應該得到的，要是得到了，那就犯

盜戒。盜戒的範圍非常之廣，所以說『不與不取』，不是給我們的，

我們決定不能取。大師在此地舉了很多例子，他說這條戒就是聖賢人

都難免，為什麼？譬如我們有些在公家機構做事情的，或是辦公上班

的人，公家印了很多信紙、信封，我們私人寫信就拿來用，這個嚴格

講就犯了盜戒，因為公家的信紙、信封是給你辦公務用的，不是給你

私人寫信用，這是舉一個例子來說。可見得盜戒非常的微細，很難受

持。這一段我們把它念一念： 

此事知廉恥者，便能不犯。 

這是講那個大的。細的： 

然細論之，非大聖大賢，皆所難免，何也？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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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濟私。 

這一條我們自己仔細反省，我們有沒有這個情形？往往做了不知

道。 

剋人益己。 

苛薄別人，厚待自己。 

以勢取財。 

雖然我沒有搶你的、盜你的，但是我有勢力逼著你，你不得不供

養我，不能不送禮給我。你不送禮給我，你想找我辦事情，我就找你

麻煩，這個就『以勢』。他在社會上做了官，有地位了，想求他幫忙，

不能不送他一份厚禮，這份厚禮並不是甘心情願送的，這也是盜。這

個大家好好的去想想。 

用計謀物。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５６ 

以你的計謀騙取別人的也是盜。 

忌人富貴，願人貧賤。 

這都是盜心。 

陽取為善之名，遇諸善事，心不認真。 

以下舉幾個例子，這些事情非常普遍，全是在那裡搞偷盜。 

如設義學，不擇嚴師，誤人子弟。 

譬如辦義學，辦學校，並不認真的去請好老師，『誤人子弟』，

這是大的盜戒。只曉得收學費，不管學生的教育，不重視學生的教育，

中國、外國都有。還有只交學費，到時候就可以拿文憑的，可以不要

去念書的，美國也有，日本也有。 

施醫藥，不辨真假，誤人性命。 

布施醫藥是好事情，但這個醫藥到底是真是假？或者是人家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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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不要的藥，他認為這是善事、好事。實際上，慈善事業救了誰？真

正講是救了自己。像辦孤兒院，拿孤兒院的名義到處去化緣募捐，捐

得的錢很多，真正用在孤兒身上，恐怕三分之一都不到，另外三分之

二，自己蓋房子、買汽車。沒有幾年，某人，你看現在環境那麼好，

他是大慈善家，他有果報，他福報到了，因為他做了多少好事，他好

事是這麼做法的。苛薄別人，利益自己，統統犯了偷盜，這些例子不

勝枚舉。 

凡見急難，不能速救，緩慢浮游，或致誤事。但取塞責了事，

糜費他人錢財，於自心中不關緊要。如斯之類，皆名偷盜。 

所以偷盜這個範圍非常的廣大，這條戒很不容易持。自己真正是

潔身自好，少欲知足，才能夠做到這一條，這是我們修行的根本，我

們要仔細去研究。清朝陳熙願居士編輯一本《在家律要廣集》，我們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５８ 

過去曾經印過，在家同修修學、持戒念佛有這一本就足夠。這本裡面，

過去這個菩薩戒，我們曾經講過，希望大家多多去讀。印祖在此地特

別提倡的就是《安士全書》。《安士全書》我們印過幾次，數量都相

當多，希望大家認真的去念、去學，依照《安士全書》去做就好，明

白因果報應，從內心裡面斷惡修善。 

第三條不邪淫： 

俗人男女居室，生男育女，上關風化，下關祭祀，夫婦行淫，

非其所禁。但當相敬如賓，為承宗祀，不可以為快樂，徇欲忘

身。 

因為三皈五戒是為在家二眾所受的，因此對於夫婦並不禁止。夫

婦之外的是邪淫，決定禁止，這個罪非常之重。大師在此地告訴我們： 

行邪淫者，是以人身行畜生事。報終命盡，先墮地獄、餓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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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生畜生道中，千萬億劫，不能出離。 

這是告訴我們因果之可怕。現在世間人走的是哪一條道路？通達

佛理的人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換句話說，他將來往哪裡去？十法

界，這十個道路擺在面前，走佛菩薩道路的人很少，真正是鳳毛麟角，

不可多見，而走三惡道的人不知道有多少，那個道路上擁擠不堪。哪

些人走三惡道？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這都是走三惡道的。我們

自己要警覺，要真正覺悟，我今天走的是哪個道。說老實話，別人走

哪一條道，與我不相干，各人走各人的道路，只問我自己走的是哪一

條路，這個重要。 

講席上我們說過，佛告訴我們「十法界依正莊嚴，唯心所現，唯

識所變」。六祖開悟的時候也說得很好：「何期自性，本自具足」，

具足什麼？具足十法界依正莊嚴。本來具足的，現在我們在十法界裡，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６０ 

我們想到哪個法界去？如果，五戒統統不守，五種惡統統在製造，那

你走的路就是地獄的道路，你的果報在地獄。如果，造作的是中品惡

業，你的果報在餓鬼，造的是下品惡業，你的果報在畜生。三惡道中，

哪一道進去容易出來難？地獄。這個太難了，你看看，『千萬億劫，

不能出離』，餓鬼、畜生道亦復如是，也是不容易出離的，所以佛是

一再苦口婆心的警告我們不能去這個地方，為什麼偏偏要去？ 

所以真正修行人在哪裡修？在起心動念處修。我這個念頭是正是

邪，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正確又容易的修學方法，念頭一起，

立刻把它轉變成阿彌陀佛，這樣就好，這個功德是無比的殊勝。只要

念頭起來，第二念就轉成阿彌陀佛，這是一個真正修行人，真正精進

之人。所以煩惱習氣重的，一定要講求對治的方法。譬如我們殺生的

習氣重，我們一定要修慈悲心，要培養自己的大慈悲心，我們要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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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面面顧到。對那些畜生，我們慈悲，對現前的大眾也得要慈悲，不

能說我只對畜生慈悲，不顧大眾。剛才說過，不要叫大眾誤會佛法，

不要叫大眾毀謗佛法，這個就是大慈大悲，為什麼？他毀謗佛法，他

將來必定墮阿鼻地獄，謗法的罪在一切罪裡面非常之重。 

第四條是不妄語： 

言而有信，不虛妄發也。 

不妄語，實在是包括了十善業道裡面的不妄語、不惡口、不兩舌、

不綺語。沒有受戒，我們來學，這是善、善行。受了戒，這是佛戒，

這個意義尤其不相同。所以我們認真求生西方極樂世界，決定不欺騙

一切眾生，決定不傷害一切眾生。傷害有有意的、有無意的。有意，

我想一般學佛的同修當然不會做，但是往往無意中的傷害，自己不曉

得。無意有過失，有意是造罪業。所以古人講「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優婆塞五戒相經箋要 ６２ 

我們的言語一定要小心謹慎。不小心的言語，往往是說的人無心，聽

的人有意。無心傷害別人，人家記在心裡，念念不忘，他總有一天要

報復你的，報復往往非常的悽慘。所以學佛的人，古德告訴我們，像

《西方確指》覺明妙行菩薩開示我們：「少說一句話，多念一句佛，

打得念頭死，許汝法身活」。這個話我可以不講的，我就不講，何必

要多嘴？多說話不如多念佛，多說話造口業，多念佛必定往生，這個

果報懸殊很大。希望我們同修要注意，決定不欺騙人。 

這個世界，說老實話，幾乎都已經變成一個騙人的世界，在外國

也不例外。這是我們自己自家的業報，前一生沒修得好，生到這個騙

人的世界裡來，我們不能怪社會，不能怪大眾，只怪自己為什麼生在

這個時代，我們就心安理得。這個時代，對一個真正修行人來說也沒

什麼不好。因為佛在《無量壽經》上講得很清楚，我相信你們都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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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佛說在我們這個世界修行一天，等於西方世界修行一百年，

這是好事。可見得這個世界對於一個真正修行人來說，這不是一個壞

環境，我在這裡努力修行一天，等於西方世界一百年。換句話說，在

這個世界要成就也快，要墮落也快，這裡是大起大落，看看你到底是

起還是落？這個權操縱在我們自己的手中，不在別人。 

怎樣操縱？就是不怕別人騙我們，不怕吃虧，不怕上當。縱然吃

虧上當，心地很坦然，這就行了，決定不可以有報復的心理。別人欺

騙我，我也同樣欺騙他，這就錯了。別人所修的是三惡道，我修的是

菩薩道，兩個人走的道就不同。不能說他走三惡道，我也得走三惡道，

那就跟他去了，這是很冤枉的事情，所以自己要覺悟。他欺騙人，他

走三惡道，我被欺騙，被欺騙的人不墮三惡道。他佔便宜的人走三惡

道，我們吃虧上當的人不會墮三惡道。實在說，到頭來一切便宜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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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自己佔了，那個想佔便宜的人最後都吃了大虧。所以，果報要看

遠一點，不要看眼前，眼前的時間非常短暫，一切都不是真實的。只

要眼光看遠一點，我們決定要牢牢的守住：不欺騙人。 

不兩舌，兩舌是挑撥是非，挑撥是非裡頭也有有意、無意，我們

要特別的謹慎。惡口、綺語。綺語是花言巧語，說得非常的好聽，其

實都是叫人吃虧上當，都是希望自己在裡面佔得利益的。譬如現在的

廣告，不實的廣告不但是妄語，也是綺語。廣告裡賣藥的很多，說的

那個藥好得不得了，簡直像仙丹一樣，其實是假的。現在衛生當局也

提醒我們，許許多多都刊登不實的廣告，賣假藥。這個不但是犯了妄

語戒，也犯了盜戒。目前他是賺到一點錢，後來的果報很慘，他不曉

得、他不知道，如果他能看到以後的果報，他決定不敢做。人人都能

夠相信三世因果，天下就太平，社會就安定，為什麼？每個人都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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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心動念為非作歹，知道這樣去做、這麼去想，於自己一點好處都沒

有，只有害處沒有好處，誰願意害自己？ 

妄語裡面又有所謂小妄語、大妄語。這裡也給了我們提示： 

又若自未斷惑，謂為斷惑，自未得道，謂為得道，名大妄語。

其罪極重，命終之後，決定直墮阿鼻地獄，永無出期。 

這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因為現在大妄語的人很多，他們簡直是

不相信因果，想盡方法去騙人，想盡方法得眼前的名利。他在外面以

大妄語騙人，他沒有證得的，卻說他已經證阿羅漢果了，已經斷煩惱、

已經斷惑了。現在說老實話，證阿羅漢都不過癮了，都覺得沒什麼大

意思，現在都是菩薩再來的，菩薩也不行了，簡直是佛再來，現在多

少人在外面稱他自己是佛再來的，徒弟都稱法王，他的身分就高了，

幹這種事情。奇怪！現在教育很普及，大家都受過高等教育，都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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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畢業了，可是就相信這一套。現在人聽騙，你跟他講正法，他不接

受，你騙他，他就很容易接受。 

我聽說有一個法師，未必是真的法師，自稱是佛降臨的，在洛杉

磯講經，聽眾人山人海，買門票的，一張門票美金二十塊，進去聽他

講經，講什麼經？講財神經，你聽了之後，你就會發財，聽的人真多。

講財神經，其實他自己發財了，大家的財失掉了。他講這個財神經沒

錯，他自己發了財。所以有些同修勸我，他說法師，你講講財神經一

定也很發財。財是騙到手了，你看看印祖這個話不是騙人的，他將來

的果報是『阿鼻地獄，永無出期』。這個我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

白，所以決定不可以有大妄語，曉得大妄語這個果報不得了。 

縱然是真正斷惑證果了，那些大德往往都非常的謙虛。我們讀《華

嚴經》曉得，你看《華嚴經》善財童子五十三參，這五十三位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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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真正斷惑證果的法身大士，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我們在經上看得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們每個人都非常謙虛，都是自己謙虛，讚歎

別人，決定沒有看到一個人自己讚歎自己，卻瞧不起別人，自讚毀他

的，決定沒有一個。《華嚴》是我們的榜樣，《華嚴》是我們修學的

標準。大師說： 

以上四事。 

就是這四重戒，不論出家、在家，也不論你受戒不受戒，你犯了

統統有罪過，但是不受戒的人犯了是一重罪過，為什麼？這四樁事情

本性就是惡，絕對不是善，所以不可以毀犯。受了戒之後，你要再犯，

你是兩重罪過，一個是性罪，一個是破戒。 

可是在這個地方，諸位要曉得，戒條都有開緣，所以它不是死的。

譬如講不殺生這條戒，過去就有祖師大德故意殺生，那他是不是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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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戒？這就要看因緣，這就是非常的手段。南泉斬貓，貓是畜生，他

把這隻貓抓來，把牠殺了。你要曉得他為什麼去殺這隻貓？幫助另外

一個人開悟。用這個手段，殺一條生命，那個人成佛了，這是非常的

手段。這是要知道的，在某種特殊情形之下，它有開緣。 

譬如兩國交戰的時候，你們男眾學佛了，受了五戒、菩薩戒，現

在把你派到前方去打仗，你看到敵人來了，心想：「我這槍一扣就犯

了殺戒」，所以你不敢，你要堅守戒律；可是，這一守戒，不但你自

己被人家打死了，你還叫敵人侵犯到自己國家，使全國老百姓淪為亡

國奴，受敵人的奴役，這個罪過誰去負擔？你自己以為戒律守得很好，

你卻遺害所有的眾生，這個不得了。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打仗，你就

奮勇去殺敵，這奮勇殺敵是不是破戒？這不叫破戒，叫開戒，開戒不

是破戒，為什麼？我要保護我們自己善良的老百姓。這種不但是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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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種布施裡叫無畏布施。所以這個戒律不是死的，條條戒律都是活

潑的。 

盜戒，偷盜。我們淨土宗第六代的祖師永明延壽，他在沒有出家

之前就有偷盜國家錢財的情形。他自己是管稅務的，監守自盜。因為

他管國家的錢，公家的錢，卻把這個錢偷偷的拿出來，幹什麼？放生，

放了幾百萬生命。以後被查到了，是要判死刑的。審判的時候，查出

他並不是自己吃喝玩樂，這個錢他是放生去了。事情報告到皇帝那裡，

皇帝總是要按刑罰來判罪，判死刑殺頭。但皇帝很英明，交代監斬官

把他拉到法場，看他怕不怕？如果他面不改色，不怕，就不要殺他，

把他帶回來見我。結果送到法場去，果然永明大師一點恐懼的心都沒

有，真是面不改色。監斬官問他：你怕不怕？他說：我不怕。我以一

條性命換千千萬萬的性命，值得！說得一點恐懼心都沒有。這監斬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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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依照皇帝的意思，把他送到皇帝面前去，皇帝一問，結果赦了他的

罪。問他：「你想做什麼？」他說：「我想出家」。皇帝答應了：「好，

你出家，我做你的護法」，所以他成為一代國師。這犯盜戒，你看他

是什麼動機？他這個不叫犯戒，叫開戒，為國家修福。國家不知道修

福，為國家修福。所以這些要明理，你不明理，受了戒就死在戒條之

下，那又錯了。這個戒是活活潑潑的，不是死的。 

打妄語，這個妄語如果是有利益於眾生的妄語，必需要。有獵人

追了一個獵物，追一隻兔子，他說要殺牠，走到岔路上，從那裡跑了，

你在那裡看到了，那個獵人說「你有沒有看到剛才那隻兔子從哪裡跑

掉了？」你持戒、不打妄語，說：「從那邊走了」，結果兔子被獵人

追上殺掉了。你沒有打妄語，不過，那一條小命送掉了。這時候如果

你肯犧牲一點，打個妄語騙他一下：「從這邊走了」，你就救了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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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這個不叫做犯戒，這個叫開戒。所以諸位要曉得，條條戒都有開

緣，一定要用智慧才能受持。如果堅固的執著，必然死在戒條之下，

那個不叫持戒。持戒的時候，該持的時候要持，該開的時候要開，所

以戒律有「開遮持犯」，並不是死呆板的，諸位一定要明白這個道理。 

最後一條不飲酒。前面這四條叫性罪，你犯了，決定有罪，不管

你受不受戒，統統有罪。受了戒之後，兩重罪，一個是犯性罪，一個

是犯破戒罪。「酒」這一條，佛把它列在重戒，但是它是遮罪。所謂

「遮」就是預防，怕你酒後亂性犯前面四種戒，所以才制定不飲酒。 

不飲酒者，酒能迷亂人心，壞智慧種，飲之令人顛倒昏狂，妄

作非為，故佛制而斷之。 

佛制定這條戒的用意在此地。但是酒的開緣就特別多，譬如我們

在燒菜的時候用料酒，這個不犯戒，為什麼？酒用在菜裡面，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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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不會醉？不會醉的，所以這個不犯戒，這個諸位要曉得。那麼在醫

藥上用途就更多了，我們中藥裡面很多是用酒做藥引的，這個不犯戒。

還有年歲老的人需要用酒幫助他血液循環，幫助他健康，這個不犯戒。 

我在初學佛的時候，那時候剛剛學佛，看到一位老法師，德高望

重，我跟他在一起吃過幾次飯，是在他的寺廟裡面。我們常常去，很

熟了。我們曉得他每一餐飯都喝一杯酒，那時候覺得很奇怪，為什麼

這老法師每天喝一杯酒？始終對這個疑惑解不開。以後到台中求學的

時候，李老師給我們講解，我們才了解。他的確是不犯戒，他七十多

歲了，聽說他那個酒是藥酒，是幫助他健康，幫助他血液循環，所以

這個不犯戒的，大家一定要明瞭。但是如果出家人需要用這些酒或者

是藥酒，就要「白眾方服」，就是要告訴大家，我現在需要用酒來做

醫療，促進自己身體健康，讓大家都知道，這個可以，這是開戒，不



【附錄】三皈五戒 ７３ 

是犯戒，如果是藉故貪杯那就是犯戒。所謂犯戒、開戒，的確在一念

之間。 

在此地，印光法師很慈悲，這一條戒的後面又給我們說五辛： 

並及蔥韭薤蒜興渠，五種葷菜，氣味臭穢，體不清潔，熟食發

淫，生噉增恚。凡修行人，皆不許食。 

這叫五葷菜。葷，你看看這個字是草字頭，所以叫葷菜。吃這五

種，這叫吃葷，不是吃肉。現在我們一般人搞錯了，以為肉類才是葷

菜，錯了，肉類叫腥。葷腥，葷是指這五種，這五種現在我們統統都

有。大蒜、韭菜，薤就是小蒜，就是蕎頭，蔥，還有一種是洋蔥，這

是最近才有的，中國古時候沒有，所以中國古時候只有四種，沒有洋

蔥。這五種東西，《楞嚴經》上說得很清楚，大師依《楞嚴經》上所

說的，為什麼修行人不吃？它的性質不好，生吃容易動肝火，容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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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氣，換句話說，它能幫助你生瞋恚心。熟吃它幫助你的淫，就是產

生荷爾蒙，使你的心不能清淨，原因在此地。可是藥用就沒有問題，

諸位要明白這個道理。你吃這些東西會不會真正使你動肝火？吃的量

有關係。像山東人吃大蒜就跟吃糖果一樣，我們不行，吃了會辣死，

吃不下去，的確像經上講的會產生這個作用。 

大蒜，現在科學家研究得很清楚，除了對眼睛沒有好處之外，對

人身體每個部位都有好處，特別是治療肺結核。肺病的藥物就是從大

蒜裡面提煉出來的，從哪裡發明的？在中國發現的。我過去在佛光山

的時候，有個唐老居士，唐一玄，現在大概有九十多歲了。他過去是

位醫生，在抗戰之前，他在北京協和醫院工作，協和醫院那時候就發

生這麼一樁事情。有一個肺病四期的人到這個醫院來看病，在那個時

候，肺病就像現在的癌症一樣，沒藥救，醫院囑咐他家人，他的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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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三個月，他想吃什麼就給他吃什麼，隔離，不要住在一起，每天

他要什麼就供養他什麼。於是他家把這個病人就放在菜園，大陸上菜

園都搭有草寮，晚上住人看守菜園，就讓他一個人住在那裡，每天三

餐送飯菜給他吃。 

這個菜園裡面種有很多大蒜，他也不知道，隨便摘一點吃，大概

吃了很舒服，所以就把大蒜當作點心、當作糖果吃了，常常吃，家裡

人也不曉得。過了三個月，他也沒事，精神好像很好。又過三個月，

半年，看他氣色也好了，身體也健康了，所以人家講醫生講的話不靈。

再把他送到協和醫院去診斷，醫生給他一驗，他的病好了，所以就感

覺得非常奇怪，就派了一個醫療小組專門來調查他這個病怎麼好的。

調查他的住處，調查他的飲食，他的飲食跟一般人一樣，很平常。最

後就問他：你除了這些東西之外，還有沒有吃別的東西？他心裡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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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那就是這個菜園大蒜很多，平常我沒有事情常常吃大蒜。於是

就把大蒜拿來化驗，才曉得大蒜就是對治肺結核最有效的東西，所以

以後肺病就有救了，就是從大蒜裡面提煉出來的。 

我在佛光山那一段時期，佛光山有二十多個害肺結核病，唐老居

士就勸他們吃大蒜，他們堅決要持戒，不肯吃，這是無可奈何。你看

那麼多肺病的人，又怕傳給別的同學，別人跟你共住，真是自己不方

便，又叫人提心弔膽，這是錯誤的。所以我們中國人常說藥物治療不

如飲食治療，這個就是有特別的開緣，這是為了治病可以用。 

在這幾年來，可以說奇奇怪怪的疾病特別多，從哪裡產生的？都

是從飲食產生的。飲食，諸位要仔細去想一想，我們現在吃素，這個

素菜跟二、三十年前的菜都是不一樣的味道，我不曉得你們同修有沒

有察覺到？吃豆腐不是豆腐味道，所以我想，吃的肉跟從前三十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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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肉，味道一定都不一樣，為什麼？以前是天然生長，現在是人工

培養，化學肥料讓它變現出來的，所以同樣是白菜，味道不相同，營

養也就不一樣。從前吃了有營養，現在吃了長病，不吃又不行。所以

李老師講的話沒錯，我們現在一天三餐不是吃飯，叫服毒，這個話一

點沒錯。所以現在我們曉得農藥用得少的，像台灣空心菜，農藥用得

少，它容易生長，蕃薯葉不要用農藥的，所以你們想想哪些菜不需要

農藥，它就能生長的，很容易生長的，吃這些菜，你得病的機會比較

少一點。如果需要使用大量農藥的，菜的樣子很好看，容易得病。 

李老師生病的時候，他什麼東西都不敢吃，我們才曉得賣菜的人，

他自己種的菜，他自己吃的菜跟他賣的菜不在一起。他賣的菜用很重

的農藥，他自己吃的菜不用農藥。所以曾經有一度，有些他們自己種

的菜送到我們這兒來，樣子都不一樣，樣子沒有賣的好看，可是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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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味道不一樣。他自己種來吃的，他不用農藥。甚至於我聽說有些

農民種的稻子，如果這個稻子是賣的，他農藥也是用得很重；他自己

吃的稻子，他不用農藥，他也分開來的。用農藥，東西很好看，很漂

亮，可是裡頭都有殘留，米也有，菜也有。所以我們是生在這個可憐

的時代。 

因此，少量的大蒜，我決定不反對。為什麼？作為預防，預防疾

病，這是可以的。當然這種大蒜生吃是很難吃的，我們吃不習慣，非

常難吃，這吃了舒服嗎？好吃嗎？絕對不好吃。當藥吃。所以這些統

統都叫開緣，我們一定要知道，不要死在戒條之下，一定要通達佛制

定這個戒律真正的意義。戒律是防非止過，不要把它錯用了。正確的

修學戒律，我們自己才能夠得到殊勝的功德利益，這大家一定要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