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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所拥有的宝贵人生虽非永恒，却意义深远。该如何

好好把握此生活着的契机，在有生之年及临终之际，体

验内心的平静与安乐？

让自己的言行举止受执着或愤怒情绪所驱使，也许会带

来短暂快感，例如 “我得偿所愿了！”或“报了一箭之

仇，真痛快！”,但长期下来，我们终究不会好过，内

心深处的不安总是难以抹去，因为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

言行举止伤害了自尊、伤害了人格，也掩盖了佛性。即

使有人对这种行为表示赞赏，高呼：“干得好！你完成

了一宗大买卖！”或“你的酒量真好！”，但最终我们

还是得面对自己，这些有违道德准则的行为只会不断地

让自己受困。更何况，从佛教的观点而言，过去世与未

来世是存在的，因此今生所造的恶业将化为种子，影响

来世的出生情况及往后的生活。几经反思就不难发现，

以贪婪，嗔恨或无明的行为伤害他人，只会害人害己；

而以关爱和慈心利益他人，终能利人利己。

道德行为准则并非由外在权威强加于我们，迫使我们因

畏惧而不得不奉行的一套条规。相反地，它活在我们心

中，与我们内心所认同的真诚端正的言行举止相吻合。

因此，道德行为准则不仅能引导我们过幸福的生活、建

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还能为一切修持，如禅定、智慧、

慈悲，打下基础。



6 前言

简而言之，佛教教导我们“尽量造福于人他，如果做不

到，至少也不要害人。”受戒是自愿承担的道德训练，

能使自己的行为更加良好，使自己更加精进。依戒律生

活的人时时反省自己的行为、动机、未来的果报，自动

自发作出改变。观想在佛菩萨面前受戒，感受自己获得

圣众的加持，能化作一股强大推动力，激励自我改善提

升的决心和能力。我们不妨从五个方面想一想：

1. 根据亲身观察和体验，我了解到伤害他人、尤其是夺 

 取其他生命，是损人而不利己的。因此，我愿受持 

 不杀生只护生的戒律，使周围的众生感到安乐，以促 

 进世界和平。

2. 根据亲身观察和体验，我了解到偷盗是损人而不利己 

 的。因此，我愿受持不偷盗戒，不夺取他人财物，我 

 会尊重及维护他人的财物，使周围的众生感到安适， 

 以增进社会的和谐与慷慨。

3. 根据亲身观察和体验，我了解到邪淫是害人害己的。 

 因此，我愿受持不邪淫戒，尊重自己和他人身体，以 

 慈悲与智慧纾解性欲，避免做出伤害他人或自己身心 

 的事，让所有众生与我坦诚相处，以促进人与人间的 

 相互尊重。

4. 根据亲身观察和体验，我了解到为了个人利益而打 

 妄语是害人害己的。因此，我愿受持不妄语戒，如实 

 发言，避免撒谎或欺骗他人，让所有众生能相信我说 

 的话，以促进人与人间的真挚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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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亲身观察和体验，我了解到服用麻醉身心的物 

 品是害己害人的。因此，我愿受持避免服用麻醉心智 

 的物品–酒精，毒品和烟草–以确保自身及环境的整 

 洁。增强正念及内省，能使心智更清晰、行为更周到 

 体贴。

戒律是生命里不可思议的祝福；它能阻止我们做出自己

其实并不想做的事。有朋友或同事建议一起喝酒，我们

不必感到困扰，可以有礼地拒绝，然后点其他饮料。如

果有人试图要我们参与不正当业务或强迫我们撒谎来完

成有利可图的交易，我们不必想着能赚多少钱，犹豫着

该不该做，戒律会让我们凭智慧做决定，可以充满自信

地说“不”。已婚或已有了对象，就算遇见一位很有魅

力的单身者，也不会有任何遐思，因为我们清醒知道这

种关系得不偿失，不会为短暂乐趣而制造更多问题。戒

律使我们不因贪婪或愤怒而出轨，引导我们沿着正轨开

展人生。

这本书，对每一条戒律都作了明确的阐释，同时列明依

各项戒律生活所带来的好处。每一条戒律都值得我们深

思，并在实际生活上付诸实践，才可更深刻地了解自

己。以智慧和慈悲三思而后行，与其成天想着：“我就

是要在我想要的时刻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我会不惜任何

手段任何代价去得到它。”不如转念想想：“我们的人

生源自他人的善行，唯有不伤害他人才能以德来报恩。

何况，把善业而非恶业的种子散播在自己的心田，也是

爱护自己、关心自己的一种方式。”

一起来体验道德伦理生活付诸实践所带来的喜悦……

土登却准法师

舍卫精舍，2011年



近十年来经常往返东西方各国教学，发现随着世界日益

全球化，人类（不论东西方）的精神层面反而变得越来

越空虚。这本书，正是为了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问

题而写的，也希望借此探讨佛教的五戒：

不杀生1. 

不偷盗2. 

不邪淫3. 

不妄语4. 

不饮酒、不用有害身心之物品5. 

– 能如何为现代生活建立起伦理架构。

过去，宗教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大，各宗教伦理经典也为

不同文化的道德行为提供指导方针。到了今时今日，经

济发展无止境，社会也变得更趋向物质主义，宗教所能

起的作用已大为减弱。现代社会往往把道德伦理视为一

种束缚，或是落伍的旧时代产物。有些人甚至把宗教教

义视为个人及社会发展的障碍。

总之，我深感于我们的道德价值观正日渐衰微，尤其是

经济发展如日中天的亚洲，许多人以消费主义来取代宗

教信仰和道德价值观。购物商场成为青少年朝拜的新天

地；名牌商品则是偶像崇拜的新对象。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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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在生活中逐渐失去原来的地位，又缺乏另一套世俗

伦理取而代之，人们的精神遂出现了真空状态。加上商

业宣传排山倒海而来，滋养着欲望和自我放纵的种子，

无形中更加深了心灵的空虚。于是，我们不断地以吃喝

玩乐、疯狂购物、上网、吸毒、赌博、沉迷情色，甚至

忘我地投入工作，来填补生活上的虚空，乃至造成自己

和社会陷入痛苦及困惑。我们急需为这个社会找到一剂

良药；一剂能保护自己免遭社会病毒侵蚀，使身心灵重

获健康的良药。  

人人都想得到幸福。我深信以佛法来引导我们生活，能

让我们获得幸福。佛陀所阐述的五戒不是训令，而是实

际生活的指导方针，让行为有所依据，引导我们活得平

和、健康、幸福。毕竟，这五戒是智者通过正念观察以

及亲身体悟所得出的珍贵结论。

五戒让我们了解因果及众生间的相互关系。因此，我们

得为自身的行为负责，也要以相互尊重的态度与他人及

大自然和睦共处。因果是指今日的经历乃由过去的行为

所造成。对佛教徒而言，因果是一般辨别对错的指导原

则，不带任何赏罚概念，而是怎么对自己的身、语、意

负全责。正面的情绪和善行将引导我们走向幸福，而消

极恶劣的情绪和行为则会为我们带来痛苦。换句话说，

幸福和痛苦都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五戒的前提原则

是不伤害自己及他人，并为共同利益打开幸福之门。它

超越了文化和宗教，不受时空所限，今时今日仍然适

用。受持五戒肯定会带来正面的影响，使自己身心快乐

安康，也让世界成为更美好的居住环境。

因此，修行者必须以真诚不懈的态度遵守这些道德原

则。你关怀自己吗？你热爱生活吗？你关心社会的福利

吗？那地球呢？我们在回答这些问题时，不能单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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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也不能单靠智力，而必须透过自己的行为来解答。

若想对道德观有更深一层的理解，就必须以坚定的信念

将其融入生活中，成为内心力量之泉源。唯有如此，才

能维持心灵平和，培养坚定信念，而这恰恰是幸福圆满

生活的要素。

释法巽（Bhikkhuni Shin）

新加坡/马来西亚， 2011年

自序



释法巽法师1989年毕业自新加坡义安工艺学院（理工学

院前身），曾任学院佛学会会长。1992年在台湾香光尼

众僧团的悟因法师门下受戒出家，接着在台湾香光尼众

佛学院开始了5年的基础僧伽教育。

1997年，法师完成僧伽训练回返新加坡后，在海印佛学

会弘法利生，开办儿童及成人的中英文佛学班。

2001年，法师远赴西澳大学深造，攻读教育及文学士课

程，主修语言学及亚洲研究。留澳期间，她也协助管理

海印佛学会柏斯分会并教授禅法。法师于2009年完成了

荣誉学位论文“另类的途径：比丘尼解脱之道探索记”，

此后经常往返新加坡、马来西亚、西澳三地的各个的佛

学中心教学，并为佛教杂志撰文发表。

作者



道德与内心自律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我认为道德行为是一种内心的自律，借

此让生命获得更大幸福。我们可以称它

为道德准则。许多伟大的精神导师，如

佛陀，都在教导我们多行善业，避免习

惯性的造恶。行为的善恶，取决于当下

的心理处于自律或非自律状态。自律的

心带来幸福，缺乏自律的心则会造成痛

苦。实际上，将自律精神融入内心，正

是佛教的精髓。（天津嘉措，32页）



13道德与内心自律

许多人“知道”负面情绪及行为并不健康，也会带来痛

苦；反之，正面情绪及行为对身心有益，也会带来安

乐。但即使有这方面的知识，真正能坚持每天实践五戒

的修行者也只是少数。换句话说，“知识”和“修持”

之间，总还是有段距离。

佛学教育的目的不在于累积知识，而是如何应用知识来

改变自己。佛法帮助我们培养善良的心，获得真正的幸

福，从利益自己而推及他人。真正的幸福有赖于修持和

内在自律，心智与觉知都需要锻炼。过程中，我们的观

点、态度、生活方式，都将逐渐改变。佛教，正是自我

蜕变的指南针。

然而，这种转变并非理所当然。生而为人，我们的精神

本质拥有太多负面元素；必须一一正视对治，而且没有

速成方法。不像电脑，可以简单地按一按键盘上的哪颗

键，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负面元素完全删除。我们生而

为人，必须运用多种途径和方法，如持戒、禅修等等，

一一处理精神层面上的各种复杂而多变的负面元素。受

持五戒是对治负面特性的最基本的方法及指导原则。五

戒也有助于对身、语、意修行予以引导。

五戒是一套能净化身、语、意的系统化方法。改变的过

程不可少了毅力与恒心。我们必须持续运用各种技巧，

耐心地让自己熟练修行方法。改变自己要贯彻始终，坚

定决心与自律精神是不可或缺的必备条件。

修持的过程必须蕴含信心，理解，修持，熟练和领悟。

首先，必须具备某种程度的信心，才能步上正道；我们

必须对五戒能为自己带来幸福有坚定的信心，并愿意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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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接下来，必须了解五戒的具体内容与原则，以及受

持五戒的真正意义。掌握五戒能协助我们对道德行为的

重要性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提升自律精神。然后，将所

理解的知识转化为行动，日夜诚心受持。决心和自律是

持戒的要素。通过学习、理解和持戒，我们有了不同的

世界观，更重要的，对自己也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么一

来，我们与他人的互动，以及面对生活的态度，也会变

得正面、丰富、轻盈。这种种体验与觉悟，也会进一步

加深我们对戒律的理解和信心。

起初，正面的变化或许非常微小。长久以来影响着心智

的负面元素根深蒂固，必定会继续挑唆我们犯戒。我们

必须对自己有耐心，持续不断地勤修。

渐渐地，一点一滴地，我们的生活将与智慧接轨。智慧

的增长，将使我们更能以正念觉察自己的心念和行为。

过去曾经在毫无意识下犯下的恶行，如今突然暴露在我

们眼前。此后， 持戒就更为自然自在了。像学骑自行车

一样，开始时总会频频摔倒，只要不断练习，终有一天

会学上手。受持五戒需要耐心和持续精进，全新、正面

的善习才能取代沉淀已久的恶习。佛陀只能指引方向，

我们必须亲自体验反省，才能自度！

道德与内心自律



佛教五戒简约说明

五戒，是佛陀推荐给任何想过宁静生活，并同时为家庭

及社会幸福做出奉献的人。五戒不是非遵守不可的训

令，而是在家居士自愿受持的戒律。它是八正道所概述

的基础道德架构，是遵循佛法生活的重要项目。

什么是五戒？

第一：不杀生
尊重生命，慈悲不杀生
我愿受持不杀生戒，并修慈悲心，以维护及利益所有生命。

第二：不偷盗
尊重他人财物，不偷盗且慷慨布施
我愿受持不偷盗戒，并修持布施，慷慨和他人分享物质与精
神财富。

第三：不邪淫
尊重人与人间的关系，知足而不沉迷于感官之乐
我愿受持不邪淫戒，不沉迷于失当的感官之乐，尤其是私
通。我会修持知足，并把精神导向心灵的提升。

第四：不妄语
尊重真相，谨言实语，不撒谎
我愿受持不妄语及不绮语戒，并以正面和明确的方式沟通。

第五：不饮酒
尊重身心安康，不服用危害身心的物品，以保持正念
我愿受持不饮酒和不服用麻醉心智物品戒，以保持身心健
康，避免失去正念而犯戒。



第一戒: 

不杀生 

Pāṇātipātā veramaṇī sikkhāpada 
samādiyāmi.

我愿受持不杀生戒，以尊重一切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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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利文的“Pānā”指：“所有有气息的生命”。众生指

的是一切有气息、有意识的生命，包括人、动物及昆

虫。植物并不包括在内，因为它们没有意识。此戒是指

不夺取众生的生命。广义来说，此戒也可理解为不伤

害、不致残、不折磨众生。

构成犯戒的条件

对象：确实存在的有情众生、人或动物

认知：知道对方是有情众生

动机：有杀害的意图

行动：有杀害的行为

结果：导致死亡

例外情况

意外–无杀害动机

杀生，可通过身行或言行，如命令他人执行而导致对方

死亡。破戒的关键在于动机。驱使犯下不杀生戒的是意

念，身体不过是执行杀生意念的工具。上述所列的五个

条件必须全具备了，才算真正犯了不杀生戒。

 

先来看看第一个条件：对象。有情众生确实存在，才能

构成犯戒的条件。例如暴民在示威及骚乱中可能燃烧政

治领袖的照片，或猛砍他的塑像泄愤。但是因为对象是

照片或塑像，而非活生生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

杀人动机，也不算完全犯戒。

第二个条件是认知。知道要杀害的对象是有情众生，而

不是照片或塑像。所以，如果无意间踩死昆虫，那是并

不知道它的存在，所以也不算完全犯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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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条件是动机。杀害的行为是有意图的。如果在扫

开苍蝇时不小心把它打死，因为不是刻意杀生，也不算 

完全犯戒。

第四个条件是有杀害的行为。而第五个条件是众生（人

或动物）在被杀后死亡。不导致死亡，就不构成完全犯

戒。

杀生的潜在动机

• 贪

• 瞋

• 痴

何谓因贪而杀生？可以是为了贪图实质利益而杀生，如

狩猎；或者为贪图享受而杀生，如钓鱼或吃海鲜。因嗔

而杀生的例子就有谋杀，这种残忍的行为常常出自强烈

的嗔恚、残酷或嫉妒心。无明也可造成杀害行为，如某

些宗教的动物献祭习俗, 或以圣战之名屠杀其他宗教信

徒等等。

构成犯戒的方式

 • 亲身杀

 • 指示或教唆他人杀

 • 为杀害行为而欣喜

只要是亲身夺取他人性命，或通过言行举止指示他人代

替执行杀害，都可算是犯了戒。常见的例子就是在餐馆

点食活海鲜。有时候，我们也会为他人的杀害行为而欣

喜，例如听见自己不喜欢的人被杀，或读到敌人被杀的

新闻而暗自窃喜，这都属于为杀害行为而欣喜，必须避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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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戒轻重需考量的因素

 • 受害者的“道行”

 • 动物的大小

 • 动物的类别

杀人和杀动物犯戒轻重有别。杀人之罪肯定比杀动物来

得重。杀父母或恩人之罪也比杀陌生人来得重。动物方

面，犯戒的轻重和动物的大小成正比，就是说，杀大型

的动物比杀小动物（如小昆虫）更应受谴责。动物属家

禽或野生、心性温驯或凶狠，也是考量因素。在所有杀

业中，杀父母和杀阿罗汉（已开悟的圣人）属罪大恶

极。

此戒的目的

 • 为尊重生命

 • 为陶冶慈悲心

此戒的目的是为了尊重一切有情众生，学习如何以善心

悲念对待众生，与众生和睦共处。受持此戒，也能施予

一切众生安怡及无畏惧的生活。

经典引述

“诸比丘!凡夫如是赞叹如来：沙门瞿昙是舍杀

生、离杀生、不用刀、杖，有惭耻心，而多怀慈

悲、利益一切有情，哀愍而住。”(DN.1)

“因此，佛弟子因不杀生戒而不夺取他命，无量众

生就免受灾难，免受压迫，憎恨也不会产生。他自

第一戒：不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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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也可免受灾难，免受憎恨，免受压迫。这是第一

种布施，也是最大的布施，即洒脱，又长久，能渊

远流传。它很纯净，一开始就是纯净的，是可以公

开而不被怀疑的，是永远都不会被怀疑的，也是智

者与修行人所认同的。”(AN8.39)

一行禅师的正念修持之一

“意识到毁灭生命所带来的痛苦，我发愿培养同情

心，学习善巧，捍卫人类、动物、植物和矿物的

生命。我决心远离杀戮，也制止他人犯下杀戮的行

为，更不纵容任何杀戮的行为，无论它们是出现在

我周遭的世界、我的脑海，还是我的生活中。”

一行禅师将不杀人及动物（众生）这第一条戒律，延伸

至捍卫植物及矿产，虽然严格上说这些都并非众生，却

同样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持守此戒的精髓其实在于尊

重生命、陶冶慈悲心，并与周围的生态环境和睦共处、

和谐并存。着眼于我们当今所处的消费世界，凡事往往

受贪念所驱使，这一戒其实更有助于我们反省自己的生

活方式，时时检讨自己的行为会对周遭的环境与整个地

球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第一戒：不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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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一戒的常见问题

佛教怎么看待自杀？

圣严法师说：依据佛教的因果教导，若未证悟诸法实

相，未解脱生死，自杀是毫无意义的。业报未了，即使

自杀，也将再次轮回受报。因此，佛教反对自杀，反而

鼓励人们利用这一生努力修善，以改变现在与未来的命

运。

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说：有些人选择自杀，是他们误以为

痛苦源自生命的存在，终结生命，也就为痛苦作了了

断……但佛教的观点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佛教认为即使

自我结束此生，意识也仍会延续下去，再通过另一个身

体来承受痛苦。 要真正摆脱痛苦，摆脱此生所经历的所

有困难， 就得釜底抽薪，把一切痛苦的根源（贪、嗔、

痴）给灭了。自杀并不能够解决问题。

 

达摩难陀长老说: 在任何情况下夺取自己的生命，无论

道德上精神上，都是错误的行为。因挫败或失望而自

杀，反而会引来更多痛苦。以自我终结生命来来终止一

切困难是懦弱的行为。心境纯净安宁的人绝不会选择自

杀。若带着一颗困惑沮丧的心离开世间，就不太可能投

生于善道。自杀，是由充满了贪嗔痴的心念所促成的行

为，因此自杀是恶行，是不善巧的行为。选择自杀的

人，必定还未学会如何面对问题，如何面对生活，如何

以正确的方式运用自心。选择自杀的人，尚未了解生命

的自然本质及所处的世界环境。

第一戒：不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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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弥卡法师在“ 善问妙答”（2008年版， 第26页）中

说：杀人者，可能出于嗔恨、气愤、贪欲或是其他负面

的思想；自杀者，也可能基于相同的理由, 或如烦恼无

奈等消极的心态。因此, 谋杀的动机是针对他人, 而自

杀则是针对自己, 虽然对象不同，破不杀戒的结果都一

样。不过, 对企图自杀或尝试自杀的人, 我们不应一味

斥责, 而是应该给予谅解与支持，并帮助他们了解自杀

形同向困难投降，而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受持不杀生戒，是否一定要吃素?

不同传承的佛教徒对于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佛陀本

身不是素食者，南传僧众也如此，因为他们以托钵乞

食，靠人家的布施，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因此无法掌

控饮食。

不过，佛陀在《耆婆迦经》(《中部》55)提到僧侣可食

三种净肉， 即：

不见杀1. 

不闻杀2. 

不疑为己杀 3. 

虽然这些条件用于僧众，虔诚的在家信徒也以此为指

引。汉传佛教认为食三净肉和培养慈悲心是相互关联

的。当看到畜生在垂死时的痛苦，我们应升起悲心并尽

所能的减轻他们的痛苦。如果我们不帮他们，还食他们

的肉，就违背了慈悲的原则。

西藏地处高海拔，不易种植蔬菜，大多数的藏人过游牧

生活，很难成为素食者。因此，南传和藏传的僧人一般

都不是素食者。 

第一戒：不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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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中国后，慈悲观念更被中国汉传佛教发扬光

大，菩萨戒强调不食肉，受此戒者一定要食素。 因此，

汉传佛教的僧人和已受菩萨戒的信徒都是素食者。 

现在，越来越多南传与藏传的僧人也鼓励素食，连第十

四世达赖喇嘛也鼓励居住在西藏以外的僧人，只要能掌

控自己的饮食，就应当成为素食者。 

在我看来，素食是应该鼓励的，但不可强加于人。

食肉是否有助于杀生呢？餐馆和超市里的肉不也是
因消费者而杀的吗？

看看饲养家禽的例子。过去，鸡只可在自然环境中活

动，成长后才送至屠宰场。换句话说，肉类生产不受人

为操控，是动物自然成长而形成。

如今，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下，肉类是在高科技操控

的环境里“生产”的。家禽和其他动物都在大规模的工

厂式农场里饲养，日夜站在狭小的笼子里生活, 由人或

机器喂食，它们在自然环境中活动和觅食的权益被彻底

剥夺了。

一些农户还受贪念所驱使，利用室内灯光制造日长夜短

的现象，让家禽大量进食而加速生长，为的是增加营运

收入，却因此而让家禽承受了极大的痛苦和伤害。有报

道说，这些家禽因极度痛苦而互相攻击，甚至猛啄彼此

导致出血受伤。农户为了避免鸡只互相攻击而将鸡喙割

除，可怜的鸡因此饱受更多折磨。

为了满足人类的口腹之欲，佳节期间的大规模动物屠

第一戒：不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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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更是不胜枚举。所以，深一层思考，吃肉其实也在

间接造成杀戮，因为今时今日的肉类生产是依据市场需

求而定的。所以，如果能减少吃肉，肯定有助于减少肉

类的需求量，进而把动物的屠杀减至最低。 

如果真正为动物着想，不参与现代工业农场的残酷行

为，我们自然会萌生对动物的慈悲心。受持不杀生戒就

是对生命的祝福。除了自己不支持杀害的行为，也可以

进一步劝导他人戒杀。只要对吃的和买的物品稍加留

意，对饮食习惯稍作改变，就可避免杀生的行为。

许多佛教徒在修行有了进展后，就自然而然的倾向素

食，以实践佛陀教导的慈悲精神。慈悲的力量能够为自

己和众生带来平安，健康和喜悦。

佛陀对素食有什么看法？
（本文摘自桑傑康卓法师发表于《曼达拉》杂志 ，2007年6月

刊的文章）

针对这个问题，佛教界有各种不同的见解。有些素食的

佛教徒不食肉或鱼，更严格的则完全不食动物产品，包

括乳制品和鸡蛋，但也另有一些佛教徒仍是肉食者。

佛陀本身对于肉食有什么说法呢？佛陀在不同的时候有

不同的说法。虽然听起来像是自相矛盾，但藏人认为佛

陀是一位非常有技巧的老师，他了解听众各有不同的思

维与需求，于是依据各人所需相应地教导。因此佛陀会

对某些人说，只要你没亲手杀死动物或直接命令他杀，

就可以吃肉。但对另一些人，佛陀则会说，要成为真正

慈悲的菩萨道修行者，就不该吃肉。他也会对这些人解

说食肉的害处。

第一戒：不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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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楞伽经》（一部被译为英文的大乘佛经）有

一整篇经文, 里头记载了佛陀强烈反对肉食的说法。我

所了解的是，佛陀并未禁止佛教徒吃肉，而是交由各人

自行决定。

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突显了佛陀的慈悲，因为有些人生

活的处境让他们很难不食肉。如果规定非得素食才能成

为佛教徒，那这些人肯定都没法修佛了。

此外，有些人则因体质或健康而无法成为严格的素食

者。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就是一个实际例子。他曾尝试素

食，但健康饱受影响，因此医生劝他吃肉。但我相信他

会尽量少吃，因为他就经常鼓励人们（尤其是喜欢吃肉

的藏人） 放弃或减少吃肉。他的劝说显然奏效了，近

几年来越来越多藏人放弃了吃肉，也有越来越多藏传团

体在推动素食！我还听说南印度的色拉寺也已成了无肉

区！ 

堕胎是杀生的行为吗？如果夫妇还没做好准备为人
父母，终止妊娠难道不是一个更好的应对方法吗？

从医学上看，堕胎是把怀孕期间还未发育完整，尚无法

独立生存的胎儿或动物胚胎从母体取出来。

那堕胎算不算是杀生行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

须先了解生命何时开始。依据佛教教义，生命始于“有

意识”，即从胎儿有意识的那一刻开始。换句话说，父

精母卵结合形成胚胎，中阴生进入胚胎的那一刻开始，

就有了生命。因此，堕胎是一种杀生的行为。 

然而，若堕胎是唯一最人道的选择，例如，唯有堕胎才

第一戒：不杀生



26

能挽救母亲的生命，那佛教是允许的。但是坦白说，多

数堕胎情况都基于怀孕所带来的不便或难堪，如未婚先

孕、通奸等。以这些理由来毁灭生命，是完全说不过去

的。

堕胎，绝对不是解决意外怀孕的好方法。预防胜于治

疗，要避免意外怀孕，教育才是长远之计。教育一对男

女对自己的性行为负责任，远比毁掉一条生命来得妥

当。进行性行为之前务必三思：双方是不是已经做好准

备，把新生命带来人间？是否做好了财务规划，把孩子

抚养成人？如果尚未能做出长期承诺，就不应当进行性

行为；而一旦怀孕了，双方都必须为这个因为自己的行

为而来到人世的新生命负起全责。

女人被强奸后受孕，应该怎么处理 ？

婴儿（胎儿）是无辜的，不该因生父犯下了罪行而被杀

灭。强奸而怀下的孩子也像其他孩子一样，有活着的权

利，也有被爱的权利。处理奸后受孕，孩子生下来之后

可以送走或让他人领养。

蟑螂或蚂蚁为患，该如何处理？

我们的动机是不杀生，因此要尽量减低对众生所造成的

伤害。可以避免使用有害的农药杀虫剂，而改用不具杀

伤力的有机或天然驱虫剂，如新鲜的香兰叶，对驱赶蟑

螂就很有效。也要有意识地避免将害虫引入家中的行

为。有些人习惯在用餐后把残羹剩菜和餐具搁置在洗碗

盆里，也有些人甚至等到柜子里没有干净餐具可用了，

才甘愿把之前用过的碗碟都清洗干净。这种坏习惯，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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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会把蚂蚁蟑螂请入家中，而蚂蚁蟑螂一旦多起来，又

得使用杀虫剂来灭虫。要时时留意自己的行为，更要为

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如果人人都能保持环境清洁干

爽，将食物储存好，肯定会减少害虫来袭。其他时候，

害虫干扰可能无从避免，那就得学着忍耐与宽容。凭着

正念与毅力，必当可减少对众生的伤害。

要知道怎么驱赶害虫又不至于杀害它们，请参阅附录一

（第69页）

有些批评者说：“你们佛教徒就是太过关心蚂蚁和
小昆虫! ”
(本文摘自达弥卡法师所著的《妙问妙答》第29页) 

修佛的人都试着培养一视同仁，广纳包容的慈悲心。我

们把世界视为一体, 每个生命都有自己存在的位置与作

用, 所以更应格外谨慎, 以免破坏或扰乱了自然界微妙

的平衡。当前，由于人们的大肆剥削, 任意糟蹋并榨取

资源, 大自然反击了。空气里有越来越多毒质, 河流受

污染, 动植物濒临绝种, 土地贫瘠，泥土流失, 连气候

也反常。如果人们不那么肆意榨取、摧毁、杀戮, 也许

今天就不会出现这番惨况。我们应当对所有生命多一份

珍惜及尊重, 这也正是第一戒最核心的精神。

如果修持不杀生不施暴，却遇到有人硬闯入家中予
以威胁， 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就要看个人的修为了。经验丰富、在日常生活中实践

不杀生的修行者, 能轻易以不伤人的态度冷静明智地作

出反应。一个散发慈心的人还能感化侵入者，让侵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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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得不那么粗暴。但是想要以机智而不杀害不暴力的方

式应对，尚需靠持续多年、每日不间断的修持。若是等

到危急时刻才临时修持，就为时已晚。在紧急的关键时

刻，即使懂得所有的教诲–满怀慈悲、不杀生，那也只

能是知识层面而已，这些知识并未内化为你生命的一部

分，当下很难马上展现非暴力行为。那一刻自我珍惜的

心态，内心的恐惧和愤怒，必会妨碍你以不杀害不暴力

的方式作出回应。因此，在日常生活中将知识化为实

践，时时心怀慈悲心，是非常重要的。

以下是一则小故事，叙述一位修佛者在遭遇强盗威胁

时，如何以非暴力的行为应对。

家宅入侵，三宝护持
(摘自《西澳佛教协会通讯》，2010 年 2/3 月期刊） 

2010年1月19日那一夜，有个手持着刀、花艺叉和铁锤

的蒙面人，从一扇没上锁的门侵入我家。当时已是晚上

9时左右，我正在厨房做饭，刚转过身，就正好与这个

样子古怪的蒙面人面对面，他高举着手中的武器，站在

离我区区4英尺之外。  

顿时一阵恐慌涌了上来，我连续发出两声令人毛骨悚然

的尖叫声。下一瞬间，我拒绝接受眼前所见，使劲儿地

盯着那张脸，要看看是不是我的先生森尼故意装扮成蒙

面人来吓唬我。

当下，森尼也听到了尖叫声，马上冲到厨房查看究竟。

这时侵入者命令我俩趴在地上，不准望着他，只准看着

他的脚来判断他所在的位置。

第一戒：不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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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慢慢弯下身子趴向地面，森尼在这时候开始念诵观

音心咒“唵嘛呢叭咪吽”, 我也随着他悄悄念诵。 

那一刻，其实我害怕得浑身颤抖。遭抢劫、拳打脚踢至

昏迷不醒，被强暴、甚至谋杀等等各种可能性不断在心

里打滚。可是不稍几分钟，内心突然平静了下来，甚至

连自己都暗自纳闷怎么会感觉如此平静。

我对侵入者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我都是爱好和平的

人。告诉我们你要什么，我们一定给你，但请别伤害我

们。”他回说：“我也是个爱好和平的人。你照我说的

去做，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这些话对我们来说只是冷言安慰，因为手拿武器，又显

得非常激动且来势汹汹的人是他。他补充说：“我需要

钱。妻子怀孕了，而我又居无定所。”森尼马上回复

说：“我钱包里有50块钱。”

他打开钱包，只找到一张20元的钞票。于是我把自己的

钱包也给了他，里头有30元。这时，我以为他会要我们

开车到最近的提款机提取更多现金，然后可能就这样把

我们杀了。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没再要求更多现金

或是其他东西。

拿了我们50元现金、手机及我们的车子，他显然相当满

足。他说他过几天会把车钥匙还给我们，就搁在我们的

信箱里头。但后来他改变主意，说会把车子开到华威

站，并把钥匙留在汽车的座位底下。

在那半小时痛苦的过程中，他道歉了无数次，还请求我

们原谅；说到自己让我们受这种煎熬，有两度语气近乎

哽咽。临走前，他还问了我的名字。我回说:“李周”。

第一戒：不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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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说：“哦，李先生和李太太，请给我一分钟时间

祈祷，上帝请原谅我，我真的感到非常非常的抱歉。”

我立刻对他说：“我们已经原谅你了。我会为你祈福，

愿你事事顺心。”而后，当他把车子倒退到公路上准备

离去时，他还频频叫住我们，要我们走出屋外再接受他

的最后一次道歉，然后才开车离去。

他离开后，我们对他已经没有怨恨，反而感激他没对我

们造成任何伤害。我们也为他所犯下的恶行感到遗憾，

因为这次行为，肯定会让他今后承受极大的痛苦。

隔天早上，电视台记者纷纷登门要求采访我们，对他们

而言，这毕竟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故事。起初我拒绝受

访，但听他们说我们上电视现身说法有助于警惕他人并

让他人受益，我们勉强同意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其实遇到了一位还会为受害者表示

关怀的君子强盗。虽然经受了如此可怕的恶业，我们其

实也受到了不少善业的护持，让我们免于遭受更糟糕的

下场。

我们也为自己今后可以少一重劫难而感到欣慰。一位佛

友写了封电邮给我，这么说：“我们这次的不幸遭遇让

她学到了最重要的一个道理，那就是：心咒的力量，宽

恕的力量，保持冷静的力量”。

如果入侵者道歉、并请求原谅，对一些人而言是不可思

议的，那受害者表示宽恕，将念诵功德回向给入侵者，

并愿他万事顺意，不也一样不可思议。

第一戒：不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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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既然已对入侵者说过会为他祈福，自那时起我就忠诚

地将每日所累积的功德回向给他，愿他能依据佛法寻得

平静、快乐、知足，并立即停止在他人心中制造慌恐的

行为；愿他时时能有善缘听闻佛法，接受佛法感化。这

是我对他真诚的祝福。

最后，我们还要感恩于所有的佛法老师将佛陀宝贵的教

导传授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此等危急时刻，懂得如何

从容平静地度过。

善哉，善哉，善哉

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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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偷盗

Adinnādānā veramaṇī
sikkhāpada samādiyāmi.

我愿受持不偷盗戒。

我愿尊重他人的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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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犯戒的条件

对象：在法律上属于他人的任何财物

认知：知道财物是属于他人的

动机：有偷盗的意图

行动：有偷盗的行为

结果：占据他人财物，并将它归为己有

上述五个条件必须全具备了，才算犯了偷盗戒。

例外情况

 • 拥有财物的合法使用权

 • “偷盗” 行为是个误会

 • 双方有互信或亲密关系

 • 有关物品是他人丢弃或废置的

 • 借用

在拥有合法使用权的情况下使用财物就不算犯戒。例如

在工作场所，有些物品虽不属自己所用，你却可能拥有

使用它的合法权益。不过，如果用途有违道德或未获物

主批准，就算犯了戒。 

如果因物品相似而不小心拿错了，如雨伞或文具，那也

不算犯戒。如果自己跟物件所属物主有互信关系或亲密

关系，如夫妻、兄弟姐妹或好友，或确定对方不介意自

己取用，都不算犯戒。占用不隶属于任何人的物品，例

如被扔掉的弃物，那就不算犯戒。同样的，在获得许可

之下借用物品，也没有犯戒。 然而，借了不还，就犯戒

了。

第二戒：不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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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犯戒的方式

 • 亲手取

 • 教唆或指示他人取

 • 为偷盗行为而欣喜

不论亲自盗取，或指示他人盗取，或促使偷窃的行为，

都属于犯戒。为他人的偷盗行为而欣喜，比如说基于报

复心理，也算犯戒。

偷盗类别

 • 抢劫

 • 欺骗

 • 诈骗

 • 舞弊

 • 贪污

偷盗是指在物主不知情或没同意的情况下，获取非分的

财物。例如在超市偷窃商品、 破门行窃、扒窃等。抢劫

是指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行将财物占为己有。

欺骗是以某些瞒骗手段来获得实质利益，例如店家在度

量衡上动手脚偷斤减两把货品卖给顾客。诈骗是指虚构

事实或隐瞒真相来骗取他人财物。舞弊或贪污是不道德

地滥用职权私吞或强占财物，侵吞或者索取贿赂。

犯戒轻重需考量的因素

 • 偷盗的动机

 • 物品的价值

 • 受害者的道行 

第二戒：不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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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情况下，偷盗都是犯戒的行为。不过，犯戒的轻

重取决于盗窃的动机。为生存或因贫困而偷窃，所造的

业要比因贪婪而偷窃来得轻。因怨恨而偷窃则要比因贪

婪而偷窃来得严重。

此外，犯戒的轻重也取决于物品的价值及受害者的道

行。偷取500万美元所犯的戒肯定比偷取五块钱为重。

向一个道德素养高的人（例如阿罗汉）偷盗肯定要比向

一个普通人偷盗所犯的戒为重。以此类推，偷窃恩人之

财物所犯的戒比偷窃毫无关系的人来得严重。

偷取了行脚僧用来乞食的钵，所犯的戒肯定比偷取富豪

的名贵碗碟来得严重。同样的，盗取寺庙的福田箱，要

比盗取富豪的财富来得严重。毕竟寺庙的福田箱收集了

大众的善款，盗取福田箱等于向大众行窃，何况寺庙用

这些善款为众生谋福利，这盗窃行为间接影响许多众

生，所以所造成的恶业是非常严重的。

此戒的目的

 • 尊重他人财物

  • 伸张社会正义

  • 遏制贪婪欲念

  • 鼓励诚实及正當的生计（正命）

持不偷盗戒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私人财物被他人以不正

当手段占为己有。它告诫我们必须从事正当的生计。从

道德方面看，这也有助于实现一个诚实公平的社会。我

们不仅能学会如何过简单的生活，避免夺取超出份内应

得的份额，也学会了不为厚待自己而亏待别人。持不偷

盗戒，让我们身边的人免予恐惧。他人财物到了我们手

中也会很安全，周遭的人无需提心吊胆自己的东西被我

第二戒：不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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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占为己有。此戒能帮助我们遏制贪念；只要不偷盜，

就不会为来生种下贫困的恶业。

经典引述

“因此，佛弟子受持不偷盗戒，对于不给予之

物不会夺取，这样，他就能让无量众生免受灾

难、免生憎恨免受压迫。他也同时让自己免受灾

难、憎恨和压迫。这是第二种布施，第二种大布

施。”(AN8.39)

一行禅师的正念修持之二

“意识到剥削、社会不公、偷盗、压迫所带来的痛

苦，我发愿培养爱心，学习善巧，为人类、动物

和植物的福祉而奋斗。我愿意与真正需要的人分享

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富，以实践布施。我永不盗

窃，也不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我尊重他人的财

物，也会制止把利益建立在他人和其他物种痛苦上

的牟利行为。”

如果缺乏正念，就随时可能下意识地轻易犯戒。例如，

把公司供应的文具带回家使用，这是不正确的行为，我

们无权把指定在工作场所使用的物品随意挪用到其他地

方。

受薪员工偷懒浪费工作时间算是犯戒，而雇主如果不给

员工应得的工资或予以剥削，也是犯了戒。未经同意而

擅自用他人的电话拨打越洋电话，再由物主付电话费，

也是犯戒。同样的，为了逃避关税而未经申报就把物品

第二戒：不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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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入境，这也是犯戒的行为。因此受持此戒有助于提醒

自己保持正念，时时反省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学习遏制

潜意识的贪念、不公或剥削他人的习气。

第二戒：不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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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戒的常见问题

可否因贫困而偷盗？

社会上有一部分人自觉是现代经济体系的受害者。这群

人认定跨国企业如互联网供应商，电讯公司，银行，连

锁店等等，通过高额收费和利率或其他不公平手段，借

着胁迫消费者不断地扩充自己的财库。于是有些人争辩

说，为了生存，我们有偷盗行窃的权利，甚至还列出了

一套让偷盜合理化的“伦理指导原则”：向有能力承担

损失的跨国企业, 索讨所需。

在对这道问题作出回应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现代商业广

告所带来的影响。

商业广告排山倒海无所不在地铺展在我们眼前：火车

上、地铁上、巴士上、高速公路旁，以及林林总总的媒

体平台，包括互联网、电视、电台广播等等，但我们很

少会去反思广告对我们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冲击。其实这

些广告潜移默化地让我们对广告中所展现的信息深信不

疑，自然而然地坠入了这个庞大的消费主义体系之中。

这些广告信息促使我们相信自己非得拥有某些物品不

可，否则就是生活上的一大缺憾，或被时代所淘汰。这

么一来，我们不由自主地把永无休止的欲念视为不可或

缺的基本需求，进而引发不良的后果。我们会一再觉得

自己生活中出现了什么缺憾，实则我们不过是不断地要

地更多。

不偷盗戒遂设下种种界限，制止我们将他人财物占为己

有。一旦碰触了界限，就能立即反弹回正轨，好好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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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心念和行为。修持正念能帮助我们审视自己的

心念。其实，自己的心念–不断索求自己尚未拥有的

东西–才是让我们感到贫困、不快乐、不满足的根本原

因。如果缺乏正念，这颗不满足的心会不断地迫使我们

行窃。但是透过深刻自省，即可悟出内心深处不快乐的

真正因素。一旦察觉到欲望和夺取如何让自己和他人承

受痛苦，我们自然会放下欲念。摆脱贫困的唯一途径

是以修行来克服不满足的心态。唯有将三毒–贪，嗔，

痴–连根拔起，才能体验内心的富裕和真正的幸福。只

有这样，我们才不会成为消费的奴隶，才能获得真正的

自由。因此，不偷盗戒不但强调了社会责任，也有助于

解决现代的 “文明病”。

我们不仅应该尊重他人的财产，也不应为了让自己富足

而让他人承受损失。资本主义社会对高利润的追求，只

会让贪婪泛滥。此戒提醒我们要保持正念，才不会成为

贪婪的奴隶。

偷窃不是解决贫困或欲望的方法。认定偷窃行为没什么

大不了的话，只会制造更多的不安与混乱。如果我们所

处的社会处处是盗贼，你会有什么感受？即使主张 “劫

富济贫” ，最终的输家还是消费者。试想想，在大型的

连锁店行窃，就算他们能够报销损失，到头来损失的成

本还是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这对无辜的消费者是不公平的，也会导致社会不和谐不

安定。佛教告诉我们，贫穷的人是不会因为夺取他人的

财物而变得富裕的。因果律及果报一再突显了，我们必

须为自己的行为和果报负责。实际上，在行窃的当儿，

我们也为自己的贫困播下种子。如果时时感到贫困潦

倒，这种心态肯定会导致贫穷！相反的，慷慨和乐意分

享反而是致富的因。

第二戒：不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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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遗教经》里，佛陀说，“汝等比丘，若欲脱诸苦

恼，当观知足，知足之法，即是富乐安隐之处。知足之

人，虽卧地上，犹为安乐；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亦不

称意。” 澳大利亚的比丘，阿姜布拉姆时常到监狱里教

禅修。有一天，在禅修后，囚犯请阿姜分享他出家修道

的事。阿姜告诉众囚犯，寺院也和监狱一样，四周被围

墙环绕，僧众起得早，一日一餐，过午不食。他们不会

有时间喝咖啡闲聊，大众布施什么就吃什么。他们睡在

简陋的床上，没有电视、收音机或报纸。听完后，囚犯

对阿姜说，他倒不如来监狱和他们一起生活！僧众虽然

过着俭朴的生活，但内心是富足喜悦的。不论贫富，心

境最重要。

第二戒：不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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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āmesu micchācāra veramaṇī 
sikkhāpada samādiyāmi.

我愿受持不邪淫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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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犯戒的条件

对象：不合法伴侣

动机：有淫欲的意图

行动：有性行为，在此指男女间的性交

结果：完成性交

若因淫欲而和不合法伴侣发生性关系，便是邪淫。关键

在于，何谓不合法伴侣？根据巴利经典，不合法伴侣指

的是：

• 仍受父母或监护人照顾的女性，如年轻女孩

•  已婚或已有婚约的女性。对已婚女子而言，除了 

  丈夫之外，其他男子都属于不合法伴侣

•  受传统和习俗约束的女性。譬如，受持禁欲戒的 

  比丘尼受限于宗教教义，也属不合法伴侣

和未成年孩童发生性关系是犯戒的行为，因为性侵犯会

对孩子的身心造成巨大创伤。贩卖人口的行为，尤其是

利用妇孺进行性交易，最是要不得。许多妇女与年幼孩

童因贫困而被迫卖淫，或者为了求得工作而上当，被卖

到妓院里任由摆布、被迫卖身。这种行为丧失了人与人

之间的基本尊重与同理心，理应予以严惩。身为社会一

份子，我们应该尽一己之力遏制这股风气。

通奸也属邪淫的行为。两人共结连理，即是为彼此许下

承诺，一辈子忠诚相待。一旦作出通奸行为，就违背了

诺言，也背叛了伴侣的信任。

性交活动进行时，不该带有任何暴力或逼迫因素，使任

何一方产生心理或生理负担。如果性行为沦为欲望、暴

力与互不尊重的情绪发泄，这样的性行为是极其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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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在缺乏彼此尊重的情况下进行的性行为对双方都

会留下沉重的创伤与不良后果。强奸，则不单是邪淫，

还牵涉暴力。所以，对于被强奸的受害者，不该加以责

备或羞辱，反而应该抱着慈悲的态度给予关怀。

正当的性行为需要建立在爱和尊重的基础上，并且发生

在两个真诚相爱、彼此承诺的成人之间。

在不恰当的时候进行性行为也算犯了戒。例如，在女方

怀孕期间或哺乳时候要求对方进行性交。为了性将母亲

从婴儿身边带走，是极其不道德的。在不恰当的场所进

行性行为，例如朝拜的场所，也是犯了戒。

例外情况

如果当事人：

意识不清1. 

处于沉睡状态2. 

不同意/接受这种举动3. 

如果一个人在不清醒、沉睡或不情愿的情况下被施以性

行为，他不算犯戒。但是，对他强施性行为的一方则触

犯了邪淫戒。

经典记载了这么一段经历：一位比丘尼遭人强奸，事后

向佛陀坦诚。佛陀问比丘尼，事发时她是什么感觉。比

丘尼回答：“痛——如遭火焚烧一样。”佛陀解释说，

她并没有犯邪淫戒，触犯戒律的人是施暴者。

第三戒：不邪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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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强奸时，如果受害者也享受性交的过程，算是两厢情

愿，则属于犯戒。不过，很少有受害者会以此为乐的。

因此我们不应该歧视他们。我们也应该在孩子成长的阶

段向他们灌输性道德，以防他们成长后误入歧途。

犯戒轻重需考量的因素

• 淫欲的程度

• 受害者的修为

犯邪淫戒的祸根是愚痴与贪念。犯戒的严重性取决于淫

欲的程度以及受害者的修为。如果淫欲重，且施以暴

力，其严重性肯定比淫欲较弱且不施暴的性行为来得

重。邪淫涉及修为高的人，也比涉及修为浅的受害者来

得严重。最严重的犯戒是强奸阿罗汉或阿罗汉尼。

此戒的目的

• 尊重自己和他人的性权益

• 遏制拐带、强奸以及通奸行为

• 予他人以安全感

• 预防情欲性欲泛滥

受持这条戒律的理由很多。个人修为方面，这有助于提

醒自己勿过度执着，乃至深陷情欲性欲的诱惑而不能自

拔。道德方面，也有助于建立起双方对彼此性权益的尊

重。我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遏制不负责任的性关

系。因此，性行为最好还是以爱和承诺为基础。

第三戒：不邪淫



45

经典引述

“此外，佛弟子放弃邪淫，能让无数众生远离危

险、远离敌意，以及远离压迫。当无数众生远离危

险、远离敌意、以及远离压迫时，他自己也同样地

远离危险、远离敌意、以及远离压迫。这是第三份

礼物……”（AN8.39）

一行禅师的正念修持之三 

“意识到邪淫所带来的痛苦，我将尽所能培养责任

感，以确保个人、夫妻、家庭、以及社会的安全与

诚信。我绝不在缺乏爱情和长期承诺的情况下发生

性行为。为了维护自己和他人的快乐，我尊重自己

和他人对配偶许下的承诺。我会竭尽所能去保护孩

童免受性虐待，也会尽力帮助夫妻和家庭，让他们

不因邪淫而离散。”

第三戒：不邪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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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三戒的常见问题

不邪淫戒是否仍适用于今日社会？我们应该如何理
解不邪淫戒？应该如何看待婚外性行为？

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也跟着改变——无论是家庭结构

或人们的价值观都已产生变化。传统观念里，结婚成家

是人生的必经之路，没有婚姻和家庭的人生是不完整

的。然而，这种价值观已经有所改变。现代女性很独

立，无论经济上或社会地位方面都不再需要依赖丈夫。

今时今日，婚姻已不再是必须的；婚姻成了一种个人选

择。

不过，不论社会再怎么改变，我们始终得为自己的行为

负责。以爱与长久承诺为基础的性行为，会是心理上情

绪上的一种幸福。在传统的亚洲社会里，“长久承诺”

往往通过世俗或传统婚姻来落实。到了现代社会，法定

婚姻也取代了传统婚姻的地位。

如今，选择不结婚却又要性行为时，必须附带对彼此的

责任与承诺，也必须做好准备，一旦怀孕后共同承担抚

养小生命的责任。

我们也必须珍惜与尊重对方，因为一旦发生了性关系，

即意味着两个人尝试将彼此的人生结合为一体。此后，

风雨共渡，彼此分享心灵层面的亲密关系，而不单单是

肤浅的性关系而已。

我们应该以智慧和慈悲正视自己的性欲。这包括放弃任

何造成他人生理和心灵创伤的行为。我们也应该留意自

第三戒：不邪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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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对性行为的动机与态度。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的

性需求？进行性行为是爱的表现，还是为了欲望和感官

的宣泄？不负责任的性关系只会造成双方的痛苦与折

磨。

我身边的朋友大多都有活跃的性生活。如果我不像
他们那样，我就成了朋友们眼中的异类。

自古以来，“性”一直是社会避忌的话题。各宗教也为

它立下道德标准。随着社会演变，宗教对社会的影响力

也逐渐减弱，性观念渐渐改变了，乃至“性开放”成为

主流思想，婚外性行为再也不是一种罪恶。。在这股“

性开放”的新思潮下，滥交和一夜情也公开讨论，而且

几乎是受到鼓励。此时此刻，愈发需要反省自己对性和

道德观的态度。我们不妨想想：自己面对哪些影响？高

谈阔论的到底是哪些人？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或是社会同

辈给予的压力？我是否要受影响，要盲目跟从？

许多年轻人也许认为性行为不过是一种娱乐或消遣，只

要你情我愿，何乐而不为？实际上，有不少年轻人告诉

我，他们后悔自己滥交。还未做好心理准备就投入性关

系，可能会破坏一份美好的情谊，或甚至遗害终身。这

就像早产儿，未完全发育前就来到人间，那会是怎样的

后果？滥交可导致难以修复的伤害。有些年轻人透露，

他们因过早投入性关系而造成心理伤疤，此后的生活失

去欢乐与热忱。

公路有禁区，身体也应该有禁区。身体的禁区，只能允

许跟我们非常亲密且自己能完全信任的人进入。而这种

信任和亲密关系是需要时间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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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细心观察自己，包括自己的心理状态和价值

观。然后在杂志设置的社会规范与圣贤建议的价值观中

做出明智的选择。哪一些价值观，才会带我们走上持久

的、真正幸福的道路？

我的许多朋友都有两三个性伴侣，我自己也如此。
应该如何守第三戒？
（摘自一行禅师《为了可能实现的将来》，2007年，附录1，

第107页）

当你同时做两三件事时，如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一

边和朋友在餐桌上聊天，你无法专注于任何一件事。你

无法品尝所爱的人为你准备的食物，无法将注意力投在

电视节目上，也无法聆听朋友说的话。同时拥有数名性

伴侣，那是更难的事。请仔细想想，你是否能和其中一

个人培养更深厚的感情？这样的性生活能为你带来真正

的快乐吗？即使现在看起来毫无问题，但你肯定自己的

行为不会对自己和他人造成伤害吗？一段肤浅、缺乏承

诺的关系，绝不会给双方带来幸福和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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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āvāda veramaṇī sikkhāpada 
samādiyāmi.

我愿受持不妄语戒。

我愿尊重真相。



50

构成犯戒的条件

对象：自身以外的其他人

动机：有歪曲事实和刻意欺骗的企图

行动：通过言语或肢体语言传达不实之事，或对不实之

事保持沉默

结果：对象理解谎言的意思，否则就只能算是闲话

例外情况

• 无意误传事实

言语欺骗显然犯了戒。但其他非言语的沟通方式——例

如书写电邮或简讯、手势、脸部表情或肢体动作，也可

用来欺骗他人。因此，触犯此戒的关键在于动机。只要

没有刻意欺骗或传达不实信息的动机，就不算犯戒。例

如，因一时口快不小心口误，并不算是犯戒。

犯戒轻重需考量的因素

犯戒轻重在于内容不实的程度，以及引发的后果有多严

重。若有人出于贪念向他人谎称自己已修成阿罗汉果，

而对方也相信，那就是严重犯了戒。

此戒的目的

此戒的目的是尊重事实与真相。语言是表达思想的途

径，能时时注意自己的言辞及说话的方式，就可更好地

掌握说话的艺术。

第四戒：不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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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虚假的话，就能成为真相的代言人。不欺

骗，就能做一个可靠可信的人。不毁谤，就可帮助

有隔阂的人拉近距离，用爱心与和谐增进情谊。不

粗言秽语恶言相向，改而以柔和友善的方式说出真

诚的言语，就会受人爱戴。不说三道四胡扯闲聊，

就能在恰当的时候说出符合事实与佛法的话。如此

一来，所说的话就合理得体、不偏不倚、简明扼

要，乃至句句箴言，值得珍惜。”（DN 1）

经典引述

“除此之外，为了放弃谎言，佛弟子受持不妄语

戒。这么做，能让无数众生脱离危险、免除敌意、

摆脱压力。让无数众生脱离危险、免除敌意、摆脱

压力，佛弟子本身也能脱离危险、免除敌意、摆脱

压力。这就是第四份礼物。”(AN8.39)

一行禅师的正念修持之四

“了解语言能带来欢乐与痛楚，认识到不经思考的

语言以及缺乏聆听的习惯能给他人造成伤害，我承

诺培养爱语以及聆听的习惯，帮他人消除痛楚，为

他人带来喜悦和幸福。我发愿说能激发自信、为人

带来喜悦以及希望的话来传达事实。我不传播不确

定的消息，也不批评或责怪不肯定的事情。我避免

制造分歧或不和，也不说能酿成家庭或社群分裂的

语言。我会尽力调解纠纷和化解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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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按照五戒的教义，此戒并没有涉及聆听的部分，但

一行禅师诠释此戒时将聆听纳入其中，实为明智之举。

只有认真聆听，才可以用心感受对方所说的话，也才更

能将心比心。如此一来，才可以触动他人的内心，为他

人带来更大的喜悦与和谐。

第四戒：不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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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四戒的常见问题

我的工作需要我销售产品，促成交易，要我持不妄
语戒，根本不切实际。

许多生意人认为持不妄语戒是不可能的。那可不一定。

一个诚实的生意人，虽然收入较少，却能赢得客户的信

任，争取到忠诚的客户。换句话说，诚实和做生意之间

非但没有冲突，反而可以带来长久的成功。我读过马来

西亚一位成功商人的故事，他之所以成功，全是基于他

的诚信与真诚。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这位商人与客户刚签下了合同，岂料原材料的价格突然

上涨。按照合同原价，他一定要亏大本。既然合同已

签，没法再改变什么，而他又实在不想做赔本生意，唯

一的办法似乎只能是以较廉价的次等货瞒浑过去了。但

是这位商人却决定把实际情况坦白地告诉了客户。他的

老实和真诚感动了客户，促使客户同意调整合同价格。

他后来成为马来西亚最成功的商人之一。

再来看看今时今日消费市场的现状。市场上出现了太多

冒牌货和假货，对消费者造成了伤害，中国称之为“黑

心产品”。2008年在中国爆发的三鹿奶粉事件就是“黑

心产品”的实例之一，因为奶粉造假，害死了四个无辜

的小宝宝，也造成了好几千人病倒。无良商人为了捞取

最大盈利而不断制造“黑心产品”，大大残害了公众安

全。

既要做生意赚钱，又不失道德良知，方法总会有的。对

于自己销售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我们必须时时秉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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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诚实的心态。这第四戒就为我们定下了可以遵循的

的指导原则。

我想参加佛法活动，但父母不让我出席。我很想
去，可我又不愿意向父母撒谎。请问我该怎么办？

沟通非常重要。当一个人不了解某一种文化或宗教，往

往会产生误解和不信任。你不妨和父母谈谈自己希望从

佛法学到什么或已经学到了什么。不过，分享时，避免

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他们身上。你也可邀请父母一起参

加佛法活动，让他们多了解你参与的活动究竟是什么性

质。让他们知道你到哪里去，做些什么，学到了什么，

谁是你的佛学导师与佛友。父母有了比较清楚的概念之

后，必定会安心许多。最佳且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自

己的言行举止以行动说服父母，让他们在你身上看到正

面积极的改变，他们肯定会允许你到佛法中心去。

 

我在澳洲期间曾有个离了婚的学生，与子女的相处向来

有问题。她到佛法中心学习后，将所学的运用在生活

中，子女也察觉到母亲朝正面改变。后来，有一段时期

她因为太忙碌而无法抽空到佛法中心来，之后又故态复

萌，总是表现得暴躁易怒。后来还是她的子女提醒她要

回到佛法中心来。

现代社会通信系统非常发达，随时随地都能即时互
通信息，佛教对此有什么看法？

随着科技日新月异地发展，沟通管道无所不在，也更复

杂精细。除了通电话，我们也能上网即时互通信息。实

际上，大家都花了太多时间在说话。其实仔细想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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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并不需要讲那么多话。我们需要认真反思这些谈话的

内容，以及交谈的动机。

寂寞是现代生活的一大问题。人们经常感到寂寞孤单，

也因此更需要通过简讯或网上聊天室，希望借此排遣寂

寞。只是，一味闲聊或沉迷于互联网，非但不能真正排

除寂寞，反而还会让心性‘中毒’。如果每一次寂寞来

袭就转向手机或互联网时，那就等同于让闲聊成为习

惯，情况可能因此而变得更糟。不小心克制的话，很容

易就会对这些现代科技上瘾。实际上，许多年轻人正面

对这种情况，一上不了网，他们就会浑身不自在。对于

资讯科技的使用，应当谨慎看待，并且帮助年轻一代善

用这些科技。

佛陀时代尚未有资讯科技，因此也没有立下使用资讯科

技的指导原则。不过，我们可以本着不伤害自己与其他

众生的意念，以佛陀建议的戒律作为善用资讯科技的原

则。细看当今的互联网，便不难察觉网上充斥着暴力、

憎恨、贪念、恐惧。如果花大量时间漫无目的地游览互

联网，也会不自觉地在内心播下暴力与愚痴的种子。我

们这样做的时候，孩子们也会有样学样。因此，我们必

须慎加提防这些有损于家庭与社会凝聚力的有害内容。

在社群里公开讨论这些议题，有助于提高公众认识，也

可相互警惕并集思广益，探讨如何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子

女、家人，甚至整个社会，使他们免受伤害。我们更要

抵制有害网站，并且时时相互警惕这些网站的潜在危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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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善意的谎言是否无妨？

如果有充足的理由怀疑某个情况攸关人命，就应该以智

慧加以应对。我们可以提供无厘头答案，转换话题，或

答非所问，因为我们更在乎的是拯救生命。

逾越戒律时，对自己的意念要有充分的认知，而且只有

在极端的情况才选择这么做。我们不该让“例外”成为

常态，需要谨慎反思自己是否为了方便而以“善意谎

言”为名，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

我们经常会为了掩盖某些不想让人知道的行为而撒谎，

而这些不可告人的行为又多为负面的。在这情况下，当

事人有两个失当之处：一、企图掩盖不当行为，例如邪

淫；二、用来掩盖这个行为的谎言。我们应该思考为何

会犯下第一个罪行，也应该思考在做了这个行动之后，

为何想要隐瞒。

如果能深刻反思，就会发现我们总会在碰到棘手困境时

为了方便而以“善意的谎言”敷衍了事。事实上，如果

坚守戒律，智慧自然会增长，棘手的难题自然迎刃而

解，根本不需要触犯任何戒律。

我要与大家分享一段个人的经历。信徒到寺院供养食

物给出家众时，经常喜欢问师父：“好吃吗？”，或

者：“你喜欢这道菜吗？”我知道他们不会想听到负面

答案，要是我坦白告诉他们我其实并不在乎食物是否美

味，他们必定会会失望。起初，为了不让他们难过，我

只好以善意的谎言来应对。但谎言终究是谎言。因我发

愿坚守戒律，但我也不想伤害任何人，所以处理这个问

题需要智慧和善巧。渐渐地，我想出了更好的应对方

法：与其正面回答问题，我选择沉默，或者肯定他们对

第四戒：不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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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众的布施及支持所积下的圆满功德，并且鼓励他们

继续这样的善行。

这么一来，我既没有撒谎，也不伤害任何人。当我和信

徒更熟络了，知道他们可以接受我的坦诚以后，我才向

他们建议如何改善菜肴！

面对棘手困境时，如果只懂得借助“善意谎言”的标

签，把撒谎的行为合理化，这往往是出于胆怯的心理。

只有时时自省，才能清楚地觉察自己内心的真正意图。

只要坚守戒律，勇气，意志，与智慧自然会随之增长。

第四戒：不妄语



第五戒: 

不饮酒,
不服用麻醉
心智的药物

Surā-meraya-majja-pamādaṭ hānā
veramanī sikkhāpada samādiyāmi.

我愿受持不饮酒和不服用麻醉心智物品戒，

以保持身心健康。



59

构成犯戒的条件

对象：有麻醉作用的饮料或药物

动机：有服用的意图

行动：摄取饮料或药物

结果：饮料或药物被服用

例外情况

• 为达到医疗效果而服用

• 外观和味道与酒相似，但不含酒精的饮料

• 如果酒精在烹煮过程中已蒸发

一般上，酒，指的是任何以谷类和酵母酿制而成的含酒

精饮料，包括威士忌酒、啤酒、伏特加酒，和杜松子酒

等；用花朵、水果、蜂蜜，和糖发酵而制成的有红酒、

蜂蜜酒和朗姆酒等。

虽然此戒专指含酒精饮料，但也涵盖非法药物以及药物

滥用。但也有例外情况，如手术后使用止痛药物就不算

犯戒。

犯此戒的关键在动机，也就是导致饮酒的意念。

佛教经典写道，即使饮用如小草上露珠般大小的麻醉

品，也算犯了戒。因此小酌一小杯酒，即使不醉，也算

破戒。此外，触犯戒律的次数也取决于啜饮的次数，每

一口啜饮都算犯戒了一次。如果是为了医疗效果而服用

酒精或麻醉药物，譬如采用顺势疗法的酊剂，就不算犯

戒。而为了给菜色提味，在烹煮时加入酒精，也不算犯

戒，因为酒精会在烹煮过程中蒸发。

第五戒：不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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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戒轻重需考量的因素

此戒在程度上并没有轻重之分。

此戒的目的

此戒与其他四戒在本质上并不一样。其他四戒攸关的是

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此戒则攸关我们如何善待自己的身

心灵。服用麻醉性质的物品会影响我们的神智与人际关

系。我们原本或许很自制，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

做，但一旦让麻醉品影响了神智，我们可能在瞬间丧失

自制力，鲁莽冲动地作出杀生、偷盗、通奸、撒谎等平

常不会犯的不道德行为，进而造成烦恼丛生，人与人之

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实则许多犯罪行为都是在麻醉品的

影响下产生的。如果因为酒后驾驶而造成他人丧命，我

们将内疚一辈子。酗酒也经常会引发家庭暴力和滥赌行

为，最终毁掉家庭和谐。不饮酒，能避免自己恍惚莽

撞，制止惨祸发生，例如财物损失、与他人的冲突、无

耻与疏忽的行为等等，进而保护家庭和谐与社会安全福

利。

经典引述

“此外，佛弟子不服用麻醉心智的饮食物品，就能

让无数众生脱离危险、少生嗔恨、免受压抑。无数

众生脱离危险、免除敌意、摆脱压力，佛弟子本身

也能脱离危险、免除敌意、摆脱压力。这是第五种

布施，也是固有的、持久的、传统的、纯正的，一

开始就是纯正的、是不容怀疑的、是永远不会被怀

疑的，是智者与宗教师所认同的。这也是第八种奖

第五戒：不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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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是以智慧技巧应对问题的奖励，是喜乐的营养

品，是神圣的、欢愉的，是通往幸福且令人愉快的

天界之路。”(AN8.39)

一行禅师的正念修持之五

“意识到不经心饮用或服食麻醉品所带来的痛苦，

我愿承诺培养慎意的饮食和消费习惯，为自己、

家人，社会顾全身心灵健康。我只摄取有益于自我

身心健康、心灵平和清晰、家庭社会和谐安详的物

品。我绝不服食酒精，任何麻醉品或有害身心的有

毒物质，不看有害身心的电视、电影、杂志、书

籍，不参与有毒身心的谈话。我深知，让这些物品

毒害自己的身心、意识与良知，就等于背叛了宗亲

长辈、父母、社会，以及下一代。正当的饮食习惯

对自己对社会有着关键影响，我会以正确的饮食修

行，使身心康乐，并推广到家庭与社会，以化解自

我内心及社会的暴力、恐惧、愤怒、混乱。”

佛陀虽然只提酒精，没提电视、互联网、以及印刷媒

体，但在身心易受污染的现代环境，广义诠释这项戒

律，是明智的做法，可让我们对身心所接受的事物加强

意识、审慎过滤。

第五戒：不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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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五戒的常见问题

受持第五戒，可还能否在晚餐时偶尔小酌一杯葡萄
酒或啤酒？
（摘自一行禅师《为了可能实现的将来》，2007年，附录1，

第109至110页）

一行禅师建议，饮酒应该能免则免。要是无法消除饮酒

的欲望，那至少在饮酒时保持警觉与清醒。深入观察自

己的肝脏、心脏的情况，思考人类怎么为了酿酒而浪费

许多可以拿来喂饱其他人的粮果。此番深省，必会让我

们在饮酒时，即便只是小酌，也会心怀不安。

如果你还无法完全戒酒，那就请先训练前四项正念，饮

酒时不断反省，直到自己有朝一日完全放下酒杯。一行

禅师建议那些受持第五项正念修持的人最好滴酒不沾，

就连每周一杯酒也不要。法国建议公民：一杯酒无妨，

但三杯酒下肚，就有意外要提防。但如果不喝这第一杯

酒，又哪有第二、第三杯呢？

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偶尔会小酌一两杯。但在情绪低落

的时候，我们可能借酒消愁，灌下五、六，甚至七杯

酒。这会导致酗酒的恶习。英国举办的禅修营中，有

一位可爱的老奶奶问起我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告诉

她：“虽然你懂得节制，喝得不多，但你能确保你的每

一个子女孙子都像你一样自制吗？万一他们有那么一两

次因为情绪低落，越喝越多，最后上瘾而摧毁身心，这

责任该由谁来负呢？你是不是也难辞其咎？如果你现在

就受持第五项正念修持，那你也许就可成为下一代的楷

模了。希望你不把戒律当成强迫遵守的条规，而以菩萨

精神出发，心甘情愿地受持，来利己利生。

第五戒：不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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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工作上需要经常带客户外出用餐，大家边吃边
喝。因此受持此戒对我而言是不实际的。而且，家
人也都有晚餐喝一点酒的习惯；朋友们也都会在派
对上喝酒。如果我不和大家一起喝，会让人觉得我
行为古怪，过度拘谨或甚至自命清高。他们甚至会
因为我特立独行而对佛教产生负面想法。

一位澳洲信徒曾告诉我，她过去总会陪母亲喝酒。她

说，喝酒是澳洲的一种文化；独自喝酒的人是酒徒，但

如果和他人一起共饮，则是一种社交方式。

不跟大伙儿一起行动，就一定是孤僻拘谨吗？大伙儿一

起做的事，难道就一定是正确的？在《羯腊摩经》里，

佛陀建议我们不要盲目跟从他人，要用智慧来查询与分

析。只有当我们充分地信服某个行为能利人利己时，才

去实践。

我有个尼师兄在日本一所大学就读。一次，她受邀参与

大学院系主办的一项活动。当时，她的教授递给她一杯

酒，不接过的话当然会显得失礼。虽然如此，她还是勇

敢回拒了。她告诉教授，自己在出家时已向佛陀承诺滴

酒不沾，现在不能失信。教授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她的

诚实和勇气留下深刻印象，且换了一杯果汁给她。

随着全球化进程，人们对于各种不同文化与行为准则有

了更大的包容与理解。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在不失礼的情

况下表明自己的选择。只要清楚知道自己为什么守戒，

便可自信且真诚地向他人解释。朋友们自会接受我们的

不同，尊重我们的选择。

第五戒：不饮酒



关于五戒的常见问题

可否不经受戒仪式就持戒？

有些人认为自己很守戒律，甚至比受戒的人来得好，因

此不必参加正式的受戒仪式。

受戒仪式是表达信仰，信心与承诺的时刻。通过受戒仪

式，我们在众人面前宣示以五戒为日常生活的指导原则

的决心与承诺，意味着我们对五戒有深厚信心；坚信以

五戒为日常生活的行为架构，必能改善我们的人生。少

了如此信念，守戒就会变得困难得多。也就是说，通过

受持仪式，我们承诺把所学付诸实践，以过正直且合乎

道德的生活，和周围的一切众生和睦共处。

巴利文“Sila”（戒律），包含了美德、善巧、崇高、

身心灵完整的意思。参与受戒仪式，就是在导师、佛

陀、菩萨、和阿罗汉的见证下持戒，培养“Sila”的种

种素质。因此，只要我们向往合乎道德的生活，参与受

戒仪式对我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佛教的五戒以无伤害为原则，配合宇宙真理，通过实际

的品格培养，为个人和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它让

小我利益、大我利益乃至宇宙真理自然法则，均可相辅

相成互惠互利。不遵守道德准则的行为，最终会因竞

争，剥削，和激进影响人际关系。相反地，以道德为指

导原则的行为，能促进人与人间的和谐，带来和平，合

作以及互敬互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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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五戒并非强制性的，而是自愿接受的修持过程。

遵守五戒也并非为了取悦某一位神明，真正目的是为了

提升我们自身的品格修养。五戒是道德与纪律的核心训

练，也是佛教生活不可或缺的一环。我们不应把五戒视

为被迫严守的负累，而应该视之为自我改善自我提升的

工具。持戒包括每天念诵戒律，培养正念、自律及反

思，过程中需要的是高度的诚意，坦诚，还有自律自省

的精神。

我受持佛教五戒后，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五戒怎么
还能算是自我解脱之路呢？

佛教的五戒为我们构建一个照顾自己、家人和社会的指

导架构，帮助我们避免为自己和他人制造问题，引导我

们做出利己利人的事，让我们学习怎么活得更和谐、正

直、有尊严，甚至带领我们走向解脱的道路。

我们必须问自己，什么是“解脱”与“自由”。我们的

社会经常将“自由”定义为为所欲为、畅所欲言。其

实，这样的自由是一种假象。因为社会、政治、经济、

同伴、媒体都带来影响和压力，扰乱了我们的思维，违

背了我们的本性，使我们对自己有了不足感，进而产生

被他人接受的欲望。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我们于是

顺应他人的要求，通过物质来“增值”，使自己成为他

人理想中的人物。结果我们反倒被欲望所控制，成为欲

望的奴隶 —— 这怎么能算是真正的自由呢?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真正的自由是将欲望、憎恨、和愚

痴转换为慈悲、爱心、和智慧。道德和五戒提供我们言

语和行为上的指引；禅修则帮助我们发展觉知，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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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心态，以及外在因素如何影响我们的情绪、左右

我们的行为。当我们将心里的“毒素”（即贪、憎、

痴）连根拔起，就能掌控自己的心态、言语和行为，而

不被外在因素或内在的情绪与执着所影响。那时候，我

们才称得上真正地自由、真正地解脱。

如果我逾越了戒律，该怎么办？

有些人过度担心触犯戒律，将之视为致命伤。这样的恐

惧导致他们不敢受戒。也有些人认为应该在不逾越戒律

的情况下才可受戒。其实，每个人都有逾越戒律的可

能。刚受戒的人，没有一个是十全十美的。即使受戒一

段时间，犯戒还是有可能发生的。正因为非完美，我们

更应该受戒、守戒。五戒能帮助我们发展觉知，使我们

尽量避免犯下恶行。因此，它是一套训练品格的工具。

当我们犯戒时，应该观想佛陀的形象，诚心和坦白地向

佛陀忏悔，并且说“我意识到自己犯了（……）的戒

律，”“我意识到（……）是没有益处的。”

接着，自我反省自己如何与为何会犯戒。是缺乏觉知

呢，还是因为自己的贪念、憎恨、愚痴、或粗心？然后

坚定立下决心，不重犯同样的行为。

能如此反省和审视自己的行为和意念，我们就会不断地

将之淡化。过去，我们也许做过许多有害的行为，但却

毫无意识或置之不理。如今，我们只要产生意识，就会

有后悔的心理，并且立志不再重犯。这有助于我们发展

觉知，以对抗内心的“三毒”（即执取、憎恶、愚痴）。

不要因犯戒而感到内疚。我们应该悔过，从中学习，并

关于五戒的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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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下改过的决心。我们身上潜在的恶习常导致自己犯

戒。一旦意识到自己犯了戒并且决心改过，这些恶习就

会相对地减弱。

必须谨记于心：守戒是个持续的自我改进过程。我们需

要耐心并且努力不懈，每次犯戒后就诚心地悔过：“从

现在起，我会更努力改进。”

关于五戒的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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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世的宝贵生命中，大家都向往快乐与喜悦，所以

必须学会和环境融洽地相处，照顾自己和周围的环境。

因此，一套可以遵循的准则是非常有帮助的。佛教的五

戒就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标准架构，协助我们活得更好。

不杀生，可使周围众生安全自在，世界和平也会因此提

升。不偷盗，可使周围众生觉得安心，社会的和谐与慷

慨也会增长。不邪淫，可使众生坦然相处沟通，人与人

间的相互尊重也因此增强。不妄语，可使众生互相信

赖，人与人间的友谊也因此滋长。不饮酒或服用麻醉

品，可提升觉知和内在意识的发展，我们也会更清醒，

行事也更沉稳审慎，更愿意为人着想。渐渐地，就不难

发现五戒是超越种族与宗教，适用于全人类的一套道德

标准。

在持戒的过程中，我们也许会频频犯下同样的错误。请

耐心地看待自己、原谅自己，并对自己犯下的不良行为

忏悔。渐渐地，道德和伦理将融入我们心中，我们也将

因此而活得平静安逸，自由自在；而我们内在的和谐也

会感染身边的人。这不但能引导我们找到生活中的喜

乐，也会为来世种下喜悦的种子。

 

若您对佛教的五戒还有哪些其他疑虑，请到我们的网站

留言：www.ethics.buddhist.sg。您也可通过网站下载

这本书。



如何在不杀生的情况下赶走昆虫?
（摘自阿格祇多比丘《贤良道德的重要性》，第84至85页） 

蚂蚁不喜欢酸性食品

要防范蚂蚁，不妨在它们可能经过的地方挤一些柠4. 

檬汁，并将柠檬片涂抹在受影响的范围。

蟑螂不喜欢香气和黄瓜

将能散发香气的东西，例如香兰叶、香皂等放入橱5. 

柜，即可防止蟑螂出没。几天后，不但蟑螂无影无

踪，橱柜也会芳香四溢。

在你不希望看到蟑螂的角落放几片黄瓜。6.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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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子不喜欢香茅、香料、橙光灯

• 在花园靠近门和窗口的位置种植香茅（也称天竺   

 葵草），可以防止蚊子进入。

• 将蒜头埋在花堆中，清除落叶，保持周围干净。

• 吊起一撮青葱，并用纱布包起青葱的绿色部分。

• 挂上橙色的窗帘布，或用橙色的玻璃纸包裹灯 

 泡。这是因为蚊子害怕橙光。

• 您也可以在房间放置一盆百合、米兰花、玫瑰 

 花、或月见草。

• 将维他命C和B2消融在水里，将水涂抹在您的肌 

 肤上，水的气味有效驱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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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佛教青年团体

如果您想更深入地修习佛法，欢迎跟以下团体联系，参
加它们的课程与讲座。除非有注明，下列团体（包括大
专学府的佛学会）都欢迎非会员/非在校学生参加。

• 有关新加坡的佛教消息、活动、文章，请上网
 www.buddhistyouth.sg

• 新加坡的佛教团体与寺院指南：
 www.4ui.com/directory/edirect.htm

• 开办周末少儿佛学班的佛教团体：
 pkssss.kmspks.org/category/for-parents/other-sat-sun- 
 schools

北部

Kong Meng San Phor Kark See Monastery Youth
88 Bright Hill Road, Singapore 574117
Tel: 6849 5345 / 6849 5359
Web: youth.kmspks.org
Email: youth@kmspks.org

Wat Ananda Youth 
50-B Jalan Bukit Merah, Singapore 169545
Web: www.way.org.sg
Email: way196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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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Buddhist Chapter
50-B Jalan Bukit Merah, Singapore 169545
Web: www.ybc-2107.blogspot.sg
Email: ybc@live.com.sg

南部

Buddhist Fellowship
No. 2 Telok Blangah Road Street 31, Singapore 108942
Tel: 6278 0900
Web: www.buddhistfellowship.org
Email: info@ buddhistfellowship.org

东部

Amitabha Buddhist Centre Youths
44 Lorong 25A Geylang Singapore 388244
Tel: 6745 8547
Web: www.facebook.com/abcyouths
Email: youth@fpmtabc.org

Buddha’s Light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Singapore 
1 Punggol Place, Singapore 828844
Tel: 64110590 / 64110591 
Web: www.fgs.sg / www.blia.sg 
Email: admin@fgs.sg / admin@blia.sg
 
Fuhui Youth 
Yen Pei Building, 105 Punggol Road Singapore 546636 
Tel: 6489 8161  Fax: 6387 7887 
Web: www.fhy.org.sg 
Email : feedback@fhy.org.sg

Mangala Vihara Sunday Dhamma School and 
Youth Circle
30 Jalan Eunos Singapore 419495
Tel: 6744 4285 Fax: 6744 1912
Web: www.mangalavihara.org.sg

Manjusri Buddhist Interact Club
(only for Manjusri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20 Ubi Ave 1, Singapore 408940 
Web: www.mjr-bic.blogspot.sg

新加坡的佛教青年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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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zu Chi Collegiate Youth Association and 
Teenagers’ Class
9 Elias Road, Singapore 519937 
Tel: 6582 9958 Fax: 6582 9952
E-mail: info@tzuchi.org.sg
Web: www.tzuchi.org.sg

Vimalakirti Buddhist Centre
(Cheng Beng Buddhist Society)
20 Lorong 27A Geylang, Singapore 388112
Tel: 6748 5132 Fax: 6748 9542 
Web: www.facebook.com/vimalakirti.buddhist.centre

西部

Beeh Loh See Temple
71B Jalan Jurong Kechil, Singapore 598588 
Tel: 6466 2288
Web: www.pilutemple.com 
Email: pilusi@yahoo.com 
 
NTU Buddhist Society 
Mailing address: c/o Student Affairs Offic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42 Nanyang Avenue, Administration 
Annexe level 6, Singapore 639815
Web: http://clubs.ntu.edu.sg/buddhist/ 
Email: buddhist@ntu.edu.sg

NUS Buddhist Society
Mailing address: c/o NUSSU Secretariat, 31 Lower Kent Ridge 
Road, Yusof  Ishak House #06-05, Singapore 119078
Web: http://www.nusbs.org.sg
Email: publicrelations@nusbs.org.sg

Ngee Ann Polytechnic Buddhist Society
535 Clementi Road, Singapore 599489
Web: www.npbuddhistsociety.blogspot.sg
Email: np_buddhistsociety@hotmail.com

SIM Buddhist Bhavana Club
461 Clementi Road, Singapore 599491 
Web: www.facebook.com/groups/sim.buddhist
Email: sim.buddhist@groups.facebook.com

新加坡的佛教青年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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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

Dharma Drum Mountain
100A Duxton Road Singapore 089542
Tel: 6735 5900
Web: http://ddys.pixnet.net/blog
Email: ddysmail@gmail.com

Singapore Buddhist Mission (Youth)
9 Ruby Lane Singapore 328284
Web: sbmyouth.blogspot.sg
Email: sbmyouth@gmail.com

Singapore Polytechnic Buddhist Society
500 Dover Road, Singapore 139651 
Web: www.spbs-act.blogspot.sg
Email: spbs.sss@gmail.com

Nanyang Polytechnic Buddhist Society
180 Ang Mo Kio Avenue 8, Singapore 569830
Web: www.facebook.com/pages/Nanyang-Polytechnic-Buddhist-
Society-NYPBS/125731530810616

新加坡的佛教青年团体



如果您想更深入地修习佛法，欢迎跟以下团体联系，参
加它们的课程与讲座。下列团体多有周末儿童佛学班、
青年团、定期讲座、禅修班等老少皆宜的活动。

如果您想了解全球的佛教动态与新闻，请上网
www.buddhistchannel.tv 

KUALA LUMPUR:
Buddhist Maha Vihara
Jalan Berhala, Brickfields
Tel: 03 2274 1141
Web: www.buddhistmahavihara.com

Buddhist Missionary Society Malaysia 
Jalan Berhala, Brickfields
Tel: 03 2273 0150
Web: www.bmsm.org.my

Sri Lanka Buddhist Temple
Siri Jayanthi Association 
Jalan Tujuh, Sentul Pasar
Tel: 03 4041 9459
Web: www.mybuddha.my

SELANGOR:
Bandar Utama Buddhist Society (BUBS)
Uttama Bodhi Vihara
Jalan BU 3/1 Bandar Utama, Petaling Jaya
Tel: 03 7710 6010/ 6013
Web: www.bubsoc.org

马来西亚的佛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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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ist Gem Fellowship (BGF)
Jalan 19/3 Petaling Jaya, Selangor
Tel: 019 356 8879
Web: www.bgf.org.my 

Buddhist Missionary Society Malaysia 
(Kajang Branch) Jalan Reko, Kajang, Selangor 
Tel: 012 200 3263
Email: chookkajoo@gmail.com, pailing@gmail.com

Chempaka Buddhist Lodge
Taman SEA, Petaling Jaya
Tel: 03 7880 3936
Web: www.chempaka.org.my

Kinrara Metta Buddhist Society
Bandar Puchong Jaya, Selangor
Tel: 012 299 3089
Web: www.kinrarametta.org
 
Klang & Coast Buddhist Association
KM 2, Persiaran Tengku Ampuan Rahimah, Klang
Tel: 03 3372 1902

Maha Karuna Buddhist Society (Subang 2)
Bandar Pinggiran Subang, Shah Alam
Tel: 03 7847 4661
Web: www.mahakaruna.org.my

Mudita Buddhist Society
25-B Jalan Stesen, Klang
Tel: 012 213 5602, 016 683 9399

Nalanda Buddhist Society
Taman Sri Serdang, Seri Kembangan
Tel: 03 8938 1500 / 8938 1501
Web: www.nalanda.org.my

Sg Long Buddhist Society
Bandar Sungai Long, Kajang
Web: http://slbuddhist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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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Buddhist Society (SABS)
Bukit Rimau, Shah Alam.
Tel: 03-5121 5186
Web: www.sabs.org.my

Subang Jaya Buddhist Association
Jalan Kewajipan SS13, Subang Jaya
Tel: 03 5634 8181
Web: www.sjba.org

Selangor Buddhist Vippasana
Meditation Society
Jalan SS3/37, Petaling Jaya
Email: sbvms@yahoo.com

Setia Alam Sambodhi Buddhist Society
Jalan Setia Prima (B) U13/B, Setia Alam, Sgor 
Web: http://setiaalamsambodhi.blogspot.com/

Putra Heights Buddhist Society
Putra Heights, Subang Jaya, Selangor
Tel: 016 2233 537/ 019 338 4913
Web: http://putraheightsbuddhistsociety.blogspot.com

Young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Taman Mayang, Petaling Jaya
Tel: 03 7804 9154
Web: www.ybam.org.my

KEDAH:
Buddhist Hermitage Centre - Lunas
Kampung Seberang Sungai, Lunas
Web: www.buddhisthermitagelunas.blogspot.com

KELANTAN:
Persatuan Buddha Wakaf  Bharu
Wat Pracacinaram, Kampung Kulim
Wakaf  Bharu
Web: http://pbwb.tripo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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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AKA:
Seck Kia Eenh Buddhist Temple
Jalan Gajah Berang, Melaka
Tel: 06 283 7440
Web: www.ske.org

PENANG:
Mahindarama Buddhist Temple
Kampar Road
Web: www.mahindaramatemple.com

PERAK:
Persatuan Buddhist Hilir Perak
Jalan Jawa, Teluk Intan
Email: ohteikbin@gmail.com

Sasanarakkha Buddhist Sanctuary
Taiping Insight Meditation Society
Medan Taiping, Taiping
Tel: 05 8411 198
Web: www.sasanarakkha.org

PAHANG:
Kuantan Buddhist Association 
c/o Pahang Buddhist Association
Jalan Bukit Ubi, Kuantan
Tel: (09) 573 9644, 9633, 012 9289 753
Web: http://pahangbuddhist.my

TERENGGANU:
Terengganu Buddhist Association
80-81 Jalan Syed Zain, Kuala Terengganu
Tel: (09) 622 2826 

Suttarama Buddhist Centre
Jalan Air Jernih, Kuala Terengganu,
Email: suttarama@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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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dharama Vihara Kuala Terenggganu
Tel: 019 3181 666, 013 927 0270, 019 3191 555
Web: http://gandharama.com

JOHOR:
Metta Lodge Buddhist Centre 
Taman Melodies, Johor Bharu,
Tel: 016 7611 666

Kota Tinggi Buddhist Society
Taman Sri Lallang, Kota Tinggi
Tel: 07 883 1803
Email: ktbs@tm.net.my

SARAWAK:
Kuching Dhamma Vijaya Buddhist Centre
229 Jalan Kung Phin, Batu 4 Jalan Penrissen
Tel: 016 889 9235

Kuching Buddhist Society
Jalan Laksama Cheng Ho, Kuching,
Tel: 082 428 689
Web: http://kbs.cdc.net.my/

SABAH:
Sabah Buddhist Association
Lot 10, Block I, Sinsuran Complex
Kota Kinabalu
Tel: (088) 255376 

The Sandakan (Sabah) Buddhist Mission 
Block F Old Slipway, Sandakan,
Tel: (089) 214061, (089) 612939 
Email: sknbudd@tm.net.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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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IST BOOKSTORE AND LIBRARY:

Sukhi Hotu (Petaling Jaya)
Block D9, Jalan PJU 1A/46
Dana 1 Commercial Centre
Petaling Jaya Selangor
Tel: 03 7842 6828
Web: www.sukhihotu.com

Sukhi Hotu (Penang)
1-T, Jalan Gottlieb, Penang
Tel: 04 229 4811
Web: www.sukhihotu.com

Ven Seck Kim Seng Memorial Library
Jalan Hang Jebat, Melaka
Tel: 06-286 4149 



Jenny Yeo Meow Cheng, Cheong Kam Mun,

Lee Yoke Keng,  Jim Lee, Elsa Tan,  Jeffery Lee,

Thomas Lee, Karen Seng, Wilson Lee,

Cara Lee, Vivianne Lee, Michelle Lee, 

冯冠戬, Bob & Jo, 颜细清, 蔡瑞利
 
 

本版倡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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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以倡印此书之功德回向

已故李亚舌居士，

往生极乐净土



我非常感恩帮忙成就这本书的诸多佛友和支持者。

首先感谢叶静慧和林晓昀对这本书的浓厚兴趣。因为他
们的热忱，促使我们招揽了更多人加入编务团队，大家
齐心协力落实这项计划。这本书最终能完成，必须感谢
释胜勤，释持严, 潘薇薇, 傅容慧, 林惠芳, 陈佩芬和
邓小娟。

还有，非常感谢把书翻译成中文的林勋慜与傅诗惠，还
有负责文字编辑的洪孟珠博士与林琬绯。

为书执笔写下前言，并给予许多宝贵意见的土登却准法
师，我由衷感谢。

此外,也要谢谢新加坡的Dharma In Action和马来西亚的
Sukhi Hotu Sdn Bhd给予的莫大支持。

书中如出现任何错误，都属我个人的疏忽，与他人无
关。

最后,我希望向慷慨捐助出版这本书的捐赠者致以由衷
谢意；他们的善心和慈悲，让我非常感恩。

为众生利益出版此书，愿所积累的功德，让施者和亲友
获得健康、长寿与喜乐,也让他们在佛道上的许愿迅速
实现。

释法巽(Bhikkhuni Shin)

鸣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