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智大和尚談：五戒  
青楓：上期「妙法通訊」大和尚跟我們說有關

皈依，我對你說的那個「皈」字留下深

刻印像，——反白合起來就是「皈」。

没錯，反黑為白，即是改邪歸正，「皈

依」也是起着這樣的作用。再說，當我

們談到皈依時，便很自然地聯想到進修

與受戒的問題，請問大和尚，我們皈依

三寶後的進修該如何進行呢？佛友皈依

後受持五戒，是不是就等於進修？  

修智：受持五戒與皈依三寶兩者是不可以分家

的。正確的說，皈依三寶的佛弟子既然

有心反黑為白，改過向善，止惡防非，

難道守持五戒會有疑惑困難？ 

 

 青楓：我看，這應歸咎於沒有正確理解何謂五

戒。照理，這五戒，即使不是三寶佛弟

子，亦是人人皆應守持的社會規矩。 

修智：請試以中國文化所講「仁義禮智信」去

理解又如何？ 

青楓：啊！仁者不殺生，義者不偷盜，禮者不

邪淫，智者不妄語，信者不飲酒。這五

戒，的確是任何人皆應該遵守的規矩。

請問大和尚，我們可以怎樣深一步去理

解呢？ 

修智：我們不是深一步去理解，而是淺一步去

理解。依佛陀教導，我們應該時刻自我

反省，而不是自視過高。我們試用「將 

   

   

心比心」去理解吧！世間上有沒有人可

以接受給人盜竊的呢？ 

青楓：我曾聽過佛友的經歷，說：就算是與盜

竊者結了個緣吧！ 

修智：這是阿Ｑ精神，自我安慰，而不是探討

為何會失竊。倘非檢討，則有下一次乃

至無數次失竊，這態度是不正確的。言

歸正傳，既然我不希望被盜竊，將心比

心，他人亦然，所以我們要守持不偷盜

戒。 

青楓：依我理解，如此類推，既然我不希望受

騙，他人亦然，故守持不妄語戒；既然

我不希望有第三者介入我的家庭生活，

他人亦然，故此應守持不邪淫戒；既然

我不希望被人殺害，他人亦然，故此應

守持不殺生戒；倘飲酒後理智失常、反

應遲鈍，與「反省理解」的原則有所相

違，故應守持不飲酒戒。請問大和尚： 

 這樣理解，可以嗎？ 

修智：的確如此理解，「將心比心」是否很淺

白易明？補充一點，不殺生戒的「生」

包括所有生命，乃至蛇蟲鼠蟻等，倘嚴

謹檢視，不易守持。我們可以用防範對

治，例如保持環境清潔衞生，則害蟲自

然消減，何來有守持「不殺生戒」的懮

慮？再者，以人為本，除了殺害人命之

外，任何人都不希望被誹謗毀譽，因名

譽是一個人的第二生命。倘無事生非，

誹謗毀譽，令當事人無地自容，無異於

殺害。 

青楓：既然這五戒都是人人必須遵守的規則，

又為何要舉行受戒儀式呢？  

修智：雖然規則人人都應該遵守，但如果有了

受戒儀式之後，我們每做一件事都會警

惕提醒自己：「我是佛弟子，我是五戒

弟子，應該防非止惡，行善積福。」 

 
 

1



修智大和尚談：五戒  
青楓：上期「妙法通訊」大和尚跟我們說有關

皈依，我對你說的那個「皈」字留下深

刻印像，——反白合起來就是「皈」。

没錯，反黑為白，即是改邪歸正，「皈

依」也是起着這樣的作用。再說，當我

們談到皈依時，便很自然地聯想到進修

與受戒的問題，請問大和尚，我們皈依

三寶後的進修該如何進行呢？佛友皈依

後受持五戒，是不是就等於進修？  

修智：受持五戒與皈依三寶兩者是不可以分家

的。正確的說，皈依三寶的佛弟子既然

有心反黑為白，改過向善，止惡防非，

難道守持五戒會有疑惑困難？ 

 

 青楓：我看，這應歸咎於沒有正確理解何謂五

戒。照理，這五戒，即使不是三寶佛弟

子，亦是人人皆應守持的社會規矩。 

修智：請試以中國文化所講「仁義禮智信」去

理解又如何？ 

青楓：啊！仁者不殺生，義者不偷盜，禮者不

邪淫，智者不妄語，信者不飲酒。這五

戒，的確是任何人皆應該遵守的規矩。

請問大和尚，我們可以怎樣深一步去理

解呢？ 

修智：我們不是深一步去理解，而是淺一步去

理解。依佛陀教導，我們應該時刻自我

反省，而不是自視過高。我們試用「將 

   

   

心比心」去理解吧！世間上有沒有人可

以接受給人盜竊的呢？ 

青楓：我曾聽過佛友的經歷，說：就算是與盜

竊者結了個緣吧！ 

修智：這是阿Ｑ精神，自我安慰，而不是探討

為何會失竊。倘非檢討，則有下一次乃

至無數次失竊，這態度是不正確的。言

歸正傳，既然我不希望被盜竊，將心比

心，他人亦然，所以我們要守持不偷盜

戒。 

青楓：依我理解，如此類推，既然我不希望受

騙，他人亦然，故守持不妄語戒；既然

我不希望有第三者介入我的家庭生活，

他人亦然，故此應守持不邪淫戒；既然

我不希望被人殺害，他人亦然，故此應

守持不殺生戒；倘飲酒後理智失常、反

應遲鈍，與「反省理解」的原則有所相

違，故應守持不飲酒戒。請問大和尚： 

 這樣理解，可以嗎？ 

修智：的確如此理解，「將心比心」是否很淺

白易明？補充一點，不殺生戒的「生」

包括所有生命，乃至蛇蟲鼠蟻等，倘嚴

謹檢視，不易守持。我們可以用防範對

治，例如保持環境清潔衞生，則害蟲自

然消減，何來有守持「不殺生戒」的懮

慮？再者，以人為本，除了殺害人命之

外，任何人都不希望被誹謗毀譽，因名

譽是一個人的第二生命。倘無事生非，

誹謗毀譽，令當事人無地自容，無異於

殺害。 

青楓：既然這五戒都是人人必須遵守的規則，

又為何要舉行受戒儀式呢？  

修智：雖然規則人人都應該遵守，但如果有了

受戒儀式之後，我們每做一件事都會警

惕提醒自己：「我是佛弟子，我是五戒

弟子，應該防非止惡，行善積福。」 

 
 

 

1 

法句譬喻經                  晉世沙門法炬共法立譯 

１ 無常品 

※ 昔者天帝釋五德離身自知命盡當下生世間在陶作家受驢胞胎

何謂五德一者身上光滅二者頭上花萎三者不樂本坐四者腋下汗臭五

者塵土著身以此五事自知福盡甚大愁憂自念三界之中濟人苦厄唯

有佛耳於是奔馳往到佛所 

時佛在耆闍崛山石室中坐禪入普濟三昧 

天帝⾒佛稽首作禮伏地至心三自歸命佛法聖眾未起之間其命忽出

便至陶家驢⺟腹中作⼦時驢自解走瓦坏間破壞坏器其主打之尋時傷

胎其神即還入故身中五德還備復爲天帝 

佛三昧覺讚言善哉天帝能於殞命之際歸命三尊罪對已畢不更勤

苦 

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所⾏⾮常 謂興衰法 夫生輒死 此滅爲樂 

 譬如陶家 埏埴作器 一切要壞 人命亦然 

帝釋聞偈知無常之要達罪福之變解興衰之本遵寂滅之⾏歡喜奉受

得須陀洹道 

※ 昔佛在舍衛國精舍中爲諸天人龍鬼說法 

時國王波斯匿大夫人年過九⼗卒得重病醫藥望瘥遂便喪亡王及國

臣如法葬送遷神墳墓葬送畢訖還過佛所脫服跣襪前禮佛足 

佛命令坐而問之曰王所從來衣粗形異何所施爲也 

王稽首曰國大夫人年過九⼗間得重病奄便喪亡遣送靈柩遷葬墳

墓今始來還過覲聖尊 

佛告王曰自古至今大畏有四生則老枯病無光澤死則神去親屬別

離是謂爲四不與人期萬物無常難得久居一日過去人命亦然如五河

流晝夜無息人命駛疾亦復如是 

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如河駛流 往而不返 人命如是 逝者不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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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告大王世皆有是無⻑存者皆當歸死無有脫者往昔國王諸佛真

人五通仙士亦皆過去無能住者空爲悲感以殞軀形夫爲孝⼦哀愍亡

者爲福爲德以歸流之福祐往追如餉遠人 

佛說是時王及群臣莫不歡喜忘憂除患諸來一切皆得道跡 

※ 昔佛在羅閱祇竹園中與諸弟⼦入城受請說法畢訖晡時出城 

道逢一人驅大群牛放還入城肥飽跳騰轉相觝觸 

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譬人操杖 ⾏牧⾷牛 老死猶然 亦養命去 

 千百⾮一 族姓男女 貯聚財產 無不衰喪 

 生者日夜 命自攻削 壽之消盡 如營䨍水 

佛到竹林洗足卻坐阿難即前稽首問言世尊向者道中說此三偈不

審其義願蒙開化 

佛告阿難汝⾒有人驅放群牛不 

唯然⾒之 

佛告阿難此屠家群牛本有千頭屠兒日日遣人出城求好水草養令肥

⻑擇取肥者日牽殺之殺之死者過半而餘者不覺方相觝觸跳騰鳴吼

傷其無智故說偈耳 

佛語阿難何但此牛世人亦爾計於吾我不知⾮常饕餮五欲養育其

身快心極意更相殘賊無常宿對卒至無期曚曚不覺何異於此也 

時坐中有貪養比丘二百人聞法自勵逮六神通得阿羅漢眾坐悲喜爲

佛作禮 

※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爲諸弟⼦說法 

時有梵志女年⼗四五端正聰辯父甚憐愛卒得重病即便喪亡田有熟

麥爲野火所燒梵志得此憂惱愁憒失意恍惚譬如狂人不能自解傳聞

人說佛爲大聖天人之師演說經道忘憂除患於是梵志往到佛所作禮⻑

跪白佛言素少⼦息唯有一女愛以忘憂卒得重病捨我喪亡天性悼

愍情不自勝唯願世尊垂神開化釋我憂結 

佛告梵志世有四事不可得久何謂爲四一者有常必無常二者富貴必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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賤三者合會必別離四者強健必當死 

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常者皆盡 高者必墮 合會有離 生者有死 

梵志聞偈心即開解願作比丘鬚髮自墮即成比丘重惟⾮常得羅漢

道 

※ 昔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 

時城內有婬女人名曰蓮華姿容端正國中無雙大臣⼦弟莫不尋敬爾

時蓮華善心自生欲棄世事作比丘尼即詣山中就到佛所未至中道有

流泉水蓮華飲水澡手自⾒面像容色紅輝頭髮紺青形貌方正挺特無

比心自悔曰人生於世形體如此云何自棄⾏作沙門且當順時快我私

情念已便還 

佛知蓮華應當化度化作一婦人端正絕世復勝蓮華數千萬倍尋路逆來 

蓮華⾒之心甚愛敬即問化人從何所來夫主兒⼦父兄中外皆在何許

云何獨⾏而無將從 

化人答言從城中來欲還歸家雖不相識寧可共還到泉水上坐息共語

不 

蓮華言善 

二人相將還到水上陳意委曲化人睡來枕蓮華膝眠須臾之頃忽然命

絕膖脹臭爛腹潰蟲出齒落髮墮肢體解散蓮華⾒之心大驚怖云何

好人忽便無常此人尚爾我豈久存故當詣佛精進學道 

即至佛所五體投地作禮已訖具以所⾒向佛說之 

佛告蓮華人有四事不可恃怙何謂爲四一者少壯會當歸老二者強健會

當歸死三者六親聚歡娛樂會當別離四者財寶積聚要當分散 

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老則色衰 所病自壞 形敗腐朽 命終其然 

 是身何用 恆漏臭處 爲病所困 有老死患 

 嗜欲自恣 ⾮法是增 不⾒聞變 壽命無常 

 ⾮有⼦恃 亦⾮父兄 爲死所迫 無親可怙 

蓮華聞法欣然解釋觀身如化命不久停唯有道德泥洹永安即前白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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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爲比丘尼 

佛言善哉 

頭髮自墮即成比丘尼思惟止觀即得羅漢 

諸在坐者聞佛所說莫不歡喜 

※ 昔佛在王舍城竹園中說法 

時有梵志兄弟四人各得五通卻後七日皆當命盡自共議言五通之

⼒反覆天地手捫日月移山住流靡所不能寧當不能避此死對 

一人言吾入大海上不出現下不至底正處其中無常殺鬼安知我處 

一人言吾入須彌山中還合其表令無際現無常殺鬼安知吾處 

一人言吾當輕舉隱虛空中無常殺鬼安知吾處 

一人言吾當藏入大市之中無常殺鬼趣得一人何必求吾也 

四人議訖相將辭王吾等壽算餘有七日今欲逃命冀當得脫還乃覲

省唯願進德 

於是別去各到所在七日期滿各以命終猶果熟落市監白王有一梵

志卒死市中 

王乃悟曰四人避對一人已死其餘三人豈得獨免 

王即嚴駕往至佛所作禮卻坐王白佛言近有梵志兄弟四人各獲五通

自知命盡皆共避之不審今者皆能得脫不 

佛告大王人有四事不可得離何謂爲四一者在中陰中不得不受生

二者已生不得不受老三者已老不得不受病四者已病不得不受死 

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空⾮海中 ⾮入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 脫之不受死 

 是務是吾作 當作令致是 人爲此躁擾 履踐老死憂 

 知此能自靜 如是⾒生盡 比丘厭魔兵 從生死得度 

王聞佛言歎曰善哉誠如尊教四人避對一人已死祿命有分餘復

然矣 

群臣從官莫不信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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