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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当我仍然有嘛哈(Maha)之(中文译者注)资格时，编写了《奉持八关斋戒 》一书。那时的原稿有一些

错误，但是现在这些错误得到了纠正。本课文将用在泰国僧侣初级考试(Nak Dhamm Tri) (原注) 

中，对居士则是考在家戒律。从佛历 2472 年(即 1929 年)(中文译者注) 始，将每年举行这些考试。 

(依尊者 苏达.法拉.僧伽拉曹 嘱作此文) 

苏达.法拉.布达哥斯阿阇黎   (那那瓦拉 上座) 

     于 特斯林塔拉瓦斯 寺      佛历 2472 年 9 月 2 日(192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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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我希望《八关斋戒经》译本及解释将饶益意欲实践佛法的通晓英语的佛教徒。 

原泰文由特斯林塔拉瓦斯寺的大德苏达.法拉.布达哥斯阿阇黎在佛历 2472 年(1929 年)编辑完成。由

于大德对经文深刻而全面的理解，本书迄今证实是真实有用的。 

此文包含很多巴利文术语，其中一些很难精确翻译。比如，一些涉及戒律的巴利文术语现今还在使

用，但其真正的意思已经不复存在或变化了。 

此文翻译将在佛历 2535 年 8 月 12 日(1992 年) 及时完成。愿吉祥！谨此纪念女王陛下 斯里基特的

六十周岁寿庆。 

愿女王陛下 斯里基特由《奉持八关斋戒》的付印而获得功德利乐。 

愿她在三宝的加被下，在未来，成就长寿、美貌、快乐和威势四法。 

 

比丘 康塔斯罗 

于 波伏拉尼维斯.维哈拉 寺 

佛历 2535 年 7 月 17 日(1992 年) 

第二版序 

以往的十年，佛教在西方的传播中，电脑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新的计算机程序给法物的出版

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便利，促进了表达专业巴利文术语所必需的，但难以复制的字母符号的印刷。  

英语有着同样大的影响，一些巴利文词源正逐渐并入英语中。有些时候，在运用英语向读者表述这

些术语时，作者和译者会碰到困难，遇到分歧。 

此文的翻译首先纪念女王陛下 斯里基特的在佛历 2535 年 8 月 12 日(1992 年)举行的六十周岁寿庆。 

现在第二版修订版已经准备就绪。将纪念尊者 苏达.法拉.尼拉那桑瓦拉大师在佛历 2536 年 10 月 3

日(1993 年)的八十岁诞辰时吉祥付印。尊敬的尼罗多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和修正，使本文得以再版，

我同时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比丘 康塔斯罗 

        于 波伏拉尼维斯.维哈拉 寺 

      佛历 2536 年 9 月(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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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关斋戒经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召众比丘聚，告曰:“比丘谛听！” 

众比丘一同应言：“世尊！”(众比丘于是恭敬肃穆，愿乐欲闻。) 于是世尊宣说如下八关斋戒教授。 

“诸比丘！ 八关斋戒包含八条阿罗汉乘行者应遵守之戒条，能得殊胜果报及无量功德。 

“诸比丘！何为阿罗汉乘行者应遵守之八关斋戒，能得殊胜果报利益？”  

1 “诸比丘！阿罗汉乘行者作是念： 

‘诸阿罗汉，尽形寿，无有杀意。不加 杀。无怨恨心常 惭愧。有慈心悯一切众生。’” 

“汝等不杀生，弃舍一切杀器，无怨恨心常 惭愧，有慈心悯一切众生。如是尽一日一夜受持，汝

等即如阿罗汉之清净，守持了八关斋戒第一条。” 

2 “诸比丘！阿罗汉乘行者作是念： 

‘诸阿罗汉，尽形寿，无贪取意，离不与而取。仅受与取物，作意为与取之物。彼等不偷盗，行为

无有瑕疵。’” 

“汝等无贪取意，离不与而取。仅受与取物，作意为与取之物。汝等即是不偷盗，行为无有瑕疵。

如是尽一日一夜受持，汝等即如阿罗汉之清净，守持了八关斋戒第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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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诸比丘！阿罗汉乘行者作是念： 

‘诸阿罗汉，尽形寿，不做不净行。彼等所作如清净梵行。彼等远离世俗之淫欲。’” 

“汝等不做不净行，持清净梵行，行作远离淫欲。如是尽一日一夜受持，汝等即如阿罗汉之清净，

守持了八关斋戒第三条。” 

  

4 “诸比丘！阿罗汉乘行者作是念： 

‘诸阿罗汉，尽形寿, 不妄语。彼等唯真实语，思念真实。彼等所言坚实有理。彼等所言不离真理。’” 

“汝等不妄语。汝等唯真实语，思念真实。汝等所言坚实有理。汝等所言不离真理。如是尽一日一

夜受持，汝等即如阿罗汉之清净，守持了八关斋戒第四条。” 

5 “诸比丘！阿罗汉乘行者作是念： 

‘诸阿罗汉，尽形寿, 不饮用诸酒，及一切乱性失智之麻醉品。彼等远离一切麻醉品。’” 

“汝等不饮用诸酒, 及一切乱性失智之麻醉品。如是尽一日一夜受持，汝等即如阿罗汉之清净，守

持了八关斋戒第五条。” 

6 “诸比丘！阿罗汉乘行者作是念： 

‘诸阿罗汉，尽形寿，日中一食，不于夜晚进食。彼等不非时食。’” 

“汝等日中一食(中文译者注)，不于夜晚进食。不非时食。如是尽一日一夜受持，汝等即如阿罗汉之

清净，守持了八关斋戒第六条。” 

7 “诸比丘！阿罗汉乘行者作是念： 

‘诸阿罗汉，尽形寿, 不歌舞戏乐及往观听，而自清净身心。不着纹饰、花鬘，不香熏涂身。’” 

“汝等不歌舞戏乐及往观听，而自清净身心。不着纹饰、花鬘，不香熏涂身。如是尽一日一夜受持，

汝等即如阿罗汉之清净，守持了八关斋戒第七条。” 

8 “诸比丘！阿罗汉乘行者作是念： 

‘诸阿罗汉尽形寿, 不卧高广大床。卑床草席，思念经道。’” 

“汝等不卧高广大床。卑床草席，思念经道。如是尽一日一夜受持，汝等即如阿罗汉之清净，守持

了八关斋戒第八条。” 

“诸比丘，八关斋戒如上八条, 阿罗汉乘行者之所奉持，果报殊胜，功德无量。” 

佛说此经已，诸比丘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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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关斋戒答疑

1 问：单词八关斋戒(Uposatha)的词意？ 

1 答：意为奉持(斋戒)日。 

2 问：请简述何为八关斋戒？ 

2 答：(1)不杀生 

     (2)不偷盗 

     (3)不淫秽 

     (4)不妄语 

     (5)不受用乱性失智的麻醉品 

     (6)过午不食（正午过后至第二天破晓不食） 

     (7)不歌舞观听，不着纹饰，不香熏涂身 

     (8)不坐卧高广大床或座 

    

3 问：此经是否与居士们在每个闻法日(中文译者注)下午念诵的观想文(中文译者注)意义相似？ 

3 答：是。 

4 问： 读诵此经，解悟其意，凝神专注，将获奢摩他心定和无量功德利乐。如此修行，行者或许会

从业障中获得刹那的解脱。从戒律上讲，这可认为是持守戒律吗？ 

4 答：是。 

5 问： 简述八关斋戒的破戒途径。 

5 答：总括两类：言和行。即自作破戒和以言语教他人破戒。 

八戒之中，自作破戒行破任何一戒，则八关斋戒为行所破。对于杀盗二戒，有杀盗心，以言语教人

破戒和做破戒行，则戒为言所破。其余六条戒，仅以言语教他做，教人做者则不破戒(中文译者注) 。

行持谨慎，持戒精严，称为善人。智者说奉持斋戒(梵文尸罗)，可令身语清净，言行无垢。 

6 问： 犯八关斋戒有何过患？请详解释。 

6 答：过患有两类，一者名罗卡瓦加(Lokavajja)，即世间罪(原注)，此者在家人所应避免犯之。二者

名盘那提瓦加(Pannativaj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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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世人是否奉持八关斋戒，如犯前五戒(中文译者注)，即名罗卡瓦加(Lokavajja)。此将丧失人格，

为世间所谴。如破后三条戒，即名盘那提瓦加(Pannativajja)。破后三条戒时，必为有心作意破戒。如

无破戒心，则无罪业果报。 

7 问：破八关斋戒会带来何种恶报？分别是什么？ 

7 答：有两种情况：1、能招恶报。2、不会招恶报。破前五条戒中的任一条将给破戒者带来恶果报。

就是说，破戒的恶业果报将跟随行者，招致如短寿等的报应。如破五戒后的三条戒，则没有恶报。(中

文译者注) 

8 问：在第一条不杀戒中，“弃舍一切杀器”寓意为何？ 

8 答：简而言之，是不杀生害命，不做杀者。如人持杀器（武器）杀生，若弃舍杀生器，则不成杀。

依此经，杀器含两类：钝和锐。若为钝器，则归棍杖门类；若为锐器，则归 剑门类。杀器范围很

广，但简归两类：钝和锐。 

9 问：第五条戒中，有不沾染麻醉品（酒和发酵品），有多少种麻醉品？分别是什么？ 

9 答：有十类；酒和发酵品各占五类。 

酒： 

1. 面粉所做，2.  

3. 糖果所做，4.  

5. 谷米所做，6.  

7. 酵母所做，8.  

9. 混合成分所做。 

发酵品： 

2. 果物所做， 

3. 蜂蜜所做， 

4. 甘蔗所做， 

5. 混合成分所做。 

10 问：第五戒中，未提及鸦片及大麻等所作之药。如果遵守八关斋戒或恒持五戒，但瘾溺于以上物

品，是否犯戒？ 

10 答：使用鸦片及大麻破戒。 白兰地，香槟和其它酒精 (即使未特别指出) 已含摄在酒和发酵品中；

如小剂量医用，不致上瘾失意，不破此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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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问：第六戒中，提及日中一食。超过一次违犯吗？ 

11 答：回答这个问题前，首先必须清楚“饮食时间”这个概念。饮食总共有两段时间：(1) 食时(日

中之前) 。          (2) 非食时(日中之后) 。 

从破晓到当日日中(日影正中)为食时； 从日中到黄昏为非食时。 

在第一段时间（即日中之前，食时），可以按需多次饮食。 黄昏至第二天破晓期间称为夜间，这段

时间不进食。这也是此节所说不在夜晚进食的原因。 

12 问： 第六戒条所述行者不应非时食。何为食时? 何为非食时？ 

12 答：从破晓至日中称食时（正时）或佛及阿罗汉乘圣者吃饭的时间，从日中到第二天破晓称非食

时或非正时。 

  

13 问：第七戒条中提到不歌舞戏乐。若教他做，以求观听，是否不如法？  

13 答：不如法。 

14 问：如上情形，第三至第八戒条，只有自作才破斋戒。若仅以言语教他做，并不破戒。对吗？ 

14 答：如果 A 叫 B 歌舞戏乐，你不应往观听。此种情况你不破戒。但若往观听，虽然没有叫他作（歌

舞戏乐），即破戒。即使叫他人观听（歌舞戏乐），叫者亦不破斋戒。(中文译者注)   

15 问：八关斋戒经中提到观(歌舞戏乐)。此情形中听歌赏乐是否有违八关斋戒？  

15 答：听歌赏乐有违八关斋戒。在论的作者，观（歌舞戏乐）中包含听（歌舞戏乐）的内容。 

16 问：论中如何解释观（歌舞戏乐）是包括听（歌舞戏乐）的？ 

16 答：根据论，设法过往观（歌舞戏乐）即为破戒。若于自处行住 坐卧，没有设法过往观听（歌

舞戏乐），而歌舞戏乐自远而来或经过远去，对于斋戒虽不清净，但并不破戒。但无论如何，不观

听到（歌舞戏乐）则 好。自唱或听人唱歌，破戒。除非是佛法歌曲，能升起信心，或引发对人生

痛苦的厌离心。例如高僧听受女奴唱生活困苦的歌。高僧听到此歌，观察痛苦烦恼的根源，而成就

道业。这类歌曲听而无害。 

17 问： 若为祛病，不为自己美容而使用化妆粉，是否犯第七条戒 (不香熏涂身）？ 

17 答：不犯戒。该戒的要点是要避免用化妆品美容美体。但(使用化妆粉)作医用是可以的。 

18 问：第八条戒不允许使用高广大床。此处所指仍然不清楚。甚至奉持八关斋戒的行者可能自己也

不能彻底理解其含义。广大床是指什么，判定不允许使用广大床的度量方法是什么？ 

18 答：由木板，藤条或布制成的床和凳可能有许多弯的或直的腿。从底部测量， 床不应超过 8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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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他寸(大约是现在的 20 英寸，20 英寸等于 50.8 厘米)高。超过这个高度的床则是不允许(坐卧)的。

对于方凳，即使凳腿高度超过 8 苏嘎他寸一点，仍然允许(坐卧)。如果床的四周有木板，即使略微超

过规定的尺寸，仍然允许(坐卧)。床或凳的腿比允许的尺寸长，但床或凳被适当固定，则仍是允许(坐

卧)的。如果床没有床头板，若在床腿下面垫放置木头，抬高不应超过 8 苏嘎他寸。高的床座有可能

引起我慢和兴奋。因此，不坐卧高的座位或床，其实是为避免有可能引起性欲冲动。 

19 问：床和凳的特征是什么？ 

19 答：床是长的，用来倚靠的。凳是圆或四方的，用来坐的。 

20 问：床太大则不能使用，在尺寸上有何要求，即多少臂宽或前臂长度？ 

20 答：床并非用这种方式测量。术语“大”在这儿指不应使用(在床上)的覆盖物和装饰品。 

论的作者列了十九条： 

2. 用猛兽如虎，鳄鱼等形象装饰的座位。 

3. 带长毛的皮(毛长超过四英寸)。 

4. 毛线铺盖，由精致刺绣而成。 

5. 毛线铺盖，上带精致的图案。 

6. 毛线铺盖，带有花的图案。 

7. 毛线铺盖，上带精致的各种动物图画。 

8. 毛线铺盖，正反两面带毛发。 

9. 毛线铺盖，正反两面其中一面带毛发。 

10.  虎皮铺盖。 

10.  红色的盖饰。 

11.  大象座垫。 

12.  马座垫。 

13.  马车座垫。 

14.  用黄金和丝绸编制，黄金修饰的铺盖。 

15.  用丝绸编制，黄金修饰的铺盖。 

16.  足够 16 人在上面跳舞的毛线铺盖。 

17.  由麝猫皮制成的铺盖。 

18.  两端带有红色垫子的床。 

19.  完全由木棉填充的床垫。 



- 10 - 

在这儿另外一种对于术语“大”或“广”的解释是指床大到足够两个或更多人使用。奉持八关斋戒

的行者不坐卧这种夫妇用的双人床。 

21 问：什么床垫(填塞料)是允许的？ 

21 答： 

3. 用羊毛，羽毛，两足或四足动物身上的软毛(人的毛发除外)作填料的床垫。 

4. 用布，织物作填料的床垫。 

5. 用树皮作填料的床垫。 

6. 用草作填料的床垫。 

7. 用叶子(婆罗洲樟脑树叶除外)作填料的床垫。如果婆罗洲樟脑树叶与其它树的叶子混合使用则是允

许的。 

   上面列出的床垫由佛陀允许可以使用。 

22 问：根据经文，卧高广大床是不允许的。此戒中是否允许坐高广大床？ 

22 答：即使经文中仅提到卧(高广大床)， 论的作者同样也包括了坐(高广大床)。类似第七条戒，论

的作者禁止了观歌舞等，同样也包括禁止听歌赏乐。在床座上站立或行走则不被禁止。 

23 问：如果不了解在此阐述的持戒的细微处，行者是否仍有可能戒除经文中不允 许的行为，且把

戒持好？  

23 答：这就象要兑换钱的人，不知道真假钞票的差别。这种人有可能留下假钞，扔 掉真钞。无论

如何，别人将不敢相信这人持的是真钞。或者说譬如金匠的工具。如果他不清楚锤子，锉 和其它

的工具的数量和尺寸，那么当这些东西遗失，被盗，或被差的器具替换掉了时，他将如何知道？待

他发现时，大多数好的工具就没有了。如果金匠用了差的工具，那么他做出的产品也是差的。持八

关斋戒亦复如是。 

24 问：如果能进寺庙，则应从比丘前受戒。如果不能去寺庙，那么应从谁处求受八关斋戒？ 

24 答：应请一位比丘。但根据释文，如果在八关斋戒日的早晨，行者应从一位比丘或比丘尼处求受

戒。如果不能做到，那么行者应该从一位精通十戒的男女居士处求受八关斋戒。如果绝对找不到上

述的人，则行者可(在佛前)自己受戒。受戒时，行者应同时念诵戒条，发愿持戒。受戒可以通过以下

两种的方式中的任一种完成。 

25 问：受戒有哪两个方式？ 

25 答：它们是：逐条受戒和一次受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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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条受戒是从“我愿受持不杀生戒，乃至不教人杀。” 始，至“我愿受持不坐卧高广大床或座，

不使用做工精致的床盖。”结束。 

一次受戒是不逐条念诵受戒，仅诵一句话得受八关斋戒。行者决意同时奉持八关斋戒中所有戒条，

并作如下念诵：Buddhapannattam Uposatham aditthami  

-- 我决意奉持佛陀订下的八关斋戒。 这种方式称作一次受戒。 

不论用上述的两种方式任何一种，行者受戒前应皈依三宝，念诵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

ma-sambuddhassa 三遍 (意为：南无婆伽梵，阿罗汉，三藐三菩陀。) (中文译者注)。然后受三皈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不懂巴利文的行者受戒时可以用他们自己国家的语言。 

26 问：信徒可以根据上述的两个方法清净地受持八关斋戒。但碰到特殊的情况，行者可能会破戒。

那么如何判断破戒与否？ 

26 答：论的作者已经概括了每条戒的关键要素，从中能够了知破戒与否。 

27 问：如果行者明了这些要素，那么他/她就能够判断自己所行是否破戒。这些要素是什么，有哪

几条？ 

27 答：第一条戒中有五条要素： 

1. 存在活的生命。 

2. 行者知道此为活的生命。 

3. 意欲杀害。 

4. 行杀害。 

5. 导致生命死亡。 

第二条戒中的五条要素为： 

1. 有主物。  

2. 知为有主物。 

3. 意欲偷盗。 

4. 行偷盗。 

5. 物品因此行为而被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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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马加拉经(Brahmajala-sutta)和康哈.菲他拉尼(Kangkha-vitarani)的释文于第三条戒引用了两条要

素。 

1. 意欲交媾。 

2. 与任何人的通道(即生殖器，肛门或口嘴)发生性接触。 

库达卡帕萨(Khuddakapatha)释文指明第三条戒中有四条要素。 

1. 作不净行的通道(即生殖器，肛门或口嘴)。 

2. 意欲通过上述通道(即生殖器，肛门或口嘴)的任何一种交媾。 

3. 行性交。 

4. 有淫乐。 

第四条戒有四条要素： 

1. 谎言。 

2. 意欲说谎。 

3. 说谎。 

4. 其它人领解(理解所说的谎言)。 

第五条戒有四条要素： 

1. 酒或麻醉品。 

2. 意欲饮用(诸酒或麻醉品)。 

3. 受用。 

4. 酒或麻醉品经喉而入。(中文译者注) 

第六条戒中有四条要素： 

1. 正午过后至第二天破晓的时间。 

2. 食物或作食物想的东西。 

3  食用。 

4  咽下食物。 

第七条戒必须由两部分检查(是否受持清净)。 

第一部分： 戒障碍清净梵行的歌舞戏乐及观听。有三条要素： 

1. 歌舞等娱乐。 

2. 前往观听。 

3. 观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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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戒装饰(身体)，有三条要素： 

1. 装饰身体的香花等物。 

2. 除患病医用，佛陀不允许使用的装饰用品。 

3. 使用饰物以美容(美体)。 

第八条戒有三条要素： 

1. 有高广大床。 

2. 知为高广大床。 

3. 坐卧高广大床。 

28 问：第三条戒的要素分为两种，两条的和四条的。哪种是我们所应依照奉行的--是前面二条的还

是后面四条的？ 

28 答：行者可以依照任一种，因为如果你们仔细看会发现它们的精神是一致的，仅文字的表述不同

而已。 

29 问：第七条戒是怎样的？为何把第七条戒的所有要素分为两部分，而不合并为六条要素？ 

29 答：由于行作内容不同，这两部分中的要素不能合并在一起。第七条戒不象其它戒条一样仅仅涉

及一类事情。第七条戒的第一部分涉及歌舞观(视)听，第二部分包括美容(美体)。因此，这两部分不

能视为一体。在十戒中这两部分是以两条单独的戒条出现的。第七戒中合有六条要素，如果行者歌

舞戏乐，但不着纹饰，不香熏涂身，这种人未全犯第七戒中的六个要素，但破八关斋戒。 

30 问： 犯戒者应根据上述要素，来判断是否破戒。如果不犯任一要素，则未破八关斋戒。若犯了

一条戒中的所有要素，则破了八关斋戒。对否？ 

30 答：正确。 

31 问：如果奉持八关斋戒时，破了其中一条或多条戒，那么行者该怎么办？ 

31 答：如果行者愿继续受持(八关斋戒)，那么他(她)应重新受戒。(中文译者注)这比破戒时舍戒要来

得好。 

32 问：这本经书真正涉及了八关斋戒。请问五戒中的第三戒(中文译者注)是怎样的？这条戒中有多

少要素，分别是什么？ 

32 答：第三条戒中有四条要素： 

1. 不应拜访的二十种女人。 

2. 意欲与二十种女人中任何人交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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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法性交。 

4. 性接触。 

33 问：是哪二十种女人？ 

33 答：这二十种女人是： 

1．由其母亲照料的女子。 

2．由其父亲照料的女子。 

3．由其父亲和母亲照料的女子。 

4．由其兄弟照料的女子。 

5．由其姐妹照料的女子。 

6．由其亲属照料的女子。 

7．由其同族照料的女子。 

8．由同师门下修行佛法的弟子所照料的女子。 

9．由其丈夫照料的女子。 

10．和男子有不规矩的行为(国王对男子处以罚款)，某姓某地的女子。     

11．男子购买其卖身契并娶为妻的女子。 

12．自愿与男子共同生活的女子。 

13．因男子的财产而成人妻的女子。 

14．因希求如衣服之类的物品而为人妻的赤贫女子。 

15．已接受男子求婚，并经过庄严宣誓的女子。在庄严的宣誓中，家长们牵着新郎新娘的手，放入

一盆水中，祝福说：“愿你们俩互爱对方，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不分离，就如这盆里的水不分 。” 

16．男子解脱女子重负后，娶其为妻的女子。 

17．与男子结婚的奴隶女子。 

18．与男子结婚的有工作的女子。 

19．男子在战斗中赢得并与结婚的女子。 

20．和男子生活一段时间并认其为妻的女子。 

男子侵犯以上二十种女子(原注)中任意一种，及犯前述要素，即破第三条戒        (原注)。 

34 问：女子在这儿是什么角色？这在第三条戒中是如何解释的？ 

34 答：如果男子和女子互有情意，但此男子不适合该女子(中文译者注)，那么他们互为不应拜访闲

谈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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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问：此处根据行持方式，八关斋戒有几种？哪几种？ 

35 答：根据低层次，中等层次，高层次排列，八关斋戒有三种。 

这三种分别是： 

1. 尼犍斋戒 

2. 牧牛斋戒 

3. 阿罗汉乘行者的八关斋戒 

外道异教徒奉持的八关斋戒称作尼犍斋戒。 

男女居士奉持八关斋戒时，有如受雇的牧牛工(有散乱心)，称作牧牛斋戒。 

优婆塞和优婆夷所奉持的八关斋戒，由于行持殊胜的法门，称作阿罗汉乘行者的八关斋戒。 

36 问：这个解释非常短，难以理解。什么是更深入的解释？ 

36 答：尼犍斋戒是八关斋戒中的不完全的部分内容。与第一条杀戒有关的是：行者持朝西方向的不

杀戒，但其它方向并不戒杀。他们不杀母，杀父，亲属，朋友或某些有亲密关系的动物，但他们不

戒杀除此外的众生。其它的戒条依次类推。简言之，此种斋戒是按人意愿持戒。此称尼犍斋戒。 

让我们看当今的优婆塞和优婆夷，根据经律来的求受和奉持牧牛斋戒的方法是正确的。但当行者受

持这种八关斋戒后，沉湎于窃窃私语 — 谈论村庄，城镇，山，树，田野，花园，买卖，孙辈，此

处彼处，此人彼人等等。这种交谈无益于功德。行者不能从持戒中获得福乐及信心。论的作者因而

将这些人比作受雇的牧牛工(并非牛的主人)。早上，雇工们放牧牛群，寻找食物。晚上，赶回牛群至

雇主家。在他们得到公平的报酬后，他们又想：“明天我们将在这儿喂牛群，后天我们将在那儿喂

牛群。这儿有充足的青草和水，但那儿则没有。” 如此重复。雇工从不分享奶牛的产物(诸如鲜奶，

白脱)。 这种持戒即称牧牛斋戒。 

如果在适时适地，受持阿罗汉乘行者的八关斋戒后，行者应根据其个人的喜好和善根，修习禅定和

智慧观照。如果通过修习八背舍(tadanga pahana，中文译者注)的禅定法门并未生起功德，那么行者

应继续努力。如果行者思绪无定，或处在非修习禅定的时间或地方，若有能增加佛法信心的谈论(辩

论)，则应加入交谈。这能有效增长见闻，纠正可能有的见解错误。行者不应参与有竞争心，胜负心

等的谈论(辩论)。如果这些佛法的交流不能带来如前所述之利益，若有听闻佛法的机会，行者应往听，

以增益佛法上的信心(saddha)，惭愧心, 畏惧心 (畏恶因-- kiri，畏恶果--ottappa)，听闻(suta)，精进(v

iriya)，忆念(sati)及智慧(panna)。我们为了生起迫切的出离心(samvega)而听闻佛法。如果行者由于任

何原因，碰到障碍，导致闻法不能获得上述功德，那么，修习(六念处的)禅定法门是很适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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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作者已经指明适合阿罗汉乘行者的八关斋戒中修习(六念处的)禅定法门的六个项目。它们是： 

忆念佛的功德， 

忆念法的功德， 

忆念僧的功德， 

忆念持戒， 

忆念自身慷慨布施， 

忆念布施，持戒和禅定的生天功德。 

根据行者个人喜好，可以修持这六个项目中任何一个。 但普遍认为行者不应仅修持这六条，因为仅

修持这六条，那些精勤禅定的人便不能觉照得定，毕竟这六个项目仅是禅定法门中的一部分。 

因此，在阿罗汉乘行者的八关斋戒中，应行禅定和观照，这对禅、观行者是不难做到的。简言之，

行者奉持八关斋戒时通过修习禅定，自身会得到利益。此即阿罗汉乘行者的八关斋戒。 

37 问：尼犍斋戒被认为是 低层次，牧牛斋戒被认为是中等层次，阿罗汉乘行者的八关斋戒被认为

是 高层次。对否？ 

37 答：对，是这样的。但在世尊的教法中，尼犍斋戒不包括在八关斋戒中。许多行者不愿或不能奉

持 高层次的阿罗汉乘行者的八关斋戒，而仅奉持牧牛斋戒。如果行者能奉持阿罗汉乘行者的八关

斋戒，甚至仅一天，则他们可视此为殊胜的福田资粮，从中体验到的巨大的快乐。他们真正没有虚

度(指白白持戒)，如在人间获得新生，趋入佛陀的教法。 

38 问： 为何八关斋戒仅在每月初八，十四，十五，廿三，廿九，三十日奉持？(中文译者注)如果在

另外的日子奉持是否就不称为八关斋戒？其它日子可以奉持八关斋戒吗？ 

38 答：八关斋戒同样可以在其它的日子奉持，不限于上述的几天。根据行持的方式，我将作简要回

答。根据持戒日的不同，八关斋戒可分为三类。受八关斋戒的方法如前所述。 

39 问：奉持 (八关斋戒) 的不同种类是什么？ 

39 答： 

1.  帕卡提八关斋戒(pakati-uposatha) 

2.  帕提-加嘎拉八关斋戒(pati-jagara-uposatha) 

3.  帕提-哈日卡-帕卡哈八关斋戒(pati-harika-pakkha-uposatha) 

奉持帕卡提八关斋戒(pakati-uposatha)日为阴历上半月的初五，初八，十四，十五和下半月的廿十，

廿三，廿九，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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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持帕提-加嘎拉八关斋戒(pati-jagara-uposatha)日为阴历月盈的五天，即初四，初六，初七，初九和

十三；月亏的六天，即十六，十九，廿一，廿二，廿四，廿七(或廿八)。在一个月的这十一天奉持这

种八关斋戒。 

在雨季的四个月，从七月十六日晚上 始，至十一月中旬结束，是奉持帕提-哈日卡-帕卡哈八关斋戒

(pati-harika-pakkha-uposatha)的时期。 

拉加(Raja)经释阐述帕提-哈日卡-帕卡哈八关斋戒(pati-harika-pakkha-uposatha)是在雨季的三个月中

连续奉持的。 如果行者不能在雨季的三个月中连续天天持戒，那么应从十月十六日至十一月连续持

戒一个月。如果行者不能在一个月中连续天天持戒，那么应从十月十六日至月末连续持戒半个月。

持戒的任何时期称帕提-哈日卡-帕卡哈八关斋戒(pati-harika-pakkha-uposatha)。 

一些文献阐述了奉持帕提-哈日卡-帕卡哈八关斋戒(pati-harika-pakkha-uposatha)的时期是七月至十一

月的五个月。 

一些论中称这三个月是七月，十一月和三月。 

但是其它来源解释为八天，即初七，初九，十三，十四，廿二，廿四，廿八，廿九日，是唯一的奉

持帕提-哈日卡-帕卡哈八关斋戒(pati-harika-pakkha-uposatha)的日子。 

希求功德的人应在以上的日子里奉持八关斋戒。其它日子是奉持五戒，而非八关斋戒。 

40 问： 通常，初八，十四，十五，廿三，廿九，三十日奉持的八关斋戒叫什么？ 

40 答：叫六斋日八关斋戒。 

41 问：现在常用的求受八关斋戒的段落是什么？ 

41 答：段落如下，齐诵以下段落三次： 

mayam bhante tisaranena saha attangasamannagatam uposatham yacama. 

 法师，我等求受三皈，并八关斋戒。 

42 问：求受八关斋戒时诵什么？ 

42 答：(1) 行者先皈敬佛：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南无婆伽梵，阿罗汉，三藐三菩陀。(中文译者注) (三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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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然后，如下三皈：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dutiyampi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dutiyamp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dutiyamp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tatiyampi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tatiyamp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tatiyamp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中尊。 

第二遍，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中尊。 

第三遍，皈依佛两足尊，皈依法离欲尊，皈依僧众中尊。 

      (比丘然后说：tisarana-gamanam nitthitam or tisarana-gamanam or sarana-gamanam.皈依佛竟，皈

依法竟，皈依僧竟。) 

     (3) 现在，一起专心逐条受戒：  

4. panatipat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愿受持不杀生戒，乃至不教人杀。 

5. adinnad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愿受持不偷盗戒，乃至不教人偷。 

6. abrahmacariy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愿受持不作不净行戒(此障碍梵行)。 

7. musavad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愿受持不妄语戒。 

8. sura-meraya-majja-pamadatth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我愿受持不饮酒戒，乃至不使用能乱人心智的麻醉品(由蒸馏或发酵制成)。 

10. vikala-bhoj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愿受持不非时食，不在午后至第二天破晓之前用食。 



- 19 - 

11. nacca-gita-vadita-visuka-dassana mala-gandha-vilepana-dharana-mandana-vibhusanatthana veramani 

sikkha- padam samadiyami. 

我愿受持不习歌舞戏乐及往观听(此障碍梵行)，不着花鬘香熏涂身。 

12. uccasayana-mahasayana veramani sikkhapadam samadiyami. 

我愿受持不坐卧高广大床座(中文译者注)，不使用做工精致的床盖。 

imam atthamgasamannagatam buddhapaññattam uposatham imanca rattim imanca divasam sammadev

a abhirakkhitum samadiyami.  

此八关斋戒由佛陀制订，包含八条戒律，我决意愿尽一日一夜奉持。 

(比丘然后云：imani attha sikkhapadani ajjekam rattindivam uposathasilavasena tumhehi upasakupasi

kabhutehi sadhukam akhandam katva appamadena rakkhitabbani. 

在家男女众，汝等应尽一日一夜奉持八关斋戒，谨慎细微，无有放逸。) 

在家众回答： ama bhante. 能依教奉行。 

(比丘继续云：silena sugatim yanti silena bhogasampada silena nibbutim yanti tasma silam visodhay

e. 持戒能达快乐彼岸，持戒出生财富，持戒趣入涅盘。故应清净持戒。) 

在家众回答： ama bhante. 能依教奉行。 

受戒毕，在家众恭敬顶礼比丘。 

43 问： 受持八关斋戒有何利益？ 

43 答：简言之，能让我们不作诸恶。就是说，我们能够放弃诸多愚痴的不正当的行为，会给我们带

来殊胜的功德利益。同样，奉持八关斋戒是证得更深层次禅定和智慧的基础。 

44 问：从此书 始总结，有七个主题。 

2. 详述应遵守的戒条及不应作的行为。 

3. 求受八关斋戒的方法。 

4. 示八关斋戒的要素，判断是否破戒。 

5. 八关斋戒的松、紧行持。 

6. 观察八关斋戒戒相及奉持八关斋戒的方法。 

7. 求受八关斋戒对答诵词。 

8. 奉持八关斋戒的功德利益。 

总共七部分，对否？ 

44 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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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Arahat; Arahant – 阿罗汉，即已经到达涅盘的僧人。 

Ariya –  圣人，证得涅盘四果中人。 

Atthakatha Acariya – 论的作者。 

Bhikkhu – 比丘，正式的佛教僧人。 

Brahma-faring --  梵行， 清净正行，亦作 Brahmacariya。 

Dhammadesana – 佛陀或佛教僧人所说的言教。 

Dhammassavana – 听闻佛法；听闻佛法言教；听闻教诫；听闻殊胜教义。 

Kammatthana – 禅定科目；禅定行持。 

Kusala – 有益；功德；道德；精进；利益。 

Samatha – 导向寂静之禅定；宁静；平静心。 

Sila – 戒条；戒行；道德；道德准则；佛教道德规范；规则；道德标准。 

attha sila – 八关斋戒。 

Nica sila – 一直受持的戒；戒律；无间断奉持的戒；无间断奉持胜行，如五戒。 

Panca sila – 五戒。 

Sugata inches – 苏嘎他 寸。佛陀时代的度量单位制。 

Upasaka --  优婆塞；近事男(近事三宝之义)；男居士；在家男信士；俗家的男佛教徒。 

Upasika – 优婆夷；近事女(近事三宝之义)；在家女信士。 

Uposotha – 1. 奉持；奉持八关斋戒。 2. 佛教僧人每半月诵 戒条；定期集会诵戒日。3. 斋戒殿；

圣会殿。 

Uposatha sila – 居士在斋戒日奉持八关斋戒。 

Vera – 怨；恶行；憎恨；仇恨；不善果。 

Vipassana – 发智慧的禅定；觉照；内观；静虑，觉；智慧增长。 

Somdet Phra Buddhaghosacariya -- 苏达.法拉.布达哥斯阿阇黎    

Kantasilo --- 康塔斯罗 

Somdet Phra Sangharajchao --- 苏达.法拉.僧伽拉曹 

Nanavara --- 那那瓦拉  

Wat Thepsirintaravas --- 特斯林塔拉瓦斯 寺  

Wat Bovoranives Vihara --- 波伏拉尼维斯.维哈拉 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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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ikit --- 斯里基特 

Somdet Phra Nyanasamvara --- 苏达.法拉.尼拉那桑瓦拉 

Nirodho --- 尼罗多 

此书的泰译英版名为“Uposatha Sila”，其电子版请登录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index.html 

该网站上有很多泰文英译的佛教善本，希有志之士进行翻译，功德无量。 

  

《奉持八关斋戒》中文译者：道中、宗洲  审校：耀华 
此书英译中时得到比丘 康塔斯罗(Kantasilo)、永根、悟真师的指导和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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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大藏经律藏 
 

戒律纲要 
 
 
 
 
 
 
 
 
 
 
 
 
 
 

                僧皇   公拍耶跋折罗禅那婆罗娑亲王  御辑 

                                           黄谨良   敬摭译 
 
 
 
 



第一品至第十品   比丘戒略释（略） 

      第十一品   护身  

    一、不应蓄长发，不应蓄过二月，不应长过二指量。 
    二、不应蓄须髯。 
    三、不应蓄指爪甲，应剪去令爪甲齐指肉。不应磨擦爪甲艶亮。（但污则令其净） 
    四、不应蓄鼻孔毛，长出鼻孔外。 
    五、不应去狭处毛，卽衣荫覆处及腋处。（但除病，为去毛涂药） 
    六、不应面涂粉。面涂粉水，（黄羌）涂面。面点色粉。不应身涂粉除为治病。 
    七、不应饰身。不佩用耳珰、璎珞、珠披肩、腰带、臂钏、手环、指环等。 
    八、不应照镜或其它类似物，观自影像。除因面疮伤，照镜涂药。 
    九、不应非地、非时离衣。 
    十、不应着俗家衣服，不应用俗家布被。 
    十一、不应割离狭处或近狭处二指量。（原注：狭处指粪门） 
    十二、比丘应嚼齿木（应刷牙齿）。 

        第十二品   资具 

    三    衣 
    一、郁多罗僧：卽上衣，亦称七衣，披上身用。 
    二、安陀会：卽中衣，亦称内衣，五条衣，作下裙用。 
    三、僧伽梨：卽大衣，亦称复衣，九条衣。无定用（经载佛弟子用为敷佛坐卧处，披上身入俗

家，及入寺中僧众。泰僧用覆肩。缅甸及锡兰僧用重披郁多罗僧，入俗家，在寺反不用。） 
    郁多罗僧，长九搩手，广六搩手。但可更长广。 
    安陀会。无定量。长应上能掩脐，下应能掩膝盖。大约长六肘，广二肘。（但可更短狭） 
      僧伽梨，准郁多罗僧衣量。 

      衣    料 
    一、树皮。二、棉。三、野蚕丝。四、兽毛（除人发毛）。五、麻。

六、以上五种混合织品。除第六种，不得作衣。 

      作 衣 法 
    衣必割截，作摩竭陀国稻田形。毎段有线隔，大段称曼陀罗，小段称

阿陀陀曼陀罗，有隔如田畦。合各段各隔，称为一条，毎衣 少应有五条，

亦得过五，卽七、九、十一条均可。四周有缘。上毎段各有名称。 
    其它浴雨水衣。披衣，羊毛衣。不必割截。 

衣    色 
    佛制令以六物染色，一、树根，二、树枝，三、树皮，四、树叶，五、

树花，六、树菓等煎水染，无制定树种，亦无制定色。称为袈裟，译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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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色染。又禁用靑、黄、红、绯红、赤、浅红、黑等色。一般认为黄混深红色或深黄色为袈裟色。 
    衣不得有艶彩，禁用有兽纹、花纹、条纹。（除有小点而无艶彩者） 
    大衣及中衣，有钩及纽，但无明制施于何处，佛制许令用钩纽，令风不吹扬衣。纽不得用美好

物，制用骨、牙、角、竹、木、梓梗、椰殻、金属、螺或线织等。 
    中衣许用腰带。（但禁用美织品带） 
    三衣外，佛 用从衣十日。浴雨水衣及掩疮衣，可暂时用。雨水衣制长六搩手，广三搩手半。

雨季中用，又制蓄一件。掩疮衣长四搩手广二搩手，于身患疮疥时用，亦制蓄一件，病愈不许用。 
    又 用尼师坛，卽敷坐处用及卧处用之布。拭面巾、钵衣、裙、皆无制数，亦无制色。坐卧具

通用黄色。 
    此外诸衣布，自长八指广四指以上，皆作常住物，公物。 
    尼师坛，制长二搩手，广一搩手半，缘一搩手， 

    钵 
    钵是随身资具之一，佛制，钵有二种：一是泥制，一是铁制。不许用余器代钵，如土釜、骷髅、

葫芦等。 
 
    又禁用十种钵：谓金、银、末尼、琉璃、玛碯珠、铜、靑铜、

钖、铅、木等制钵。 

    钵    量 
    钵分大、中、小三量，小钵容饭可二人食，中钵五人食，大钵

十人食。现通用钵，当为中钵量，（圆周约二十六英寸），不仅容饭，

兼亦菜食，故可足二人食。禁用钵盛残食物，钵内洗手。饭后必洗

钵，用布拭净，日下晒干。 
    远行时，许用布作钵衣（袋钵），左右作长带，斜挂肩上。 
    钵盖则为后来所增造，为整齐淸净故也。 

    资    具 
    佛昔用随身资具，仅有钵、三衣、坐卧具、针盒、腰带。后历

有增加，分述如下： 
针盒：用贮针缝补三衣。禁用骨、牙、角制。许用木制、铁制。 
滤水：用布，或用竹管，一端束布。佛制比丘飮水必先滤。无滤水

器比丘，不许远行半由旬以上。无滤水布，可用复衣代滤。又制：

如同行比丘借用滤水器，必借与之。 
滤水，佛意在防误飮水生物。亦寓用净洁水之意。 
剃 ：剃 许有 鞘，磨 石，净 布。但在俗以剃发为生而出家

者，不许蓄剃 。 
伞：无定制，但禁用艶彩或伞缘有饰品。禁张伞入俗家及巷里多俗

家处。除病，为防袈裟湿及护身。 
鞋分二种；似为有跟及无跟（无跟如木屐）。有跟者，禁用饰以末

尼，琉璃，玛碯之木制、金制、银制、铜制、锡制者。及用罗叶、

芦、草织、或毛织者。佛制所许之无跟鞋：皮制，仅有鞋底，无覆

[足*来]跟。旧者可用四重皮，新制之四重皮鞋，限用邉地。许有索

繄束。 
    禁用蓝、黄、红、黑等色鞋。（但令其原色褪失或令黯黑，卽可用） 
    禁用狮子、虎、獭、猫、鹿、麝、鸱等皮镶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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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用覆趺覆跟、覆胫鞋，鞋底禁塡棉。 
    禁饰禽羽，孔雀羽。禁令（鞋尖）耸起如羊角，蝎子钩。 
    禁着鞋入俗家，入非自寺。除病，足病，热季地热。 
    所有资具，似应因时、因地而定。故尊宿谓资具，以用简省者为是。 

    坐  卧  具 
    卧床不得高过八指量，床足不得刻有兽形。 
    坐床如凳，四方，可坐一人二人不等。昔禁高过八指量，后许。又许有背倚手倚，（卽交椅）。

亦可高过八指量。 
    许用卧褥，但不许塡棉。许塡羊毛、碎布、树皮、草、树叶、乌羽、其它兽毛，禁用人发，禁

用龙脑树叶。 
    床禁用广大，但无制定，意不许两人共卧，故右以定两人床为广大床。 
许用枕：大小约如人首，不许用长过半人身量大枕。 
坐卧布：卽坐卧褥，美饰者不许用。毡毛长四指量者、羊毛制者、绣者、有纹者、有花者、有兽形

者、纯白者、毛耸立者、广大可容十六无姬者、金与丝混织者、纯丝者、柔毛者、麝皮者、上有架

之卧床披象背布、披马背布、敷车座布、皆不许用。 
    又在俗所用坐卧具，许坐用。许坐柔软褥，如棉坐等，除师子座。又不许用俗家卧具。 
    不许比丘共卧一床，或共享一被。但可共坐一凳一床。惟同坐者，法腊须相近，不得过三腊。

剃度师与弟子，不许同坐一床。又比丘卧处，不许散布香花。 

    第十三品   依  止 

    比丘未满五腊，称为小师。应依止亲敎师，受彼敎授。或依止一宿比丘为亲敎师。求依止时，

应偏袒右肩，长跪合掌，白言：大徳！请为我亲敎师。彼比丘应答言：善哉！如是，二比丘则为依

止师及弟子。 
    佛制令师徒应和敬一心，互相资济，师视徒如子，徒尊师如父。 
    依止师因五事而离彼依止：一、师离去。二、师返俗。三、师死。四、师皈外道。五、师令徒

离。徒亦因五事而离依止，一、自离去。二、返俗。三、死。四、皈外道。五、师令离。 
    离后复返，或后复往依止，则仍是依止师。 
    满五腊后，师可令徒离依止。 
    徒视师如父，名为爱师。依师诲行，名为 敬师。重师命令，名为尊师。望师康乐无忧，师喜则

喜，师忧则忧，名为顺师。违于此者，则为不爱、不敬、不尊、不顺。 
    师于徒应护餋，敎诲、慈悲、为徒模范。徒有过失，必呵责之。 
    徒离亲教师后，应另寻一大腊比丘依止为师。依止仪如前，但易白言：请大徳为我师尊，我依

止大徳。 
    被依止之比丘，称为师尊（阿阇黎）。卽代其亲敎师而为彼师，可称为依止师。 
    彼徒若遇亲教师，则同于离依止师之依止。 
    故亲教师离去后，必再向依止师，重求依止。事颇繁剧，甚可 之。 
    未满五腊比丘，虽精经律，制亦不许无依止师。除远行，瞻护病人在森林住，定在一地修行，

可离依止师；但须自念，有宿比丘来，我当依止之。 
    满五腊，未满十腊比丘，称为 中师，佛制可离依止师，但耒能自护亦应有依止师。能自护之比

丘，应有如是徳： 
    一、有信、惭、愧、劝、念。 
    二、有戒行、正见、多闻、慧。 
    三、知犯不犯戒，明记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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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满五腊。 
    右上除满五腊外，余可量情而定。 
    有右徳比丘，离能自护，但不能统理僧众。 
  满十腊比丘，称为长老，亦称大师。可统理僧众；可为剃度师；可为依止师；可有沙弥近事。 
    可统僧众之徳；依中师之徳，而加： 
    一、能赡护病弟子；知犯戒、知忏净法。 
    二、能敎示戒律、梵行，能止弟子邪见。 
    三、满十腊。 
    右除十腊外，余可量情而定。 
 

    第十四品    行  事 
    本品分为作事、仪轨事等，三事述之。 

     作    事 

甲、弟子在依止亲敎师期中，应职是存念承事亲敎师。 
    一、晨旦奉水、奉齿木。二、思学于师。三、爱护师，勿令师损誉、懈怠、邪见。四、善顺师

意。五、敬师。六、外出必先告师。七、师病必赡护。 

乙、亲敎师应如是资敎弟子 
    一、敎诫。二、资助衣钵琢余资具。三、爱护弟子；无令损誉、懈怠、邪见。四、赡护疾病。 
    依止师视同亲敎师。 

丙、比丘往他寺、应如是行： 
    一、尊敬彼寺，入寺脱鞋、收伞、整衣、礼大腊比丘。二、彼比丘在扫塔，在疗病时，应候彼

事毕，乃往礼见。三、洗足，依腊就座。四、应示亲爱，需飮水、卽飮水，需用水、卽用水。五、

如住宿，询问彼寺规。问托钵、村落、外道住居险难处，厕所、池水等事。六、须净洁彼许用坐卧

具。 

丁、比丘有客比丘来访、应如是行： 
    一、应问讯接待。二、尊重客比丘，与水洗足、敷座、供飮水用水。三、如腊过己，当接其衣

钵。礼彼；为彼洗足，以油涂足，为彼扇凉。如腊不及己，则指座令坐，指飮水用水所在。如客比

丘欲住宿，应为敷坐卧具，答彼比丘所问寺规及诸事。 

戊、比丘欲往他处住，应如是行： 
一、净洁房舍：房舍破漏，应为修理。用物安置齐整，闗闭窗户。二、向掌房舍比丘交还住房，或

向同住比丘交。如单人住，向外护交。三、礼辞亲敎师，依止师。 

已、入聚落托钵比丘，应如是行： 
    一、衣裳整齐。二、钵在衣内，受供时取出。三、严整威仪，如律中说。四、先定去路返路。

五、知彼欲供，守护威仪而受。六、先返寺比丘，应为次返比丘敷座，置飮水，食器，洗足水等。

后返比丘饭食讫，应收整诸坐具、餐具。食在食堂同食。 

庚、比丘食时，应如是行： 
    一、整衣裳。二、坐适宜座，勿近坐长老比丘，应间一二座。长老令坐乃坐。三、勿坐复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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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注，此甚烦难，亦已 可坐）。四、施主供食，应生度化心而受供。如施主合供比丘众，或用大

盆分供，酌量而受，勿令他比丘少。五、在食堂，比丘众未取食，长老未到，不先食。除大食堂，

或不可迟。六、食应整齐肃静，如律中说。七、比丘众食事未讫，不应自先洗钵（卽今之不先净手，

不先讫食事也）。八、洗手漱囗，莫令水溅他比丘或自衣。九、在施主家食讫，应诵随喜颂，由首座

僧诵，其它可先辞返，今则同诵同返。十、在小食堂食，末座先出堂外候。如大食堂，首座比丘先

出。行进列行，中一人间。十一、不应将有残食之洗钵水，弃在施主家。 

辛、房舍 

    佛制树下宿。故树下为比丘之房舍。惟在雨季，必有蔽雨之所，无论为 天然之山洞，或人工之

房舍皆可，但除泥制屋及树穴。 
    僧众房舍，比丘皆可住宿，惟除犯戒被摈。 
    毎年应重新分与房舍二次：一在初安居日，一在解安居日。分与时不许争执，不许长住一房。

施主所供房舍，不许长住。小病比丘，不应独住房舍。 
    掌房舍比丘，应量情分与，勿令病比丘迁移房舍。勿令大腊比丘，护小腊比丘房。患可厌病比

丘，应独居一房。勿迁护理常住用物比丘，勿迁多闻比丘，勿迁能修理房舍比丘。此之所谓迁，乃

指自好房舍，迁往较劣房舍。又、勿令一比丘，住二房舍。 
比丘住宿房舍，应如是行： 
    一、不令房舍污垢，不随地吐痰。不着鞋入房。足未净未干不入房，不倚画饰之墙壁、柱、门、

窗。坐卧褥，坐卧须先敷布，勿令褥污。二、应净房舍，令整洁无尘。三、勿令房舍损壊。四、房

舍资具，床椅凳等，应陈设整齐。五、备足飮水、用水。六、房舍所有资具，勿取往他房舍用。 

壬、便利之事，应如是行 
    一、大便、小便、浴身、以先后到为次序，于此不以法腊为序。二、须軽步出入，先问后入。

大便及洗净，勿有声。三、勿着衣入。四、若净用木片布纸，须择洁者。五、大便时，勿兼作余事。

六、勿令厕秽，不吐痰其地，勿掷木片厕中。七、令厕洁净，见污则净，见乱则整，木片满则为倾

弃，无水则为之盛水。 

癸、患病比丘 
    有比丘病，法友比丘应尽心瞻护。佛言：诸比丘！汝等无有父母，汝等不相瞻护，谁将瞻护汝

等。若比丘，瞻护病比丘，与瞻护佛同。 
    病比丘，有亲敎师，有依止师，有弟子，则令彼等瞻护。如无，则令同亲敎师、同依止师比丘

瞻护。如客比丘病，令僧众轮値瞻护。如是佛意乃令瞻护病比丘，为僧众之责。 
    患病比丘，知己为僧众之累，应自足自安，堪忍苦受。患病沙弥，与比丘同。 
    病比丘如在他地，乃至安居期中，佛许彼病比丘法友，往彼地瞻护，亦 依止及羯磨等等。 

    行    事 

    一、不许践踏敷座之白布，以令布秽，不雅观故。亦令余僧，不敢坐故。二、坐时，先审视座

傍，有无用物，勿铱其倾倒失仪。三、不许同女人或黄门同坐一椅一长座。法腊相差三腊，亦不应

同座坐。四、食未讫，不许起身。遇大腊比丘来入座，亦不许起立让座。五、日间卧息，应闗闭房

门。六、不许将大便、小便、尘垢、残余物、倾掷门外，不许倾掷墙外，不许倾掷在田园植物上。

七、不许攀登树上，除因事故。如森林行，登树察看远近方向，可登四肘高。因避野兽，可更高。

八、不许因观聴伎舞歌乐而往。九、不许唱长音说法（似唱歌之说法）。十、不许触不应执物，谓女

人、女服、女饰、女形物、雌傍生、金、银、寳物、琉璃、玻璃、车渠、赤珠、玛碯、螺、石共十

种。螺是金珠莹饰之螺，石是玉等。兵器，捕捉水陆禽兽等工具，音乐器具，人所种植之稻、粟及

菓子，皆不应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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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  轨  事 
    着衣事、钵事、折衣事、净鞋事（略）。 
    为长老扇凉：应在长老背后扇，扇足部一次，扇身一次，扇头部一次，反复如是扇。 
    窗：日间闭，夜间 。 
    行：依腊列长行而行，中间，间一人量。 
    说戒羯磨：偏袒衣，长跪，合掌。 
    唱南无，应三唱。 
    右事，可依时、依地稍更改，但亦须得宜，否则事事皆 ，终则无所持矣。 

    第十五品    礼敬 

    三寳，为佛子 极上之皈依，故大藏不许戱佛法僧。戱者，谓用身戱语戱，如因娱乐而以佛僧

故事为剧本。对独觉佛，亦不应作剧本。佛僧之史迹，亦不应以游戱 度讲述。 
    和敬相向，为团軆共住之美徳，佛令依大小腊，行顶礼、起立、延接、合掌、和颜、问讯等礼。

受供，亦依腊受供。 
    比丘不礼在家人，亦不礼异敎行人，不礼小腊比丘，唯礼大腊比丘。但亦不礼不谈法之大腊比

丘（当指不务梵行之放逸比丘），又不礼如是大腊比丘：一、彼在出罪懴净时。二、彼在僧中出罪、

别食时。三、彼正在离衣时。四、在入俗家或路行时。五、在暗中不互见时。六、彼不觉知时——

如睡时。七、彼在食时。八、彼在便利时。 
    起立延接：在大腊比丘所，不起立延接其它小腊比丘。在寺中集僧时，不起立延接余比丘。 
    合掌：多长跪合掌。对小腊比丘，亦可合掌，如懴罪、羯磨等。对长老，亦可合掌立。 
    和颜问讯：用对小腊比丘，对患病弟子。 
    佛世，比丘互呼为具寿（亦称慧命），小腊比丘呼大腊比丘为大徳。 
    小腊比丘说法讲经时，可较大腊比丘坐高座，或同等座，为尊法故。 
    小腊比丘欲说法时，应白大腊比丘求许准，以说法为大腊比丘事，除大腊比丘有故不说。 
    与大腊比丘共住一房，若说法、敎诲、演经、燃熄灯火，闗闭窗户应先请大腊比丘许准，除先

许准，则免请。 
    若亲敎师、依止师跣足行，弟子不可着鞋同行。 
    可任亲敎师、依止师者，应满十腊。又对弟子应大古腊，如四腊比丘其二师，应满十四腊。 
    于制底（塔）所，应恭敬尊重，不张伞、不着鞋、不軽浮、不高声语、不伸足坐，不于附近大

小便、不吐痰、此是敬重之意。 
    若懴净说罪时，应偏袒长跪合掌说。 
    聴说戒说法时，不交谈、不咳嗽、不先离座。如连宵讲，应在完品小息时离座， 品前入座。 
    有佛法文字书辞，不步越过、不践踏，以上是礼敬法。 
    在僧众中应偏袒，除入聚落，或为摄护威仪故。 

    第十六品    安  居 

    安居期是雨季期，外出不便，故在寺安居三个月。称安居，或称坐夏（因亦値热季故）。 
    安居期分二期。一称前安居，于印度历八月黑分一日（十六日） 始。一称后安居，在九月十

六日 始。（为何制定二期？第九世僧皇，当解为因闰月之故，故可以迟一月安居。） 
    雨季共四个月：为何不安居四个月，而安居三月？此则以 后月为作三衣期，又季末月少雨之

故。 
    安居比丘，房舍必有覆蔽，有门可 闭，不许住停尸屋、伞下、布幕、瓮（当指泥造房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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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 
    寺中掌房比丘，应在安居前，依安居比丘数，分与怺舍。安居比丘应净洁房舍，备飮用水。 
    安居时所为何事？佛制须繋念，卽念住此三月。故定初安居日，僧众齐集诵言： 
“我于雨季，依此寺住三月安居。” 
    同在一处安居：所谓处，当何所指？可指毎一僧房，亦可指一寺，故又必于自房，各自诵言：

“我于雨季，依此房住三月安居。” 
    在安居期间，比丘不应外出。 
    若比丘与商队同行，与牛车队同行，乘商船行，应于初安居日，自繋念言：“我于此安居。” 
    若到达有比丘处，可就有比丘安居。若彼商队、牛车队、商船到达彼地，不再行进，可就有比

丘处安居。 
    安居期中，是修沙门行期，不许别定不公之规约，如不许读经、不许说法、不许谈话、令修头

陀行。但许互勉读诵经律，劝令精进，望行头陀，不多说话，和敬无诤，不恼乱人。 
    安居比丘，应在界内安居三月，至自恣日后，始可出界外。在安居期中，出界外过七日，则破

安居。 
    七日中繋念返界内，但因有险难不得还，亦可不还。又许自恣前七日，可出界外，不再归还。 
    可过七日之事由，称七日法，有如左列： 
    一、法友或在俗父母病，往省视疗护。 
    二、因僧众事，如僧房舍颓壊，急须修补。 
    三、护法施主延请，为増上彼信心而往。 
    类似右三项诸事，亦可量情出界外。 
    在安居期中，因险难不能安居而离去者，则破安居，但不破戒。险难谓如是等难： 
    一、恶兽、盗贼鬼魅等侵害。 
    二、房舍被焚或水淹。 
    七、托钵难。 
    四、无飮食、医药、外护、施主。 
    五、女人或亲戚，多来访谈，或以财诱，欲破梵行，可卽出界外。又见所住界地，有无主之伏

财，亦应出界外。 
    六、他处比丘，不和敬住，为往彼地灭诤。 
    比丘应诺在家人请安居，或约比丘同安居，倘若非故意不如请如约安居者，犯軽戒，须说罪懴

悔。如故意，犯单堕及妄语戒。 

    第十七品    布萨   自恣 

    布  萨 
    布萨是修行之一，译义为净住，佛世令于毎月白分、黑分、半分，卽十五日、三十日（或二十

九日），初八日、二十三日为布萨日。亦是在家人精诚持戒日。但僧众则毎月白分日、黑分日，卽十

五日三十日或二十九日，为布萨日。 
    佛常于布萨日说戒，后以僧众中有不净比丘，遂改由僧众自作，称诵波罗提木叉，卽诵佛所制

戒律条文。 
    亦有非白分、黑分日布萨，卽僧破而复和日，称和敬布萨。故布萨有三日，卽十五日，三十日

（或二九日）及僧和敬日。 
    若四比丘以上，制令白众说戒。若三若二比丘，令对首说，各相对说戒淸净。若是一比丘，应

心念说戒。故布萨说戒有三种：卽僧众、对首、一比丘。所作业为——诵戒本，互说淸净，心自念

说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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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毎寺应有说戒堂， 少可容二十一比丘，为集僧说戒用，佛制不得一寺有二说戒堂。 
    说戒日，由长老比丘先往说戒堂，令比丘打扫淸净，燃灯、备飮用水、敷座，又必先预行五事： 

    一、持病比丘淸净 
    界内比丘病，不能往说戒堂，应请一比丘，持彼淸净白僧众。制令彼病比丘，偏袒长跪合掌，

向持淸净比丘言： 
    “我授我淸净，请大徳持我淸净往彼。请大徳为我，说我淸净。” 
    持淸净比丘，应如何白僧众，无制定，但依理应如是白众： 
    “大徳僧聴！某某比丘，彼自誓言淸净，请大徳僧知彼是淸净。” 
    如是，则病比丘，已作布萨法。 

    二、持彼与欲 
    凡布萨或他事羯磨，界内同住比丘，皆应入僧众（参加会议），若缺彼，则不成僧众，故许因事

不能入僧众，可委派代表参加，是为与欲（委托代表）。 
    若比丘知有僧事集众，应偏袒长跪合掌，向受欲比丘言： 
    “我与我欲，请持我欲至彼，为我说我欲。” 
    彼受欲比丘，持欲入僧众，应如是言： 
    “大徳僧聴！某某比丘，与欲于我，我持彼欲来。大徳当如是知。” 
    说欲及说淸净，如同一事一时，应言：与欲淸净。 

    三、白  季 
    佛世年分三季：谓热季、寒季、雨季。佛集白季，意在令闰月及大小月之统一，其时交通不便，

历法未精，故僧集会，必有白季及白月之黑分白分，或仅白季名，但须白本季有若干布萨日，已尽

几布萨日，余有几布萨日，如是，则于闰月及大小月，不致有所不同。（白者、告白令大众知也。） 

    四、僧  数 
    此乃计算僧众总数，知来集僧或毎寺有僧若干，卽所谓行舍罗或行筹，计数法或呼名或行筹，

毎僧取一筹，数筹而知僧数。 
    同寺僧，以唱名计数为简善，若多寺共集，则行筹为佳。 

    五、敎诫比丘尼 
    此时已无比丘尼，故无此行事。 
    （泰国无比丘尼，亦不认有比丘尼） 
    右上五事，名为预事，应预先行者。 
    作布萨法比丘，应发露懴悔淸净。于说戒时，如忽忆本罪，应对傍坐比丘言：“我犯某罪，待说

戒竟，当懴悔。” 
    若多比丘共犯同一戒，不得互对懴罪。 

    僧布萨应具四法 

    一、十五日、廿九、或三十日、或和敬日。因月大或月小，而令二十九与三十日有不同之意见

时，以少数服从多数僧。数相等时，令客僧服从住持僧，不服从者可出界。 
    二、比丘 少四位，同坐，伸手不相及，（相距一搩手）。 
    三、比丘无同犯戒，若有、应由一比丘白言：“大徳僧聴！此一切众僧犯罪，若见无犯戒淸净比

丘时，当对彼比丘懴悔。” 
    四、伸手不相及处，须无非法人，所谓非法人，共有二十一种，可略为三大类： 
    （一）、沙弥，比丘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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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返俗之比丘。 
    （三）、被僧中举罪之比丘。 
    在布萨说戒时，可以问疑，但须先白僧众，事相颇繁，故无问者，而布萨亦遂成为说戒之仪式。 
    说戒应是长老比丘说，亦可选一比丘，音读淸朗，能背诵者，代为说之。   
    说戒当诵完，但无能背诵完篇者， 诵至诵者所能记忆为止。又 有难时，可略说。 
    有难，指十难： 
    一、皇帝来寺，当往迎接。 
    二、贼来劫，可逃难。 
    三、火难，当往灭火或防火延烧及寺。 
    四、水灾，或露地说戒，値大雨。 
    五、俗人多不便说戒。 
    六、鬼难。 
    七、有恶兽来，当避之。 
    八、蛇难，当避之。 
    九、僧中比丘骤患病，必疗护之。 
    十、梵行难，有人来捕在戒堂中比丘。 
    正说戒时，有客比丘来同聴，若客比丘数，较说戒堂僧多，应重新说，若少，不必重说。 
    若不足四比丘，不说戒，但作布萨淸净，于说或堂集已，令一比丘白言：“大徳僧聴！今日是十

五日布萨，若僧时到，当共作布萨淸净。” 
    时长老比丘，应偏袒长跪合掌，三白言：“我淸净，诸慧命应忆念我淸净。” 
    余比丘，应依腊三白言：“我淸净，请大徳应忆念我淸净。” 
    若二比丘，依腊各对三白言：“我淸净，慧命应忆念我淸净。” “我淸净，大徳应忆念我淸净。”             
“我淸净，大徳应忆念我淸净。” 
    若一比丘，应待客比丘来，若无客比丘来，应心念言：“今日是我说戒。” 

    自  恣 
    自恣：是安居三月已，白分十五日，佛令僧众自恣。 
    患病比丘，不能往僧中自恣，应向一比丘与欲自恣言：“我今与自恣欲，汝当受我自恣欲，为我

说自恣。” 
    自恣日，当为十五日，亦可为十四日或十六日。 
    比丘数 少应有五位，较布萨众多一位，因须一比丘为受自恣人，余四位为僧众。若比丘四位、

三位、二位，则对首自恣，若一位，则心念自恣。 
    自恣须先白众。 
    自恣应三说，但亦可二说一说，又同腊比丘，可同说。 
    若三说，则于白众时言：“大徳僧聴！今白月十五日，僧众自恣。若僧时到，僧当三说自恣。” 
    若二说，若一说，若同腊同说，白众时定之。若不定说数，则于白众文末，改为：僧当自恣。 
    自恣亦 障难：施主来寺供僧，寺有连宵法事，许为有障难。 
    白众自恣已，上座长老比丘，应先行偏袒长跪合掌，对僧众言：“大徳！我对僧众自恣，若有见、

闻、疑罪。愿哀悯故语我。我若见罪，当如法懴悔，我对僧众自恣。……我对僧众再自恣……我对

僧众三自恣……当如法懴悔。” 
    余比丘，次第一一各自恣。 
    若有受欲比丘，应白言：“大徳！某某比丘患病，对僧众自恣……某某比丘对僧众自恣。” 
    古制比丘须各离座长跪，至僧众自恣竟，始回座坐，后 自恣已，可归座坐。 
    比丘较多之大寺，可一说。同腊可同说，此可于白众时定之。 
    破安居比丘，安居后剃度之比丘，若数少于自恣僧众，制令自说淸净。若数多于自恣僧众，令

作布萨，后令各于彼等住处自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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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于安居期内自恣，但可于安居后半月或一月自恣。 
    比丘不足五位，不许集僧自恣，若四位三位，应集已白言：“大徳僧聴！今日十五日自恣，若大

徳时到，应共自恣。” 
    应各三说。 
    若二位，不白众，但对说。若一位，应待客比丘来，若无来者，应心念言：“我今日自恣。” 
    （僧中说或对说，应依腊大小称大徳或慧命。） 

    第十八品   细  行 

    非沙门行之细行：有非行（谓不雅观儿戱等行），下劣行，不正命行。 

    非  行 
    一、如儿童之嬉戱：谓乐诸玩具、玩物，吹囗笛，戱仿盲人、跛人动作等。 
    二、顽耍：谓翻筋斗、相扑、戱抛掷物、竞走。 
    三、博弈：谓下棋、博胜负之猜测等。 
    四、毁壊物品，如无故焚烧林木。 
    五、嚣声：卖弄声调，说法作滑稽语。 
    以上犯突吉罗（恶作恶说罪）。 
    编造花鬘，亦在禁止之列。 
    禁学横生学，禁宣说横生学。（横生学，似指一般非比丘之所应学。）如媚药、媚术、咒害、役

鬼、卜测、炼丹等欺诈法术。 

    下 劣 行 

    如僧伽婆尸沙篇第十三戒说。 
    非法结交在家人或破族姓人。 
    一、结交在家人，馈送花菓。 
    二、种花及编造花鬘，以悦乐在家人。 
    三、谄曲奉承在家人等，入白衣家，作谄媚语，拥抱其子。 
    四、除佛事外，供在家人役使，为之奔走作业，跟随出入。 
    五、为在家人疗病（此指供役使之疗病）。 
    六、受寄不合法物，如贼赃或违禁品等。 
    右为突吉罗罪，僧众可予呵责、免职、摈出。 
    又侵害损害在家人，有七： 
    一、断其财益收入。二、令其损壊名誉。三、令其它迁。四、诮骂于他。五、破其和合。六、

于他恶语轻贱。七、于他背约。 
    正行比丘，不结交在家族姓，不供其役使，亦不侵害损害在家人。但亦须慈心资让彼等，不可

对在家人，不闻不问。 
 

    不 正 命 行 
    不合理之求取活命资财，此有二种：一为世罪，犯世间法律之罪。一为制罪，犯佛所制戒罪。 
    偷盗欺诈为世罪。若未证谓证，为男女作媒约，以求活命资财，虽不犯世间法律，但违佛制，

名为制罪。例如向不应求与人，求其与物等，如： 
    一、向不应求与人，非时求与。非在家亲里人，非自恣与，而向之求与。除失衣或被夺，得求

与掩身。或病求与药。坐卧具，亦虽可求与，但须知足量。（非时求与，卽非佛许时。亲里卽在俗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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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自恣与，卽自恣可求与人，则可向其求与。） 
    二、以财求财：谓与人小财，而望得大财。 
    三、买卖贸易。 
    四、医药治疗：佛禁比丘为人治病，似因下列情形： 
    甲、不精通医药，而妄为人治疗。 
    乙、被在家人役使治疗。 
    丙、为求资财而治疗。 
    丁、符咒神通一类不合梵行之治疗。 
    许为之治病者：有法友、在俗父母、父母扶养人、维那，求剃度人父母之亲属、除婿媳，剃度

师之父母婿媳，偶在寺住宿人等。但不得以此希求酬答。 
    比丘得诸供养，应知量而用，莫令损害施主信心。例如自不食用，而分与人。托钵所得未食用

物，制不许分与在家人，除分与在俗父母及诸法友。此非欲令比丘悭吝，但令施主护法，不退信心

故也。 

    第十九品    四时药 

    药：卽食品，比丘食品分四种： 
    一、时食药，自早至午之粥饭。 
    二、非时食药，可留一日一夜之浆类食品。 
    三、七日食药，可留七日之食品。 
    四、尽形寿药。 

    时  食 

    时食有五种：一称般遮蒲善尼，卽五噉食。谓一切粮煑造之饭、麨、麺、豆、麻饼等。亦称豆

饭、亁饭、亁饼（可供饱餐之饼类）、鱼、肉等五，此为时食之主食。一称般遮珂但尼，卽五嚼食物，

为植物之根、茎、叶、花、果等五，亦列为时食。 
    饭麨、亁饭、亁饼，为麦、米、糯、豆、麻等制食品。 
    鱼，谓虾、蟹、蛤一切水族，无特禁。 
    肉谓二足、四足兽类之肉。禁人肉、人血、象、马、狗、蛇、狮、虎、熊、豹等兽肉。又禁为

供僧而杀之一切肉类，亦禁疑为己杀之一切肉。 
    净肉：谓可食之肉，卽比丘不见其杀，不闻其杀，不疑其为供养于己而杀之肉，卽三净肉。 
    比丘食鱼、食肉，佛世已有诤议，提婆达多尝请佛禁比丘食肉，而佛不禁，仅禁食不净肉。此

当因比丘托钵受食，选择太严，反受其累，故 食三净肉。 
    嚼食物之有属核菓类，或属根类，可再种植者，应先令其为可受。谓可受而食之，卽先用火炙、

割或爪破之。 
    时食食物，于非时（卽过午后）食之，犯非时食罪。 
    佛昔意欲令比丘，毎日应行乞毎一日之食，不许藏蓄经宿，预为明日之食。后 远行比丘，得

蓄米、豆、盐、蔗水、油、生酥，作明日食。又 若有信心人，将银钱交与作可受食人（为比丘作

饭食人），令其作食供比丘，比丘亦可受食，但不可受食过其定额。 
    旣 远行比丘蓄食，则当 寺有蓄可受食物处（可藏比丘食物处，亦卽香积厨），计分四种： 
    一、白可受地（通告建为厨房）。建时，白僧众为蓄可受食地，亦卽现称为寺厨房。当建筑时，

僧众应合力共造，并共三白言：“我等共作可受食房”。 
    二、牛卧可受食地（临时厨房）。无壁之厨房，牛可就卧或可行过出入之地，意指小厨房或可迁

徙之临时厨房。 
    三、在家房（在家人建厨房供寺）。在家人为供寺比丘而建筑之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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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僧施设可受房（僧众指定为厨房之房舍），卽僧众指定为厨房，须行单白羯磨者。制令设在

寺界际，盖有远庖厨之意。 
    虽在可受处食物，是内宿、内煑、内熟，仍不可非时食。 
    有可受处，佛意令在一处煑造食物。今造僧房，几毎房各繋念白为可受处，故毎房各自蓄煑食

物，甚为人所厌恶矣。 

    非 时 食 物 
    果浆：称非时食。共有七种果浆：庵婆罗——卽芒果、詹葡果——有核蕉、无核蕉、摩荼迦、

摩陀提迦、葡萄、莲藕、颇罗沙——卽荔枝。 
    取浆法：用布榨出果浆。以水滴净（卽加水令淡），亦可略加糖盐，令味适飮。浆应生飮，不许

煑飮。糖盐应非蓄经宿者。不许煑，意当勿使过浓。 
    非时浆不许经宿，卽不可贮藏过一夜，意恐化为果子酒。 

     七 日 食 
    七日食物，称为七日药。有酥、生酥、油、蜜、蔗浆。可于非时服食，以可治黄瘦病，血淋，

石淋病。 
    油许用兽脂油，但不许食非时制脂，不许食熊、鱼、鲨鱼、猪、驴脂。植物油非时制者，亦不

许食。芥油可于时内自制。蔗浆非时制者，亦不许飮。 
    非比丘自制之七日药，比丘受供后，可终日食。过午后，不许与食物同食。蓄过七日，犯舍堕

戒。 

    尽 形 寿 药 
    药：分为根药、药汁、树叶、树脂、盐等。凡不作食物用者，皆视为药。右许随时服食，除无

病服食，犯突吉罗戒。 

    第二十品    物 

    僧    物 
    在家人供比丘共享物，或比丘所受供，而供诸比丘众共享，称为僧物，亦称常住物。僧物有二

种：一为轻物，一为重物。 
    钵、三衣、腰帯、针、 、刺 等，是轻物，可互分与。佛制许立若干比丘，负责分诸轻物，

与众比丘。分饭食及受施主供养而分饭食之比丘，称分与食者。负责分三衣比丘，称分与衣者。分

药及小资具，称为分与药者。 
    分食或三衣，若所有多，足全寺分，则全寺分；不足、则依腊分，至物完为止，俟再得物，再

续分之。 
    分药无定制，分小资具亦同，当依比丘所需，白众后分与之。 
    僧住处用物，非消费用等物，卽属十方常住物。如寺院僧房土地等为重物。不可分与，应保护

守管，为公共物。共分五类： 
    一、土地及寺，分为二：一为寺内之建筑及树木，二为寺之土地。 
    二、土地及精舍，分为二：一为房，二为僧房之土地。 
    三、僧住处用物，分为四：有卧床、凳、褥、枕。 
    四、金属物分为九：为甁、瓮、盆、釜、大 、斧、削木锄、掘锄、钻。 
    五、建筑材料及用物，分为八：有藤、竹，可蔽屋茅草，泥土、木制品、泥制品等。 
    制不许弃舍或分与重物，唯指不许分与与个人，但许以劣者易善者。又许在饥馑时，可将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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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食物，以维持僧住处。又许若于僧众有利益时，可以寺地，易较好之土地。 
    废寺之用物，如床座门户，可移用他寺。若比丘自用，不作僧物，则废寺再兴建时，彼自用比

丘，当送还寺。 
    寺租在家人田园，收益供僧者，除租费外，应作供僧用。（但寺租在家人田园，未尝见也） 

    塔    物 
    塔物：为施主供养寺内某一塔之物，制不得移供别塔，违者犯突吉罗罪。塔亦分轻物、重物，

轻物如供塔灯油，或净塔人雇欵。重物则保管收益，预作为兴修塔费。 

    己    物  
    己物：为施主供某某一比丘之物，为一比丘之己物，彼比丘可随意弃舍或分与人，惟此事莫令

施主退失信心。 
    比丘可有何种己物？制可有一切金属，除兵器 杖。一切木器，除大床，大座，木钵，木屐。

一切土器，除莲花形洗足盆，土钵。 
    不许蓄有一切黄金、银、武器、非受资具，为玩乐而蓄有诸金属。不许受田园，除受骑乘，如

象、马、牛等。家畜，如羊、鸡、猪、等及粟稻，受者犯突吉罗。又不许有捕水陆生灵工具及一切

乐器。 
    比丘、沙弥之己物，若彼死亡，则其己物，为僧众所有。其钵及衣，可分与瞻病之比丘。其轻

物，亦可分与。瞻病之沙弥，应与比丘同等分。重物则归僧众，为僧众所共有。 
    比丘虽有遗嘱分与己物，但死后、遗物仍归僧有。故比丘欲分与何物与何比丘，须死前分与。 
    比丘离去，或返俗，或不认为己有之物，归入僧物。 
    佛许己物作共享物，但须和好共享，此具五项：一、先相识者。二、先相友者。三、彼尝许用。

四、双方仍活在者。五、彼知用彼物，当生欢喜者。 

    第二十一品    毗尼羯磨 

    比丘故意犯戒，而不可懴罪者，有波罗夷罪，必返俗。可懴罪淸净者，为犯僧残罪等。 
    比丘故意犯戒，而因自己或因他人之故，覆藏其所犯罪，则名无惭愧者。 
    发露犯轻戒罪，当对一比丘，告其自己所犯之罪。经中言：犯戒比丘，当偏袒长跪合掌，对一

比丘言：“大徳！我犯如是戒，我今发露所犯。” 
    受懴比丘应言：“汝见罪耶。” 
    懴罪比丘应言：“我见。” 
    受懴比丘应言：“汝应长时摄护。” 
    如是，则所犯罪，经发露懴净已。 
    若犯戒比丘疑所犯戒，应如法白言：“大徳！我于所犯戒有疑，我无疑时，当如法懴悔淸净。” 
    发露告罪，应向一同住比丘，不许向别住处比丘或在行别住比丘发露。 
    犯舍堕，许舍与僧或比丘，彼犯舍堕比丘，当入僧众，偏袒长跪合掌，依法白舍。由一有慧比

丘受懴，如是，舍则向僧众舍，发露则向比丘发露。 
    僧众中舍，受懴比丘应向僧众白言：大徳僧聴！某比丘有如是名，见罪发露懴悔。若僧时到，

我受如是名比丘懴悔。 
    共犯戒，不许相向发露受懴。 
    发露：应如实白名、白事、白数。如数多而白数少，不同名而白同名，卽犯多戒，而单说一戒

名。又不许在寺界标外发露白罪。 
    比丘犯罪己，而不认为犯罪，名不见罪。或知犯罪，而不发露，名不懴罪。如是二种比丘，佛

许僧中举其罪，不与共住、共食、共宿，除彼比丘见罪懴罪后，始许其再入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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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繋 念 受 持 
    佛所许随身资具，若比丘须备置应用，则必繋念受持。应繋念者，有下衣、中衣、大衣、合为

三衣，许称名繋念各一件。钵，尼师坛（卽坐具），许各一件。卧布、面巾、拭囗巾、滤水布、袋等，

合称段布资具，无限数。以上皆许繋念受持应用。掩疥衣，许在病期繋念受持。雨水布，许雨季四

个月，病愈及雨季过，当舍。 
    有制定数额之资具，可繋念一件；无制定数者，可繋念多件。 
    繋念受用，应如是繋念言：“我置如是大衣（或中衣、下衣、掩疥衣，随衣换文）。” 
    繋念：或身繋念，谓以手触彼而念。或囗繋念，谓不必手触，而以囗唱言。又彼物伸手不及处，

应言：我置如彼大衣。 
    许用一件之资具，如需更易新者，当先向原资具，行舍繋念，如向大衣念言：“我舍如是大衣。” 
    又若受持新衣，则必点净。 
    繋念受持，有九因而失：一、分与人。二、盗劫去。三、共享友取去。四、退转为下劣人（犯

重戒）而返俗。六、死亡。七、变女人形。八、舍繋念受持。九、破漏（此则指衣及钵）。 

    说   净 
    衣、随衣、钵 ，制可蓄若干件。若过量数，称蓄长，卽为多余之积蓄，故必说净，声明此多余

之衣，愿施与他人，随彼取用。 
    若说净为对首说净，欲说净衣。卽向一比丘说：“我今于此衣说净，施与大徳。” 
    若说净为心念说净。卽言：“我今此衣，净施与法友如是名比丘。” 
    卽说净己，若再欲受用彼物，必先求受净者弃舍，否则犯单堕，求舍时言：“此衣是我所有，随

大徳取用，随大徳弃舍，随大徳因缘作。” 

    四 大 依 据 
    佛所不许受持及许受持诸食用物，因时间或地方闗系，而有殊异之处，可依此四大依据判定之： 
    一、佛无制为“不许受持”之物，但与不许受持之物同类，又与许受持物相违，视为不可受持。 
    二、佛无制为“不许受持”之物，但与许受持之物同，又与不许受持物相违，视为可受持。 
    三、佛无制为“许受持”之物，但与不许受持之物同类，又与许受持物相违，视为不可受持。 
    四、佛无制为“许受持”之物，但与许受持之物同类，又与许受持物不相违，视为可受持。 
    例如：佛无制不许受持鸦片，但与酒同类，食必中毒成瘾，故为不可受持物。又如西药之加入

鸦片，与药同类，故视为可受持。又如蔗浆，不许蓄过七日，其它甜果子汁，与蔗浆同类，故视为

不可蓄过七日。 
    四大依据，是戒律主要原则，比丘于此，当精究明解，则于各时、各地、各事物间之 遮，能

有适合律意之行持矣。 

    佛 所 特 许 
    佛所制戒，亦有 聴（卽许例外），此则仅指佛特许者。 
    一、许病比丘，尽形寿用大小便及灰土。被蛇啮比丘，可不手受而食饭汁、肉汁，亦可非时食。 
    二、许反刍食，或病囗出血自呑。 
    三、许时内（午时内），自作兽脂油。 
    四、许边地（落后之地），五比丘可剃度授具戒，可长时浴身，可穿四重新鞋。 
    五、许飮加酒而无酒臭之药。蒜可作药受用，但不许作饭食用。 

    求   护 
    比丘依理不向官方控告在家人，比丘控告在家人者，犯僧残罪。此甚合沙门行，但后来诸师，

对此严格过甚，在家人欺侮盗窃僧。比丘向官指名（欺侮者之名）求护，若官罚彼在家人，则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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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应代偿被罚之欵；若比丘控告时，要求处罚彼人，官依控处罚，则比丘犯波罗夷罪。 
    制许比丘不指名求护，若官方捕得犯人，及收回盗劫物，比丘亦可领回。（此不指名求护，在敬

僧时代，敬僧地方，于僧众比丘，自无困难。但反是，则比丘不能控告人，僧物寺产，只可任人自

由盗窃。如此，对求护之解释，恐亦不当矣。） 
    比丘尼戒之僧残戒中，许尼被抢掠时，不指名求护，不犯戒。被抢掠，谓被控，可到法庭辩护。

求护，谓被欺侮侵害。不指名控告，谓被伤害或被盗，而不知伤害窃盗者为谁，可不指定人名而控

告，不犯戒。 
    约言之；比丘不乐与人对簿公庭，可忍则忍。但心要时，若被人控告，可出庭辩护。若被人欺

侮盗窃，可求官方保护，亦可指出欺侮之人名。又若被人伤害，被人盗窃，而不知伤害者、盗窃者

是谁，皆可向官方求护，并不犯戒。 

    四、败  失 
    比丘有四种败失，谓：戒败失，行败失，见败失，活命败失。 
    比丘无戒，名戒败失。比丘无威仪，名行败失。比丘见解，违戒违法，名为见败失。求不正资

财以活命，名活命败失。 
    比丘应守护戒：守护波罗提木叉，正住威仪，而行游化，怖畏小罪精勤律仪。 
    比丘当珍爱尸罗，有惭有愧，修习行履，离四败失，作净比丘。 

    不   游 
    比丘于左列人和地，不交游，不入其处。谓： 
    一、卖淫女：无论公 或暗中卖淫之妇女，比丘不应与之交游来往，不入其家。 
    二、寡妇。 
    三、处女，独居处女。上二种妇女，比丘不应亲近交游，以避闲言。 
    四、比丘尼。 
    五、黄门。 
    六、酒店，卖酒之处或酿酒厂，比丘不应入。吸鸦片处所。亦不应入。 
    以上六处、六种人，比丘不应交游，不应入其处。余此六处及六种人，比丘欲往何处，访问何

人，亦应择其善者，适时而往，适时而归，勿留连令人厌倦。 
    比丘能如是，则为成就游，亦成就游威仪，亦成就游戒行，为圣敎之光也。 

    第二十二品    僧羯磨 

    僧羯磨：卽僧众所作事，分为四种：告白羯磨。单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 
    对集会僧众，仅作报告者，为告白羯磨。仅报告，而等于议决者，为单白。报告一次，请表决

一次者，为白二。报告一次，请表决三次者，为白四。 
    告白：现仅用于解安居日，受随衣比丘告白，分衣客比丘告白。 
    告白与单白，几无不同之处，告白、意当为简易之单白，可不于界内行，不必受欲，不必集坐

伸手相及处。 
    单白共有九事；白二共有七事；白四共有七事。 
    羯磨僧数有五种：谓四位、十位、二十位、二十位以上。 
    右除自恣，解安居，分衣（加提那衣），剃度，僧残懴净等四事外，余事四位可作。 
    在边地：自恣、分衣、剃度，五位僧可作。 
    在聚落：剃度，十位僧可作。 
    僧残懴净，必二十位僧。 
    边地之自恣，分解安居衣，剃度，制定五位者，盖自恣，必一位白自恣。分衣，必一位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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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度，必一位为傅戒师。另存有四位，可作羯磨。 
    羯磨事相，必一一依佛制；不依佛制，则非羯磨，作亦仍不成作。非羯磨者：或因事非，或因

界非，或因法非，或因白非。 
    事非：如为年未满二十岁人授比丘戒，结界越他界，应集僧而不集僧，应心念而不心念。 
    界非：当于二十四品中说。 
    法非：如僧不满数，同界比丘不说欲，有诤比丘等。 
    白非：谓不白事、不白僧、不白人、如剃度不白求剃度人名，结界不白界相，应三说而不三说，

或文辞倒置等。 

    第二十四品    结   界 

    说戒，自恣及僧羯磨。佛制令同住处僧齐集，卽同一住处全部比丘同来集会之意。所谓同一住

处，当何所指？同房、同寮、同寺、同郷、或同县巿，皆是同一住处，故必划定一范围，称之为界。

界有二种：一是僧众所结定之界，称为结界。一是国家所定或其它法律所划定之界，称非结界。 
    界是羯磨之主要条件，羯磨虽合律制，但失界则羯磨不成。佛制对结界如是严密，盖欲令同住

处僧众，和敬共住耳。 

    结    界 
    佛许僧众自定住处范围大小，但亦制定其 小与 大之范围。 小不得不能容二十一比丘伸手

相及坐。 大，不得过三由旬，否则不成界。 
    为何不得不能容二十一僧，因僧羯磨须有二十一僧之故。为何不得过三由旬，因难看管故。（泰

制十六公里为一由旬） 
    此则为纯僧羯磨之界，非行化之界，与经中所习见之僧聚落界或村邑界不同矣。 
    划定之范围，应有识记，佛令以用若干物为范围之识记，称之为标。可用作标之物，共有八种。

谓：山、石、林、树、蚁封（蚁垤）、路、河、水。 
    山：分三种，谓石山、土山、石土山。 
    石：可立石为标。但所立石， 大者，不得较象为大。 小之石，不得小于十二波罗蔗浆（约

三公斤）。 
    林：制令用坚木，如柚木娑罗木等，榕木、芒果树亦可。毎处约四五株，卽可称林。 
    不许用树干脆弱之树作标，如多罗树、椰树等。 
    树：与林同，须坚木未枯，高八指以上，干大如针，卽可作标。但须植于地上，栽在大盆大瓮

者，不得作标。 
    （制许如此低小之树作标，似应酌量。） 
    路：仍在使用之人行路或牛车路皆可，路长仅过二三人家亦可，无人行之路或大路之支路，而

再折返合大路者，不许作标。 
    蚁封：卽蚁垤，制高八指，大如牛角，卽可作标。 
    河：谓流水，详见非结界。 
    水：谓不流之止水，卽池井等。有谓不许用常取用水之池井为标。盖恐水涸失标。 
    旣作一方之标，不许再作他方之标，如曲折之河，不许利用其曲折作二标用。 
    除上八种外，不许用其它物作标。 
    毎界应有若干标？无制定，但 小当有三标。有三种界：则为三角形界为三标，四角形界为四

标，多种平方形者为六标，图示如次： 



    佛制，若结界之标断，以影为标。无标，则失界，卽不成

界也。（标断，谓标与标间不相联接，以影为标，谓以物影为

标。无标，谓无标界相。故不成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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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不许所标新界，与旧界所先标者相重或连接。如相重或

连接，则新者不成界，但新旧界之间，有势分者，则成界。 
    佛许将旧结界解除，而重新结界，谓之解界。所解之界，

可与新结之界合，而成新界。 
    所结之界，称为同一住处界。住此界内比丘，得参与布萨、

自恣、僧羯磨等。 
    于此界内，佛许结离衣界，除界内有屋及屋邻接。 

    结界法 
    结界：例先于其地解界，盖不先解界而行结界，则将来发

见其地先有结界，而未解界，则新结之界，不能成界。除无僧

住之荒寺，不必结界。 
    解界：须集近邻僧众或与欲齐集羯磨，毎处解之。（闻诸

尊宿言：昔用竹条于界内排方格，毎格坐一比丘，至满所结界。

亦尝见有二十一比丘排坐白解界已，又再排坐白解，至满界已。

此二事，似过繁复，若于说戒堂中一白，各标又各一白，则较

为适当。如大界，可逐一在中央处白解。） 
    解界：应先解离衣界，再解同住处界。又可先解界，后结

界，不必在一日中，解界及结界竟。 
    （现所用标物，多用石丸，埋土中，上作基或小亭，安一

界石丸或界石片，如此则寺虽荒废，基亭倒壊，仍可掘出石丸，

证明界相。但经意欲令界标，为众所共见，如行政之立石柱，

划分府界。又泰古寺在四基上之界石片特大，尝试掘其下，并

无石丸，先僧皇尝示界标，应坚树于地面，而非沈埋在地下。又应为所共见之标，如以树作标，则

应是坚木，高大不可移植。如以池为标，则应是人所常用之池。各方皆应有标，但亦不必强立八标，

以能引之成界为是。私意大界应有八标，小界则四标，似亦已足矣。） 
    结界时，界内比丘必齐集或与欲，此时，例令一沙弥或寺檀越，在外看守，勿令余处比丘入界

内。继此，则为问标。 
    问标：僧众不必同问，只差四比丘往标处，先往东方标，立标前，由一比丘问。 
    在东方，以何为标？ 
    是时由另一比丘，或僧众，或观礼诸在家人，闻声答言：大徳！是彼石。 
    彼问标比丘，再说言：彼石，是标。 
    如是由东标，逐方至东北标，共八标。但须再从东北标至东标再问共九问，否则结界不成，因

失东北至东一段。 
    问标已，由一聪慧好声比丘，作白二羯磨言： 
    大徳僧聴！此四方标，若僧齐集，僧当结僧同一住处界，同一布萨界，白如是。 
    大徳僧聴！此四方标。僧结同一住处界，同一布萨界，谁诸长老忍者，默然；谁诸长老不忍者，

说。（少停，复言：）僧已忍，于此四方标内，僧结同一住处界，同一布萨界，僧默然故，是事如是

持。 
    所结之界，其范围除各标外，下深至水轮，仍是同一住处界，同一布萨界。所以有此下至水轮

之标，则因若界内有池井，则池井仍是同一住处，同一布萨之故。 
    又唱同一住处界时，亦是唱结离衣界时。 
    一切羯磨，若解界，问标，唱界相，应于界内作，界外作、则不成界。或因此之故，例在界中



央，埋一石丸标，以证明僧在此作羯磨。 
    制许有谓二重界，大界称外相，集僧受欲不便，再于大界内结小界，称为内相，大界与小界间，

留一势分界，广一肘至四指。又小界，许有多处。 
 
 
 
 
 
 
 
 
    一、小界。二、势分。三、大界。四、大界内相界。

五、小界外相界。 
现今有三种界：谓小界，卽说戒堂界。大界，卽全

寺界。二重界，卽内外界相。 
 
 
 
 
 
 
 
 
 
 
 
 
 
 

    又另有河流界，卽河流贯界中，

而以河之两岸为界，如图。 
 
 
 
 
 
 
 
    流贯界中之河流，必须经常有舟船航行，有停舶处，或有桥，意欲令两岸僧，得同一住处，同

一布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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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结 界 
    若僧不自结界，则和敬共住之界，佛许僧依地方行政所定之界，而入居之，称为聚落界或村邑

界，是同一住处，同一布萨界。 
    以聚落或以村邑为界，则视僧之多少，及齐集之便利而定，但不许结离衣界。 

    七树界（萨多阿婆盘多罗） 
    于无人家之森林中，佛令于僧住处周围，结七树界，一树等于三公尺半。称为森林或七树界。 

    水    界 
    佛许在“一老人泼水所及处”结界，称为水界。水界有三：谓河、海、池。 
    河：谓有水流之河。海：谓咸水海。池：谓止水之池。 
    在水面结界：可在舟泊处或水上建筑物，而唱结界。不泊住之舟，不许结界。“一老人泼水所及

处”，尝令人试之，约一公尺半，此则较森林界为小。 

    第二十五品    执 事 僧 

    僧众集住处，必有执事之僧，佛许僧众依各事设立执事僧。比丘之可选任执事者，不应有四种

偏心：谓一、不因友好而偏。二、不因憎恶而偏。三、不因愚惑而偏。四、不因怖畏而偏。又须具

有所执事之学识才干。 
    旣依上选定已，应先告彼被选定比丘；彼比丘诺已，则在僧中作白二羯磨。又，一比丘可任多

职。 
    佛许立执事僧如下： 

    一、掌  衣 

    分三职，谓受衣、护衣、分衣，此三职可由一比丘任之。 

    掌 衣 比 丘 
    掌衣比丘，应知应受衣及不应受衣。应受衣，为施主供常住、供僧众、供安居僧之衣。不应受

衣，为施主指定供某比丘之衣，除施主托代供任何一比丘外。 
    掌衣比丘，应知应护衣及不应护衣。若施主供安居僧，应謢至解安居日。若所供不足比丘数，

应藏护待足。若施主所供足比丘数，则不应藏护，应随时分。 
    掌衣比丘，应知应分衣及不应分衣。又应知界，时，事，人等。 
    界：若供一寺之比丘，则全寺现前比丘，皆同得分。若供一界比丘，而有二寺乃至多寺，为同

利同法界，则各寺所有比丘，皆得同分。 
    时：若安居期衣，则唯分与安居诸比丘，若分与客比丘，应先向安居僧众求许，若非安居期衣，

应分与客比丘。 
    事：卽衣。大多为雨水衣及安居期衣，应知衣质好壊？是何种布？是何种衣？毎种共有若干？

若足分全寺，则先从长老起，以下依腊分与。若不足分，应先藏护。若只一衣或少衣，亦可分与劳

作比丘或淡薄比丘。 
    人：卽受分诸法友，谓比丘、沙弥，比丘得一分，沙弥得半分。若衣多，足毎位分，则平等分。 
    施主所供解安居期衣，卽迦提那衣，应分与依制受分，在众中穿着比丘，不应入常住分。 
    亡比丘、或亡沙弥之三衣，应由僧众分与瞻病之比丘、沙弥。 

    二、掌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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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四职：谓分食、分粥（药物）、分果、分嚼食。此四职，可由一比丘任之。 
    掌食比丘应无四种偏心，知应分食及不应分食。若施主所供之浆，为供客比丘食，供将远行比

丘食，供瞻病比丘食，供香室食（供住其所建之房舍之比丘），如是诸食，皆不应分。又所分，必平

等分与全寺全界比丘。 
    分与有二种：一是施主来寺供养之食，一是施主延往其家之供食。 
    经载食有八种：谓供僧众之食，供某僧之食；延僧之食；供舍罗之食；半月供之食；齐日供之

食；黑白分一日供之食（毎月初一及十六日）。 
    供僧众之食物，大多施主来寺，设食供全寺僧众，应平等分与，沙弥亦然。 
    供僧众之食，施主自来，或令人送来，或请住持派比丘往其家带来，此则依腊全寺分与，周而

复始。若施主毎日供僧，名为常供之食，则另依腊全寺分与，周而复始，与前同。 
    延僧之食，施主延僧至其家供齐，若不限僧数，则掌食比丘定之。若限定五位十者，由掌食比

丘依腊次派往受供。若施主指定供某某比丘，又附请四僧，则当由彼某比丘自延请，与掌食比丘无

闗。但若彼某比丘托代延，亦可依腊代延。 
    供舍罗之食，卽施主多位，各设食来寺供。又各书自己姓名于纸上卷成条形，合置盘中，供各

比丘，比丘各取一纸，视纸上施主姓名，而受其供。同寺沙弥，亦应受供。若僧少而施主多，可延

邻寺僧来受供，依腊次复供，至食尽为止。 
    半月供；齐日供；黑白分一日供；与供僧众之食同。唯供食之时，各有所定之不同而已。 
    分食又有另三种食，谓：粥、果、嚼食物。 
    粥：为液体之飮用食物，非属固体饱食之物，与现在之咖啡，或可可粉同。佛对供此粥之婆罗

门赞言：谓能止饥，能令风畅，利小便，助消化。故在佛世，似为早晨托钵前飮用，然后外出托钵。 
    果：寺内所种植者，租寺园人所供者，施主所供者。应平等分与，沙弥亦然。 
    嚼食物：除果外，诸根类食物，如芋薯、或甜食类等，皆须平等分与。 

   三、 掌 住 处 
    掌住处亦二职：谓分房舍、分床座，二职可由一比丘任之。 
    若有多房舍，应一比丘分与一房；若不足，则毎房可分与二三比丘不等。同房住比丘，若小腊

比丘，欲 闭窗户或读诵，须先求大腊比丘许准。 
    分与时，经制在前安居期，后安居期，及过上二期后。 
    安居期分与，为令于此房住安居。在安居期中，不许令彼迁往他房。 
    过前二期后之分与，为分与诸于自恣后，仍欲续住至明年安居者。若比丘自恣后，欲往他寺住

或返俗，则不必分与。 
    房舍之分与，必正知彼彼比丘之徳腊。正如彼有无辅济山门之职。正知彼是义学比丘，则应与

静处。正知是患病，则应与众隔离。然后依事理分与，则众比丘皆得其所矣。 

    四、掌   工 
    分掌：监工人之工作，沙弥之工作，建筑工作。 
    卽修造寺宇等土木工作，若无工人，则用沙弥，故有掌沙弥之职。沙弥之工作，无制定何种工

作，似为代替比丘所不可作之工作，如砍树掘土，种植树木，炊煑食事等。 
    建筑则为寺内之新建筑，或修理土木工作，或寺方自建房舍、或施主供养，而由比丘监工。 

    掌    库 
    掌库分保管僧物，分与日用小杂物，可由一比丘兼任之。 
    小杂物，谓药、针、 、鞋、腰带、滤水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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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六品    迦提衣 

    迦提：亦作迦稀那，羯稀那。译义是作衣之木框。是僧羯磨之一，于雨季末月作，但佛许延至

冬季末。 
    迦提衣：是安居期中，僧中有长衣，足作三衣之一衣，僧众付与一比丘。彼比丘于一日中缝作

竟，来告僧众请随喜，僧众为之随喜。 
    作迦提衣是比丘要事，法友应共作。受迦提衣比丘，必为住三月安居之比丘。迦提衣，可用新

布、旧布、盖尸布、下布（人所弃布）等。或由在家人或法友所供僧众者。但除借来或非法得来者，

又不得蓄经宿者。 
    迦提衣羯磨髓是同界、同住、安居三月比丘，具足五位。因一位是受衣比丘，余四位乃足僧数。

余界比丘，不许入众及白羯磨。 
    受迦提衣比丘，应以能作迦提衣比丘为准。能作有多位，则以衣之新旧，腊之大小，徳行为准。 
    付迦提衣，须在僧中白二羯磨。但大抵在未于僧中白二前，经事先议定，定已，乃在僧中白二。 
    比丘旣在僧中受衣已，应于一日间，作竟七事，谓：浣洗、计量、裁断、 合、缝成、染壊、

点壊——卽点一壊色圆点于衣上，其点不得小于虱子背。此七事，应于一日内作竟；不竟，则为不

相应，卽不合法。 
    （但后来，迦提衣皆用已作成者，非僧众所共一日作竟。若作时施视之，原亦无有不合之处，

惟于和合作衣之意，则为无有矣。） 
    作迦提衣七事竟，欲作三衣之何种衣，卽繋念作之，唱言：我以此大衣（或中衣下衣），作迦提

衣。 
    唱时，应执或捧彼衣。 
    之后，作衣比丘，应入僧众，偏袒合掌白言：“大徳僧聴！僧众迦提衣已作竟，是相应迦提衣，

请大徳僧随喜。” 
    时僧众偏袒合掌共说言：“大徳！僧众迦提衣已作竟，是相应迦提衣，我等随喜。” 
    （此处入僧众偏袒合掌，无长跪二字，但今皆长跪唱言。又入僧众，亦可作入见一比丘，因可

一时向多比丘请随喜，亦可先后赴各比丘请随喜也。） 
    上是作迦提衣竟，作迦提衣比丘，应随喜诸比丘众，因同为受迦提衣者，同得迦提衣功徳。 
    若迦提衣是施主来供养僧众者，则多附有随供余物，余物如为余衣布（除迦提衣外），若受衣比

丘余衣旧破，亦可分与，再有余、则依腊分与。但若为重物，则是僧众所有，不许分与，除施主供

迦提衣唱言：“谁诸比丘！受我等供迦提衣，则我等供彼比丘。” 
    如是，则彼物非僧众所有，是彼比丘所有。若施主不如上唱言，则为僧众常住物。 
    诸比丘受迦提衣已，同得五功徳。谓：一、蓄余衣无罪。二、离三衣一宿无罪。三、别众食无

罪。四、食前后，至施主家不嘱同利无罪。五、得所持衣无罪（一作，背请无罪）。 
    迦提衣期，可延四个月。可因障碍（亦称执受），而不舍受迦提衣，若无障碍，则衣期尽。 
    障碍有二，谓：寺障碍、衣障碍。 
    比丘若住寺若离寺，但繋念将住寺返寺，名寺障碍。若离寺时言：将不返寺。名寺障碍尽。 
    比丘未作衣、作未竟、作时失衣，但望再作衣，名衣障碍。比丘若作衣竟或作未竟，而衣壊、

或衣失、或火焚壊，而不望受衣，名衣障碍尽。 
    若有二或一障碍，仍可得受衣功徳，亦仍在衣时内。若二障碍尽，则失衣功徳，衣时亦尽，名

舍迦提衣。 
    又僧众亦可在衣期中舍迦提衣。 
    舍迦提衣，共有八种，名舍迦提衣母得迦。 
    一、比丘作衣竟，自离去不返，是舍迦提衣。是衣障碍先尽，寺障碍后尽。 
    二、比丘未作衣或作未竟，自离去不返，在界外作衣，是舍迦提衣，是寺障碍先尽，衣障碍后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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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比丘发心不作衣，是发心舍迦提衣。 
    四、比丘在作衣，而衣壊或失衣，是衣壊或失衣是舍迦提衣。 
    五、比丘离去不返，望受衣及作衣，而不得作衣，是失望舍迦提衣。 
    六、比丘离去，望欲返，亦在界外作衣竟，但传闻寺已舍迦提衣，是名传闻舍迦提衣。 
    七、比丘作衣竟思返寺，但过舍衣期，是名过衣期舍迦提衣。    
    八、比丘作衣竟，思欲及舍衣期中返，彼舍衣期与众同。 
    （佛令一日作衣竟，意似令僧和合中分与，如是。今僧用已作成衣，为迦提衣，自与佛意有不

合之处矣。） 

    第二十七品    出家及具戒 

    出    家 
    出家，常指出家具戒，亦指具戒前之出家，亦指受沙弥戒。佛世则多指出家具戒。但亦似指披

袈娑时为出家，皈依时为具戒，佛于聴弟子出家入僧众时，辄言：善来比丘！或言：比丘善来！我

已善说，汝当净行，正尽苦际。 
    故此出家具戒，可合用。但其意，则是先出家，而后始得受具戒。具戒：卽比丘戒，亦称具足

戒或大戒。 
    古制令求出家者，剃除须发，披袈裟，偏袒一肩，礼众比丘足，长跪合掌唱言：“我皈依佛；我

皈依法；我皈依僧。我再皈依佛；我再皈依法；我再皈依僧。我三皈依佛；我三皈依法；我三皈依

僧。” 
    仅此仪式，卽名住沙弥地。 
    出家应为同住比丘众所共知。佛令剃发亦须向僧众请求，行剃发之比丘，应带求出家者至同界

比丘众中唱言：我今白僧众，我与此男童剃发。或言：我今白僧众，我为此男童剃发为沙门。或言：

此男童求出家。 
    又许往各比丘住处白，亦可令比丘或沙弥往代白。说言：大徳比丘！有一求出家者，我与彼白

剃发。 
    新剃发者，若发长不过二指量，则不必剃发，亦不必白剃。但剃发前，例受五处作念观。谓：

发、毛、爪、齿、皮、作顺念逆念。 
    披袈裟，例先奉袈裟，向僧唱言：“大徳比丘！请受此袈裟，聴我出家，令我明出苦湼盘法。” 
    如是，传戒师可为着袈裟，亦可令一比丘沙弥或居士为代着，亦可令其自着，如是名为比丘分

与袈裟，非可无故而自着自穿。 
    旣外出剃发穿袈裟已，则再入僧众，礼比丘众足，长跪合掌受三皈依，传戒师当言：汝当如是

语。或言、汝当随我语。 
    然后为彼授十戒。 
    传戒师应是满十腊之比丘。 
    沙弥未足具戒年龄，于满比丘年龄已，可继受具戒。但疑戒不净，传戒师可再授三皈十戒，后

授具戒。 

    具    戒 
    今唯说白四羯磨等事。 
    求具戒人，应是男人，年满二十，无诸遮难。 
    年满二十，须确满二十年，非自生年作一年计，应至明年生日，计为一岁。年未满二十而受具

戒者，不成具戒，为之受具戒及入僧众者，犯单堕罪，僧众同犯学处罪，不知或误犯者无罪。 
    年二十而未满二十岁者，若是大居士，度之于圣敎有大利，彼有正信，乐于具戒，迟之恐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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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应卽为之受具戒。但至年满二十，应重授具戒。 

    其它遮难，有…… 
    闗于非男人者有黄门，卽缺灭一般男人所有之器官。 
    闗于圣敎者：有杀阿罗汉，污比丘尼，二形（卽好作女扮，或女假男装）外道，犯波罗夷返俗，

破僧，出佛身血。 
    闗于生身父母者：杀父、杀母。 
    以上诸遮难，不能具戒。具戒时未知，具戒后乃知者，应摈出，令其返俗。（制令诸有上遮难者，

不得受具戒，但可为沙弥否？佛意则似不可，因出家为具戒之初行，受沙弥戒后，应受具戒。旣不

堪受具戒，则亦不应出家，除因年龄外。） 
    除上遮难，绝对禁止具戒外，仍有其它不绝对禁止之遮难。已出家者，不被摈返俗，传戒师仅

犯学处罪。此诸遮难，有不许出家，亦有不许具戒。 

    不许出家者有八种，谓 …… 
    一、患传染病：不可治病，慢性病者，有五种。谓：痈疽、白癫、亁消、癫狂。 
    二、器官残缺者：有手断、足断、耳断、鼻断、手指断及足趾断、手足拇指断。 
    三、肢軆残缺者：有手指相连，成一大片者。驼背、矮小、颈瘤、无足掌、异于人（壊之方面）：

谓太高、太低、太黑、太白、太瘦、太肥、头太大、或太小等。 
    四、残废者，谓：盲目、手足或指曲不能伸、跛者、哑、聋、盲哑、盲聋、盲哑及聋。 
    五、老弱者，谓：动作迟钝。 
    六、有繋累者，谓：父母不许出家，王臣（卽公务员），负债人，奴。 
    七、刑事犯。 
    八、妨害治安者：贼首、逃犯、在通辑中之刑事犯。 
    上列诸人不许出家，自不许具戒无疑。 
    又另有不许具戒者。谓无传戒师，非比丘之传戒师，以僧众为传戒师。无钵，无衣，无钵囊。

借来之衣，借来之钵，借来之衣钵。 
    无以上遮难者，是有具戒资格者，可以受具足戒。 
    授具戒僧众：在中国（卽印度中部大城巿） 少应有十位。在边地，（落后地区） 少应有五位。

若僧不满数，名人不成。 
    授具戒，应在相应法之僧界内授。界内比丘，不来入僧众，应依法与欲；比丘不齐集，不与欲，

名人不成。 
    未具足戒前，有多初行：谓求出家，求依止，皈依传戒师，唱自己法名，唱传戒师名，告钵，

告衣。令求戒往外立，一比丘屏处问遮难召入僧中，僧中问遮难等。 
    屏处：指离僧众十二肘处。为何定十二肘？当为掷土所及处，为僧住处以外地。 
    问遮难之比丘，可由僧众差一比丘问；亦可由一比丘，自向求具戒问，于此似无定制。 
    问汝是人不？除因有龙变形为人，来求具戒外。似指问是一般有人性有伦常之人，非野人暴人，

不堪列入人类之人。 
    向僧众请求召求具戒入僧众者，是问遮难比丘。 
    除出家外，以上若稍有误失，仍成具戒。 
    继此，则为白四羯磨。此为重要羯磨，小有错误脱落，名为白羯磨不成，具戒亦不成。 
    白羯磨未终，有比丘反对，则羯磨不成。须直至白：谁不忍者说。第三说竟，具戒乃成。 
    白羯磨，毎二比丘同说，因同说则不致有脱落错误。又因求具戒者毎为二人，有一比丘对一求

具戒之意。 
    佛许僧众，毎次同时可授具戒二人或三人，但不许四人。似以四人，则成僧众之数。 
    授具戒已，应告时、告日、告季、告寺界、寺名、传戒师名、羯磨师名，僧数。说四依法，四

堕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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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白羯磨文 

    解不失衣界文 
    大徳僧聴！若僧时到，僧忍聴，解前结不失衣界，白如是。 
    大徳僧聴！今僧解不失衣界，谁诸长老忍者，默然；谁诸长老不忍者，说。僧已忍，僧解不失

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解同一住处（同一说戒）界文 
    大徳僧聴！若僧时到，僧忍聴。僧今解前结同一住处，同一说戒界，白如是。 
    大徳僧聴！今僧解同一住处，同一说戒界，谁诸长老忍者，默然；谁诸长老不忍者，说。 
    僧已忍，僧解同一住处，同一说法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结界问标 
    东方，以何为标？ 
    东南方，以何为标？南方，以何为标？ 
    西南方，以何为标？西方，以何为标？ 
    西北方，以何为标？北方，以何为标？ 
    东北方，以何为标？ 
    毎方各答言：大徳！以石为标。 

    结同一住处（同一说戒）界文 
    大徳僧聴！若僧时到，僧忍聴。僧今于此四周界标内，结同一住处，同一说戒界，白如是。 
    大徳僧聴！若僧时到，僧今于此四周界标内，结同一住处，同一说戒界，谁诸长老忍，聴僧于

界内结同一住处，同一说戒界者，默然。谁诸长老不忍者，说。 
    僧已忍，聴于此界内，结同一住处，同一说戒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结不失衣界文 
    大徳僧聴！若僧时到，僧忍聴，于此同一住处，同一说戒界，结不失衣界，白如是。 
    大徳僧聴！僧今于此同一住处，同一说戒界，结不失衣界，除村及村外。谁诸长老忍，聴结不

失衣界，除村及村外者，默然；谁诸长老不忍者，说。 
僧已忍，聴结不失衣界处，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立掌管比丘文 

     立分衣比丘 

    大徳僧聴！若僧时到，僧忍聴。僧立如是名比丘为分衣比丘，白如是。 
    大徳僧聴！若僧时到，僧忍聴。僧立如是名比丘为分衣比丘，谁诸长老忍，聴如是名比丘为分

衣比丘者，默然；谁诸长老不忍者，说。 
    僧已忍，聴立如是名比丘，为分衣比丘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分食、分房舍、掌衣、掌食、掌房舍等同上，惟换职位名称。 

    分与房舍文 
    大徳僧聴！若僧时到，僧忍聴。如是名居士新造房舍，供与如是名比丘，白如是。 
    大徳僧聴！如是名居士新造房舍，供与如是名比丘，谁诸长老忍，聴如是名居士新造房舍，供

与如是名比丘者，默然。谁诸长老不忍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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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已忍，聴如是名居士新造房舍，供如是名比丘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分与迦提衣文 
    大徳僧聴！若僧时到，僧忍聴。僧今有迦提衣，僧当分迦提衣与如是名比丘，作迦提衣，白如

是。 
    大徳僧聴！僧今有迦提衣，僧分迦提衣与如是名比丘，作迦提衣。谁诸长老忍，聴僧分迦提衣

与如是名比丘，作迦提衣者，默然；谁诸长老不忍者，说。 
    僧已忍，聴僧分迦提衣与如是名比丘，作迦提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出家及具戒文 
    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我再皈依佛；我再皈依法；我再皈依僧。 
    我三皈依佛；我三皈依法；我三皈依僧。 

    十学处文（沙弥十戒） 
    不杀生。 
    不与取。 
    不非梵行。 
    不妄语。 
    不飮榖酒、菓酒。 
    不非时食。 
    不舞蹈、唱歌、音乐，不往观聴。 
    不涂香、香花、熏香饰身。 
    不坐、卧高广大床。 
    不受领金银。 

    告钵衣文 
    此是汝钵？答言：如是大徳。 
    此是汝僧伽梨衣？答言：如是大徳。 
    此是汝郁多罗衣？答言：如是大徳。 
    此是汝安陀会衣？答言：如是大徳。 
    汝往彼处立。 

    受差问缘文 
    大徳僧聴！如是名某甲，是如是名比丘求具戒弟子，若僧时到，我将敎授问彼如是名某甲。 

    敎授问遮难文 
    如是名某甲，汝聴！此是汝诚谛时，实语时。若大徳在僧中问汝，汝当以无畏心，无疚心，若

有言有，若无言无。僧众当如是问汝：如是病，汝有不耶？ 
    癞病？不也，大徳。癯痈病？不也，大徳。 
    癣疥病？不也，大徳。喘病？不也，大徳。 
    癫癎病？不也，大徳。 
    汝是人不？是也，大徳。汝是丈夫不？是也，大徳。 
    汝是非奴不？非也，大徳。汝非负债人不？非也，大徳。 
    汝非王臣不？非也，大徳。父母聴汝出家不？聴也，大徳。 
    汝年满二十岁不？已满，大徳。衣钵具足不？具足，大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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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何名？我名某某，大徳。汝传戒师何名？名某某，大徳。 

    白召求具戒入僧中文 
    大徳僧聴！如是名某甲，是如是名大徳求具戒弟子，我敎授问遮难彼已，若僧时到，如是名某

甲，聴将来入众。 

    求具戒文 

    我向僧求具足戒，愿僧拔济我。我再向僧求具足戒，愿僧拔济我。我三向僧求具足戒，愿僧拔

济我。 

    白和问文 
    大徳僧聴！如是名某甲，是如是名大徳求具戒弟子，若聴时到，僧忍聴，我问彼诸遮难事。 

    正问遮难文 

    如是名某甲，谛聴！今是汝至诚时，实语时。我问如是事，若有、汝当答有，若无、汝当答无，

汝有如是病不耶？ 
（问答同上） 
    汝传戒师何名？  名某某大徳。 

    白授具戒羯磨文 
    大徳僧聴！如是名某甲，是如是名大徳求具足戒弟子，从淸净，无诸一切遮难，衣钵具足。如

是名某某，是如是名大徳求具足戒弟子，从僧众求具足戒，若僧时到，僧忍聴，授如是名某甲具足

戒，如是名大徳是传戒师，白如是。 
    大徳僧聴！如是名某甲，是某大徳求具足戒弟子，彼淸净，无一切障难，衣钵具足，从僧众求

具足戒，某大徳是传戒师。谁诸长老忍，僧授如是名某甲具足戒，如是名大徳是传戒师者，默然；

谁诸长老不忍者，说。 
    我如是再说，大徳僧聴……我如是三说，大徳僧聴，如是名某甲，如是名大徳是传戒师。 
    僧已授具足戒竟。僧已忍聴，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敎 诫 文 
    出家始从今日，乃至命存，依行乞食，而自支济，为大福乐。若僧次请食，若别请食，若僧常

食，若别施食，若月黑白分内食，若齐日食，若月黑白分首日食。 
    出家始从今日，乃至命存，依粪扫衣，而自支济，为大福乐。若麻布、若棉布、若野蚕丝、若

细羊毛、若纱纻、若诸杂物。 
    出家始从今日，乃至命存，依树下住，而自支济，为大福乐。若僧房舍、若枋覆、若楼阁、若

苫、若洞窟。 
    出家始从今日，乃至命存，依陈弃药，而自支济，为大福乐。若生酥、若熟酥、若植油、若蜜、

若蔗浆。 
    比丘具戒已，不作不净行，两行会法，乃至共傍生等，比丘犯者，便非沙门，非释迦子，如被

斩首，非复人躯。比丘犯淫，亦复如是，便非沙门，非释迦子。如是，始从今日，乃至命存，汝不

应犯。 
    比丘具戒已，不取他之所不与物，乃至一草，比丘取他之所不与物若五磨洒，便非沙门，非释

迦子。如叶黄落，非复缘丽，比丘取他之所不与物，若五磨洒，如五磨洒，过五磨洒，亦复如是，

便非沙门，非释迦子。如是，始从今日，乃至命存，汝不应犯。 
    比丘具戒已，不断他命，乃至蝼蚁。比丘故心，而断他命，乃至人胎，便非沙门，非释迦子。

如大石制，不能更合，比丘断他命，亦复如是，便非沙门，非释迦子。如是，始从今日，乃至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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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不应犯。 
    比丘具戒已，不得妄言，得上人法，乃至乐居静处。比丘以染污心未得谓得，诸上人法，禅那

解脱，正定止观，圣道妙果，便非沙门，非释迦子。如多罗断，无复萌长。比丘以染污心，妄言得

上人法，亦复如是，便非沙门，非释迦子。如是，始从今日，乃至命存，汝不应犯。 

    后    记 
    本书原文称：毗尼那目佉。义为：戒律纲目，内容与道宣祖师之行事钞及随机羯磨略同。皆各：

具罗种类，杂相毕陈。盖严净毗尼，祖祖行同，无古今矣。 
    本书为泰国曼谷皇朝第十世僧皇御撰，僧皇为在俗之公拍耶跋折罗禅那婆罗沙亲王。生于佛历

二四○三年，童贞出家，寂于二四六四年。平生精力，为校释泰国所有经典。 
    本书原文为三卷。第一卷，（第一品至第十品）为比丘戒释义，第二第三为大品小品之钞要，略

见本书中。 
    本书传译，参考弘一律师之道宣祖师之行事钞及随机羯磨等释义，不详译而摭译。以事相繁复，

而亦因宗乘小有所异也。 
 
 

佛历二五一二年解安居日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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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世尊告诉尊者阿难说：「阿难，你们当中如果有人作如此思惟：

『导师的教导已经完毕，我们无复有导师』实非如此，不应该作如是观。

阿难，我为你们所建立的法与律，于我去世后应当作为你们的导师。」 

《长部．大般涅盘经》 

 

就如大海有不泛滥（越岸）的固定法则；同样地，如来为（声闻）弟

子制定学处（戒）后，弟子们宁死也不会违犯的。」 

《律藏．第四部．9．1》 

 

「只要诸比丘仍然正道而活，世上就不会少了阿罗汉。」 

   《长部．大般涅盘经》 

 

Atthikehi upa¤¤àto maggo.  道唯有寻觅者能知。 

（律藏．第一部．40）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sambuddhassa. 

礼敬世尊  阿罗汉  正等正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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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解脱教诫 

(Ovàdapàtimokkh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sambuddhassa. (3x) 

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三遍） 
 
 

Khantã paramaü tapo titikkhà,  
            nibbànaü paramaü vadanti Buddhà.  
Na hi pabbajito paråpaghàtã, 
            samaõo   hoti  paraü   vihe hayanto. 
 
诸佛说涅盘 上， 
忍辱为 高苦行。 
害他实非出家者， 
恼他不名为沙门。 
 
Sabbapàpassa    akaraõaü   Þ   kusalassa   upasampadà,  
sacittapariyodapanaü     Þ    etaü    Buddhàna'sàsanaü. 
 
一切恶莫作，具足诸善法， 
清净其自心，是为诸佛教。 
 
 
Anåpavàdo    anåpaghàto  Þ   pàtimokkhe  ca  saüvaro,  
matta¤¤utà  ca  bhattasmiü  Þ  panta¤ca  sayanàsanaü,  
adhicitte     ca     àyogo   Þ   etaü    Buddhàna'sàsanaü. 
 
不诽与不害，善守护戒律（波罗提木叉）， 
饮食知节量，远处而独居， 
勤修增上心（定），是为诸佛教。 
 
 
                                                                                      
《Dhd., Verses 183-185》 
《法句经．第一八三至一八五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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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书 《受戒仪规》 所含盖的范围是以南传受在家戒、出家和受具足（比丘）戒的程序以及出

家和受具足（比丘）戒须知的事项为主，除此之外，也附加一些沙弥和比丘须知的律学等法。 
 书中的第二章里汇集了泰、缅以及锡兰的各种受在家戒程序。关于锡兰式的在家戒程序是以锡

兰斯里葛亚尼(Shrī Kalyāõī)  派的传统作法为依据；泰式的则依据泰国法宗派(Dhammayuttika)和大众

派(Mahā Nikāya)所采用的方法；至于缅式的是以缅甸传统所使用的方法。 
 关于第四章：出家、第五章：具足戒和第六章：两、三位求受具足的程序是依据锡兰文的《Vinaya 

Karma Pota》为参考，而至于第四章和第五章里的批注是附加泰国法宗派（参考《Ordination Procedure 
and the Preliminary Duties of a New Bhikkhu》）和大众派（参考《Pūjā》）的受戒程序。 
  为了方便读者容易辨别本书的内文和说明以及中译的巴利作持文等，因此采用两种中文字体，

即「宋体」和「楷体」。前者是本书的内文和说明，后者是中译巴利作持文。所有巴利作持文括号里

的斜体字必须按照情况作更换，如：人名、辈分等。 
 对于本书引证所依据的巴利(Pāli)圣典（经、律、论藏）之出处：中文则写出全名；如果是巴利

文则以缩写法为标示，其缩写及全名请参见：〔缩写表〕。至于圣典的 Aññhakata（义疏）中文译为「义

释书」，而 òīkā（复注）则译为「次注书」。 
所有巴利词汇的中译，本书尽量采取前人译成的字词。遇到一个巴利字有数种译 法时，即将其

同义词列于括号中，如：现起(paccupa hāna 现状)、近因(pada hāna 足处)等。 

其次，有的巴利词汇是采取音译方式，如：pārājika（波罗夷）、pācittiya（波逸提）等，有的是以义译  ，  

如  ：   aniyata  （不定）、pāñidesanīya （悔过）等 ， 而有的则两种都有。对于译义不明或易生

误解之处，往往会在括号里加以说明。 
 关于巴利文翻译成中文的在家戒和沙弥戒的条文，本书举出两种中译，在括号外的是一般已经惯

于使用的译文，而在括号内的译文则是直接按照巴利文所翻译的。 
  本书虽经过多人多次校阅，但疏漏仍恐难免。若有任何需要改进之处，希望读者不吝指教。建

议事项请与以下地址联络：    
 
 Dhammasiri Sāmaõera 

 (c/o Mettā Bhikkhu) 

 嘉义新雨道场  

 600 台湾．嘉义市水源地 33 之 81 号 

 Newrain Buddhist Center/ 

 Chiayi Newrain Magazine 

 33~81 Shui-Yuan-Ti, Chiayi 600, TAIWAN. 

 Tel: (886)(5)278-9254; Fax: (886)(5)275-5094 

 E-mail: newrain@ms22.hinet.net

 
 承蒙澳洲长老帮忙校对巴利文，Santagavesaka Bhikkhu 等参与本书的翻译工作， Nā-Uyana   

Āranya  Senāsanaya（龙树林僧寺 

）常住提供计算机、列表机、印刷纸等设备，方便编译本书的工作，嘉义新雨道场赞助出版本书，使

得本书能够顺利完成，在此编译者一并敬致谢忱！ 

 后 ， 编译者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戒师 Most Ven. Rājakīya Paõóita Kaóavedduve Shrī Jinavaüsa 

Mahā Thera、教授师 Most Ven. Pa-Auk Sayādaw U.Āciõõa Mahā Thera, Agga Mahā Kammaññhānācariya 和

Most Ven. Nā-Uyane Ariyadhamma Mahā Thera 、师长们及一切众生分享编译此书的功德。愿他们随喜

并成为获得解脱的助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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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愿毗尼 1 永住世、三宝得隆盛、僧伽2净和合。 
 
 

 
编译者法严沙弥   合十 

Dhammasiri Sāmaõera 

二○○二年三月七日   上午 
  写于斯里兰卡龙树僧寺计算机室 

 
1 「律」 (Vinaya)：古代译为「毗尼」。 
2 「僧团」 (Saïgha)：古代译为「僧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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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表  

(List of Abbreviations) 

律藏 (Vinaya Piñaka) 

Cv. Cåëavagga   

 《小品》 

Mv. Mahàvagga 

 《大品》 

Sutta Vibh. Sutta Vibhaïga 

                     (Vol. 1 Pàràjika Pàli & Vol. II Pàcittiya Pàli) 

 《经分别》 

 （第一册波罗夷和第二册波逸提） 

Vin. P. Vinaya Piñaka   

 《律藏》 

律藏义释书  

(Vinaya Aññhakathà) 

Khvt. Ak. Kaïkhàvitaraõã Aññhakathà 

 《越疑义释书》 

Smps. Ak. Samantapasàdika Aññhakathà 

 《一切善见义释书》 

Vin. Ak. Vinaya Aññhakathà   

 《律藏义释书》 

律藏次（复）注书 

 (Vinaya òãkà) 

Vim. T Vimativinodanã òãkà 

 《除去疑惑次（复）注书》 

经藏 (Sutta Piñaka) 

A. Aïguttara Nikàya  

 《增支部》 

D. Dãgha Nikàya  

 《长部》 

Dhp. Dhammapada  

 《法句经》 

Khd. Khuddakapàñha  

 《小诵》 

M. Majjhima Nikàya  

 《中部》 

S. Saüyutta Nikàya 

 《相应部》 

Sn. Suttanipàta 

 《经集》 

Sutta P.  Sutta Piñaka   

 《经藏》 

经藏义释书 

 (Sutta Piñaka Aññhakath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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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p. Ak. Dhammapada Aññhakathà 

 《法句经义释书》 

Khd. Ak. Khuddakapathà Aññakathà  

 《小诵义释书》 

M. Ak. Majjhima Nikàya Aññhakathà  

 《中部义释书》 

Sutta P. A. Sutta Piñaka Aññhakathà  

 《经藏义释书》 

论藏 (Abhidhamma Piñaka) 

Abh P. Abhidhamma Piñaka  

 《论藏》 

Pñs. Pañisambhidàmagga 

 《无碍解道》 

Vism. Visuddhimagga  

 《清净道论》 



巴利文字符和发音 
(The Pāli Alphabet & Pronunciation) 

 

元音 (Vowels)3

ī    
ㄧ- 

e    
ㄝ5

长音 o    ㄛ3ū   ㄨ
- 

ā   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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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音 a  i   u  ˙
ㄨ 

 ˙  
 ㄚ 

 
˙

 

子音 (Consonants)6

喉音  (Gutturals) 

ïa ka kha ga    gha 

涯∗ 涯*
（送气） 雅*˙ㄍㄚ ˙ㄎㄚ 

 

口盖音 (Palatals 上颚音) 

 ña         ca            
cha 

   ja          
jha 

娘*

 惹*     惹*
（送

气） 
˙ㄐㄧㄚ   ˙ㄑㄧㄚ 

 

反舌音7 (Cerebrals) 

  õa       ña           
ñha 

óa           
óha 

˙ㄋㄚ 
腊*      腊*

（送

气） 
˙ㄉㄚ     ˙ㄊㄚ 

 

                                                        
3母音有八個，分為兩類，即：長音（五個）和短音（三個）。「  ㄚ 」等符號是國語注音符號。 
4 有「-」者表示長音。 
5 母音「e」 和 「o」一般上兩者都被發音成長音，除非 
是兩者出現在雙子音之前，則例外被發音成短音例， 
如： 
damenti 、ettha 、mettā 、okkamati、 oññha、ñhapetvā 
6  子音有三十三個，分為六群，即： 
第一群：喉音  (Gutturals)  有五個；  
第二群：口蓋音 (Palatals 上顎音)  有五個； 
第三群：反舌音 (Cerebrals)  有五個； 
第四群：齒音 (Dentals)  有五個； 
第五群：唇音 (Labials)  有五個； 
第六群：非群子音有八個。 
∗ 有 「  * 」者表示以台語（閩南語）發音。 
7 這兩群所發的音類似，差別只在舌頭的位置不同：第三群舌頭捲抵住上口蓋；第四群舌頭抵住上排牙根。 



齿音5 (Dentals) 

 da 8

dha 
      ta           
tha 

  na 

˙ㄋㄚ 
女*             女*

（送气）
 ˙ㄉㄚ     ˙ㄊㄚ 

         （ 其ㄨ 改ㄚ） 

 

唇音 (Labials) 

      pa          
pha 

ba           
bha 

  ma 

˙ㄇㄚ 
肉*     肉*

（送气）˙ㄅㄚ     ˙ㄆㄚ 

 

非群子音 

      ya               ra               la 
va              sa  
˙ㄧㄚ    ˙ㄖㄚ    ˙ㄌㄚ    ˙ㄨㄚ    ˙
ㄙㄚ 

      ha               ëa  9            üa10

˙ㄏㄚ    ˙ㄌㄚ    ˙ㄇㄚ 

 

 

 五群的子音之中，有硬音、软音、鼻音。硬音和软音又各有无气音和送气音。送气音的发音是

在无气音的场合加上「h」。例如：khandha = (khan˙ㄎㄢ) + (dha ㄉㄏ（送气）) 
 

巴利语 41 音的音关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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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        
音 

                    子            
音 

 

硬    
音 

            软          
音 

短          长 硬 
   

         音 音 音  无 送 无 送     鼻   
 气 气 气 气     音 

喉     音  a  ā   k kh  g gh  ï   h   
口盖音  i  ī   c ch  j jh  ñ  y 

反舌音   ñ ñh  ó óh  õ r  ë 

  ü 
 o or   

§ 
牙     音   t th  d dh  n  l  s 

 u 唇     音  p ph  b bh m   v   ū  

 

                                                        
8 發「da 」時舌頭比發「ta 」時貼更多在上排牙根。其舌頭位置與發台語的「 女」字時相同 。 
9 發音類似「la」，差別是：「la」音舌頭抵住上排牙齒 
，「ëa」音舌頭抵住上排牙根。 
10 作為收尾音，鼻音，有些國家唸「ŋ」，有些國家唸「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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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ï」不能单独存在 ，它在子音「k」、「kh」、「g」和「gh」四音前，用作鼻音。例如： 
saïgha  =   ( saï 桑 )   +   ( gha  涯*

（送气）) 
 
 「ñ」在「c」、「ch」、「j」、「jh」和「ñ」的子音前用做鼻音，也单独成为「ña领*」、「ñu怒 -」、

「ño妞」等音。 
 
 「ñ」群是反舌音，将舌尖放在口盖的顶上而发出「t」、「th」、「d」、「dh」、「n」。 
 
 「õ」在「ñ」、「ñh」、「ó」和「óh」之前，也被用为鼻音，或当作单独音，但「õ」音置于语首，

是绝对没有的 。单独音的「õ」，是「n」音之前为「r」和「ñ」群等反舌音时，受到此反舌的影响，

而变成「õ」音的。 
 
 「t」群属于齿音 ， 是将舌端置于上颚前面牙齿的齿根而发出的声音，相似与日语和英语所发音

的 t、d、n 等。 

 
 「p」 群属于唇音，是从闭着的上下唇之间发出来的声音，相似与日语和英语的 p、b、m 等。 

 
 其次，在非群子音中的「y」、「r」、「l」、「s」和「h」的发音同于英语。「ë」是「l」的反舌音，

「v」相当于英语的 v 或 w，所以「va」被发音为 wa 或 va。 
 
 「ü」被称为抑制音(niggahīta)。此字被写成「§」或「ü」，也以鼻音字「ŋ」表示。「ü」可用以

代替五群中的鼻音 ，在其它子音前作鼻音，或用于语尾，但不做为单独音置于语首。子音「ü」和

「ï」的发音并没有差别。 

 
 当子音「y」用于其它子音的后面时，则它被发音成「i」，例如： 

「ney 内」       ⎢    「nei 内」 

「sey ㄙㄟ」   ⎢    「sei ㄙㄟ」 

「may 卖」      ⎢    「mai 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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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连子音 (Joined Consonants) 

 
遇到一字当中有两个子音连在一起时，两个子音必须分 发音：前一个子音与它前面的元音一

起发音，后面的子音与它后面的元音一起发音。例如： 

 
saïgha =  (saï桑)  +  (gha涯*

（送气）) 
kamma =  (kam甘* )   +  (ma吗) 
citta =  (cit质*  )  +  (ta大) 
tattha =  (tat达* )   +  (tha塔) 
sannidhi =  (san山)  +  (ni尼)  +  (dhi智*

（送气）) 
kakkasa =  (kak角* )   +  (ka ˙ㄍㄚ)  +  ( sa

沙) 
kattu =  (kat结* )  +  (tu堵) 
labbhati =  (lab纳* )  +  (bha肉*

（送气）)  +  (ti底) 
sacca =  (sac杀* )  +  (ca甲) 
khippa =  (khip吸* )  +  (pa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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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戒 SäLA 

戒的定义 

「戒」(sãla 尸罗) 被定义为： 

一、离杀生等身语恶行时所生起的思11 ，或在实行义 务行时行12者所生起的思之等法； 

二、三种离13 心所14，即： 

← 正语（sammà-vàcà）：戒除妄语（谎话）、 两舌（挑拨）、恶口（讥骂）和绮语（废话）；  

↑  正业（sammà-kammanta）：  正当的行为，戒除杀生、偷盗和邪淫； 

→ 正命（sammà-àjãva)：戒除用不正当的言语或行为来取得财物、维持生活，如：杀生、 

偷盗或说谎等。就在家人而言，这也包括戒 除五种不道德的买卖，即： 

A. 武器买卖； 

B. 人口买卖； 

C. 供屠宰用牲畜的买卖； 

D. 酒等麻醉品的买卖； 

E. 毒药的买卖。 

三、无贪15心所； 

四、无瞋16心所； 

五、正见17心所； 

六、五种律仪18； 

七、不犯戒19。 

 

 
11 思 (cetanà)：执行自己的功能（达成目标），并且调整相应心所的功能，统合起来完成向对象作用的

任务，因此它是造成业的 重要因素。 
12 义务行 (vattapa ipatti) 是指比丘向长辈、老师等执行应作的义务和执行寺内的打扫等义务时所生

起的思。 
13 离语恶行 、离身恶行、离邪命，这三中离心所称为「离戒」，而陪同它们生起的思心所称为「思戒」。 
14 心所 (cetasika)：伴随着心生起的附属精神因素；它能协助心执行特定的任务。心所不能离 心而单

独生起；心也不能离 心所而单独生起。虽然两者互相依靠，但是心为主要的精神因素，因为心所必须依

靠心才能认知对象。 
15 无贪 (alobha)：其特相是心不贪求目标或心不执着目标。无贪并不只是指没有贪念，它也包括正面的

品德，如：布施和舍离。 
16 无瞋 (adosa)：其特相是不粗野或不对抗。作用是去除怨恨。无瞋也包括慈爱、温和、和蔼、友善等

良好的品德。 
17 正见 (sammà-di hi)：了知圣谛的四种智慧：对苦谛的观智；对集谛：苦的原因的观智；灭谛：涅

盘的证悟；道谛：八种通向涅盘证悟的修行方法。 
18 五种律仪戒即： 

← 别解脱律仪戒  (pàtimokkhasaüvara-sãla)  ：比丘二百二十七条戒； 

↑ 念律仪戒 (satisaüvara-sãla)： 防护六根门 （眼、耳、鼻、舌、身、意）； 

→ 慧律仪戒 (¤àõasaüvara-sãla)：以观摄心，中止渴爱、邪见和 无明 诸烦 恼之 常流 ，  这 也

包 括资 具依 止戒(paccayasannissita-sãla)； 

↓ 忍辱律仪戒 (khantisaüvara-sãla) ： 摄心以便在忍受酷热或严寒时不会受到恶念的困扰； 

° 精进律仪戒 (viriyasaüvara-sãla) ：  心精进于防止欲贪思惟 (kàmavitakka)、瞋恨思惟  

(byàpàdavitakka) 和伤害思惟(vihiüsavitakka)  诸恶念生起，这也包括 活命遍净戒 

(àjãvapàrisuddhi-sãla)。 
19 不犯戒是指持戒者的身口等不违犯于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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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的语义 

「尸罗」(sãla) 是戒的音译，义译为「习惯」、「道德」和「戒行」。 

在此「习惯」是用来形容有德者和无德者的习惯（天性、行为），也用来形容与善恶无关的自然

现象。 

「道德」是指有道德的善行（行为）。在持戒波罗蜜(pàramã)20所指的就是这个含意。除此之外，

戒还有两个含意，即： 

一、导向：防护自己的身语业，以及把它们导向正确的方向，以免它们不能受到控制。 

二、支持：没有戒则不能成就任何善业，戒是一切善业的基础，它促使行善以成就可获得投生

四界21之善业。 

 

戒的相、味、现起、足处 

戒的相22 (lakkhaõa)：它防护人们的身语业，以及把它们导向正确的方向；它是一切善业的基

础。 

戒的味23  (rasa)：是指作用和成就。它防止人们由于不受控制的身语业而变得不道德。 

戒的现起24 (paccupa hàna现状)：是指身语意的清净。 

近因25 (pada hàna足处)：是指直接的原因。戒的因是惭（hiri 对恶行感到厌恶）与愧

（ottappa 对恶行感到害怕）。只有通过惭愧才会有持戒。 

 

戒的种类 

戒被归类为五类，即： 

一、一种戒； 

二、二种戒：有七组，每一组有两种戒； 

三、三种戒：有五组，每一组有三种戒； 

四、四种戒；有四组，每一组有四种戒； 

五、五种戒：有两组，每一组有五种戒。 

 

一种戒 

 
20 波罗蜜  (pàramã) ：是音译，义译为完全、圆满；乃是善良、美好的德行。有十种波罗蜜，即：布施、
持戒、出离、智慧、精进、忍耐、实语、决心、慈、舍。 
21 四界即： 

← 欲界 (kàmàvacara)：有饮食、男女等欲望的生存界； 

↑ 色界 (råpàvacara)：没有饮食、男女等欲望，但还有微妙的色身； 

→ 无色界 (aråpàvacara)：没有色身，只有精神存在； 

↓ 出世间界 (lokuttarabhåmi)：这里的 「界」 只是一种隐喻，事实上，出世间界不是一个地方 ，

「出世间界」是指四道、四果与涅盘。 
22 相有两种： 

← 共相 (sàma¤¤a) 是共有的； 

↑ 特相或自性相  (sabhàva)  是某一法特有的特别素质 ，而不与它法共有的。 
23 味也 (rasa)  叫作「作用」，它所执行的明确任务或功能。作用有两种： 

← 执行作用 (kicca rasa) 是指实行的作用； 

↑ 成就作用 (sampatti rasa) 是指获得成果的作用。 
24 现起是“phala”和“upa hànàkàra”。“phala”是究竟法的成果，而“upa hànàkàra”是指某

法在修行者心中的呈现方式。 当修行者深入观照某个究竟法时，有关那个究竟的本质 、作用、因或果会

呈现在他的心中，其中的任何一个皆是现起。 
25 近因或被称为足处是指导致某个究竟法生起的 接近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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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戒是指一切戒自己的戒相。 

二种戒 

第一组： 

← 止戒  (vàritta-sãla 止持戒)  ：不做佛陀与其它圣者所禁止的事情，佛陀说：「这是错、

是不应该做的，是应当被禁止的。」因此离杀生等十恶业称为「止戒」； 

↑ 行 戒  ( càritta-sãla  作持戒  )  ：是向戒师  (upajjhàya)、教授师(àcariya)、双亲、

长辈、善友等致敬，以及向他们履行无可指责与有利益的任务。 

 

第二组： 

← 活命八戒 ( àjãva-a hamakasãla ) ； 

↑ 等正行戒   (àbhisamàcàrika-sãla除了活命八戒，一切为了证悟道果26 (magga-phala) 的

戒行 

皆属于等正行戒）。  

 

第三组： 

← 离戒(virati-sãla)：是指三个离心所 ，即正语、正业、正命； 

↑ 非离戒(avirati-sãla)：是指除了三个离心所以外与戒有关的种种心所。  

 

第四组： 

← 依止戒(nissita-sãla)：是基于渴爱或邪见而持的戒。如果持戒是为了来世投生于富裕的善

界时 ， 其戒被称为 「 依止渴爱之戒 」 ( taõhànissita-sãla ) 。 具有邪见地持守或实行仪式 

（如模仿牛或狗），   以为它们有助于净化心 ， 这被称为 「 依止邪见之戒 」 

(di hinissita-sãla)； 

↑  不依止戒 (anissita-sãla) ：是以培育圣行为唯一目标所持的戒。这是指修世间戒作为出

世间戒的先决条件。 

 

第五组： 

← 时限戒 (kàlapariyanta-sãla) ：是指限定一段时间受持的戒； 

↑ 终生戒(àpàõako ika-sãla)：是指尽其一生当持的戒（尽形受持）。 

 

第六组： 

← 有限制戒    ( sapariyanta-sãla )： 是指在持戒的规定期间之前，由于某种缘故而中止

了戒，如：为了利养、名誉、亲戚、肢体、生命等条件的限制；  

↑ 无限制戒 ( apariyanta-sãla )：是指能够持戒到所规定的期间，没有受到外来影响而缩短

持戒的期间。 

 

第七组： 

← 世间戒  ( lokiya-sãla )：是指一切有漏（烦恼，如：欲爱、有爱、邪见与无明）戒，它

有助于获得投生善界（人间或天界），也是一个脱离生死轮回的先决条件； 

↑ 出世间戒 ( lokuttara-sãla ) ：是指能使出离于有漏 ，并且是省察观智27 的其中一个目

标。 

 

三种戒 

 
26道果(magga-phala)：有四道和四果，即四圣道、四圣果；总共是八种出世间圣者的境界 。这八种圣者
都已证悟（体验与了知）涅盘，不会再退为凡夫 ，而且肯定会解脱生死轮回。 
27 观智 (vipassanà ¤àõa) ：修行观禅，透视名色法之实相而成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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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 

← 下等戒 (hãna-sãla)； 

↑ 中等戒 (majjhima-sãla)； 

→ 上等戒 (paõãta-sãla)。 

a. 如果在持戒时，欲、精进、心与观（ 慧）四个素质是下等，其戒是为下等戒；如果它

们是中等素质时，其戒是为中等戒；而当它们是上等素质时，其戒是为上等戒； 

b. 若持戒为了名誉，它是下等戒；为了投生善界而持之戒是中等戒；明白持戒是一种清净

的圣行而持之戒是上等戒； 

c. 当戒受到自赞与贬低他人之恶念所染污时，它是下等戒；没有受到恶念染污的世间戒是

中等戒；具备出世间道果，没有受到染污的戒是上等戒； 

d. 为了投生快乐的善界而持之戒是下等戒；为了自己解脱生死轮回而持之戒是中等；菩萨 

(bodhisatta)28  为了把一切众生从生死轮回解脱出来而持之戒是上等戒，也是持戒波罗

蜜 (pàramã)。 

 

第二组： 

← 自增上戒(attàdhipa eyya-sãla)：为求舍弃自己不适当的，为自尊自重而受持的戒是自增

上戒； 

↑ 世间增上戒 ( lokàdhipateyya-sãla ) ：欲求避免世间的批评，欲为了世间尊重和尊重世间

而受持的戒是世间增上戒； 

→ 法增上戒 (dhammàdhipateyya-sãla) 为求恭敬和尊重法而受持的戒是法正上戒。 

 

第三组： 

← 执取戒(paràma ha-sãla)：与依止戒相同； 

↑ 不执取戒 (aparàma ha-sãla) ： 是指那些已经皈依了三宝，以及为了证悟道果而 始修

习八圣道分 29 的「有德凡夫」所受持的戒。这也是「有学圣者 30」 之戒； 

→ 安息戒 (pa ippassaddha-sãla ) ：安息戒是指在证得四果31之后变得平静之戒。 

 

第四组： 

← 清净戒(visuddha-sãla)：是指比丘不曾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向其它比丘发露忏悔的戒； 

↑ 不清净戒 (avisuddha-sãla)：是指比丘犯罪后覆藏其罪不向其它比丘发露忏悔的戒； 

→ 疑惑戒(vematika-sãla)：是指比丘对自己所违犯的罪生起疑惑（不确定自己所做的事情是

否有犯戒）。 

 

第五组： 

← 学戒(sekha-sãla)：是指还需要 再修行的人32 所持的戒； 

↑ 无学戒 (asekha-sãla) ： 是指不需要再修行的人所受持的戒； 

→ 非学非无学戒  (nevasekhanàsekha-sãla) ： 世间戒是非学非无学戒，它是非有学圣者非

 
28 菩萨 (bodhisatta)：立志要成佛（圆满正觉）的人。 
29 圣道的八项构成因素即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与正定；灭苦的方法。 
30 至少已经证得须陀洹道（sotàpatti-magga 入流道），断除三种烦恼：身见（sakkàyadiññhi；萨迦耶
见；认为有单一个体存在的错误见解）、 疑、戒禁取见（认为奉行禁戒或仪式即能达到解脱的错误见解）， 
但还未证得阿罗汉果的圣者。 
31 在此的四果是指阿罗汉果（arahatta-phala ； 杀敌果）：是阿罗汉道的结果，体验阿罗汉道所带来
的解脱 。 阿罗汉是完全解脱者，不再生死轮回。证得以上两种境界的圣者完全灭尽烦恼敌，所以称为
「杀敌」。 
32 还需要再 修行的人 是指至少已 经证悟初道（ 须陀洹道），但是还未证悟四果（阿罗汉果）的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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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学者所受持的戒（凡夫所受持的戒）。 

 

四种戒 

第一组： 

← 退分戒  (hànabhàgiya-sãla) ： 指退步戒（亲近无德者，却不亲近有德者，不知道犯罪的

错，持有错误的思想，不摄受诸根）； 

↑ 住分戒( hitabhàgiya-sãla)：是指停留不进不退的戒（满足于现有的戒， 对于业处 33 无

意精勤，满足于所拥有的戒，不为更高层次的修行而奋斗）；  

→ 胜分戒 (visesabhàgiya-sãla)：是指会获得优越成绩的戒（圆满所受持的戒，为定力奋斗 ）； 

↓ 抉择分戒 (nibhedhabhàgiya-sãla)：是指能够透入及去除烦恼的戒（不因持戒而感到满足，

为了厌离而努力修习观禅34）。 

 

第二组： 

← 比丘35戒 (bhikkhu-sãla) ：世尊为比丘所制的戒，以及为比丘尼所制但比丘也必须遵守的

戒； 

↑ 比丘尼戒 (bhikkhunã-sãla)36：世尊为比丘尼所 制的戒，以及为比丘所制但比丘尼也必须 

遵守的戒； 

→ 未具足戒  (anupasampanna-sãla) ：是指出家沙弥37 (sàmaõera) 与沙弥尼 (sàmaõerã)38

十戒（非比丘被称为「未具足」）。在家人也是未具足，但是他们被归类在「在家」里，因此不包括

在这里。除此之外，有另一种被称为「正学女」( sikkhamànà ) ，她是正受持别训练以成为比丘尼

的年长沙弥尼，她们并没有被分隔 来，而被视为是沙弥尼。 

↓ 在家戒 (gaha ha-sãla)：在家男女众所受持的戒，如：五戒  ( pa¤casãla) 、活命八

戒 ( àjãva-a hamakasãla)、布萨八戒 (uposatha-a haïgasãla)等。 

 

第三组： 

← 自然戒（pakati-sãla) ：北俱卢州的人自然而然不会犯戒是为「自然戒」； 

↑ 惯行戒 (àcàra-sãla)：遵循（跟随）种族、地区、宗教等传统所规定而奉持的条例（戒）是

为「惯行戒」； 

→ 法性戒  (dhammatà-sãla )：由于菩萨的功德，其母亲在 孕的期间里对男人不会生起爱欲

之念，是为「法性戒」； 

↓ 宿因戒  ( pubbahetuka-sãla)：由于在许多过去世里的持戒习惯，因此今世自然而然地会倾

向于持守梵行戒，这是为「宿因戒」。 

 

第四组： 

← 别解脱律仪戒 (pàtimokkhasaüvara-sãla)：是指学处，因为守护者得以解脱及离恶趣 39 等

 
33 见：〔第四章．出家．批注 14〕。 
34 观禅 (vipassanà) ：古人音译「毗婆舍那」； 今人译「智慧禅」、「内观」等；透视物质(色)与精神 （名） 
的真实本质以提升智慧乃至证悟圣道的修行法门。 
35 比丘  (bhikkhu)：佛教的男性出家受具足（比丘）戒者，必须遵守二百二十七条比丘戒。 
36 比丘尼(bhikkhunã)：佛教的女性出家受具足（比丘尼）戒者 ， 必须遵守三百十一条戒。在上座部 
（theravàda：盛行于斯里兰卡 、缅甸 、泰国 、寮国、柬埔寨的佛教传统）佛教中比丘尼的传承已断。 
37  沙弥 (sàmaõera)：佛教的男性出家持守十戒者。未满二十岁而出家只能受沙弥十戒。 沙弥是比丘的

候补人，其不能算为是比丘僧数的一份子。 
38 沙弥尼  (sàmaõerã)：佛教的女性出家持守十戒者。未满二十岁而出家只能受沙弥尼十戒 。 沙弥尼是

比丘尼的候补人，其不能算为是比丘尼僧数的一份子。 
39 恶趣(apàya)：痛苦超过快乐的四种生存界。造恶业的人因为恶业而投生之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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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是为「别解脱」。「律仪」即防护，是依身语的不犯为名； 

↑ 根律仪戒(indriyasaüvara-sãla)：防护六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是为

「根律仪戒」。根的意思是支配或控制； 

→ 活命遍净戒(àjãvapàrisuddhi-sãla)：是指远离戒律禁止的六种邪命（见〔第十一章：四遍

净戒．活命遍净戒〕），以及其它邪命； 

↓ 资具依止戒 (paccayasannissita-sãla)：依四资具（袈裟、食物、住所、药物）成就的戒是

为「资具依止戒」。在使用它们时，沙弥或比丘应当省察这些资具的本质，以便贪、瞋等烦恼不会生

起。 

 

五种戒 

第一组： 

← 制限遍净戒  (pariyantapàrisuddhi-sãla)：在家男女众所受持的戒是为「制限遍净戒」。

根据《清净道论》 (Vism.) 里有解说制限遍净戒的戒条数目制限，但在《无碍解道义释书》( P s. 

Ak. )  里有提到两种制限，即学处制限（是指在家戒的戒条数目，即 一 、二、……  、八或十戒）

和时间制限（是指持戒的期间，如：受持一天、两天等）； 

↑ 无制限遍净戒(apariyantapàrisuddhi-sãla)：依数目，虽仍然有限制，但以无限而受持，也

不为了利养、名誉、亲属、肢体、生命等的条件所限制的，所以称为「无制限遍净戒」； 

→ 圆满遍净戒 (paripuõõapàrisuddhi-sãla)：善人的戒，自从圆满具足以后，就如善净的明

珠和锻炼了的黄金一样极清净，连一心的尘垢也没有生起，实为证得阿罗汉的进因，故名「圆满遍

净戒」； 

↓ 无执取遍净戒  (aparàma hapàrisuddhi-sãla)：不受邪见与渴爱染污的戒是「无执取遍

净戒」； 

° 安息遍净戒(pa ippassadhipàrisuddhi-sãla)：已经完全 根除 烦恼 的阿 罗汉等（ 包括

辟支佛  ( paccekabuddha )40  与正等正觉者  ( sammàsam- buddha)41）的戒是「安息遍净戒」。 

 

第二组： 

← 断戒 ( pahàna-sãla ) ： 以舍弃杀生等而持守的戒是为「断戒」。依据《论藏》(Abh. P.) 

的定义， 「断」是一组具有舍弃当舍弃的法之作用的善心和其心所； 

↑ 离戒 (veramaõã-sãla) ：以远离杀生等而持守的戒是为「离戒」。依据《论藏》(Abh. P.)  的

定义 ， 「远离」是一组以离心所为首的善心和其心所； 

→ 思戒 (cetanà-sãla) ：与远离杀生等诸心相应的思是为「思戒」； 

↓ 律仪戒  (saüvara-sãla) ：防止杀生等恶念染污心而持守的戒是为 「律仪戒」。 依据《论

藏》  (Abh. P.)   的定义 ，它是一组以念心所为首的善心和其心所； 

不犯戒 (avãtikkama-sãla )：以不犯杀生等恶行而持守的戒是为「不犯戒」。依据《论藏》 (Abh. 

P.)   的定义 ，它是善心和其心所。 

以上五种戒是以「断戒」为首的戒实际上是无差别的。持守其中的一戒时也等于同时持守其它

四戒。 

 
← 地狱 (niraya)： 低而且 苦的生存界。其中的众生从生到死一直受苦，没有一剎那间断； 

↑ 畜生界 (tiracchànayoni)：不像地狱那么苦，但痛苦仍然远超过快乐，因为它们很难有行善的机

会； 

→ 饿鬼界 ( pettivisaya )：遭受极度饥渴之苦与其它痛苦而无法解除的众生； 

↓ 阿修罗 (asura)：形体巨大丑陋，遭受折磨类似饿鬼的众生。 
40 辟支佛 (paccekabuddha)：没有导师指导而自己觉悟的圣人。他发现四圣谛，但不能教导别人。 
41 正等正觉者 (sammàsambuddha)：没有依靠导师，而是自己证得彻知四圣谛的四个道智。 除了能断除内

心的烦恼之外，也断除过去世的习气(vàsan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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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的利益 

 

佛陀在《长部．游行经》(D. II, 86) 里提到持好戒律的人可获得五种利益，即： 

一、因持戒的正念，能获得巨大的财富； 

二、有好名声； 

三、因戒而生之自信地走进圣者、婆罗门、居士或隐士群中，不会感到自卑； 

四、得以活至寿终，死时心不迷惑（无德的人在临终时对自己一生不行善业而感到懊悔；有德

的人临终时则不会感到懊悔）。 

五、死后投生到天界或人间。 

 

戒的染污 

在此染污戒是指破损戒，而不破损戒即是净化戒。 

染污戒的因素包括为名誉、利养等，以及七种淫相应（色欲的束缚）者。 

在七罪聚42（satta àpattikkhandha）之中，如果比丘因名誉、利养等而违犯第一组或 后一

组的任何一戒，其戒就好像剪断布角一样地撕破了。如果是属于中间组的戒破损了，其戒就好像布

的中间破个洞一样地破裂了。 

如果是两或三条连贯的戒破损了，其戒即有了斑点染迹，这好像牛身上有不规则的褐、红及其

它颜色的斑点一样。如果戒间隔地破损了，其戒即有了斑纹染迹，这就好像牛的身上有不同颜色的

斑纹。因此为了名誉、利养等而令戒受到撕破、破裂、斑点染迹和斑纹染迹的破损，这就是戒的染

污。即使没有上面的破损，戒有可能会受到七种淫相应（色欲的束缚）的染污。 

在《增支部．七集．大供牺品．迦努婆泥经》(A. iv, 54-6) 里有记载佛陀对七种淫相应（色

欲的束缚）者的详细讲解。下面是该经的摘要： 

一、某位沙门或婆罗门声称自己修习不淫的梵行，但是他却享受女人为他涂油、擦身、按摩和

洗澡（他喜欢受到女人的服侍）； 

二、他没有与女人性交，也没有享受女人服侍，但是他却享受与女人嬉笑游戏； 

三、他喜欢以自己的眼眺望女人的眼（眼对眼相望）； 

四、他喜欢隔墙听女人笑、说话、唱歌或哭泣； 

五、他喜欢回忆过去曾经与女人聊天、说笑和玩乐； 

六、他喜欢观看俗人享受五种欲及受到仆人的服侍； 

七、他期望投生天界，所以在修行梵行时他发愿：「以持戒或头陀苦行及梵行，愿我投生为有大

神力的天神。」 

以上的七种淫相应（色欲的束缚）是染污戒的因素。 

 

戒的净化 

净化戒的因素是： 

一、不违犯一切学处 (sikkhà)； 

 
42 根据《中部义释书．ii．33》(M. Ak. ii, 33)的记载七罪聚即： 

一、波罗夷 (pàràjika)； 

二、僧伽婆尸沙(saïghàdisesa)； 

三、偷兰遮(thullaccaya)； 

四、波逸提(pàcittiya)； 

五、波罗提提舍尼(pà idesanãya)； 

六、突吉罗 (dukka a)； 

七、恶语 (dubbhàs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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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于已经违犯的罪，而可以透过忏悔而得清净的罪则忏悔之； 

三、远离七种淫相应（色欲的束缚）； 

四、不让忿 (kodha 生气)、恨  ( 恨 upanàha)、覆 (makkha 恶的覆藏) 、恼 (恼害 paëàsa)、 嫉 

(嫉妒 issà) 、  悭 (吝啬 macchariya) 、谄 (诳惑  màyà )、诳   (欺骗 sà heyya) 、 强情 

(tambha)、激情(愤情 sàrambha)、 慢 (màna)、过慢 ( atimàna  或增上慢 )、 骄 (mada)、放逸  

(pamàda) 等恶法生起《中部．第七经》(M., Sutta 7) ； 

五、培育少欲知足、头陀支等德行。 

由于它把人们从作为渴爱的奴隶中解放出来，因此被称为「无拘束戒」；由于它被智者赞扬，因此被

称为「智者所赞戒」；由于它不受渴爱或我见染污，因此被称为「不执取戒」；由于它有助培育近行

定(upacàra-samàdhi)43和安止定(appanà-samàdhi)44，因此被称为「定转戒」。 

 

   戒在此完毕。 

 
43近行定(upacàra-samàdhi) ：接近完全专一（禅定）的定。紧接在安止定之前的定称为「近行定」。 
44安止定(appanà-samàdhi)：即禅那 (jhàna) ；心完全专一、融入于单一目标 （似相）的状 。此时的

心很坚定、很有能力、清净而无烦恼、宁静而不动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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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家戒   GAHAòòHA-SäLA 
锡兰式（斯里兰卡式） 

五戒 (Pa¤casãla) 

随喜与发露过失
45
  

 

求戒者：Okàsa vandàmi, bhante. 

        尊者，请让我顶礼。（顶礼一拜） 

比  丘： Sukhi hotu@, Nibbànapaccayo hotu@. 

        祝你快乐，愿成为涅盘的助缘！ 

求戒者：Mayà kataü pu¤¤aü sàminà anumoditabbaü. 

        您（尊者）
46 
应当随喜我所作的功德。 

比  丘：（合掌回答）Sàdhu! Anumodàmi. 

        善哉，我随喜。 

求戒者：Sàminà kataü pu¤¤aü mayhaü dàtabbaü. 

        应当给我（ 随喜 ）您所作的功德。 

比   丘：（放掌回答）Sàdhu! Anumoditabbaü. 

         善哉，你应当随喜。 

求戒者：Sàdhu! Sàdhu! Anumodàmi. Okàsa,  

        dvàrattayena kataü, sabbaü accayaü khamatha me, bhante.  

        善哉！善哉！我随喜。尊者，请原谅我由 （身、口、意）三门所犯的一切过失！ 

比  丘：Khamàmi, khamitabbaü. 

        我原谅你，你也应当原谅我。 

求戒者：Sàdhu! Okàsa, khamàmi, bhante.   

                  善哉！尊者，我原谅您。（顶礼三拜） 

比    丘：Sukhi hotu@, Nibbànapaccayo hotu@. 

        祝你快乐，愿成为涅盘的助缘！ 

 

供僧 (Saïghadàna) 

 

有时候求戒者（施主 dàyaka）在受戒前先供养僧团或比丘食物以及其它用品 （日常用品等），在传

授戒之前比丘会先引导求戒者念下面的礼敬偈： 

比   丘：Namo tassa …（比丘只念这小段，其余的求戒者整句念完。） 

        礼敬…… 

求戒者：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 sambuddhassa. (3 次) 

        礼敬世尊 、阿罗汉 、 正等正觉者。（三遍） 

 

接下来比丘念下面的供养文，求戒者随句跟着念： 

Okàsa, mayaü, bhante, imaü parikkhàraü (imàni parikkhàràni) bhikkhu saïghassa dema.  

尊者，请比丘僧团接受我（们）所供养的这个（些）用品。 

 

Dutiyam'pi okàsa, mayaü, bhante, imaü parikkhàraü (imàni parikkhàràni) bhikkhu saïghassa 

 
45  在家居士顶礼出 家人或出家下 座顶礼 上座时会同时 
念随喜与发露过失文，下面其它的受戒程序也是如此。这是本派的习惯作法，有的派系并没有如此做，
有的则采用类似的文（如泰国大众派 Mahà Nikàya）。 
46 尊者 (bhante)：在家人、沙弥对比丘，或下座比丘对 上座比丘的一种尊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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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  

尊者，第二次请比丘僧团接受我（们）所供养的这个（些）用品。 

 

Tatiyam'pi okàsa, mayaü, bhante, imaü parikkhàraü (imàni parikkhàràni) bhikkhu saïghassa 

dema.  

尊者，第三次请比丘僧团接受我（们）所供养的这个（些）用品。 

 

念了这一段供养文之后比丘、沙弥及寺院的净人(kappiya)
47
就不可以使用这些物品（因为这些物品

是供养给僧团非个人物），除非僧团作同意（求听）羯磨 (apalokanakamma) 
48
允许他们使用： 

Yagghe bhante saïgho  jànàtu. Ayaü pa hamo bhàgo therassa (mahàtherassa) pàpuõàti, avases

à bhàgà amhàkaü pàpuõanti. 

尊者，请僧团悉知，这第一（部）分（物品）将由长老
49
（大长老）

50
所得，其余的部分将归我们所

有。 

 

Dutiyam'pi, ayaü pa hamo bhàgo therassa (mahàtherassa) pàpuõàti, avasesà bhàgà amhàkaü 

pàpuõanti. 

第二次，这第一（部）分（物品）将由长老（大长老）所得，其余的部分将归我们所有。 

 

Tatiyam'pi, ayaü pa h

                                                       

amo bhàgo therassa (mahàtherassa) pàpuõàti, avasesà bhàgà amhàkaü 

pàpuõanti. 

第三次，这第一（部）分（物品）将由长老（大长老）所得，其余的部分将归我们所有。 

 

接下来，比丘则依照求戒者的意愿传授他（们）所请求的戒 。下面是几种在家戒的求受程序： 

 

请求三皈依五戒 

首先求戒者向比丘念求受三皈依五戒文： 

Okàsa,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saddhiü pa¤ca sãlaü dhammaü yàcà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

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乞求三皈依和五戒法。尊者，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 

 

Dutiyam'pi okàsa,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saddhiü pa¤ca sãlaü dhammaü yàcàmi, anuggaha

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第二次乞求三皈依和五戒法。尊者，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 

 

Tatiyam'pi okàsa,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saddhiü pa¤ca sãlaü dhammaü yàcàmi, anuggaha

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anukampaü upàdàya. 

尊者，我第三次乞求三皈依和五戒法。尊者，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为了怜悯提拔的缘故。 

 

比丘则念： 

比  丘：Yamahaü vadàmi taü vadehi (vadetha). 

        我念什么你（们）也跟着念。 

 
47 净人 (kappiya) ：为僧团或出家人料理事物的男女居士。 
48 这段羯磨可以在求戒者供养时执行，或者另外安排适当的时间执行。 
49 长老 (thera)：尊称上座比丘，出家受具足（比丘）戒后戒腊满十年或十年以上的资深比丘。 
50 大长老 (mahàthera) ：尊称大上座，出家受具足（比丘）戒后戒腊满二十年或二十年以上的资深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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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戒者：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三皈依
51 
(Tisaraõagamaõaü) 

比丘引导求戒者念礼敬偈： 

比  丘：Namo tassa …（比丘只念这小段，其余的求戒者整句念完。） 

        礼敬…… 

求戒者：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sambuddhassa. (3 次) 

        礼敬世尊 、阿罗汉、正等正觉者。（三遍） 

 

接下来，比丘念三皈依文求戒者跟着念： 

 

Budd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我皈依佛
52
。 

Dhammaü saraõaü gacchàmi. 

我皈依法
53
。 

Saïg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我皈依僧
54
。 

Dutiyam'pi, Budd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第二次我皈依佛。 

Dutiyam'pi, Dhammaü saraõaü gacchàmi. 

第二次我皈依法。 

Dutiyam'pi, Saïg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第二次我皈依僧。 

Tatiyam'pi, Budd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第三次我皈依佛。 

 

Tatiyam'pi, Dhammaü saraõaü gacchàmi. 

第三次我皈依法。 

Tatiyam'pi Saïg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第三次我皈依僧。 

 

接着比丘则念： 

比  丘：Saraõagamaõaü sampuõõaü. 

        皈依已经圆满。 

 
51 皈依 (saraõa):或依靠。一般也称为「三皈依」(tisaraõa)或「皈依三宝」。三宝：佛(buddha)、法

(dhamma)、僧(saïgha僧伽或僧团)。 皈依三宝是指以佛、法、僧作为皈依处或依靠 。入佛门的男女信

众 基本必须求受皈依和五戒 ，这才是正式成为佛教徒的表示。佛门称呼受持皈依和五戒的在家男众

为「优婆塞、信男、信士」(upàsaka)，而女众称为「优婆夷 、信女」(upàsikà)。 
52 佛  (buddha) ： 佛陀 。  没有老师指导而自己修行达到完全觉 悟的人 ； 他发 现并 教导四 圣谛 （导

向 灭苦解脱 

的方法）。 
53 法 (dhamma)：佛法。佛陀教导的真理；圣谛。 
54 僧  (saïgha) ： 僧伽、僧团：众；群集；四位或四位以上的清净比丘称为「僧团」。过去、现在、

未来全世界的所有比丘当作一个僧团；或个别的一群比丘，如：住在同一所寺院内的所有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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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戒者：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五戒55

接下来比丘每念完一条戒条求戒者跟着念： 

Pàõàtipàt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杀生戒（我受持离杀生学处）。 

Adinnàdàn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偷盗戒（我受持离不与取学处）。 

 

Kàmesu micchàcàr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邪淫戒
56
（我受持离欲邪行学处）。 

 
55 如果违犯任何一条戒 ， 违犯者只需要重新向比丘求受所违犯的那条戒即可。下面其它的在家戒也是如

此 。关于如何判断有没有违犯五戒及其它在家戒，详细情况请见：〔第九章： 沙弥学处．违犯与不违犯

十戒的条件〕。除了一般的五戒之外还有两种五戒即： 

一、梵行五戒 ： 与一般五戒不相同的是 ， 梵行五戒的第三条戒是不淫戒 ，而一般五戒的第三条

戒是不邪淫，这是两者之间的差别； 

二、一食梵行五戒：在此 「 一食 」 是指一天中只在早上吃一餐。如果在家人要受持此戒，他们可

以受了梵行五戒之后，再受持「过午不食戒」。如果是受持整体的五戒，他们可以说：「我受持一食

梵行五戒。」 
56 戒文里的ßkàmesuû意思是指「淫欲的渴望」；而ßmicchàcàràû  的意思是指「邪恶的行为或不正当的行

为」。不邪淫戒与不淫（不性交）戒的差别是：不邪淫是指禁止夫妻以外的性行为； 不淫是指完全禁止

男女性行为。构成违犯不邪淫戒的四种条件是： 

一、1.  如果 男人 与二 十种 女人其中 的一种女人性交。 

    这二十种女人可归纳为三类，即： 

          ←  九种被守护的女人即： 

                a. 母亲守护 (màtu-rakkhità)； 

                b. 父亲守护 (pitu-rakkhità)； 

                c. 父母亲守护 (màtà-pitu-rakkhità)； 

                d. 兄弟守护 (bhàtu-rakkhità)； 

                e. 姐妹守护 (bhaginã-rakkhità)； 

                f. 亲戚守护 (¤àti-rakkhità)； 

                g. 家系守护 (gotta-rakkhità)； 

                h. 法守护 (dhamma-rakkhità)； 

                 i. 有（丈夫）守护 (sàrakkhà)。 

           ↑ 十种已婚的女人即： 

                 a. 买得妇 (dhanak-kãtà)：以财物买之令住； 

                 b. 乐住妇(chanda-vàsinã)：爱人令爱人住； 

                 c. 雇住妇 (bhoga-vàsinã)：与物而令住者； 

                 d. 衣物住妇 (pa a-vàsinã)：与衣物而令住者； 

e. 水得妇  (oda-patta-kinã)： 触水钵而令住者。共取钵水灌手，共誓说：「愿此

水和合不离」，而为夫妇，为 正当的结婚仪式； 

f. 镮得妇  (obhata-cumba à)：取去花镮而令住者。如取薪等以镮置头上而载物。

取女镮掷取而说 ：「妳来住我家为我妇。」如此却成为夫妇。 

                 g. 婢取妇 (dàsã-bhariyà)：却是婢又为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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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àvàd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妄语戒 (我受持离妄语学处)。 

Surà-meraya-majja-pamàda hàn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饮酒戒(我受持离导致放逸原因的谷酒和果酒学处)。 

 

比丘则念： 

比  丘：Tisaraõena  saddhiü  pa¤casãlaü dhammaü sàdhukaü 

        surakkhitaü katvà  appamàdena sampàdetha. 

         你（们）应当好好地守护三皈依和五戒法，并且应当不放逸地努力（成就）。 

求戒者：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邀请说法及诵护卫57（经）(âràdhanà Dhammadesanà & Paritta) 

受戒完毕后，受戒者会请比丘 示， 示结束之后，求戒者念下面的邀请文请比丘诵护卫经： 

 
                 h. 执作妇 (kamma-kàrinã-bhariyà) ： 却是作务者又为妇； 

                 i. 俘虏妇 (dhaja-ha à)：俘虏中取来者； 

                 j. 暂住妇 (muhuttikà)：一时之妇。 

           → 罚护女 (sapari-daõóà) ：有人准备处罚的器具说： 

「凡是到某某处和某某女子做不当的行为，我将处罚他。」《律藏．经分别》(Vin. S. 

Vibh.) 

            2. 如果女人与十二种男人其中的一种男人性交。 

                这十二种男人可归纳为三类，即： 

            ← 九种被守护的男人，即： 

                 a. 母亲守护 (màtu-rakkhità)； 

                 b. 父亲守护 (pitu-rakkhità)； 

                 c. 父母亲守护 (màtà-pitu-rakkhità)； 

                 d. 兄弟守护 (bhàtu-rakkhità)； 

                 e. 姐妹守护 (bhaginã-rakkhità)； 

                 f. 亲戚守护 (¤àti-rakkhità)； 

                 g. 家系守护 (gotta-rakkhità)； 

                 h. 法守护(dhamma-rakkhità)； 

                 i. 有（妻子）守护（sàrakkhà)。 

           ↑ 两种已婚的男人； 

→ 罚护男 (sapari-daõóà) ：  有人准备处罚的器具说：「凡是到某某处和某某男子做不

当的行为，我将处罚她。」《中部义释书．1.199》 (M. Ak. 1.199) 

二、清醒地觉知要和上面的任何一种女 ( 男 ) 人性交； 

三、以种种方法行性交； 

四、如果男人与女人的口、 阴道和肛门这三道的任何一道行性交。如果女人与男人的口、阴茎（男根）

和肛门这三道的任何一道行性交。 
57 护卫 (paritta)：乃是祝愿吉祥的念诵，如： 

一、宝经 (Ratana Sutta) ：记载在《小诵．第六经；经集．第 2.1；法句经义释书．II 272》 ( Khd. 
Sutta 6 ;  Sn. 2.1; Dhp. Ak. II272) ； 用与 ： 袪除瘟疫、饥馑、驱魔；内容：叙述佛、法、
僧的功德； 
二、吉祥经 (Maïgala Sutta) ： 记载在 《小诵．第五经；经集．第 2.4》(Khd. Sutta 5; Sn. 

2.4) ； 用与：祝福吉祥；内容：叙述三十八项能带来吉祥的行持； 

三、应作慈爱经 (Karaõãyametta Sutta) ：  记载在 《小诵．第九经；经集．第 1.8》(Khd. Sutta 9; 

Sn. 1.8)； 用与：散发慈爱给与一切众生  ； 内容 ： 叙述修习慈爱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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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attipa ibàhàya   Þ  sabbasampattisiddhiyà,  

sabbadukkhavinàsàya Þ parittaü bråtha maïgalaü. 

为使袪除一切灾难（不幸），获得一切成就，灭除一切的痛苦 ，请您（们）为我（们）诵念吉祥（偈）

和护卫经。 

 

Vipattipa ibàhàya  Þ  sabbasampattisiddhiyà,  

sabbabhayavinàsàya  Þ parittaü bråtha maïgalaü. 

为使袪除一切灾难（不幸），获得一切成就，灭除一切的恐惧，请您 （们）为我（们）诵念吉祥（偈）

和护卫经。 

 

Vipattipa i

                                                       

bàhàya  Þ  sabbasampattisiddhiyà,  

sabbarogavinàsàya  Þ parittaü bråtha maïgalaü. 

为使袪除一切灾难（不幸），获得一切成就，灭除一切的疾病，请您 （们）为我（们）诵念吉祥（偈）

和护卫经。 

 

随喜功德 (Pu¤¤ànumodanà) 

  护卫经念完后比丘就将求戒者布施和持戒的功德回向给其已故的亲属们： 

Yathà vàrivahà58  pårà  Þ  paripårenti  sàgaraü,  

evameva  ito  dinnaü Þ  petànaü  upakappati.59

就好像河流的水充满整个大海一样；同样地，在此布施能利益诸亡者（饿鬼）。 

 

与已故者随喜 (Anumodanà) 

接着比丘引导求戒者念随喜文： 

比   丘：Idaü me …（比丘只念这小段，其余的求戒者整句念完。） 

         愿将 …… 

求戒者：Idaü  me ¤àtãnaü  hotu, sukhità hontu  ¤àtayo. 

        愿将这  （功德） 与我的亲戚 （分享），愿（这些）亲戚们快乐。 

        Idaü  vo  ¤àtãnaü  hotu, sukhità hontu  ¤àtayo. 

        愿将这 （功德） 与我们的亲戚 （分享），愿（这些）亲戚们快乐。 

        Idaü   no   ¤àtãnaü   hotu,   sukhità    hontu  ¤àtayo. 

        愿将这 （功德） 与你们的亲戚 （分享），愿（这些）亲戚们快乐。 

 

与一切众生随喜 (Anumodanà) 

比  丘：Ettàvatà …（比丘只念这小段，其余的求戒者整句念完。） 

       这些 …… 

求戒者：Ettàvatà       ca      amhehi Þ sambhataü pu¤¤asampadaü, 

        sabbe  devà   anumodantu Þ sabbasampattisiddhiyà. 

        这些由我们所累积的功德，愿一切天众随喜（分享）！愿他（们）成就所有快乐! 

        Ettàvatà       ca      amhehi Þ  sambhataü pu¤¤asampadaü, 

        sabbe  bhåtà  anumodantu Þ  sabbasampattisiddhiyà. 

        这些由我们所累积的功德，愿一切众生随喜（分享）！愿他（们）成就所有快乐! 

        Ettàvatà   ca  amhehi Þ sambhataü pu¤¤asampadaü, 

 
58 这段只限于领导者念诵。  
59 当比丘正在念这段回向文时  ，求戒者同时将装满水的水瓶之水到入碗里表示将 所造的善行与已故的

亲属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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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bbe  sattà   anumodantu Þ  sabbasampattisiddhiyà. 

        这些由我们所累积的功德，愿一切有情随喜（分享）！愿他（们）成就所有快乐! 

 

祈求 

比  丘：âkàsa hà …（比丘只念这小段，其余的求戒者整句念完。） 

        住在 …… 

求戒者：âkàsaññhà ca bhummaññhà Þ  devà      nàgà      mahiddhikà, 

        pu¤¤antaü  anumoditvà  Þ ciraü    rakkhantu   sàsanaü. 

        住在空中和地上（的一切众生），以及具有大神力的天众与龙众，在随喜这功德之后，愿他

们长时保护佛教！ 

         âkàsaññhà ca bhummaññhà Þ devà      nàgà      mahiddhikà, 

         pu¤¤antaü     anumoditvà Þ  ciraü    rakkhantu   desanaü. 

         住在空中和地上（的一切众生），以及具有大神力的天众与龙众，在随喜这功德之后，愿

他们长时保护佛法！ 

         âkàsaññhà ca bhummaññhà Þ devà      nàgà      mahiddhikà, 

         pu¤¤antaü   anumoditvà Þ ciraü rakkhantu maü paraü. 

         住在空中和地上（的一切众生），以及具有大神力的天众与龙众，在随喜这功德之后，愿

他们长时保护我与其它众生！ 

 

发愿 (Patthanà) 

接下来比丘念发愿文，求戒者跟着念： 

Idaü me pu¤¤aü, àsavakkhayàvahaü hotu. 

愿我这功德导致漏尽（断除烦恼）。 

Idaü me pu¤¤aü, nibbànassa paccayo hotu. 

愿我这功德成为涅盘的助缘。 

 

比  丘：Iminà …（比丘只念这小段，其余的求戒者整句念完。） 

        愿以 …… 

求戒者：Iminà  pu¤¤akammena, mà  me bàla- 

        samàgamo,   sataü   samàgamo  hotu,  yàva nibbànapattiyà. 

        愿以此功德的（善）业使我不和愚者相聚会，而和善人相聚会，直到证得涅盘。 

 

祝福 

接着比丘僧团为求戒者祝福，求戒者（们）保持五体投地的姿势接受祝福： 

Abhivàdanas lissa  Þ niccaü   vuóóhàpacàyino,cattàro dhammà vaóóhanti Þ àyu   vaõõo   

sukhaü   balaü. 

好乐礼敬者，常尊于长老，四法得增长：寿（长寿）、美（美丽）、乐（快乐）、力（体力）。 

âyuràrogyasampatti  Þ saggasampatti m'eva ca, atho nibb à nasampatti Þ imin à  te    

samijjhatu. 

愿你（们）获得长寿、无病、出生于天界、体证涅盘，愿一切成就。 

Bhavatu sabbamaïgala ü  Þ  rakkhantu   sabbadevata,  sabbabuddhànubh à vena  Þ  sad à   

sotthã  bhavantu  te. 

愿一切的吉祥降临；愿一切的天神守护；以一切诸佛的威力，愿你时常得到安乐。 

Bhavatu sabbamaïgalaü Þ  rakkhantu   sabbadevata, sabbadhammànubhàvena Þ  sadà   sotthã    

bhavantu  te. 

愿一切的吉祥降临；愿一切的天神守护；以一切诸法的威力，愿你时常得到安乐。 



- 83 - 

                                                       

Bhavatu sabbamaïgala ü  Þ  rakkhantu   sabbadevata, sabbasaïghànubh à vena   Þ  sad à   

sotthã    bhavantu    te. 

愿一切的吉祥降临；愿一切的天神守护；以一切僧伽的威力，愿你时常得到安乐。 

求戒者双掌合十说： 

Sàdhu! Sàdhu! Sàdhu! 

善哉（很好）！善哉！善哉！ 

 

下面的其它在家戒程序有的部分与求受五戒的次序相同 ，在此则不再重复地列出。 

 

活命八戒60 (âjãva-a hamakasãla) 

求受皈依与活命八戒 

 

首先求戒者向比丘念求受三皈依活命八戒文： 

Okàsa,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saddhiü àjãva-a hamakasãlaü  dhammaü  yàcà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乞求三皈依和活命八戒法。尊者，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 

 

Dutiyam'pi okàsa,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saddhiü àjãva-a hamakasãlaü  dhammaü  yàc

à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第二次乞求三皈依和活命八戒法。尊者，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 

Tatiyam'pi okàsa,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saddhiü àjãva-a hamakasãlaü  dhammaü  yàc

à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anukampaü upàdàya. 

尊者，我第三次乞求三皈依和活命八戒法。尊者，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为了怜悯提拔的缘故。 

 

比丘回答的部份及求戒者请求三皈依的程序与五戒程序相同，在此不再列出。 

 

请求活命八戒 

接下来比丘每念完一条戒文求戒者跟着念： 

Pàõàtipàt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杀生戒（我受持离杀生学处）。 

Adinnàdàn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偷盗戒（我受持离不与取学处）。 

Kàmesu micchàcàr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邪淫戒（我受持离欲邪行学处）。 

Musàvàd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妄语戒 (我受持离妄语学处)。 

Pisuõàvàc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两舌戒 (我受持离两舌学处)。 

Pharusàvàc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恶口戒 (我受持离恶口学处)。 

Samphappalàpa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绮语戒 (我受持离绮语学处)。 

 
60 活命八戒 (àjãva-a hamakasãla) ：这类戒有八条戒，由于第八条戒是活命戒，因此则以该戒为立名。

《清净道论》(Vism.) 注明活命八戒也可以称为「初梵行戒」 ，因为它包括了培育圣道 初阶段必须实行的

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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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cha àjãva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邪命戒61 (我受持离邪命学处)。 

 

比丘则念： 

比  丘：Tisaraõena   saddhiü   àjãva-a hamakasãlaü  

        dhammaü  sàdhukaü  surakkhitaü  katvà appamàdena sampàdetha. 

        你（们）应当好好地守护三皈依和活命八戒法，并且应当不放逸地努力（成就）。 

求戒者：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布萨
62
八戒 (Uposatha-a haïgasãla) 

 

求受皈依与布萨八戒 

 

首先求戒者向比丘念求受三皈依布萨八戒文： 

Okàsa,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saddhiü uposatha-a haïgasãlaü dhammaü yàcàmi, anuggaha

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乞求三皈依和布萨八戒法。尊者，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 

 

Dutiyam'pi okàsa,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saddhiü uposatha-a ha

                                                       

ïgasãlaü dhammaü yàc

à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第二次乞求三皈依和布萨八戒法。尊者，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 

 
61 不邪命是指以正当的职业养活生命。 不正当的职业是指贩卖人口、毒品、武器、酒等。 
62 布萨  (uposatha)： 是音译，义译为 「戒食，斋戒 」，即斋戒日。印度阴历在每个月有四个布萨日 ，
即月圆日、月晦日 、月上弦日时 、月下弦日时（在黑半月或白半月第八日、第十四日或第十五日）。 在
这四天，在家居士往往到寺院听法 ，  持守布萨八戒 （八关斋戒）。在《增支部．三集．大品．毗舍佉
布萨经》(A.) 里佛陀提到三种布萨八戒，即： 
一、牧牛者布萨  (copàla-uposatha) ：如果持戒者整天有如牧牛者般地度过，其所受持的戒就是牧牛者
布萨； 
二、裸体外道布萨   (niggaõtha-uposatha)：持有邪见的裸体外道所受持的布萨戒； 
三、圣者布萨  (ariya-uposatha)：以佛随念  (buddhànussati 忆念佛陀功德的修行法门) 等清除心中
的烦恼之后所受持的布萨戒。  
根据 《义释书》(Ak.)  的说法 ，如果求戒者无法到寺院向比丘或比丘尼请求布萨八戒，求戒者可以邀
请比丘或比丘尼到家里授与彼戒 。 但是根据《义释书》(Ak.) 则提到求戒者应当在布萨日当天早上向比
丘请求戒，如果不能的话，就应当向熟悉十戒的男居士或女居士求受。若两者都没有的话，在这种情况下
求戒者可以自己求受。当求戒者念该戒条时，心里应当依照每条戒的内容作决意抑制不违犯。有两种方法
可以自己求受戒，即： 
一、各别受持 (pacceka-samàdàna)  ÞÞ 这是指每条戒各别地受持，以「我受持离杀学处」为 始到「我受

持离（坐卧）高大床学处」为止。 

二、合一受持  (ekajjha-samàdàna)   ÞÞ 这是指八戒合一受持 ， 在念戒文时不逐一地念每一条戒文。
以心作决意合一受持，口念： 
        Buddhapa¤¤attaü Uposathaü adhitthàmi. 
        我决意 (受持) 佛陀所制定的布萨 (戒)。 

以下是上面两种方法求受戒的步骤，即： 

一、顶礼三宝（佛、法、僧）； 

二、念礼敬偈（Namo tassa …）三遍； 

三、念三皈依文（Budd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 

四、念戒条，如果不懂巴利（Pàëi：佛陀所用的印度古代语言。上座部所有的教典都是以巴利文记载）

可以用自己的方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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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iyam'pi okàsa,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saddhiü uposatha-a haïgasãlaü dhammaü yàc

à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anukampaü upàdàya. 

尊者，我第三次乞求三皈依和布萨八戒法。尊者，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为了怜悯提拔的缘故。 

 

比丘回答的部份及求戒者请求三皈依的程序与五戒程序相同，在此不再列出。 

 

布萨八戒 

 

接下来比丘每念完一条戒求戒者跟着念： 

Pàõàtipàt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杀生戒（我受持离杀生学处）。 

Adinnàdàn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偷盗戒（我受持离不与取学处）。 

Abrahmacariy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淫戒（我受持离非梵行学处）。 

Musàvàd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妄语戒 (我受持离妄语学处)。 

Suràmeraya-majja-pamàda hàn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饮酒戒 (我受持离导致放逸原因的谷酒和果酒学处)。 

Vikàlabhojan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非时进食戒（我受持离非时食学处)。 

Naccagãtavàditavisåkadassanà     màlàgandhavile- 

panadhàraõa-maõóanavibhåsana hàn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跳舞、不唱歌、不奏乐、不观看戏剧以及不以花蔓、香水、涂油、衣物及化妆品美化身体

戒（我受持离跳舞、唱歌、音乐、观看戏剧以及庄严（美丽）原因的花鬘、芳香（香水）、涂油、衣

物、装饰品学处）。 

Uccàsayana mahàsayan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坐卧）高大床戒（我受持离（坐卧）高大床学处）。 

 

比丘则念： 

比  丘：Tisaraõena saddhiü uposatha-a ha

                                                       

ïgasãlaü 

        dhammaü   sàdhukaü   surakkhitaü   katvà   appamàdena sampàdetha. 

 你（们）应当好好地守护三皈依和布萨八戒法，并且应当不放逸地努力（成就）。 

求戒者：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在家十戒
63
 (Gaha ha-dasasãla) 

 

求受皈依与在家十戒 

首先求戒者向比丘念求受三皈依在家十戒文： 

Okàsa,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saddhiü gaha ha-dasasãlaü dhammaü yàcà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63 在家十戒 (gaha ha-dasasãla)是授与给那些住在寺院准备剃度出家的在男居士之十戒，内容与沙弥

十戒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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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者，我乞求三皈依和在家十戒法。尊者，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 

Dutiyam'pi okàsa,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saddhiü gaha ha-dasasãlaü dhammaü yàcà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第二次乞求三皈依和在家十戒法。尊者，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 

Tatiyam'pi okàsa,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saddhiü gaha ha-dasasãlaü dhammaü yàcà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anukampaü upàdàya. 

尊者，我第三次乞求三皈依和在家十戒法。尊者，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为了怜悯提拔的缘故。 

比丘回答的部份及求戒者请求三皈依的程序与五戒程序相同，在此不再列出。 

 

在家十戒 

接下来比丘每念完一条戒文求戒者跟着念： 

Pàõàtipàt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杀生戒（我受持离杀生学处）。 

Adinnàdàn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偷盗戒（我受持离不与取学处）。 

Abrahmacariy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淫戒（我受持离非梵行学处）。 

Musàvàd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妄语戒 （我受持离妄语学处）。 

Suràmeraya-majja-pamàda hàn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饮酒戒（我受持离导致放逸原因的谷酒和果酒学处）。 

Vikàlabhojan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非时进食戒（我受持离非时食学处)。 

Nacca-gãta-vàdita-visåka-dassan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我受持不跳舞、不唱歌、不奏乐、不观看戏剧戒（我受持离跳舞、唱歌、音乐、观看戏剧学处）。 

Màlà-gandha-vilepana-dhàraõa-maõóana-vibhåsana hàn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我受持不以花蔓、香水、涂油、衣物及化妆品美化身体戒（我受持离庄严（美丽）原因的花鬘、芳

香（香水）、涂油、衣物、装饰品学处）。 

Uccàsayana-mahàsayan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我受持不（坐卧）高大床戒（我受持离（坐卧）高大床学处)。 

Jàtaråpa-rajata-pa iggahaõ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我受持不接受金银（包括钱）戒（我受持离接受金银（钱）学处)。 

 

比丘则念： 

比  丘：Tisaraõena    saddhiü     gaha ha-dasasãlaü 

        dhammaü   sàdhukaü   surakkhitaü   katvà   appamàdena sampàdetha. 

 你（们）应当好好地守护三皈依和居家十戒法，并且应当不放逸地努力（成就）。 

求戒者： 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出离十戒 (Nekkhamma-dasasãla) 

求受皈依与出离十戒 

 

首先求戒者向比丘念求受三皈依出离十戒文： 

Okàsa,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saddhiü nekkhamma- dasasãlaü dhammaü yàcà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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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者，我乞求三皈依和出离十戒法。尊者，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 

Dutiyam'pi okàsa,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saddhiü nekkhamma-dasasãlaü dhammaü yàcà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第二次乞求三皈依和出离十戒法。尊者，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 

Tatiyam'pi okàsa,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saddhiü nekkhamma-dasasãlaü dhammaü yàcà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第三次乞求三皈依和出离十戒法。尊者，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为了怜悯提拔的缘故。 

 

比丘回答的部份及求戒者请求三皈依的程序与五戒程序相同，在此不再列出。 

 

出离十戒 

 

接下来比丘每念完一条戒求戒者跟着念（出离十戒的内容与在家十戒相同，在此不在列出）： 

比丘则念： 

比  丘：Tisaraõena  saddhiü nekkhamma-dasasãlaü 

        dhammaü   sàdhukaü   surakkhitaü   katvà   appamàdena  sampàdetha. 

        你（们）应当好好地守护三皈依和出离十戒法，并且应当不放逸地努力（成就）。 

求戒者：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泰国式（大众派） 

五戒 (Pa¤casãla) 

 

礼敬三宝
64 
(Ratanattaya Vandanà) 

 

Arahaü Sammàsambuddho Bhagavà, imehi sakkàrehi taü bhagavantaü abhipåjayàmi.  

阿罗汉、正等正觉者、世尊，我以诸恭敬供养世尊。（以五体投地的姿势顶礼一拜） 

Svàkkhàto Bhagavatà Dhammo, imehi sakkàrehi taü dhammaü abhipåjayàmi.  

世尊所善说的法，我以诸恭敬供养法。（以五体投地的姿势顶礼一拜） 

Supa i

                                                       

panno Bhagavato Sàvakasaïgho, imehi sakkàrehi taü Saïghaü abhipåjayàmi.  

世尊的弟子僧团是善巧行道者，我以诸恭敬供养僧团。（以五体投地的姿势顶礼一拜） 

 

供僧 (Saïghadàna) 

有时候求戒者（施主）在受戒前先供养僧团或比丘食物以及其它用品 （日常用品等）， 在传授戒之

前比丘会先引导求戒者念礼敬偈：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sambuddhassa. (3x) 

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三遍） 

 

接着求戒者念供养文： 

 
64 这是泰国大众派的念法，法宗派(Dhammayuttika)的念法是： 
Arahaü Sammàsambuddho Bhagavà, Buddhaü Bhagavantaü abhivàdemi. 
阿罗汉、正等正觉者、世尊，我礼敬佛世尊。（以五体投地的姿势顶礼一拜） 
Svàkkhàto Bhagavatà Dhammo, Dhammaü namassàmi.  
世尊所善说的法，我礼敬法。（以五体投地的姿势顶礼一拜） 
Supa ipanno Bhagavato Sàvakasaïgho, Saïghaü namàmi.  

世尊的弟子僧团是善巧行道者，我礼敬僧团。（以五体投地的姿势顶礼一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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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àni mayaü, bhante, matakabhattàni saparikkhàràni bhikkhusaïghassa* oõojayàma. Sàdhu no, 

bhante, bhikkhusaïgho* imàni matakabhattàni saparikkhàràni pa iggaõhàtu, amhàka¤ceva 

màtàpitu-àdina¤ca ¤àtakànaü kàlakatànaü dãgharattaü hitàya sukhàya. 

尊者们，我们将这些食物以及各种（附属）物品供养给比丘僧团。善哉，尊者们，愿比丘僧团接受

这些食物以及各种（附属）物品。（以此功德回向给）我们已故的父母等以及亲戚们，为了长夜（长

时）的利益与安乐。 

 

 念了这一段文之后比丘、沙弥及寺院的净人(kappiya) 就不能使用这些物品（因为这些物品是

供养给僧团非个人物），除非僧团作同意（求听）羯磨 (apalokanakamma)65 允许他们使用： 

Yagghe bhante saïgho jànàtu. Ayaü pa h

                                                       

amo bhàgo therassa (mahàtherassa) pàpuõàti, avases

à  bh à g à  amh à ka ü  p à puõanti. Bhikkhå (cà sàmaõerà ca gaha hà ca) yathàsukhaü 

paribhu¤jantu. 

尊者，请僧团悉知，这第一（部）分（物品）将由长老（大长老）所得，其余的部分将归我们所有。

愿比丘们（沙弥们和居士们）随意受用（使用）。 

 

接下来，长老或比丘则依照求戒者的意愿传授他 （们）所请求的戒。下面是几种在家戒的求受程序： 

 

请求三皈依五戒(âràdhanà Tisaraõa Pa¤casãla) 

 

首先求戒者向比丘念求受三皈依五戒文： 

Mayaü,* bhante, (visuü visuü rakkhanatthàya)@ tisaranena saha pa¤casãlàni yàcàma*. 

尊者，我们向您乞求三皈依及（为了各别守护受持的）五戒。 

Dutiyam'pi, mayaü,* bhante, (visuü visuü rakkhanatthàya) @ tisaranena saha pa¤casãlàni 

yàcàma*. 

尊者，我们第二次向您乞求三皈依及（为了各别守护受持的）五戒。 

Tatiyam'pi, mayaü,* bhante, (visuü visuü rakkhanatthàya) @ tisaranena saha pa¤casãlàni 

yàcàma*. 

尊者，我们第三次向您乞求三皈依及（为了各别守护受持的）五戒。 

 

初步的礼敬偈(Pubbabhàganamakàrapà ha) 

 

比丘引导求戒者念礼敬偈：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sambuddhassa. (3x) 

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三遍） 

 

皈依偈 (Saraõagamanapà ha) 

 

接下来，比丘念三皈依文求戒者跟着念： 

Budd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我皈依佛。 

Dhammaü saraõaü gacchàmi. 

我皈依法。 

Saïg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65 这段同意（求听）羯磨可以在施主供养时执行 ， 或 

者另外安排适当的时间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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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皈依僧。 

Dutiyam'pi, Budd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第二次我皈依佛。 

Dutiyam'pi, Dhammaü saraõaü gacchàmi. 

第二次我皈依法。 

Dutiyam'pi, Saïg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第二次我皈依僧。 

Tatiyam'pi, Budd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第三次我皈依佛。 

Tatiyam'pi, Dhammaü saraõaü gacchàmi. 

第三次我皈依法。 

Tatiyam'pi, Saïg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第三次我皈依僧。 

 

比丘则念： 

比  丘：Tisaraõagamaõaü ni hitaü. 

        三皈依已经完毕。 

 

求戒者：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五戒 (Pa¤casãla) 

接下来比丘每念完一条戒条求戒者跟着念： 

Pàõàtipàt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杀生戒（我受持离杀生学处）。 

Adinnàdàn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偷盗戒（我受持离不与取学处）。 

Kàmesu micchàcàr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邪淫戒（我受持离欲邪行学处）。 

Musàvàd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妄语戒（我受持离妄语学处）。 

Surà-meraya-majja-pamàda hàn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饮酒戒（受持离导致放逸原因的谷酒和果酒学处）。 

 

下面的文比丘只念一遍，求戒者念三遍： 

Imàni pa¤ca sikkhàpadàni samàdiyàmi. (3x) 

我受持这五条戒（学处）。（三遍） 

 

祝福 

接着比丘祝福求戒者： 

Sãlena sugatiü yanti.* 

由戒使他们通往善趣。 

Sãlena bhogasampadà.* 

由戒获得财富。 

Sãlena nibbutiü yanti, tasmà sãlaü visodhaye.* 

由戒使他们通往涅盘，所以他应当净化其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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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愿 (Patthanà) 

 接下来，求戒者跟随比丘僧团念下面的发愿文： 

Idaü me (no) danaü nibbànassa paccayo hotu. 

愿我（们）这布施，成为涅盘
66
的助缘。 

 

Idaü me (no) sãlaü maggaphala¤àõassa paccayo hotu. 

愿我（们）持戒，成为道果智的助缘。 

Idaü me (no) pu¤¤aü àsavakkhayàvahaü hotu. 

愿我（们）这功德导致漏尽（断除烦恼）。 

 

下面其它的请求在家戒程序有的部分与求受五戒的次序相同 ，在此则不再重复地列出。 

 

八戒
67 
 (A hasãla) 

请求三皈依八戒 (âràdhanà Tisaraõa A hasãla) 

 

首先求戒者向比丘念求受三皈依八戒文： 

Mayaü*, bhante, (visuü visuü rakkhanatthàya)@ tisaranena saha a ha

                                                       

sãlàni yàcàma*. 

尊者，我们向您乞求三皈依及（为了各别守护受持的）八戒。 

Dutiyam'pi, mayaü*, bhante, (visuü visuü rakkhanatthàya) @ tisaranena saha a hasãlàni 

yàcàma*. 

尊者，我们第二次向您乞求三皈依及（为了各别守护受持的）八戒。 

Tatiyam'pi, mayaü*, bhante, (visuü visuü rakkhanatthàya) @ tisaranena saha a hasãlàni 

yàcàma*. 

尊者，我们第三次向您乞求三皈依及（为了各别守护受持的）八戒。 

 

八戒 (A hasãla) 

接下来比丘每念完一条戒条求戒者跟着念： 

Pàõàtipàt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杀生戒（我受持离杀生学处）。 

Adinnàdàn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偷盗戒（我受持离不与取学处）。 

Abrahmacariy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淫戒（我受持离非梵行学处）。 

Musàvàd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妄语戒。(我受持离妄语学处)。 

Suràmeraya-majja-pamàda hàn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饮酒戒（我受持离导致放逸原因的谷酒和果酒学处）。 

Vikàlabhojan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非时进食戒（我受持离非时食学处)。 

 
66 涅盘   (nibbàna) ：是音译 ，义译为「清凉、熄灭（火）」，乃是灭尽渴爱等烦恼、灭尽众苦、解脱生
死轮回、不死、无尽、无为（不依靠因缘条件而存在）、至上、究竟安乐的境界、 后的证悟、寂灭界、究
竟真实法的一种 ， 在辨识与超越真实名色之后所证悟到的 。当观智成熟之后就能透视到，它是无我而独
一恒常与寂静的 。 涅盘不是一个地方 （言语无法描述涅盘， 因为涅盘超越言语所依靠的观念领域至上）。 
67 八戒(a hasãla)与布萨戒(uposathasãla)的差别是：八戒是平常都可以求受的；而布萨戒则只有在

布萨日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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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cagãtavàditavisåkadassanà     màlàgandhavile- 

panadhàraõa-maõóanavibhåsana hàn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跳舞、不唱歌、不奏乐、不观看戏剧以及不以花蔓、香水、涂油、衣物及化妆品美化身体

戒（我受持离跳舞、唱歌、音乐、观看戏剧以及庄严（美丽）原因的花鬘、芳香（香水）、涂油、衣

物、装饰品学处）。 

Uccàsayana mahàsayan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不（坐卧）高大床戒（我受持离（坐卧）高大床学处）。 

 

下面的文比丘只念一遍，求戒者念三遍： 

Imàni a ha sikkhàpadàni samàdiyàmi. (3x) 

我受持这八条戒（学处）。（三遍） 

 

布萨戒 (Uposathasãla) 

 

请求三皈依布萨戒 (âràdhanà Tisaraõa Uposathasãla) 

首先求戒者向比丘念求受三皈依布萨八戒文： 

Imaü a haïgasamannàgataü Buddhapa¤¤attaü uposathaü, ima¤ca rattiü ima¤ca divasaü, 

sammadeva abhirakkhituü samàdiyàmi. 

这佛陀所制定具有八支（条）的布萨（戒），在这一日一夜我完全守护受持。 

Dutiyam'pi, imaü a haïgasamannàgataü Buddha-pa¤¤attaü uposathaü, ima¤ca rattiü 

ima¤ca divasaü, sammadeva abhirakkhituü samàdiyàmi. 

第二次，这佛陀所制定具有八支（条）的布萨（戒），在这一日一夜我完全守护受持。 

Tatiyam'pi, imaü a haïgasamannàgataü Buddha-pa¤¤attaü uposathaü, ima¤ca rattiü 

ima¤ca divasaü, sammadeva abhirakkhituü samàdiyàmi. 

第三次，这佛陀所制定具有八支（条）的布萨（戒），在这一日一夜我完全守护受持。 

 

布萨戒 (Uposathasãla) 

布萨戒与八戒的内容相同，在此不再列出。 布萨戒念完后比丘就念下面的文一遍，求戒者念三遍： 

Imàni a ha sikkhàpadàni, ajj'ekaü rattindivaü uposathavasena sàdhukaü rakkhitabbàni. 

(3x) 

由布萨的这八条戒（学处）在今天一日一夜，应当好好地守护。（三遍） 

 

非家戒
68
 (Anàgàrikasãla行者戒) 

请求三皈依非家戒 (âràdhanà Tisaraõa Anàgàrikasãla)  

Esàhaü, bhante, suciraparinibbutam'pi, taü bhagavantaü saraõaü gacchàmi, dhamma¤ca  

bhikkhu-saïgha¤ca. Upàsakaü (Upàsikaü) maü, bhante, dhàretu, ajjatagge pàõupetaü saraõaü 

gataü. (3x) 

尊者，虽然世尊已经般涅盘69很久了，我仍然皈依他（佛陀）、法和比丘僧团。尊者，请忆持（记住）

我为优婆塞（优婆夷），从今天到命终我行皈依。（三遍） 

 

 
68  ßanàgàrikaû  的义译是 「非家」 、 「无家」  或  「离家」。持守该戒的男女信众身上穿着白衣 ，

居住在寺院里持戒修行。 
69 般涅盘  (parinibbàna)：佛陀、辟支佛或所有其它阿罗汉 (arahant：必须透过佛陀或佛弟子说法而

修行才能觉悟的人 （声闻sàvaka），而且也能教导别人灭除烦恼) 的死亡。  般涅盘之后不再有生死轮

回，不在有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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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家戒与八戒的戒条相同，在此不再列出  。非家戒念完之后，比丘就念下面的文一遍，求戒者念

三遍： 

Imàni a ha sikkhàpadàni samàdiyàmi. (3x) 

我受持这八条戒（学处）。（三遍） 

 

舍戒 

当受持非家戒的期间圆满时，受持者在还未离 寺院之前必须先舍戒。下面是舍戒文： 

Saïgho, bhante, dhàretu: ̀ sikkhaü paccakkhàmi, paõóaraïga-pabbajita-vesaü paccakkhàmã'ti. 

尊者们，请僧团忆持（记住）我舍弃学（处），我舍弃白衣离家（修行）的生活。 

 

告别 

接下来，舍戒者向比丘告别： 

Handa'dàni mayaü, bhante, àpucchàma, bahukiccà mayaü bahukaraõãyà. 

尊者（们），我们现在有很多工作、很多义务要做，请允许我们（离 ）。 

比丘则念： 

比  丘：Yassa'dàni tumhe kàlaü ma¤¤atha. 

         现在你们 （自己）衡量时间（随意可以离 ）。 

舍戒者：Sàdhu, bhante. 

        是的，尊者。 

 

缅甸式 

五戒 (Pa¤casãla) 

礼敬三宝 

 

Buddhaguõaü  anantaü Þ ahaü  vandàmi sabbadà. 

佛陀有无边的功德，我一切时礼敬（他）。 

Dhammaguõaü anantaü Þ ahaü vandàmi sabbadà. 

法有无边的功德，我一切时礼敬（法）。 

Saïghaguõaü  anantaü Þ ahaü  vandàmi  sabbadà. 

僧团有无边的功德，我一切时礼敬（他们）。 

 

请求皈依五戒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saha pa¤casãlaü dhammaü yàcàmi, anuggahaü katvà si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乞求三皈依和五戒法。尊者，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 

Dutiyam'pi,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saha pa¤casãlaü dhammaü yàcàmi, anuggahaü katvà 

si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第二次乞求三皈依和五戒法。尊者，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 

Tatiyam'pi,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saha pa¤casãlaü dhammaü yàcàmi, anuggahaü katvà 

si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第三次乞求三皈依和五戒法。尊者，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 

 

比丘则念： 

比  丘：Yamahaü vadàmi taü vadehi (vadetha). 

        我念什么你（们）也跟着念。 

求戒者：âma, bh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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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尊者。 

 

如果比丘回答一位以上的求戒者则上面文里的斜体字单数更改为复数： 

vadehi（说或念）   ⎨    vadetha（说或念）    

 

请求皈依文与上面的相同，在此不再列出。念完三皈依之后比丘则念： 

比  丘：Tisaraõagamanaü paripuõõaü. 

        三皈依已经圆满。 

求戒者：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五戒的条文与上面的相同，在此不再列出。念完五戒之后比丘则念： 

比  丘： Tisaraõena    saha    pa¤casãlaü   dhammaü    

         sàdhukaü  katvà  appamàdena  sampàdetha. 

         在好好地作（持守）三皈依和五戒法后，以不放逸地努力（成就）。 

求戒者：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布萨八支戒 (A haïga-uposathasãla) 

请求皈依布萨八支戒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saha a haïga samannàgataü uposathasãlaü dhammaü yàcàmi, 

anuggahaü katvà si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乞求三皈依和具有八支（条）的布萨戒法。尊者，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 

Dutiyam'pi,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saha a haïga samannàgataü uposathasãlaü dhammaü 

yàcàmi, anuggahaü katvà si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第二次乞求三皈依和具有八支（条）的布萨戒法。尊者，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 

Tatiyam'pi, aha ü, bhante, tisaraõena saha a haïga samannàgataü     uposathasãlaü     

dhammaü    yàcàmi,  

anuggahaü katvà si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第三次乞求三皈依和具有八支（条）的布萨戒法。尊者，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 

 

比丘则念： 

比  丘：Yamahaü vadàmi taü vadehi (vadetha). 

        我念什么你（们）也跟着念。 

求戒者：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皈依文与上面的相同，在此不再列出。念完三皈依之后比丘则念： 

比  丘：Tisaraõagamanaü paripuõõaü. 

        三皈依已经圆满。 

求戒者：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布萨八戒的条文与上面的八戒条文相同， 在此不再列出。 念完布萨八戒之后比丘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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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丘：Tisaraõena   saha   a haïga   samannàgataü  

        uposathasãlaü  dhammaü  sàdhukaü   katvà  appamàdena  sampàdetha. 

 在好好地作（持守）三皈依和具有八支（条）的布萨戒法后，以不放逸地努力（成就）。 

求戒者：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布萨九戒
70 
(Navaïga-upoasthasãla) 

请求皈依布萨九戒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saha navaïga samannàgataü uposathasãlaü dhammaü yàcàmi, anuggaha

ü katvà si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乞求三皈依和具有九支（条）的布萨戒法。尊者，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 

Dutiyam'pi,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saha navaïga samannàgataü uposathasãlaü dhammaü y

àcàmi, anuggahaü katvà si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第二次乞求三皈依和具有九支（条）的布萨戒法。尊者，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 

Tatiyam'pi,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saha navaïga samannàgataü uposathasãlaü dhammaü y

àcàmi, anuggahaü katvà si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第三次乞求三皈依和具有九支（条）的布萨戒法。尊者，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 

 

比丘则念： 

比  丘：Yamahaü vadàmi taü vadehi (vadetha). 

        我念什么你（们）也跟着念。 

求戒者：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皈依文与上面的相同，在此不再列出。念完三皈依之后比丘则念： 

比     丘：Tisaraõagamanaü paripuõõaü. 

           三皈依已经圆满。 

求戒者：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布萨九戒前八戒的条文与上面八戒的条文相同，在此不再列出。第九戒即： 

Mettàsahagatena cetasà sabbapàõabhåtesu pharitvà viharaõaü samàdiyàmi. 

我受持以慈心
71
俱遍满一切众生而住。 

 
70 根据《增支部．九集．狮子吼品．经八》(A.)，受持布萨九戒的方法是在受持八戒后，再持续地培育

慈爱。能够持守八戒不破及持续培育慈爱的人即是九戒受持者。 
71  根据《增支部．十一集．随念品．经五》(A.) 提到培育慈爱的人可获得十一种利益，即： 

一、他睡得安宁； 

二、他平静地醒来； 

三、他不会作恶梦； 

四、他受到人类喜爱； 

五、他受到非人喜爱（夜叉和鬼）； 

六、他受到天神保护； 

七、火、毒与武器不会伤害到他； 

八、他的心容易定； 

九、他相貌安详； 

十、他死时不会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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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萨九戒念完之后比丘则念： 

比  丘：Tisaraõena    saha  navaïga  samannàgataü  

        uposathasãlaü  dhammaü sàdhukaü  katvà  appamàdena  sampàdetha. 

        在好好地作（持守）三皈依和具有九支（条）的布萨戒法后，以不放逸地努力（成就）。 

求戒者：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Brahmà  ca  Lokàdhipatã  Sahampati, 

kata¤jalã  andhivaraü  ayàcatha, 

santãdha   sattàpparajakkhajàtikà, 

desetu dhammaü anukampaü imaü pajaü. 

娑婆梵天世间主，双掌合十致敬恳求说：「有情中有少尘垢（烦恼）者，请邻愍这些人们，为他们说

法。」
72

 
十一、如果在今生没有证悟阿罗汉道果，他将投生在梵天界。 

72在特殊的时节时，例如：Màghapåjà、Visàkhapåjà、Āsāëhapūjā等，在家人诵念此文词邀请出家人为他

示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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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出家与受具足戒必备条件 
出家与受具足戒必备条件 

人选成就 (Vatthusampatti) 

 

出家求戒者必须没有导致他失去资格的因素。僧团只能接纳具备下述条件的求戒者为比丘： 

一、求戒者是人（ 非人 amanussa，如：鬼、神、天龙、畜生等不得接纳为比丘）； 

二、求戒者是男人（双性人、黄门、或阉割者不得接纳为比丘）； 

三、求戒者不得违犯五逆罪的任何一项，五逆罪即： 

A. 杀父； 

B. 杀母； 

C. 杀阿罗汉；  

D. 恶意地使佛陀流血； 

E. 分裂和合的僧团。 

四、不得是犯极罪者（曾经出家当比丘，未舍戒（还俗）之前就违犯比丘四波罗夷戒之一者）； 

五、不得是归于外道者（执取邪见、不舍戒而加入外道团体者）； 

六、不曾强暴比丘尼； 

七、不是贼住者（故意冒充比丘并加入比丘团体者）。 

 

如果求戒者是上述的其中一种人，他是「不能之人」（abhabbapuggala  不合格 ）， 终生不能出家。 

 

下述的几种人也不能被接纳成为比丘，即： 

一、年龄未满二十岁者
73
（ 于母胎中生第一个心识 始算起）； 

二、父母亲不同意者； 

三、肢体残缺或畸形，如：缺乏手、脚、手指，驼背等；           

四、身有严重、难治的疾病，如痲疯病、癫痫等； 

五、有债务者；          

六、为人奴隶者； 

七、政府员工服务期约未满者； 

八、盗贼、受笞刑者、受烙刑者； 

九、没有一位合格的戒师 (upajjhayà)，如： 

          a.以僧团 (saïgha) 为戒师； 

          b.以小众 (gaõa 二或三位比丘) 为戒师； 

          c.以黄门（paõóaka  生殖器官被阉割或出生时就性别异常的人）； 

          d.贼住者（theyyasaüvàsaka 冒充比丘者) 

          e.以比丘身份归入外道者(titthiyapakkantaka)； 

          f.畜生(tiracchànagata)； 

          g.杀母者(màtughàtaka)； 

          h.杀父者(pitughàtaka)； 

          i. 杀阿罗汉者(arahantaghàtaka)； 

          j. 强暴比丘尼者(bhikkhunãdåsaka)； 

          k. 破和合僧者(saïghabhedaka)； 

 
73 如果戒师明知求戒者未满二十岁而授与其具足戒，戒师则犯波逸提(pàcittiya) 第 65 条， 其余当见证的

比丘犯突吉罗(dukka a) ，而求戒者则不成为比丘。未满二十岁的小孩虽然不能成为比丘，但是如果他已

大到有能力驱赶乌鸦，又没有其它失去出家资格的情况则可以出家为沙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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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出佛身血者(lohituppàdaka)； 

          m. 二根者（ubhatobya¤janaka  兼有男性与女性生殖器官者）为戒师。 

十、衣钵不具足：没有衣、钵或借用衣、钵。 

 

有人将上面这几种人称为「暂时不能之人」，因为当造成他们不合格的因素消失时，他们仍然能受戒

成为比丘，如：年满二十岁、痼疾治愈、债务还清、奴隶获得自由身份、政府员工卸任等（但有些

则终生不能出家者，如：杀母、杀父、杀阿罗汉等）。 

 

僧众成就  (Parisasampatti) 

 

传授比丘戒的规定僧数74即： 

一、中国以内 ( Majjhimadesa 印度恒河两岸佛陀主要弘化区 )至少必须有十位比丘。戒师的戒腊

只少满十腊，其余的九位见证比丘的戒腊则无规定； 

二、中国（指印度恒河两岸佛陀主要弘化区）以外至少必须有五位比丘。戒师的戒腊只少满十腊，

其余的四位见证比丘的戒腊则无规定； 

三、如果其中有比丘曾经犯波罗夷   (pàràjika)罪，或是以前受戒时不如法，导致僧数不够，那么

授戒的羯磨就无效。 

 

界成就  (Sãmàsampatti) 

 

传授比丘戒必须在符合戒律 (vinaya)  所规定的界限（范围）内执行，如： 

一、如果界是无效的，例如：有电线、水管等把界内和界外连接起来，那么授戒的羯磨就无效； 

二、如果同界内有比丘无法出席参加授戒羯磨，他应当请其它比丘传达他同意羯磨磨的意愿(chanda

意欲)，如果不如此作则成为别众 (vagga) 行羯磨，授戒羯磨则无效； 

三、参加羯磨的众比丘之间的距离不可超过一手臂（hatthapàsa）75。 

 

有效的动议  (¥attisampatti) 

 

 众比丘之中的一位必须宣读动议  （¤atti 表白）来通知其它比丘求戒者请求受具足戒之事及谁

是他的戒师。在动议之后必须再宣告表决三遍。如果动议及表决念得不完整或次序不正确，那么传

戒的羯磨就无效。 

 

羯磨宣告成就 (Kammavàcàsampatti) 

 

   执行授戒羯磨 必须具备下述 的四次宣告：一次动议及三次表决（一白三羯磨），不可省略任何

部分，这称为 「白四羯磨」(¤atticatutthakamma)，即： 

 
74 执行羯磨的规定僧数视羯磨的种类而定，例如： 

一、四位比丘(catuvagga)：可以诵波罗提木叉(pàtimokkha)、给与别住 (parivàsa) 法等，但不

能传授具足戒、自恣 (pavàraõà)、复权（abbhàna出罪）等； 

二、五位比丘 (pa¤cavagga)：可以诵戒、自恣、受迦提那衣 ( ka hina 功德衣 )、在中国以外的

地区传授比丘戒等，但不能在中国地区传授具足戒、复权； 

三、十位比丘 (dasavagga)：可以执行除了复权之外的一切羯磨 (kammavàcà)； 

四、二十位比丘 (vãsativagga)：可以 执行一切羯磨法。 
75 手臂距离（hatthapàsa）： 古译为「 伸手所及处」 。 等于两个半肘尺（hattha） 的长度，  一个
肘尺长等于手肘至指尖的距离或两个指距 。  当僧团在举行任何羯磨法时，比丘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必须
在一手臂距离之内，如果超过该距离的话，僧团所举行的羯磨法则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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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次宣告是动议，通知僧团求戒者请求僧团纳受的事； 

二、第二至第四次宣告是表决，给僧团三次机会考虑是否接纳求戒者。在执行三次表决（羯磨）

之间如果有任何比丘反对，则授戒羯磨无效。如果在第三次表决完毕之后才反对，授戒羯磨则

不受影响； 

三、每次宣告都不可漏掉戒师及求戒者的名 (nàma)； 

四、三次表决通过之后，接着必须作 后的终结  (pariyosàna) ，声明僧团已经同意接纳求戒

者为（比丘）僧团的一员。 

五、必须以正确的语法来宣读羯磨宣告。如果用错语法，则授戒的羯磨无效，而求戒者不成为

比丘。 

六、同一次的羯磨法可以传授 多三位求戒者具足戒，但必须是同一位戒师。如果一次羯磨法

传授超过三位求戒者，授戒羯磨则无效。 

 

事前工作 (Pubbakicca) 

 

在未传授戒之前必须执行的义务，即： 

一、沙弥必须请求一位满十腊的比丘当他的戒师（戒师必须具备教导的能力）；二、沙弥必须具

备三衣
76
（ticãvara三件袈裟）和一钵 (patta)  ，戒师会审察及告知沙弥三衣和钵的巴利名词； 

三、沙弥 必 须知 道 自己和 戒 师 的 巴 利名（nàma）； 

四、命令沙弥站在外边（距离僧团集聚之处约六码的地方）77； 

五、委派一位比丘在僧团外询问沙弥障碍（受戒）法  (antaràyika-dhamma)； 

六、请求僧团允许沙弥回到僧团里； 

七、在僧团中询问沙弥障碍（受戒）法。 

 

 除了出家程序以外，如果这些事前工作的任何一部分有缺陷，并不因此而导致授戒羯磨不成就

（vipatti）。 

 

事后工作 (Pacchimakicca) 

 

传授具足戒完毕之后应当执行的义务，即： 

一、计量日影（现今多以读取钟表上的时间代替这项）； 

二、告知该季节的时日（包括月份、黑半月（kàlapakkha）或白半月（sukkapakkha）、日期以

及佛教年历）； 

三、告知时分，如：早上、中午或晚上； 

四、告知法式 (saïgãti) 78； 

五、告知四依止  (nissaya) ， 这项工作只能在传授戒完毕之后才执行； 

六、告知四不应做之事 (akaraõãya)。 

 
76 三衣 (ticãvara)，即： 双层外衣 (saïghà i僧伽梨)、上衣（uttaràsaïga郁多罗僧）、 下裙

（antaravàsaka安陀会）。 
77 或至少十二腕尺（cubit古代长度单位），一腕尺=11/2英寸。 
78 「法式」(saïgãti结集、采集一起) ÞÞ告知未详细说明的事情，例如：执行具足戒的界 (sãmà) 范围

或住处 (àvàsa)；戒师、羯磨阿阇梨 (kammavàcà-àcariya) 以及参加的比丘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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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  (Pabbajjà) 

 

在斯里兰卡的 Shrã Kalyàõã 派系79（斯里．噶亚尼派）的一年一度传授比丘戒是在每年的公

历六月十八日 80 举行。传授的仪式是在总部Shrã Guõawardhana Yogàshramaya附近的水界 

(udakukkhepa sãmà) 上举行。 

 当地的求戒者在未被接纳为比丘之前必须先住在寺院至少一或两个月受持在家十戒

（gaha ha

                                                       

-dasasãla）81的男居士(upàsaka优婆塞)， 穿着白色的居士服。当居士期间圆满后就

始受持出离十戒
82
(nekkhamma-dasasãla) ，穿着与袈裟同颜色的居士服。经过大约六个月的期间

圆满后必须接受口试
83
，口试及格者才可以请求出家当沙弥，当沙弥至少满一年之后才可以参加笔试

84
。及格者才可以在当年的六月十八日受具足戒，不及格者就必须延后到次年再参加考试。 

 

请求出家 

 

求戒者必须在受具足戒前一天的傍晚到总院Srã Kalyàõã Yogàshrama Saüsthà Guõawardhana 

Yogàshrama去重新请求出家
85
。 求戒者必须将头发及胡须剃干净，然后穿上白色的衣服及下裙。 

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求戒者就前往戒师  (upajjhàya) 的住处。到了之后，就慢慢地走近他，以

五体投地的方式（前额、双前臂、及双膝触地）顶礼三拜
86
。接下来，将袈裟放置在双前臂上，以蹲

着的姿势（脚跟提起顶着臀部），双手肘放置在膝盖上，双掌合十，念以下的请求文
87
： 

 
79 本派是从主派 Shrã Lankà Ràma¤¤à Mahà Nikàya 分出来的。本派由于 初的禅院建立在斯里葛亚

尼河畔，因此取名为「斯里葛亚尼禅院派」。 
80 该日是本派创派之日期，去年(2001)已达五十周年。 
81 内容与沙弥的十戒相同 ， 两者之间的差异是：沙弥十戒是整体一起受持的，受戒时不在每 条戒文尾

段逐一念「受持」(samàdiyàmi)一句 ， 而在念完十 戒之后才念「受持」，以表示总受持十戒。如果沙

弥违犯其中任何一条， 其余的九条戒自然无效； 在家十戒则是个别受持的， 每条戒文的尾段都必须逐

一地念 「受持」，如果他违犯其中任何一条，则只有该戒无效，其余九条戒仍然有效。求戒的程序见〔第

二章：在家戒．锡兰式．在家十戒〕。 
82 内容与在家十戒相同，只是名称不同而已。求戒的程序见〔第二章：在家戒．锡兰式．出离十戒 〕。

本派要求请求出家者 必须经历这两段过程是为了观察他的行为和出家的动机是否是出于诚意。 根据《律

藏》(Vin. P.)，如果外道想归入佛门，必须先在僧团住四个月让僧团观察，期限圆满之后僧团才决定是 否

剃度他出家。 
83 背诵一些基本的课诵，例如：早晚课诵，戒律及经典。  
84 所出的考题是有关比丘学处(bhikkhu sikkha) 的内容 。 
85 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让沙弥所受持的十戒都清净无缺陷 ， 如此在传授具足戒时，沙弥才能够真正成为

比丘，这是本派的作法。 
86 求戒者在顶礼时会同时念随喜与发露过失文见〔第二章：在家戒．锡兰式．五戒．随喜与发露过失〕。 
87 有的派系（如泰国大众派 Mahà Nikàya）的作法 ， 求戒者在这之前会先以站着的姿势，双掌合十，念

以下的文： 

Okàsa vandàmi, bhante. Sabbaü aparàdhaü khamatha me, bhante. Mayà kataü pu¤¤aü sàminà 

anumoditabbaü. Sàminà kataü pu¤¤aü mayhaü dàtabbaü. Sàdhu! Sàdhu! Anumodàmi. Okàsa, 

kàru¤¤aü katvà pabbajj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请让我顶礼。尊者，请您原谅我所犯的一切过失。您应当随喜我所造的功德。应当给我（随喜）

您所造的功德。善哉，善哉，我随喜。尊者，请在作悲悯后给我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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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àsa*, ahaü, bhante, pabbajjaü yàcàmi.
88

尊者，我乞求出家。 

 

Dutiyam'pi okàsa*, ahaü, bhante, pabbajjaü yàcàmi. 

尊者，我第二次乞求出家。 

 

Tatiyam'pi okàsa*, ahaü, bhante, pabbajjaü yàcàmi. 

尊者，我第三次乞求出家。 

 

求戒者接下来念： 

Sabba-dukkha-nissaraõa-nibbàna-sacchikaraõatthàya, imaü kàsàvaü gahetvà pabbàjetha maü, 

bhante, anukampaü upàdàya.
89
@ 

为了出离所有痛苦及体证涅盘，拿了这件袈裟后，尊者，请出于怜悯提拔的缘故让我出家！ 

 

Dutiyam'pi, sabba-dukkha-nissaraõa-nibbàna-sacchikaraõatthàya, imaü kàsàvaü gahetvà 

pabbàjetha maü, bhante, anukampaü upàdàya. 

第二次为了出离所有痛苦及体证涅盘，拿了这件袈裟后，尊者，请出于怜悯提拔的缘故让我出家！ 

 

Tatiyam'pi, sabba-dukkha-nissaraõa-nibbàna-sacchikaraõatthàya, imaü kàsàvaü gahetvà 

pabbàjetha maü, bhante, anukampaü upàdàya. 

第三次为了出离所有痛苦及体证涅盘，拿了这件袈裟后，尊者，请出于怜悯提拔的缘故让我出家！ 

 

当上述的文念完之后，求戒者用双手将袈裟交给戒师，然后继续念下面的文： 

Sabbadukkha nissaraõa, nibbàna sacchikaraõatthàya, etaü kàsàvaü datvà, pabbàjetha maü, 

bhante, anukampaü upàdàya.
90

 
88 有的派系没有念此文或在请施与袈裟时念。 
89 有的 派系 （如泰国 法宗派 Dhammayuttika） 使用 的文是： 

Esàhaü bhante, suciraparinibbutam'pi, taü bhagavantaü saraõaü gacchàmi, dhamma¤ca 

bhikkhusaïgha¤ca. Labheyyàhaü bhante, tassa     Bhagavato,    dhamma-vinaye     

pabbajjaü     (labheyyaü upasampadaü).  

尊者，虽然世尊已经般涅盘很久了，我仍然皈依他（佛陀）、法和比丘僧团。尊者，请让我在世尊的

法与律中出家（得受具足戒）！ 

 

Dutiyam'pi bhante, suciraparinibbutam'pi, taü bhagavantaü saraõaü gacchàmi, dhamma¤ca 

bhikkhusaïgha¤ca. Labheyyàhaü bhante, tassa     Bhagavato,    dhamma-vinaye     

pabbajjaü     (labheyyaü upasampadaü).  

尊者，我第二次虽然世尊已经般涅盘很久了，我仍然皈依他（佛陀）、法和比丘僧团。尊者，请让我

在世尊的法与律中出家（得受具足戒）！ 

 

Tatiyam'pi bhante, suciraparinibbutam'pi, taü bhagavantaü saraõaü gacchàmi, dhamma¤ca 

bhikkhusaïgha¤ca. Labheyyàhaü bhante, tassa     Bhagavato,    dhamma-vinaye     

pabbajjaü     (labheyyaü upasampadaü).  

尊者，我第三次虽然世尊已经般涅盘很久了，我仍然皈依他（佛陀）、法和比丘僧团。尊者，请让我

在世尊的法与律中出家（得受具足戒）！ 
90有的派系（如泰国法宗派）使用的文是： 



为了出离所有痛苦及体证涅盘，给与那件袈裟后，尊者，请出于怜悯提拔的缘故让我出家！ 

 

Dutiyam'pi, sabbadukkha nissaraõa, nibbàna sacchikaraõatthàya, etaü kàsàvaü datvà, 

pabbàjetha maü, bhante, anukampaü upàdàya. 

第二次为了出离所有痛苦及体证涅盘，给与那件袈裟后，尊者，请出于怜悯提拔的缘故让我出家！ 

 

Tatiyam'pi, sabbadukkha nissaraõa, nibbàna sacchikaraõatthàya, etaü kàsàvaü datvà, 

pabbàjetha maü, bhante, anukampaü upàdàya. 

第三次为了出离所有痛苦及体证涅盘，给与那件袈裟后，尊者，请出于怜悯提拔的缘故让我出家！ 

 

 

观照身体的五个部分 

 

求戒者念完上面的文之后，戒师就解 绑着袈裟的腰带，然后用腰带的尾端绑着求戒者的颈部，

另一端则绑着袈裟，然后将它交还给求戒者。求戒者用双前臂捧着袈裟，双掌合十念以下的省察文： 

 

Pa isaïkhà yoniso cãvaraü pa isevàmi, yàvadeva sãtassa pa ighàtàya, uõhassa pa ighàtàya, 

óaüsa-makasa-vàtàtapa-siriüsapa-samphassànaü pa ighàtàya, yàvadeva 

hirikopãnapa icchàdanatthaü.
91

我如理省察所受用（穿着）的衣（袈裟），只是为了防御寒冷，为了防御炎热，为了防御虻、蚊、风

吹、日晒、爬虫类的接触，只是为了遮蔽羞处。 

 

 求戒者慢慢地站起来，由在场的其中一位比丘引导到一旁，协助他将袈裟穿上。穿好之后，求

戒者就回到原位，跪着，双掌合十，专心聆听戒师传授基本的禅修业处92 (bhàvanà-kamma hàna)。

戒师首先会顺序念身体的五个部分93一遍，再逆序念一遍94，然后又重新顺序念一遍，求戒者随句

跟着念： 

 

 Kesà   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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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mà      体毛 

 
Ahaü, bhante, pabbajjaü yàcàmi. Imàni kàsàyàni vatthàni gahetvà pabbàjetha maü, bhante, 

anukampaü  upàdàya. 

尊者，我乞求出家！拿这些袈裟后，尊者，请出于怜悯提拔的缘故让我出家！ 

Dutiyam'pi,  ahaü, bhante, pabbajjaü yàcàmi. Imàni kàsàyàni vatthàni gahetvà pabbàjetha 

maü, bhante, anukampaü  upàdàya. 

尊者，我第二次乞求出家！拿这些袈裟后，尊者，请出于怜悯提拔的缘故让我出家！ 

 

Tatiyam'pi,  ahaü, bhante, pabbajjaü yàcàmi. Imàni kàsàyàni vatthàni gahetvà pabbàjetha 

maü, bhante, anukampaü  upàdàya. 

尊者，我第三次乞求出家！拿这些袈裟后，尊者，请出于怜悯提拔的缘故让我出家！ 
91 此衣省察文有时是从戒师手上接受衣之后念，有时是在穿着袈裟时念 ，作法因戒师而异。有的派系在

这个时候不念此文。 
92 禅修业处 (bhàvanà-kamma hàna)：义译为「修行工作处所」，用来指修行法门 ，即禅修者修行以

培育特殊成就的工作处所，有时也用来指修行时所专注的对象。 
93 这是属于三十二身分的前五项，第一助属于， 地界部分。 
94 这是本派的作法，一般上是顺序和逆序各念一遍而已。 



 Nakhà  指甲       顺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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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tà  牙齿 

 Taco   皮肤 

 

 Taco   皮肤 

 Dantà  牙齿 

 Nakhà  指甲            逆序念 

 Lomà      体毛 

 Kesà   头发 

 

请求皈依与戒 

 

接着，求戒者向戒师请求皈依与戒： 

Okàsa,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saddhiü pabbajjà-dasasãlaü dhammaü yàcà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95

尊者，我乞求三皈依和出家十戒法。尊者，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 

 

Dutiyam'pi, okàsa,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saddhiü pabbajjà-dasasãlaü dhammaü yàcà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我第二次乞求三皈依和出家十戒法。尊者，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 

 

Tatiyam'pi, okàsa,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saddhiü pabbajjà-dasasãlaü dhammaü yàcàmi, 

anuggahaü katvà sãlaü detha me, bhante, anukampaü upàdàya. 

尊者，我第三次乞求三皈依和出家十戒法。尊者，在摄受后请把戒授给我！为了怜悯提拔的缘故。 

 

戒师接着念： 

 
95 有的派系（如泰国大众派）在念完观照身体的五个部分之后，戒师会将袈裟交给求戒者。当求戒者将

袈裟穿上之后，顶礼戒师三拜，然后以站着的姿势念以下的文： 

Okàsa vandàmi, bhante. Sabbaü aparàdhaü khamatha me, bhante. Mayà kataü pu¤¤aü sàminà 

anumoditabbaü. Sàminà kataü pu¤¤aü mayhaü dàtabbaü. Sàdhu! Sàdhu! Anumodàmi. Okàsa, 

kàru¤¤aü katvà tisaraõena saha sãlàni detha me, bhante. 

尊者，请让我顶礼。尊者，请您原谅我所犯的一切过失。您应当随喜我所造的功德。应当给我（随喜）

您所造的功德。善哉，善哉，我随喜。尊者，请在作悲悯后将三皈依和戒给我。 

 

接下来求戒者念（如泰国法宗派和大众派）： 

Ahaü, bhante, saraõa-sãlaü yàcàmi.   

尊者，我请求皈依与戒。 

Dutiyam'pi, ahaü, bhante, saraõa-sãlaü yàcàmi.   

尊者，我第二次请求皈依与戒。 

Tatiyam'pi, ahaü, bhante, saraõa-sãlaü yàcàmi.   

尊者，我第三次请求皈依与戒。 

 

如果一位以上请求戒，以上文里的斜体字则必须更改为复数： 

Ahaü（我）     Mayaü（我们） 

yàcàmi（我请求）     yàcàma（我们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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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  师：Yamahaü vadàmi taü vadehi (vadetha).96

        我念什么你（们）也跟着念。 

求戒者：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三皈依 (Tisaraõagamanaü) 

 

戒师先引导求戒者念下面的礼敬偈： 

戒  师：Namo tassa …（戒师只念这小段，其余的求戒者整句念完。） 

        礼敬…… 

求戒者：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 sambuddhassa. (3x) 

        礼敬世尊 、阿罗汉 、 正等正觉者。（三遍） 

 

接下来，戒师引导求戒者念三种97不同念法的皈依文。第一种方式是戒师每念完一句，求戒者随句

重复念： 

Budd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我皈依佛。 

Dhammaü saraõaü gacchàmi. 

我皈依法。 

Saïg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我皈依僧。 

Dutiyam'pi, Budd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第二次我皈依佛。 

Dutiyam'pi, Dhammaü saraõaü gacchàmi. 

第二次我皈依法。 

Dutiyam'pi, Saïg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第二次我皈依僧。 

Tatiyam'pi, Budd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第三次我皈依佛。 

Tatiyam'pi, Dhammaü saraõaü gacchàmi. 

第三次我皈依法。 

Tatiyam'pi, Saïg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第三次我皈依僧。 

 

第二种的念法是将「ü」发音成「η」。 

Buddhaη saraõaη gacchàmi. 
我皈依佛。 

 
96 有的派系（如泰国法宗派）念： 

Evaü vadehi (vadetha).你（们）这样念。 
97 采用三种不同的念法授与皈依的原因是因义释书师(A hakathà-âcariya)认为皈依 (saraõagamana) 

时所念文词的发音标准非常重要，而且授与者（戒师或教授师）及求受者双方都必须发音正确，这与受

具足戒不相同的地方是：传授具足戒的成就重在羯磨师读诵羯磨文的准确。他们建议如果「ü」(niggahãta

抑制（鼻音)）被发音为「η」(ï) 时，从Budd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始每一句的字必须连接起来发音。

如果「ü」 被发音为「ü」(m)时，从Buddham saraõam gacchàmi 始应该一字一字分 发音。这两种方法都

可以。为了避免疏漏，本派两种发音法都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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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ammaη saraõaη gacchàmi. 
我皈依法。 

Saïghaη saraõaη gacchàmi. 
我皈依僧。 

Dutiyam'pi, Buddhaη saraõaη gacchàmi. 
第二次我皈依佛。 

Dutiyam'pi, Dhammaη saraõaη gacchàmi. 
第二次我皈依法。 

Dutiyam'pi, Saïghaη saraõaη gacchàmi. 
第二次我皈依僧。 

 

Tatiyam'pi, Buddhaη saraõaη gacchàmi. 
第三次我皈依佛。 

Tatiyam'pi, Dhammaη saraõaη gacchàmi. 
第三次我皈依法。 

Tatiyam'pi, Saïghaη 

                                                       

saraõaη gacchàmi. 
第三次我皈依僧。 

 

第三种的念法是每三句合在一起念，戒 

师念完三句，求戒者重复念： 

Budd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Dhammaü saraõaü gacchàmi. Saïghaü saraõaü gacchàmi.98

我皈依佛、我皈依法、我皈依僧。 

 

Dutiyam'pi, Budd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Dutiyam'pi, Dhammaü saraõaü gacchàmi. Dutiyam'pi, 

Saïg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第二次我皈依佛。第二次我皈依法。第二次我皈依僧。 

 

Tatiyam'pi, Budd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Tatiyam'pi, Dhammaü saraõaü gacchàmi. Tatiyam'pi, 

Saïghaü saraõaü gacchàmi. 

第三次我皈依佛。第三次我皈依法。第三次我皈依僧。 

 

接着戒师则念： 

戒  师：Saraõagamanaü sampuõõaü.99

        皈依已经圆满。 

求戒者：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沙弥十戒 (Sàmaõera-dasasãla) 

 

接下来，戒师传授求戒者沙弥十戒。戒师每念完一条戒文，求戒者重复跟着念： 

 
98 关于「ü」的发音方式，有的派系（如泰国法宗派）念第二种方式，有的（如缅甸碎晶派）念第一种方

式。 
99 有的派系（如泰国法宗派和大众派）念： 

Saraõagamanaü ni hitaü. 

皈依已经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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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àõàtipàt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100. 

不杀生戒（离杀生学处）。 

Adinnàdàn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不偷盗戒（离不与取学处) 。 

Abrahmacariy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不淫戒（离非梵行学处) 。 

Musàvàd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不妄语戒（离妄语学处） 。 

Surà-meraya-majja-pamàda hàn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不饮酒戒（离导致放逸原因的谷酒和果酒学处) 。 

Vikàlabhojan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不非时进食戒（离非时食学处) 。 

Nacca-gãta-vàdita-visåka-dassan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不跳舞、不唱歌、不奏乐、不观看戏剧戒（离跳舞、唱歌、音乐、观看戏剧学处) 。 

 

 

Màlà-gandha-vilepana-dhàraõa-maõóana-vibhåsana hà

                                                       

n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不以花蔓、香水、涂油、衣物及化妆品美化身体戒（离庄严（美丽）原因的花鬘、芳香（香水）、涂

油、衣物、装饰品学处）。 

Uccàsayana-mahàsayan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不（坐卧）高大床戒（离（坐卧）高大床学处) 。 

Jàtaråpa-rajata-pa iggahaõà veramaõã sikkhàpadaü. 

不接受金银（包括钱）戒（离接受金银（钱）学处）。 

 

 

沙弥接着念： 

Imàni pabbajjà-dasa-sikkhàpadàni samàdiyàmi.
101

我受持这出家十戒（学处）。 

 

Dutiyam'pi, pabbajjà-dasa-sikkhàpadàni samàdiyàmi. 

我第二次受持这出家十戒（学处）。 

 
100 有的派系（如泰国大众派）在每一条戒文的尾端会加上 samàdiyàmi「我受持」，有的派系（如泰国法宗

派）只念到veramaõã「离」，sikkhàpadaü「学处」及samàdiyàmi都不念。 
101 有的派系念（如泰国法宗派和大众派）： 

Imàni dasa sikkhàpadàni samàdiyàmi. (1x or 3x) 

我受持这十条戒（我受持这十学处）。（一或三遍） 

有的派系（如泰国大众派）沙弥念完上述的文后接着念： 

Sabbaü aparàdhaü khamatha me, bhante. 

尊者，请原谅我所犯的一切过失。 

然后顶礼一拜，接着以站着的姿势双掌合十念： 

Vandàmi, bhante. Sabbaü aparàdhaü khamatha me, bhante. Mayà kataü pu¤¤aü sàminà 

anumoditabbaü. Sàminà kataü pu¤¤aü mayhaü dàtabbaü. Sàdhu! Sàdhu! Anumodàmi.  

尊者，请让我顶礼。尊者，请您原谅我所犯的一切过失。您应当随喜我所造的功德。应当给我（随喜）

您所造的功德。善哉，善哉，我随喜。念完之后，沙弥跪下顶礼戒师三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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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iyam'pi, pabbajjà-dasa-sikkhàpadàni samàdiyàmi. 

我第三次受持这出家十戒（学处）。 

 

接下来，戒师念下面的文： 

戒师：Tisaraõena   saddhiü  pabbajjà-dasasãlaü  

      dhammaü  sàdhukaüsurakkhitaükatvà   appamàdena sampàdetha.102

      你（们）应当好好地守护三皈依和出家十戒法，并且应当不放逸地努力（成就）。 

沙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请求戒师
103 

 (Upajjhàya) 

 

在出家受沙弥十戒之后，通常也是受戒仪式中的一部分，沙弥必须正式向戒师提出依止的请求，

其步骤如下。齐整上衣披于左肩，偏袒右肩，顶礼戒师三拜（同时念随喜与发露过失文），蹲踞，合

掌当额，首先念礼敬偈：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sambuddhassa.
104 

(3x)  

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三遍) 

 

沙弥接着念请求戒师文： 

沙弥：Upajjhàyo me, bhante, hohi.
105

 
102 并非所有派系都有此文。 
103 有的派系（如泰国大众派）沙弥尚未念请求戒师文之前先以跪着的姿势念下面的文： 

Okàsa vandàmi, bhante. Sabbaü aparàdhaü khamatha me, bhante. Mayà kataü pu¤¤aü sàminà 

anumoditabbaü. Sàminà kataü pu¤¤aü mayhaü dàtabbaü. Sàdhu! Sàdhu! Anumodàmi. Okàsa, 

kàru¤¤aü katvà nissayaü detha me, bhante. 

尊者，请让我顶礼。尊者，请您原谅我所犯的一切过失。您应当随喜我所造的功德。应当给我（随喜）

您所造的功德。善哉，善哉，我随喜。尊者，请在作悲悯后给我依止。 
104 有的派系直接念请求戒师文。 
105 有的派系（如泰国法宗派和大众派）采用的依止文是： 

Ahaü, bhante, nissayaü yàcàmi.  

尊者，我请求依止。 

Dutiyam'pi, ahaü, bhante, nissayaü yàcàmi.  

尊者，我第二次请求依止。 

Tatiyam'pi, ahaü, bhante, nissayaü yàcàmi.  

尊者，我第三次请求依止。 

沙弥念完请求戒师文之后，戒师则回答： 

戒师：Sàdhu! 

      善哉（很好）！ 

沙弥：Sàdhu! Bhante. 

善哉（很好），尊者。 

有的派系（如泰国法宗派和大众派）的作法 ：沙弥念完第三遍的请求戒师文之后，接着会念下述的职

责文，本派则不念此文： 

Ajjataggedàni thero mayhaü bhàro, ahampi therassa bhàro. (1x) 

从今天 始 ，长老是我的职责 ，我是长老的职责。（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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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者，请您当我的戒师。 

戒师：Patiråpaü.106

      这是适当的。 

沙弥：Sàdhu, okàsa, sampa icchàmi.107

      善哉，我接受。 

 

沙弥：Dutiyam'pi, upajjhàyo me, bhante, hohi. 

尊者，第二次请您当我的戒师。 

戒师：Patiråpaü. 

      这是适当的。 

沙弥：Sàdhu, okàsa, sampa icchàmi. 

      善哉，我接受。 

 

沙弥：Tatiyam'pi, upajjhàyo me, bhante, hohi. 

尊者，第三次请您当我的戒师。 

戒师：Patiråpaü. 

      这是适当的。 

沙弥：Sàdhu, okàsa, sampa icchàmi. 

      善哉，我接受。 

 

请求戒师完毕之后沙弥顶礼（同时念随喜与发露过失文）戒师三拜。 

如果沙弥（只要他还是沙弥未受具足戒） 离 戒师到其它地方参学 ， 他则应重新请求该寺院

的住 持或长老比丘担任他的戒师。 

 
106根据《律藏．大品．大犍度》(Vin. Mv. Mahàkkhandhaka)的说法，如果戒师用下列的任何一种言词

回答，依止就算成立： 

Sàdhu（很好）； 

Lahu（可以）；  

Opàyikaü（这是适当的）； 

Pàsàdikena sampàdehi（友善地努力）。 

《大品》(Mv.) 补充道：如果戒师以手势表达上面意思中的任何一种，依止也算成立。根据《律藏义

释书》(Vin. Ak.)，如果戒师作任何同类的陈词，依止都算成立。 
107 有的派系没有念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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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具足戒（纳受）  UPASAMPADâ 

 

具足戒  (Upasampadà 纳受
108
) 

本派传授比丘（具足）戒是在出家隔天的下午举行。沙弥坐船到水界上受戒。到了之后，沙弥

跪着，双掌合十念随喜与发露过失文，然后顶礼戒师、羯磨师、众比丘，三拜。 

接下来，戒师念： 

Pa h

                                                       

amaü upajjhaü gàhàpetabbo.
109

首先应当请得戒师。 

 接着沙弥请求戒师，见〔第四章：出家．请求戒师〕 

 

告知钵与衣 

 

在未告知沙弥的三衣(ticãvara)与钵(patta)之前，戒师会念以下的文： 

Upajjhaü gàhàpetvà pattacãvaraü àcikkhitabbaü.
110

请得戒师之后应当告知钵与衣。 

 

上面的文念完之后，戒师将钵带挂在沙弥右肩上，让钵吊在沙弥的背后。接着戒师 始念三衣与钵

的巴利名词 ，沙弥应当按照下面回答戒师： 

戒师：(手碰着钵说 ) Ayaü te patto. 

       这是你的钵。 

沙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戒师：(手碰着双层外衣说 ) Ayaü saïghà i. 

       这是双层外衣（僧伽梨）。 

沙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戒师：(手碰着上衣说 ) Ayaü uttaràsaïgo. 

       这是上衣。 

沙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戒师：(手碰着上衣说 ) Ayaü antaravàsako. 

       这是下裙。 

沙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接下来，戒师对沙弥说： 

Gaccha amumhi okàse ti hàhi. 

你过去站在那边的空地。 

沙弥站起来走到离僧众集聚的地方大约六码或十二臂距（1码＝3 英尺；1 臂距  ＝ 18 英寸）， 

站着等待教授师(anusàsakàcariya) 审问。 

 

通知僧团审问沙弥 

 
108“Upasampadà”的意思等于「纳受」为僧团的一份子（比丘）。 
109 这段文有的派系没有念（如泰国法宗派）。 
110 有的派系没有念这段文（如泰国法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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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还未审问之前，教授师先于锡兰(sinhala) 语向僧团作同意（求听）羯磨 (apalokanakamma)： 

大德僧团，请听我说，今日所有求受具足戒者的名（字）将以「那迦」(Nàga) 为代名，戒师的名（字）

则以 「提舍」(Tissa) 作为代名。
111

接着教授师通知僧团审问沙弥： 

Suõàtu me, bhante, saïgho, ayaü Nàgo# àyasmato Tissassa# upasampadàpekkho. Yadi saïghassa 

pattakallaü, ahaü Nàgaü anusàseyyaü.112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那迦希望从提舍大德受具足戒。如果对僧团而言时机适当，请让

我审问那迦。 

 

在僧团外审问沙弥 

教授师走到沙弥站住之处，然后 始审问沙弥遮难法： 

Suõàsi, Nàga, ayaü te saccakàlo, bhåtakàlo. (1x) 

那迦你听着，这是你真实、诚实的时候。（一遍） 

Yaü jàtaü taü saïghamajjhe pucchante, santaü `atthã'ti vattabbaü, asantaü `n'atthã'ti 

vattabbaü.  

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将会在僧团中问到。有则说「有」，没有则说「没有」。 

 

Mà kho vitthàsi. 

不要困惑。 

Mà kho maïku ahosi. 

不要混淆。 

Evantaü pucchissanti. 

他们将会这样问： 

Santi te evaråpà àbhàdhà? 

你有这样的病吗？ 

教授师：Ku haü? 

        痲疯？ 

沙  弥：N'atthi, bhante. 

        没有，尊者。 

教授师：Gaõóo? 

        疔疮（溃烂）？ 

沙  弥：N'atthi, bhante. 

        没有，尊者。 

教授师：Kilàso? 

        癣？ 

沙   弥：N'atthi, bhante. 

         没有，尊者。 

教授师：Soso? 

        肺痨（肺结核）？ 

沙   弥：N'atthi, bhante. 

        没有，尊者。 

教授师：Apamàro? 

        癫痫？ 

 
111 由于有的派系在传授具足戒时用沙弥个人的原本名（字），因此没有作此求听。 
112 有的派系在念此文之前，先念Namo tassa …（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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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弥：N'atthi, bhante. 

        没有，尊者。 

教授师：Manusso'si? 

        你是人吗？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Puriso'si? 

        你是男人吗？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Bhujisso'si? 

        你是自由人（非奴隶）吗？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Anaõo'si? 

        你是否无债？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N'asi ràjabha o? 

        你是否免除了政府职责？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Anu¤¤àto'si màtàpitåhi? 

        你是否获得父母亲的允许？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Paripuõõavãsativasso'si? 

        你是否满二十岁？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Paripuõõaü te pattacãvaraü? 

        你是否具备钵与衣（袈裟）？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Kinnàmo'si? 

        你叫什么名（字）？ 

沙   弥：Ahaü, bhante, Nàgo nàma. 

        尊者，我的名（字）是那迦。 

教授师：Ko nàmo te upajjhàyo? 

        你戒师的名（字）是什么？ 

沙  弥：Upajjhàyo me, bhante, àyasmà  Tissatthero 
113 

nàma. 

        尊者，我戒师的名（字）是提舍长老。 

 

通知僧团沙弥已被审问 

 
113 有的派系（如泰国法宗派和大众派）没有念“thero”「长老」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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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问沙弥完毕之后，教授师回到僧团集聚之处，然后 始念： 

Suõàtu me, bhante, saïgho, Nàgo àyasmato Tissassa upasampadàpekkho. Anusi ho so mayà. 

Yadi saïghassa pattakallaü, Nàgo  àgaccheyya.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那迦希望从提舍大德受具足戒，我已经审问过他了。如果对僧团而言

时机适当，请让那迦（过）来。 

念完上面的文之后，教授师对沙弥说： 

`âgacchàhã'ti vattabbo, àgacchàhi. 

你过来，前进过来。 

 

请求具足戒 (Upasampadà) 

沙弥回到僧团集聚之处，然后顶礼戒师，羯磨师及众比丘们。沙弥接着以跪着的姿势，双掌合十 ，

面向戒师念请求具足戒文： 

Saïghaü, bhante,  upasampadaü yàcàmi. Ullumpatu maü, bhante, saïgho, anukampaü upàdàya. 

尊者们，我向僧团乞求具足戒。尊者们，请僧团出于怜悯的缘故提拔（拔济）我。 

Dutiyam'pi, bhante, saïghaü upasampadaü yàcàmi. Ullumpatu maü, bhante, saïgho, anukampaü 

upàdàya. 

尊者们，我第二次向僧团乞求具足戒。尊者们，请僧团出于怜悯的缘故提拔（拔济）我。 

Tatiyam'pi, bhante, saïghaü upasampadaü yàcàmi. Ullumpatu maü, bhante, saïgho, anukampaü 

upàdàya. 

尊者们，我第二次向僧团乞求具足戒。尊者们 ，请僧团出于怜悯的缘故提拔 （拔济）我。 

在僧团中审问沙弥
114

接下来，教授师则念： 

Suõàtu me, bhante, saïgho, ayaü Nàgo àyasmato Tissassa upasampadàpekkho. Yadi saïghassa 

pattakallaü, ahaü Nàgaü antaràyike dhamme puccheyyaü.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那迦希望从提舍大德受具足戒。如果对僧团而言时机适当，请让我审问那

迦。 

Suõàsi, Nàga, ayaü te saccakàlo, bhåtakàlo. (1x) 

那迦你听着，这是你真实、诚实的时候。（一遍） 

Yaü jàtaü taü pucchàmi, santaü `atthã'ti vattabbaü, asantaü `n'atthã'ti vattabbaü.  

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将会在僧团中问到。有则说「有」，没有则说「没有」。 

Santi te evaråpà àbàdhà. 

你有这样的病吗？ 

教授师：Ku haü? 

       痲疯？ 

沙   弥：N'atthi, bhante. 

         没有，尊者。 

教授师：Gaõóo? 

 
114 有的派系在僧团中审问沙弥之前，戒师会念下面的文通知僧团（如泰国法宗派和大众派）： 

Idàni kho, àvuso (bhante), ayaü Nàgo nàma sàmaõero mama upasampadàpekkho. Upasampadaü 

àkaïkhamàno saïghaü yàcati. Ahaü sabbamimaü saïghaü ajjhesàmi. Sàdhu, àvuso, sabbo'yaü saïgho 

imaü Nàgaü nàma sàmaõeraü antaràyike dhamme pucchitvà, tattha pattakallataü ¤atvà, 

¤atti-catutthena kammena akuppena hànàrahena upasampàdemà'ti, kammasanni hànaü karotu. 

贤友（尊者）们，现在这位名为那迦的沙弥希望从我受具足戒。他希望受具足戒而对僧团乞求。我向僧团

请求这一切。善哉！贤友（尊者）们，当审问这位名为那迦的沙弥遮难（障碍）法以及知道适当时机后，

希望我们以不动摇和适当的白四羯磨（一次动议和三次表决）给与具足戒，但愿羯磨能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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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疔疮（溃烂）？ 

沙   弥：N'atthi, bhante. 

         没有，尊者。 

教授师：Kilàso? 

        癣？ 

沙  弥：N'atthi, bhante. 

       没有，尊者。 

教授师：Soso? 

        肺痨（肺结核）？ 

沙   弥：N'atthi, bhante. 

        没有，尊者。 

教授师：Apamàro? 

        癫痫？ 

沙  弥：N'atthi, bhante. 

        没有，尊者。 

教授师：Manusso'si? 

        你是人吗？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Puriso'si? 

        你是男人吗？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Bhujisso'si? 

        你是自由人（非奴隶）吗？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Anaõo'si? 

       你是否无债？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N'asi ràjabha o? 

       你是否免除了政府职责？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Anu¤¤àto'si màtàpitåhi? 

        你是否获得父母亲的允许？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Paripuõõavãsativasso'si? 

        你是否满二十岁？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Paripuõõaü te pattacãvaraü? 

        你是否具备钵与衣（袈裟）？ 

沙   弥：âma, bha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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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尊者。 

教授师：Kinnàmo'si? 

        你叫什么名（字）？ 

沙   弥：Ahaü, bhante, Nàgo nàma. 

         尊者，我的名（字）是那迦。 

教授师：Ko nàmo te upajjhàyo? 

        你戒师的名（字）是什么？ 

沙   弥：Upajjhàyo me, bhante, àyasmà  Tissatthero 
115 

nàma. 

         尊者，我戒师的名（字）是提舍长老。 

 

动议与三次表决 

 

动议 (¥atti) 

 教授师审问沙弥完毕之后，接下来则念动议与三次表决： 

Suõàtu me, bhante, saïgho, ayaü Nàgo àyasmato Tissassa upasampadàpekkho, parisuddho  

antaràyikehi dhammehi, paripuõõassa pattacãvaraü. Nàgo saïghaü upasampadaü yàcati, 

àyasmatà Tissena upajjhàyena. Yadi saïghassa pattakallaü, saïgho Nàgaü  upasampàdeyya, 

àyasmatà Tissena upajjhàyena. Esà ¤atti.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那迦希望从提舍大德受具足戒。他具备钵和衣（袈裟），并且诸遮难（障

碍）法清净。那迦他乞求僧团以提舍大德为戒师为授具足戒。如果对僧团而言时机适当，请让僧团

以提舍大德为戒师给与那迦授具足戒。这是动议。 

 

第一次表决(Pa hama Anussàvana) 

Suõàtu  me,  bhante,  saïgho.  Ayaü  Nàgo   àyasmato Tissassa upasampadàpekkho, 

parisuddho antaràyikehi dhammehi, paripuõõassa pattacãvaraü. Nàgo saïghaü upasampadaü 

yàcati, àyasmatà Tissena upajjhàyena. Saïgho Nàgaü upasampàdeti, àyasmatà Tissena 

upajjhàyena. Yass'àyasmato khamati Nàgassa upasampadà, àyasmatà Tissena upajjhàyena so 

tuõh'assa. Yassa na khamati so bhàseyya.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那迦希望从提舍大德受具足戒。他具备钵和衣（袈裟），并且诸遮难（障

碍）法清净。那迦乞求僧团以提舍大德为戒师为授具足戒。僧团以提舍大德为戒师为那迦授具足戒。

同意以提舍大德为戒师为那迦授具足戒的大德请保持默然；不同意者请说。 

 

第二次表决 (Dutiya Anussàvana) 

Dutiyam'pi, etamatthaü vadàmi. Suõàtu  me,  bhante,  saïgho. Ayaü Nàgo àyasmato Tissassa 

upasampadàpekkho, parisuddho antaràyikehi dhammehi, paripuõõassa pattacãvaraü. Nàgo 

saïghaü upasampadaü yàcati, àyasmatà Tissena upajjhàyena. Saïgho Nàgaü upasampàdeti, 

àyasmatà Tissena upajjhàyena. Yass'àyasmato khamati Nàgassa upasampadà, àyasmatà Tissena 

upajjhàyena so tuõh'assa. Yassa na khamati so bhàseyya. 

第二次我说这件事。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那迦希望从提舍大德受具足戒。他具备钵和衣（袈

裟），并且诸遮难（障碍）法清净。那迦乞求僧团以提舍大德为戒师为授具足戒。僧团以提舍大德为

戒师为那迦授具足戒。同意以提舍大德为戒师为那迦授具足戒的大德请保持默然；不同意者请说。 

 

第三次表决 (Tatiya Anussàvana) 

Tatiyam'pi, etamatthaü vadàmi. Suõàtu  me,  bhante,  saïgho. Ayaü Nàgo àyasmato Tissassa 

 
115 有的派系（如泰国法宗派和大众派）没有念“thero”「长老」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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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asampadàpekkho, parisuddho antaràyikehi dhammehi, paripuõõassa pattacãvaraü. Nàgo 

saïghaü upasampadaü yàcati, àyasmatà Tissena upajjhàyena. Saïgho Nàgaü upasampàdeti, 

àyasmatà Tissena upajjhàyena. Yass'àyasmato khamati Nàgassa upasampadà, àyasmatà Tissena 

upajjhàyena so tuõh'assa. Yassa na khamati so bhàseyya. 

第三次我说这件事。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那迦希望从提舍大德受具足戒。他具备钵和衣（袈

裟），并且诸遮难（障碍）法清净。那迦乞求僧团以提舍大德为戒师为授具足戒。僧团以提舍大德为

戒师为那迦授具足戒。同意以提舍大德为戒师为那迦授具足戒的大德请保持默然；不同意者请说。 

 

终结  (Pariyosàna) 

Upasampanno saïghena Nàgo, àyasmatà  Tissena  upajjhàyena. Khamati saïghassa, tasmà tuõhã. 

Evametaü dhàrayàmi.
116 

(3x) 

僧团已经以提舍大德为戒师为那迦授具足戒。对僧团而言是同意的，所以才默然。这件事我这样记

住。（三遍） 

 

依止 (Nissaya) 

 受具足戒之后，如果新戒比丘（包括戒腊未满五年之比丘）离 戒师到其它地方参学 ， 其必须请

求该寺院的住持或长老比丘担任他的依止教授师（àcariya阿阇梨）
117
。请求依止的步骤即：齐整上

衣披于左肩，偏袒右肩，顶礼依止教授师三拜（同时念随喜与发露过失文），然后蹲踞，合掌当额，

念礼敬偈：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sambuddhassa.
118 

(3x)  

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三遍) 

 

接下来比丘（请求者）则念下面的文： 

比  丘：âcariyo me, bhante, hohi, àyasmato nissàya vacchàmi. 

        尊者，请您当我的阿阇梨（教授师），我依止大德而住。 

教授师：Patiråpaü. 

        这是适当的。 

比  丘：Sàdhu, okàsa, sampa icchàmi.
119

        善哉，我接受。 

比  丘：Dutiyam'pi,    àcariyo    me,    bhante,    hohi, àyasmato nissàya vacchàmi. 

        尊者，第二次请您当我的阿阇梨（教授师），我依止大德而住。 

教授师：Patiråpaü. 

        这是适当的。 

比  丘：Sàdhu, okàsa, sampa icchàmi.12 

        善哉，我接受。 

 
116 有的派系（如泰国法宗派和大众派）只念一遍。 
117 阿阇梨 (àcariya)：是音译，义译为「师」，一般也称为「教授师」。在《律藏义释书》(Vin. Ak.)

有列出四种教授师，即： 

一、出家教授师：出家仪式中 ， 授与沙弥十戒给弟子的师长； 

二、羯磨教授师：受具足戒时 ， 宣读动议与三次表决文的师长； 

三、佛法教授师：教导弟子巴利（pàli）文及经典的师长； 

四、依止教授师：接受弟子依止安住的师长。 
118 有的派系（如泰国法宗派和大众派）直接念请求依止文。 
119 有的派系（如泰国法宗派和大众派）没有念这段文，而且教授师是在请求者念完第三遍的请求文之后

才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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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丘：Tatiyam'pi,    àcariyo    me,    bhante,    hohi,àyasmato nissàya vacchàmi. 

        尊者，第三次请您当我的阿阇梨（教授师），我依止大德而住。 

教授师：Patiråpaü. 

        这是适当的。 

比  丘：Sàdhu, okàsa, sampa icchàmi.12 

        善哉，我接受。 

 

 教授师回答请求者及请求者再回答教授师的方式与请求戒师的相同， 在此不说明。接下来，比

丘（请求者） 念下面的文为承诺他对教授师的职责： 

Ajjataggedàni thero mayhaü bhàro, ahampi therassa bhàro. (1x) 

从今天 始，长老是我的职责，我是长老的职责
120
。（一遍） 

 

 接下来，顶礼教授师三拜。从那天 始该比丘就住在教授师的寺院，若出家未满五年（五个戒

腊）的比丘不请求依止，则他每天则犯突吉罗（dukka a）罪。 

 
120「职责」前者是指弟子应侍奉教授师的义务，后者是指教授师对弟子的义务。如果比丘没有替教授师服务，

则他每天都犯突吉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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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两、三位求受具足戒 

两、三位求受具足戒 

 

如果僧团同时传授两位或三位求戒者出家受具足戒 ，受戒程序之中有五项必须分 个别执行的，即： 

一、请求皈依与戒（从第一遍的 Okàsa ahaü, bhante, tisaraõena… 始至第三遍）； 

二、皈依与戒（从 Namo tassa… 始至第三遍的 Imàni  pabbajjà-dasa-sikkhàpadàni           

samàdiyàmi.）； 

三、请求戒师（从 Namo tassa… 始至第三遍的 Sàdhu, okàsa sampa icchàmi.）； 

四、告知钵与衣（从 Ayante patto… 始至第四次的回答 Amà, bhante.）； 

五、在僧团外和内审问沙弥（从 Suõasi … 始至回答戒师的名字 Upajjhàyo me, bhante,… 

nàma.）。 

 

受戒程序之中有六项可以一起执行的，即： 

一、请求 出家 （ 从第 一遍 的   Okàsa,   ahaü, bhante,  pabbajjaü  yàcàmi  始至第

三遍的 Sabbadukkha-nissaraõa-nibbàna-sacchi-karaõatthàya, etaü kàsàvaü … upàdàya.）； 

二、请 求 具 足 戒 （ 从 第 一 遍 的  Saïghaü, bhante, … 始至第三遍）； 

三、观照身体的五个部分； 

四、通知僧团审问沙弥； 

五、通知僧团沙弥已被审问； 

六、动议与三次表决。 

 

当同时授与两位或三位沙弥具足戒时，文词里的 戒师和沙弥的名字则 应当按照巴利文的语法，

如： 单数或复数， 格式等作更改 。 下面的例子是以授与两位沙弥具足戒，戒师的名字是「提舍」

Tissa，沙弥的名字是「那迦」Nàga 和「难陀」Nanda。那些应该作更改的部分则以斜体字作标示。 

 

通知僧团审问沙弥 

 

Suõàtu me, bhante, saïgho, Nàgo ca Nando ca àyasmato Tissassa upasampadàpekkhà. Yadi 

saïghassa pattakallaü, ahaü Nàga¤ca Nanda¤ca anusàseyyaü.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那迦和难陀希望从提舍大德受具足戒。如果对僧团而言时机适当，请让我

审问那迦和难陀。 

 

在僧团外审问沙弥
121

 

Suõàsi, Nàga, ayaü te saccakàlo, bhåtakàlo. (1x) 

那迦你听着，这是你真实、诚实的时候。（一遍） 

Yaü jàtaü taü saïghamajjhe pucchante, santaü `atthã'ti vattabbaü, asantaü `n'atthã'ti 

vattabbaü.  

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将会在僧团中问到。有则说「有」，没有则说「没有」。 

Mà kho vitthàsi. 

不要困惑。 

Mà kho maïku ahosi. 

不要混淆。 

 
121 这部分应当个别作，先由「那迦」Nàga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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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ntaü pucchissanti. 

他们将会这样问： 

Santi te evaråpà àbhàdhà? 

你有这样的病吗？ 

 

教授师：Ku haü? 

        痲疯？ 

沙  弥：N'atthi, bhante. 

        没有，尊者。 

教授师：Gaõóo? 

        疔疮（溃烂）？ 

沙  弥：：N'atthi, bhante. 

        没有，尊者。 

教授师：Kilàso? 

        癣？ 

沙  弥：N'atthi, bhante. 

        没有，尊者。 

教授师：Soso? 

        肺痨（肺结核）？ 

沙  弥：：N'atthi, bhante. 

        没有，尊者。 

教授师：Apamàro? 

        癫痫？ 

沙  弥：N'atthi, bhante. 

        没有，尊者。 

教授师：Manusso'si? 

        你是人吗？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Puriso'si? 

        你是男人吗？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Bhujisso'si? 

        你是自由人（非奴隶）吗？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Anaõo'si? 

        你是否无债？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N'asi ràjabha o? 

        你是否免除了政府职责？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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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师：Anu¤¤àto'si màtàpitåhi? 

        你是否获得父母亲的允许？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Paripuõõavãsativasso'si? 

        你是否满二十岁？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Paripuõõaü te pattacãvaraü? 

        你是否具备钵与衣（袈裟）？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Kinnàmo'si? 

        你叫什么名（字）？ 

沙  弥：Ahaü, bhante, Nàgo nàma. 

        尊者，我的名（字）是那迦。 

教授师：Ko nàmo te upajjhàyo? 

        你戒师的名（字）是什么？ 

沙  弥：Upajjhàyo me, bhante, àyasmà  Tissatthero
 122

 nàma. 

        尊者，我戒师的名（字）是提舍长老。 

 

通知僧团沙弥已被审问 

 

Suõàtu me, bhante, saïgho, Nàgo ca Nando ca àyasmato Tissassa upasampadàpekkhà. Anusi hà 

te mayà. Yadi saïghassa pattakallaü, Nàgo ca Nando ca àgaccheyyuü.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那迦和难陀希望从提舍大德受具足戒，我已经审问过他了。如果对僧团而

言时机适当，请让那迦和难陀（过）来。 

念完上面的文之后，教授师对沙弥们说： 

`âgacchathà'ti  vattabbo, àgacchatha. 

你们过来，你们前进过来。 

 

请求具足戒 (Upasampadà) 

 

Saïghaü, bhante,  upasampadaü yàcàmà. Ullumpatu no, bhante, saïgho, anukampaü upàdàya.123

尊者们，我们向僧团乞求具足戒。尊者们，请僧团出于怜悯的缘故提拔（拔济）我们。 

Dutiyam'pi, bhante, saïghaü upasampadaü yàcàmà. Ullumpatu no, bhante, saïgho, anukampaü 

upàdàya. 

尊者们，我们第二次向僧团乞求具足戒。尊者们，请僧团出于怜悯的缘故提拔（拔济）我们。 

Tatiyam'pi, bhante, saïghaü upasampadaü yàcàmà. Ullumpatu no, bhante, saïgho, anukampaü 

upàdàya. 

尊者们，我们第三次向僧团乞求具足戒。尊者们，请僧团出于怜悯的缘故提拔（拔济）我们。 

 

在僧团中审问沙弥
124

 
122 有的派系（如泰国法宗派和大众派 ）没有念“thero”「长老」此句。 
123 沙弥们一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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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õàtu  me, bhante, saïgho. Aya¤ca Nàgo aya¤ca Nando àyasmato Tissassa upasampadàpekkhà. 

Yadi saïghassa pattakallaü, ahaü Nàga¤ca Nanda¤ca antaràyike dhamme puccheyyaü.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那迦和难陀希望从提舍大德受具足戒。如果对僧团而言时机适当，请让我

审问那迦和难陀。 

 

Suõasi, Nàga, ayante saccakàlo, bhåtakàlo. 125

那迦你听着，这是你真实、诚实的时候。 

Yaü jàtaü taü pucchàmi, santaü `atthã'ti vattabbaü, asantaü `n'atthã'ti vattabbaü.  

所有已经发生的事情将会在僧团中问到。有则说「有」，没有则说「没有」。 

Santi te evaråpà àbàdhà. 

你有这样的病吗？ 

教授师：Ku haü? 

        痲疯？ 

沙  弥：N'atthi, bhante. 

        没有，尊者。 

教授师：Gaõóo? 

        疔疮（溃烂）？ 

沙  弥：N'atthi, bhante. 

        没有，尊者。 

教授师：Kilàso? 

        癣？ 

沙  弥：N'atthi, bhante. 

        没有，尊者。 

教授师：Soso? 

        肺痨（肺结核）？ 

沙  弥：N'atthi, bhante. 

        没有，尊者。 

教授师：Apamàro? 

        癫痫？ 

沙  弥：N'atthi, bhante. 

        没有，尊者。 

教授师：Manusso'si? 

        你是人吗？ 

 
124 有的派系在僧团中审问沙弥之前，戒师会念下面的文通知僧团（如泰国法宗派和大众派）： 

Idàni kho, àvuso (bhante), aya¤ca Nàgo nàma sàmaõero aya¤ca Nando nàma sàmaõero mama 

upasampadàpekkhà. Upasampadaü àkaïkhamànà saïghaü yàcanti. Ahaü sabbamimaü saïghaü ajjhesàmi. 

Sàdhu, àvuso, sabbo'yaü saïgho ima¤ca Nàgaü nàma sàmaõeraü ima¤ca Nandaü nàma sàmaõeraü 

antaràyike dhamme pucchitvà, tattha pattakallataü ¤atvà, ¤atti-catutthena kammena akuppena 

hànàrahena upasampàdemà'ti, kammasanni hànaü karotu. 

贤友（尊者）们，现在这位名为那迦的沙弥和这位名难陀的沙弥希望从我受具足戒。他们希望受具足戒而对

僧团乞求。我向僧团请求这一切。善哉！贤友（尊者）们，当审问这位名为那迦的沙弥和这位名难陀的沙弥

障碍（遮难）法以及知道适当时机后，希望我们以不动摇和适当的白四羯磨（一次动议和三次表决）给与具

足戒，但愿羯磨能顺利完成。 

戒师念完上面的文之后，接着由教授师审问沙弥们。 
125 这部分应当个别作，先由「那迦」Nàga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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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Puriso'si? 

        你是男人吗？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Bhujisso'si? 

        你是自由人（非奴隶）吗？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Anaõo'si? 

        你是否无债？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N'asi ràjabha o? 

        你是否免除了政府职责？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Anu¤¤àto'si màtàpitåhi? 

        你是否获得父母亲的允许？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Paripuõõavãsativasso'si? 

        你是否满二十岁？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Paripuõõaü te pattacãvaraü? 

        你是否具备钵与衣（袈裟）？ 

沙  弥：âma, bhante. 

        是的，尊者。 

教授师：Kinnàmo'si? 

        你叫什么名（字）？ 

沙  弥：Ahaü, bhante, Nàgo nàma. 

        尊者，我的名（字）是那迦。 

教授师：Ko nàmo te upajjhàyo? 

        你戒师的名（字）是什么？ 

沙  弥：Upajjhàyo me, bhante, àyasmà  Tissatthero 
126 

nàma. 

        尊者，我戒师的名（字）是提舍长老。 

 

动议与三次表决 

 

动议 (¥atti) 

Suõàtu me, bhante, saïgho. Aya¤ca Nàgo aya¤ca Nando àyasmato Tissassa upasampadàpekkhà, 

parisuddhà antaràyikehi dhammehi, paripuõõamimesaü pattacãvaraü. Nàgo ca Nando ca saïghaü 

 
126 有的派系 （如泰国法宗派和大众派）没有念“thero”「长老」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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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asampadaü yàcanti, àyasmatà Tissena upajjhàyena. Yadi saïghassa pattakallaü, saïgho 

Nàga¤ca Nanda¤ca upasampàdeyya, àyasmatà Tissena upajjhàyena. Esà ¤atti.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那迦和这位难陀希望从提舍大德受具足戒。他们具备钵和衣（袈裟），

并且诸障碍（遮难）法清净。那迦和难陀乞求僧团以提舍大德为戒师为授具足戒。如果对僧团而言

时机适当，请让僧团以提舍大德为戒师给与那迦和难陀授具足戒。这是动议。 

 

第一次表决 (Pa hama Anussàvana) 

Suõàtu me, bhante, saïgho. Aya¤ca Nàgo aya¤ca Nando àyasmato Tissassa upasampadàpekkhà, 

parisuddhà antaràyikehi dhammehi, paripuõõamimesaü pattacãvaraü. Nàgo ca Nando ca saïghaü 

upasampadaü yàcanti, àyasmatà Tissena upajjhàyena. Saïgho Nàga¤ca Nanda¤ca upasampàdeti, 

àyasmatà Tissena upajjhàyena. Yass'àyasmato khamati Nàgàssa ca Nandassa ca upasampadà, 

àyasmatà Tissena upajjhàyena so tuõh'assa. Yassa na khamati so bhàseyya. 

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那迦和这位难陀希望从提舍大德受具足戒。他们具备钵和衣(袈裟)，

并且诸遮难（障碍）法清净。那迦和难陀乞求僧团以提舍大德为戒师为授具足戒。僧团以提舍大德

为戒师为那迦和难陀授具足戒。同意以提舍大德为戒师为那迦和难陀授具足戒的大德请保持默然；

不同意者请说。 

 

第二次表决 (Dutiya Anussàvana) 

Dutiyam'pi, etamatthaü vadàmi. Suõàtu  me,  bhante,  saïgho. Aya¤ca Nàgo aya¤ca Nando 

àyasmato Tissassa upasampadàpekkhà, parisuddhà antaràyikehi dhammehi, paripuõõamimesaü 

pattacãvaraü. Nàgo ca Nando ca saïghaü upasampadaü yàcanti, àyasmatà Tissena upajjhàyena. 

Saïgho Nàga¤ca Nanda¤ca upasampàdeti, àyasmatà Tissena upajjhàyena. Yass'àyasmato 

khamati Nàgàssa ca Nandassa ca upasampadà, àyasmatà Tissena upajjhàyena so tuõh'assa. Yassa 

na khamati so bhàseyya. 

第二次我为这件事而说。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那迦和这位难陀希望从提舍大德受具足戒。

他们具备钵和衣(袈裟)，并且诸遮难（障碍）法清净。那迦和难陀乞求僧团以提舍大德为戒师为授

具足戒。僧团以提舍大德为戒师为那迦和难陀授具足戒。同意以提舍大德为戒师为那迦和难陀授具

足戒的大德请保持默然；不同意者请说。 

 

第三次表决 (Tatiya Anussàvana) 

Tatiyam'pi, etamatthaü vadàmi. Suõàtu me, bhante,  saïgho. Aya¤ca Nàgo aya¤ca Nando 

àyasmato Tissassa upasampadàpekkhà, parisuddhà antaràyikehi dhammehi, paripuõõamimesaü 

pattacãvaraü. Nàgo ca Nando ca saïghaü upasampadaü yàcanti, àyasmatà Tissena upajjhàyena. 

Saïgho Nàga¤ca Nanda¤ca upasampàdeti, àyasmatà Tissena upajjhàyena. Yass'àyasmato 

khamati Nàgàssa ca Nandassa ca upasampadà, àyasmatà Tissena upajjhàyena so tuõh'assa. Yassa 

na khamati so bhàseyya. 

第三次我为这件事而说。尊者们，请僧团听我说，这位那迦和这位难陀希望从提舍大德受具足戒。

他们具备钵和衣(袈裟)，并且诸遮难（障碍）法清净。那迦和难陀乞求僧团以提舍大德为戒师为授

具足戒。僧团以提舍大德为戒师为那迦和难陀授具足戒。同意以提舍大德为戒师为那迦和难陀授具

足戒的大德请保持默然；不同意者请说。 

 

终结  (Pariyosàna) 

Upasampannà saïghena Nàgo ca Nando ca, àyasmatà Tissena  upajjhàyena. Khamati saïghassa, 

tasmà tuõhã. Evametaü dhàrayàmi.127 (3x) 

 
127 有的派系（如泰国法宗派和大众派）只念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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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团已经以提舍大德为戒师为那迦和难陀授具足戒。对僧团而言是同意的，所以才默然，这件事我

这样记住。（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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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教诫  ANUSâSANA 

教诫 (Anusàsana) 

后一组受比丘戒完毕之后，接下来是戒师或教授师教诫 新戒比丘们的时候。所有在当天受戒的新 

戒比丘们会集聚在一起倾听教诫： 

Anu¤¤àsi kho Bhagavà upasampàdetvà cattàro nissaye cattàri ca akaraõãyàni àcikkhituü. 

世尊允许受具足戒之后告知四种依靠（依止）以及四种不应作的行为。 

 

四种依靠 (Cattàro Nissayà) 

钵食 (Piõóapàta) 

Piõóiyàlopabhojanaü    nissàya    pabbajjà,    tattha   vo  

yàvajivaü128 ussàho karaõãyo, atirekalàbho saïgha- bhattaü, uddesabhattaü, nimantanaü, 

salàkabhattaü,  pakkhikaü,  uposathaü,  pà ipadikaü. 

出家人以托钵的团食为依靠，尽这一生你们应当努力奉行，额外（允许）的利益129有：僧团食、别

请（指定）食、邀请（招待）食、行筹（抽签）食、半月食、布萨食、初日食。 

 

粪扫衣 (Paüsukålacãvara) 

Paüsukålacãvaraü nissàya pabbajjà, tattha vo yàvajivaü130  ussàho karaõãyo, atirekalàbho 

khomaü, kappàsikaü, koseyyaü, kambalaü, sàõaü, bhaïgaü. 

出家人以粪扫衣（被丢弃而无主的布）为依靠，尽这一生你们应当努力奉行，额外（允许）的利益

有：亚麻布、棉布、丝绸布、毛织布、麻布、粗麻布。 

 

树下住 (Rukkhamålasenàsana) 

Rukkhamålasenàsanaü nissàya pabbajjà, tattha vo yàvajivaü131 ussàho karaõãyo, atirekalàbho 

vihàro, aóóhayogo, pàsàdo, hammiyaü, guhà. 

出家人以树下的住处为依靠，尽这一生你们应当努力奉行，额外（允许）的利益有：精舍、盖半片

屋檐的房子、楼房、大平房、洞窟。 

 
128 如果是教诫一位新戒比丘，则将上面文的复数更改为单数： 

tattha vo yàvajivaü  ⎢  tattha te yàvajivaü 
129 僧团食(saïghabhatta)：食物送到寺院里供养给僧团，该食物足以分配给予大众食用。沙弥也应当被

分配与比丘相同之分。 

指定食(uddesabhatta)：供养给僧团的食物，但不足以分配给大众食用，这是指送到寺院的食物或

比丘被邀请到施主家应供。这类的供养应当按照戒腊的次序从 上座比丘 始分配下去，然后下一次

的供养则应当从上次未被分配者 始分配下去，若有剩余的则应当重新由 上座 始分配下去。 

招待食(nimantana)：是指施主邀请到其家接受供养。如果施主只邀请几位比丘接受供养，则应当

按照指定食的方法安排比丘受供。但是，如果施主邀请指定的比丘，该比丘则有权力自己安排接受供

养的其它同伴，这与指定食无相关连。 

行筹食(salàkabhatta 抽签食)：是指施主邀请和供养不同的人、不同的安排和不同的东西。这种方

法被采用当施主所供养的量极大，因此以行筹的方式安排受供。供养食物的施主之名字、东西都写在

字条上，然后卷起来，再由比丘们各自抽一筹。比丘就依照筹里头所写地被安排接受施主的供养。 

半月食(pakkhikabhatta)、布萨食(uposathikabhatta)、初日食(pa ipadikabhatta) ：这些是属

于僧团食和指定食，三者是属于同一类， 只是名称不相同而已，这些名称是取自被邀请接受供养之日

的名字。 
130 若是教诫一位新戒比丘，则将上述文词的复数更改为单数： 

tattha vo yàvajivaü  ⎢  tattha te yàvajiva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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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酵尿为药 (Påtimuttabhesajja) 

Påtimuttabhesajjaü nissàya pabbajjà, tattha vo yàvajivaü132 ussàho karaõãyo, atirekalàbho 

sappi, navanãtaü, telaü, madhu, phàõitaü. 

出家人以发酵尿当药品（陈弃药）为依靠，尽这一生你们应当努力奉行，额外（允许）的利益有：

熟酥、生酥、油（动植物油）、蜂蜜、糖。 

 

四种不应该做的行为(Cattàri Akaraõãyàni) 

性交法
133 

(Methuna Dhamma) 

Upasampannena  bhikkhunà   methuno   dhammo  na pa isevitabbo, antamaso 

tiracchànagatàya'pi, yo bhikkhu methunaü dhammaü pa isevati, assamaõo hoti asakyaputtiyo. 

受了具足戒的比丘不应该从事淫欲法（性交），甚至和雌性动物。任何比丘从事淫欲法（性交），他

就不是沙门、释迦子。 

Seyyathà'pi nàma puriso sãsacchinno abhabbo tena sarãrabandhanena jãvituü, evameva bhikkhu 

methunaü dhammaü pa isevitvà assamaõo hoti asakyaputtiyo, taü vo yàvajãvaü134 akaraõãyaü. 

就好像一个人被砍断了头，不可能和身体接合而活命；同样地，当比丘从事淫欲法（性交）后就不

是沙门、释迦子了。这是你们尽这一生不应该做的。 

 

不与取
135
 (Adinnàdàna) 

 
131 单一位比丘则更改为：tattha te yàvajivaü。 
132 单一位比丘则更改为：tattha te yàvajivaü。 
133 波罗夷 (pàràjika)  第一条性交戒包括与所有不同对象行性交如：与人、非人或畜生、与未被食坏或

大部分未被（鸟野）食坏的死尸性交则犯波罗夷。如果于大部分已经被食坏的死尸之三道的其中一道行

性交则犯偷兰遮 (thullacaya粗重罪) 。具足四个条件构成违犯，即： 

一、性交之道（包括自己的肛门或口或他人的阴道、肛门或口 ），如果于非道 ，如 ：三道以外的

曲膝间、胁边腋下等或于无生命物如：褥间 、枕边、木像中、壁上女像中、洋娃娃等行性交则犯突

吉罗；如果因此而精液流出则犯僧残(saïghàdisesa)罪第一条； 

二、觉知正在发生性交之事； 

三、以种种方法行淫（主动或被动，有隔如使用保险套等或无隔）； 

四、允许：被强迫行性交时，如果在整个过程的任何阶段生起乐受则算允许，如 ：在进入时、停着

时、拔出时。 

四种情况不构成违犯，即： 

一、在睡眠时无所觉知（或昏迷时）； 

二、不同意（不是出至于自愿而是被强迫行性交，当时没有意念上之许可 ，而且在整个过程中都没

有生起乐受则不算犯戒）； 

三、发狂时； 

四、被非人附身而完全失去正念（ 第三项和第四项的迷乱的程度必须达到不能分辨火与黄金、 粪

便与檀香）； 

五、受到激烈的痛苦乃至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六、未制戒之前的首犯者。 
134 单一位比丘则更改为： tan te yàvajivaü。 
135 这是波罗夷第二条。具足五个条件构成违犯不与取戒，即： 

一、有主物； 
二、有主物想（知道是有物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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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asampannena bhikkhunà adinnaü theyyasaïkhàtaü na àdàtabbaü, antamaso tiõasalàkaü upàdàya, 

yo bhikkhu pàdaü và pàdàrahaü và atirekapàdaü và adinnaü  theyyasaïkhàtaü àdiyati, assamaõo 

hoti asakyaputtiyo. 

受了具足戒的比丘不应该以盗心拿取没有给与的东西，甚至拿取一片草叶。任何比丘以盗心拿取未

经给与的一巴陀、价值一巴陀或超过一巴陀之物，他就不是沙门、释迦子。 

 

Seyyathà'pi nàma paõóupalàso bandhanà pamutto abhabbo haritattàya, evameva bhikkhu pàdaü 

và pàdàrahaü và atirekapàdaü và adinnaü  theyyasaïkhàtaü àdiyitvà, assamaõo hoti 

asakyaputtiyo, taü vo yàvajãvaü136 akaraõãyaü. 

就好像枯叶从树枝上脱落后不可能再变回绿叶；同样地，比丘以盗心拿取未经给与的一巴陀、价值

一巴陀或超过一巴陀之物后就不是沙门、释迦子了。这是你们尽这一生不应该做的。 

 

夺取人命(Manussaviggaha  人身、人体) 

Upasampannena bhikkhunà sa¤cicca pàõo jãvità na voropetabbo, antamaso kunthakipillikaü 

upàdàya,  yo bhikkhu sa¤cicca manussaviggahaü jãvità voropeti, antamaso gabbhapàtanaü 

upàdàya, assamaõo hoti asakyaputtiyo. 

受了具足戒的比丘不应该故意夺取生物的生命，甚至是一只蚂蚁或白蚁。任何比丘故意夺取人的生

命，甚至（导致）堕胎，他就不是沙门、释迦子。 

Seyyathà'pi nàma puthusilà dvidhà bhinnà  appa isandhikà hoti, evameva bhikkhu sa¤cicca 

manussavigghaü  jãvità voropetvà assamaõo hoti asakyaputtiyo, taü  vo  yàvajãvaü 137  

akaraõãyaü. 

就好像一块大石头破成两块，无法再结合成一块；同样地，比丘故意夺取人的生命后就不是沙门、

释迦子了。这是你们尽这一生不应该做的。 

 

虚假声称证得过人法
138

 
三、贵重物：价 值 一 个 巴陀（pàda） 或五 个摩 沙迦(masaka)或以上的东西； 
四、存有盗心； 
五、举离本处 （ 如果只是触摸则犯突吉罗罪；若只是动但尚未将该物移 本处则犯偷兰遮罪）。 

下列情况不构成违犯，即： 
一、取很要好的亲友之物，深信对方乐意给与； 
二、暂时借用； 
三、饿鬼物； 
四、畜生物； 
五、作己物想； 
六、粪扫物想（以为是他人丢弃的东西）； 
七、发狂时； 
八、被非人附身而 完全失 去正念 （ 第七项和第八项的迷乱的程度 必须达到 不能分辨 火与黄金、
粪便与檀香）； 
九、受到激烈的痛苦乃至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十、未制戒前的首犯者。 

偷盗的轻重则视被偷的东西之价值而决定。如果比丘偷取的东西 价 值 一 个 巴陀（pàda） 或五 个摩 沙
迦(masaka) 或以上则犯波罗夷； 不足 一个巴 陀但 超过一个摩沙迦则 犯偷兰遮罪 ； 一个摩沙迦或不
足一个摩沙迦则犯突吉罗罪。「巴陀」和「摩沙迦」是古时候摩竭陀国 (Màgadha)用于计算货币量的单位。 

1 迦哈巴那（kahàpana）= 4 巴陀 
1 巴陀 = 5 摩沙迦 
1 迦哈巴那 = 20 摩沙迦 
1 迦哈巴那 = 20  粒未去壳的稻谷重量之黄金（大约等于1/24盎司＝1.575gm的黄金） 

136 单一位比丘则更改为： tan te yàvajivaü。 
137 单一比丘则更改为： tan te yàvajãvaü。 
138这是波罗夷第四条大妄语戒。具足 五个条件构成违犯，即： 

一、是过人法（uttarimanussadhamma 是指禅那(jhàna)、三昧(samàdhi)、解脱(vimokkha)、乐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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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tarimanussadhamma） 

 

Upasampannena bhikkhunà uttarimanussadhammo na ullapitabbo, antamaso ßsu¤¤àgàre 

abhiramàmãûti, yo bhikkhu pàpiccho icchàpakato asantaü abhåtaü uttarimanussadhammaü  

ullapati, jhànaü và vimokkhaü và samàdhiü và samàpattiü và maggaü và phalaü và, assamaõo 

hoti asakyaputtiyo. 

受了具足戒的比丘不应该诈称（证得）过人法，甚至（说）「我喜欢（住）在空闲处」。任何比丘恶

欲、被贪欲所制伏，诈称没有、不实在的过人法：禅那、解脱、三摩地（定）、等至、道或果，他就

不是沙门、释迦子。 

 

Seyyathà'pi nàma tàlo matthakacchinno abhabbo  puna viråëhiyà, evameva bhikkhu pàpiccho 

icchàpakato asantaü  abhåtaü uttarimanussadhammaü ullapitvà assamaõo hoti asakyaputtiyo, 

taü vo yàvajãvaü139 akaraõãyaü. 

就好像棕榈（多罗）树的顶部（头）被砍断后不可能再继续生长；同样地，比丘恶欲、被贪欲所制

伏，诈称没有、不实在的过人法后就不是沙门、释迦子了。这是你们尽这一生不应该做的。 

 

Anekapariyàyena kho pana tena bhagavatà jànatà passatà arahatà sammàsambuddhena, sãlaü 

sammadakkhàtaü samàdhi sammadakkhàto pa¤¤à sammadakkhàtà, yàvadeva tassa 

madanimmadanassa pipàsavinayassa  àlayasamugghàtassa va åpacchedassa taõhakkhayassa 

viràgassa  nirodhassa nibbànassa sacchikiriyàya. 

世尊是知者、见者、阿罗汉、正等正觉者，用种种方法正确地解说戒，正确地解说定，正确地解说

慧，只是为了破除骄慢、降伏欲求、根绝执着、断绝轮回、灭尽渴爱，为了离贪，为了灭（止息），

为了体证涅盘。 

 

Tattha sãlaparibhàvito samàdhi mahapphalo hoti  mahànisaüso, samàdhiparibhàvità pa¤¤à 

mahapphalà  hoti mahànisaüsà, pa¤¤àparibhàvitaü cittaü sammadeva àsavehi vimuccati, 

seyyath'ãdaü: kàmàsavà, bhavàsavà, avijjàsavà. 

当戒完全地修习（培养），这将带来禅定的大果报、大利益；当禅定完全地被修习（培养），这将带

来智慧的大果报、大利益；当智慧完全地被修习（培养），心将完全地解脱诸漏，即：欲漏、有漏和

无明漏。 

 
处(su¤¤agàra)、心离盖(citta-vinivaraõa) 等）； 

二、故意（故意欺骗，如果是口误则不算）； 

三、知道（确知自己尚未证得）； 

四、直接声明已证得过人法 ， 如：「我证得初禅」、「我看到天界」或「我知道我的过去世」等； 

五、听者明了（若听者不明白，则犯偷兰遮罪，但如果路过者 听到而明 白含意 则犯波罗夷；  若

听者完全听不到比丘所说的话，比丘则犯突吉罗罪）。 

不构成违犯大妄语的情况，即： 

一、增上慢  (adhimàna) ：是指对自己的修行境界评估过高； 

二、无意者； 

三、发狂者； 

四、被非人附身而完全失去正念（ 第三项和第四项的迷乱的程度必须达到不能分辨火与黄金 、粪
便与檀香）； 
五、受到激烈的痛苦乃至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六、未制戒之前的首犯者。 

除了大妄语之外，如果比丘故意说谎 （小妄语）则他犯波逸提 (pàcittiya) 罪第一条。如果比丘实证

过人法而告诉未受具足戒者，则他犯波逸提罪第八条。 
139 单一比丘则更改为： tan te yàvajiva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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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mà'ti ha vo 140  imasmiü tathàgatappavedite dhamma-vinaye sakkaccaü adhisãlasikkhà 

sikkhitabbà, adhicitta-sikkhà sikkhitabbà, adhipa¤¤àsikkhà sikkhitabbà, tattha 

appamàdena sampàdetabbaü. 

所以你们在如来所 示的法与律中做好准备（恭敬），即：应当学习增上戒学，应当学习增上心（定）

学，应当学习增上慧学。你们应当以不放逸来完成它们。 

 

教诫完毕之后，所有新戒比丘一起说： 

âma, bhante. 

是的，尊者。（接着顶礼三拜） 

                                                        
140 单一比丘则更改为： Tasmā’ti ha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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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随喜功德  PU¥¥âNUMODANâ 

随喜功德  (Pu¤¤ànumodanà) 

 

祝福 

教诫完毕之后，接下来，戒师带领比丘僧团念诵下面的祝福偈祝福新戒比丘们： 

Yathà vàrivahà141   pårà  Þ  paripårenti  sàgaraü, evameva  ito  dinnaü  Þ  petànaü  

upakappati. 

就好像河流的水充满整个大海一样；同样地，在此布施能利益诸亡者（饿鬼）。 

 

Abhivàdanas lissa  Þ niccaü    vuóóhàpacàyino,  

cattàro dhammà vaóóhanti Þ àyu   vaõõo   sukhaü   balaü. 

好乐礼敬者，常尊于长老，四法得增长：寿（长寿）、美（美丽）、乐（快乐）、力（体力）。 

 

âyuràrogyasampatti  Þ saggasampattimeva   ca, 

atho nibbànasampatti Þ iminà  te  samijjhatu. 

愿你（们）获得长寿、无病、出生于天界、体证涅盘，愿一切成就。 

 

 新戒比丘们就合掌说： 

 Sàdhu! Sàdhu! Sàdhu! 

 善哉（很好）！善哉！善哉！ 

 

 接下来，戒师与全体大众一起念诵：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sambuddhassa. (3x) 

 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三遍) 

 

应作慈爱经  (Karaõãyamettasuttaü) 

 

Karaõãyamatthakusalena, yantaü santaü padaü abhisamecca;  

希望以善行而证得寂静者，他应当这样作（修习）： 

 

sakko  ujå  ca  såjå  ca,  suvaco  c'assa  mudu anatimànã. 

能干、坦诚与正直，顺从、温和、不骄慢， 

Santussako  ca  subharo ca, appakicco ca sallahukavutti;  

知足与容易扶养（护持），少事和俭朴， 

santindriyo ca nipako ca, appagabbho kulesu ananugiddho.  

寂静诸根与谨慎，不鲁（卤）莽、不贪着诸家。 

Na ca khuddaü samàcare ki¤ci, yena vi¤¤å pare upavadeyyuü;  

无论多么微小的过失他都不该作，因为可能会被智者们呵责。 

sukhino và khemino hontu, sabbe sattà bhavantu sukhitattà.  

（他常思惟）：愿一切有情快乐与安稳！愿他们常生喜乐！ 

Ye  keci  pàõabhåt'atthi,  tasà  và  thàvarà  và anavasesà;  

无论什么众生（种）类，是弱或是强没有剩余； 

dãghà  và  ye  mahantà  và,  majjhimà  rassakàõukathålà. 

 
141 这段只限于领导者念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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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体型长、大或中等，矮小、微细或壮大。 

Di hà  và  ye  va  adi hà,  ye  ca  dåre  vasanti  avidåre; 

无论可见、不可见，住在远方或近处， 

bhåtà và sambhavesã và, sabbe sattà bhavantu sukhitattà. 

无论已生或将生，愿一切有情常生喜乐！ 

Na  paro  paraü  nikubbetha,  nàtima¤¤etha   katthaci naü ka¤ci;  

无论在任何地方，愿他（们）不欺瞒对方，也不轻视任何人。 

byàrosanà pa ãghasa¤¤à, nà¤¤ama¤¤assa dukkham-iccheyya.  

在忿怒或怨恨时，愿他（们）不要互相盼望对方受苦！ 

Màtà  yathà  niyaü  puttaü, àyusà ekaputtamanurakkhe;  

就好像母亲不惜生命保护她的独子一样； 

evam'pi  sabbabhåtesu, mànasaü  bhàvaye aparimàõaü.  

同样地，他也对一切众生修习无量（的慈爱）心。 

Metta¤ca sabbalokasmiü, mànasaü bhàvaye aparimàõaü;  

他应该对一切世界修习无量的慈爱心： 

uddhaü adho ca tiriya¤ca, asambàdhaü averaü asapattaü.  

无论上方、下方与横（八）方，没有障碍、仇恨和敌对。 

 

Ti ha¤caraü nisinno và, sayàno và yàvat'assa vigatamiddho;  

无论站立、行走、坐着或躺下，只要他还没睡着（清醒）， 

etaü satiü adhi heyya, brahmametaü vihàraü idhamàhu.  

他应当培育这种正念，这就是人们所谓的「梵住」。 

Di hi¤ca  anupagamma,  sãlavà   dassanena   sampanno;  

不堕入邪见、持戒并且（以）见成就（具有如实知见）， 

kàmesu vineyya gedhaü, na hi jàtu gabbhaseyyaü punaretã'tiû.  

降伏对欲乐的贪爱，他必定不再投生母胎中。 

 

随喜 (Anumodanà) 

Ettàvatà       ca      amhehi Þ 

sambhataü pu¤¤asampadaü, 

sabbe  devà   anumodantu Þ 

sabbasampattisiddhiyà. 

这些由我们所累积的功德，愿一切天众随喜（分享）！愿他（们）成就所有快乐! 

Ettàvatà   ca  amhehi Þ sambhataü pu¤¤asampadaü, 

sabbe bhåtà   anumodantu Þ sabbasampattisiddhiyà. 

这些由我们所累积的功德，愿一切众生随喜（分享）！愿他（们）成就所有快乐! 

 

Ettàvatà   ca  amhehi Þ sambhataü pu¤¤asampadaü, 

sabbe  sattà   anumodantu Þ sabbasampattisiddhiyà. 

这些由我们所累积的功德，愿一切有情随喜（分享）！愿他（们）成就所有快乐! 

 

祈求 

âkàsaññhà ca bhummaññhà Þ devà      nàgà      mahiddhikà, 

pu¤¤antaü    anumoditvà  Þ ciraü    rakkhantu   sàsanaü. 

住在空中和地上（的一切众生），以及具有大神力的天众与龙众，在随喜这功德之后，愿他们长时保

护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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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kàsaññhà ca bhummaññhà Þ devà      nàgà      mahiddhikà, 

pu¤¤antaü     anumoditvà Þ ciraü    rakkhantu   desanaü. 

住在空中和地上（的一切众生），以及具有大神力的天众与龙众，在随喜这功德之后，愿他们长时保

护教法！ 

âkàsaññhà ca bhummaññhà Þ devà    nàgà    mahiddhikà, 

pu¤¤antaü     anumoditvà Þ ciraü rakkhantu maü paraü. 

 

住在空中和地上（的一切众生），以及具有大神力的天众与龙众，在随喜这功德之后，愿他们长时保

护我和其它众生！ 

 

发露过失 (Accaya Vivaraõa) 

Kàyena     vàcàcittena    Þ  pamàdena    mayà      kataü, 

accayaü  khama  me  bhante  Þ  bhåripa¤¤à  Tathàgata. 

世尊、广大慧者、如来，我由身、口、意（心）放逸所作的过失，请原谅我。 

Kàyena       vàcàcittena    Þ  pamàdena    mayà    kataü,  

accayaü  khama  me  Dhamma Þ  sandi hi

                                                       

ka   akàlika. 

法、自见、实时，我由身、口、意（心）放逸所作的过失，请原谅我。 

Kàyena  vàcàcittena  Þ  pamàdena mayà kataü, accayaü khama me SaïghaÞpu¤¤akkhetthaü 

anuttaraü. 

僧伽、无上福田，我由身、口、意（心）放逸所作的过失，请原谅我。 

 

 完毕之后，全体大众顶礼长老们。 

 

泰式随喜功德
142

戒师教诫完毕之后，新戒沙弥或比丘就将事前准备好的水瓶之水倒在碗里，同时念下面的随喜功德

文： 

Yaïki¤ci kusalaü kammaüÞkattabbaü kiriyaü mama, kàyena      vàcàmanasà    Þ   tidase    

sugataü     kataü. 

任何善业，由我的身、口、意的行为所造的，导向快乐的三十天界。 

Ye    sattà     sa¤¤ino   atthi Þ  ye   ca   sattà    asa¤¤ino,kataü pu¤¤aphalaü 

mayhaüÞsabbe bhàgã bhavantu te. 

一切有想有情及一切无想有情，我所造功德的果报全部回向给他们。 

Ye taü kataü suviditaü Þ dinnaü pu¤¤aphalaü mayà,  

ye  ca  tattha   na   jànanti Þ  devà   gantvà   nivedayuü. 

那些知道这个回向，我所施予功德的果报，如果那些不知道的，请天神通知他们。 

Sabbe    lokamhi    ye    sattà  Þ   jãvantàhàrahetukà, 

manu¤¤aü  bhojanaü  sabbe Þ labhantu  mama  cetasà. 

让在所有世间一切以食物维持生命的有情都得到所欢喜的食物，此是我的心愿。 

 

另一种随喜功德文即： 

Pu¤¤ass'idàni katassa  Þ   yàn'a¤¤àni katàni   me, 

tesa¤ca    bhàgino    hontu  Þ   sattànantàppamàõakà.  

现在造的功德以及我所造的其它功德，让这些功德与无边、无限的有情分享。 

Ye   piyà    guõavantà    ca  Þ   mayhaü   màtàpitàdayo, 

 
142 这是泰国法宗派与大众派所采用的随喜功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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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hà

                                                       

    me    càpyadi hà   và  Þ  a¤¤e majjhattaverino. 

那些我 亲爱及尊重的，从我的父母亲 始，我曾经见过或未见过的其它中立或敌对者， 

Sattà ti hanti lokasmiü Þ tebhummà catuyonikà, pa¤cekacatuvokàrà   Þ   saüsarantà    

bhavàbhave. 

在世间的有情，三世与四生者，五蕴、单蕴或四蕴者，在轮回中周转者 

¥àtaü   ye   pattidànamme  Þ  anumodantu   te   sayaü,  

ye c'imaü   nappajànanti  Þ  devà   tesaü   nivedayuü. 

如果他们知道我在回向，让他们随着生欢喜心，如果他们不知道，但愿天神通知他们。 

Mayà   dinnàna'pu¤¤ànaü  Þ    anumodanahetunà, 

sabbe   sattà   sadà   hontu  Þ    averà    sukhajãvino. 

于我所回向的功德，他们所随喜的因，让一切有情永远幸福而无敌意地生活。 

Khemappada¤ca  pappontu Þ  tesàsà  sijjhataü   subhà. 

让他们获得从容的精神，让他们容光焕发。 

 

接着，戒师则念： 

Yathà vàrivahà pårà Þ  paripårenti sàgaraü, 

evameva ito dinnaü Þ  petànaü upakappati. 

就好像河流的水充满整个大海一样；同样地，在此布施能利益诸亡者（饿鬼）。 

 

Icchitaü patthitaü tumhaü Þ khippameva samijjhatu, sabbe pårentu saïkappà  Þ cando 

paõõaraso yathà, maõijotiraso yathà. 

愿你所需要及所渴求的皆能早日实现。愿你所期望的皆能达成，就如十五日月亮的圆满，也像如意

宝的如意。 

 

 戒师念之后，全体则一起念： 

Sabbãtiyo    vivajjantu   Þ     sabbarogo    vinassatu,  

mà    te   bhavatv'antaràyo  Þ   (sukhã dãghàyuko bhava.  

Abhivàdanas lissa   Þ   niccaü   vuóóhàpacàyino, 

cattàro dhammà vaóóhanti Þ àyu vaõõo sukhaü balaü.)143

愿所有的不幸皆能转化，愿所有的疾病皆消除。没有险难及不幸，愿你获得安乐及长寿。好乐礼敬

者，常尊于长老，四法得增长：寿（长寿）、美（美丽）、乐（快乐）、力（体力）。 

 

So atthaladdho sukhito Þ viråëho Buddhasàsane, 

arogo  sukhito  hohi  Þ   saha   sabbehi   ¤àtibhi.144

让他达到目的，快乐在佛陀的教法中增长。让他及他的所有亲属都无病快乐。 

 

Bhavatu sabbamaïgalaü Þ rakkhantu         sabbadevatà, 

sabbabuddhànubhàvena   Þ sadà   sotthã    bhavantu    te. 

让他们成就一切的吉祥，让所有的天神都保护他。以佛陀的一切功德让他们永远安乐。 

 

 
143 括号里的文一般上是重复念三遍。 
144这段文重复念三遍。如果是一位以上出家求受沙弥戒或比丘戒，文里的单数则必须更改为复数： 

Te atthaladdhà sukhità Þ viråëhà Buddhasàsane,  

arogà  sukhità  hotha  Þ   saha  sabbehi  ¤àtibhi.144

让他们达到目的，快乐在佛陀的教法中增长。让他们及他们的所有亲属都无病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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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avatu sabbamaïgalaü Þ rakkhantu         sabbadevatà, 

sabbadhammànubhàvena Þ sadà   sotthã    bhavantu    te. 

让他们成就一切的吉祥，让所有的天神都保护他。以法的一切功德让他们永远安乐。 

 

Bhavatu sabbamaïgalaü Þ 

rakkhantu  sabbadevatà, sabbasaïghànubhàvena Þ sadà  sotthã bhavantu te. 

让他们成就一切的吉祥，让所有的天神都保护他。以僧团的一切功德让他们永远安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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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沙弥学处  SâMAöERA-SIKKHâPADâNI 

沙弥学处
145(

Sàmaõera-sikkhàpadàni) 

沙弥十戒
146 

(Sàmaõera-dasasãlaü) 

 

Anu¤¤àsi kho Bhagavà sàmaõerànaü dasa  sikkhàpadàni, tesu ca sàmaõerehi sikkhituü: 

世尊允许沙弥十项学处，沙弥们应当学习（受持）它们： 

 

Pàõàtipàtà veramaõã, adinnàdànà veramaõã, abrahmacariyà veramaõã, musàvàdà veramaõã,        

surà-meraya-majja-pamàda hà

                                                       

nà veramaõã, vikàlabhojanà veramaõã,   

nacca-gãta-vàdita-visåka-dassanà veramaõã, 

màlà-gandha-vilepana-dhàraõa-maõóana-vibhåsana hànà veramaõã, uccàsayana-mahàsayanà 

veramaõã,    jàtaråpa-rajata-pa iggahaõà veramaõã'ti. 

离杀生；离不与取（偷盗）；离非梵行（淫欲）；离妄语；离导致放逸原因的谷酒和果酒；离非时食

（非时进食）；离跳舞、唱歌、音乐、观看戏剧；离庄严（美丽）原因的花鬘、芳香（香水）、涂油、

衣物、装饰品；离（坐卧）高大床；离接受金银（钱）。 

 

十项应摈驱之违犯
147

 

Anu¤¤àsi kho bhagavà dasahi aïgehi samannàgataü sàmaõeraü nàsetuü. 

世尊允许摈驱具有十项（的任何一项）的沙弥。 

 

Katamehi dasahi? Pàõàtipàtã hoti, adinnàdàyã hoti, abrahmacàrã hoti, musàvàdã hoti, 

majjapàyã hoti, Buddhassa avaõõaü bhàsati, Dhammassa avaõõaü bhàsati, Saïghassa avaõõaü 

bhàsati, micchàdi hiko hoti, bhikkhunãdåsako hoti. 

是哪十项呢？杀生；不与取；非梵行；妄语；饮酒；毁谤佛；毁谤法；毁谤僧；他（执取）邪见；

污（强暴）比丘尼。 

 

Anu¤¤àsi  kho  bhagavà  imehi  dasahi  aïgehi  samannàgataü sàmaõeraü nàsetun'ti. 

世尊允许摈驱具有这十项（的任何一项）的沙弥。 

 

五项应惩罚之违犯
148

 

Anu¤¤àsi kho bhagavà pa¤cahi aïgehi samannàgatassa sàmaõerassa daõóakammaü kàtuü. 

世尊允许处罚具有五项（的任何一项）的沙弥。 

 

Katamehi pa¤cahi? Bhikkhånaü alàbhàya parisakkati,    bhikkhånaü anatthàya parisakkati, 

bhikkhånaü anàvàsàya parisakkati, bhikkhå akkosati paribhàsati, bhikkhå bhikkhåhi bhedeti. 

是哪五项呢？他尽力使比丘们没有收获（阻止比丘享用那些如法之供养）；他尽力使比丘们没有利益

 
145 见：《律藏．大品．大犍度》(Vin. Mv. Mahàkkhandhka)。 
146 每半月比丘僧团诵戒完毕之后，沙弥应当向戒师请求 

沙弥十戒，请戒的程序请见〔第四章：出家．请求皈依与戒〕。沙弥如果违犯十戒的其中一戒，其余的戒

自然就失效，必须向戒师重新请求戒。 
147 见：《律藏．大品．大犍度．9．60》(Vin. Mv. Mahàkkhandhaka)。 
148 见： 《 律藏 ． 大品 ． 大犍度 ． 9 ． 57-58 》( Vin. Mv. Mahàkkhandh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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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种种方法损害比丘）；他尽力使比丘们没有住处（使比丘们离去）；他辱骂及毁谤比丘们；他离

间比丘们（挑拨比丘们让他们分裂）。 

 

Anu¤¤àsi kho bhagavà imehi pa¤cahi aïgehi samannàgatassa sàmaõerassa daõóakammaü149 

kàtun'ti. 

世尊允许处罚具有这五项（的任何一项）的沙弥。 

 

违犯与不违犯十戒的条件 

 

 下述是构成违犯十戒的条件，有些部分是根据《律藏．经分别》(Vin. Sutta Vbh.) 与《小诵

义释书》(Khd. Ak.) 的说法，即： 

 

离杀生
150

 

 有五个条件构成违犯离杀生戒，即： 

一、对象是有生命者； 

二、知道是有生命者； 

三、存有杀意； 

四、付出努力去杀； 

五、被杀者命断。 

 

 不构成违犯的情况，即： 

一、不小心（意外），例如：营造房舍时，失手掉落木石，压死刚好从下面经过的人； 

二、无故意心（不存杀害的心），例如：出于诚心给病比丘药，但是该比丘在服用时噎到而

死； 

三、不知道，例如：不知道有生物在那里而将石头放在上面； 

四、没有想到会使对方致命，例如：不经意地将有毒的东西给他人吃，彼吃后死亡； 

五、精神失常（如见火而捉等）或发狂时（失去理智状况）； 

六、被杀者没有因此而死。 

 

离不与取（偷盗）
151

 

有五个条件构成违犯离不与取戒，即 

一、有主物（包括个人物、 僧团物、供养圣物的东西，如：供塔物等）； 

二、知道是有主物； 

三、存有盗心； 

四、以各种方法取，例如：以身体的行为夺取或以言语命令他人偷取； 

五、该物被取离本处。 

 

 
149 僧团可惩罚违犯者为僧团做劳务 ，例如：搬运木材、沙、提水等，但不可用强烈的方法惩罚，例

如：搥打、搬运极重的东西、不允许用餐等。惩罚的用意是为了给与教训，让沙弥对于自己的过失能

够更加谨慎，令他往后不再重犯。 
150 杀生是指故意夺取人或畜生的命，不包括植物在内。杀害非人如：夜叉(yakkha)、龙(nàga)、饿鬼

(peta)、神(devatà)也包括在内。除此之外，自杀也包括在杀生的范围内。 
151 凡是任何有主物 尚未经物主的允许而取为己有则是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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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构成违犯的情况，即： 

一、无主物，例如：被丢掉的东西，如粪扫衣   (paüsukålacãvara) ；野外无人拥有之物； 

二、死者、鬼或畜生的东西； 

三、误以为是无主物； 

四、不存有盗心，以为是自己的东西而误取； 

四、拿取信赖 152之物不犯离不与取， 但是必须具备五个条件，即： 

           ← 物主是朋友； 

           ↑ 物主与自己很要好； 

           → 物主允许自己可以拿取他的物品； 

           ↓ 物主还活着； 

           ° 确定物主不会在意。 

五、精神失常时。 

 

离非梵行（淫欲）
153

 

  性交的对象除了男、女、双性人之外，也包括畜生和非人在内，如：夜叉、龙、饿鬼 。有四

个条件构成违犯离非梵行，即： 

一、行性交之道，包括自己或他人的口道、阴道、大便道（肛门）∗； 

二、清醒地觉知要行性交之事； 

三、以种种方法行性交； 

四、同意对方与自己行性交*。 

 

 不构成违犯的条件，即： 

一、没有觉知时，如：在睡觉或昏迷时； 

二、心被强烈的烦恼所困惑（精神错乱）； 

三、发狂时； 

四、受到激烈的痛苦乃至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离妄语
154

 

有四个条件构成违犯离妄语，即 

一、不实的言语； 

二、存有欺骗的动机； 

三、以各种方法欺骗（透过身体的行为，例如：书信、用手作信号、动作或言语）； 

四、对方明了所说的含意。 

 

 
152 见《律藏．大品．衣犍度．3．19》(Vin. Mv. Cãvara-kkhandhaka)。 
153 非梵行 (abrahmacariyà)：又称为「淫欲、性交、不净行」，是指男女交媾，以染污心行秽恶行。 
∗ 这两项也记载在《梵网经义释书》（Brahmajàla Sutta  Ak.）和《越疑义释书》（Khvt. Ak.）。 
154 妄语 (musàvàdà)：是指心口相违，说虚妄不实的言语，如：没有看见、听到、感觉及不知道，却说看

见、听到、感觉及知道以欺骗他人。不妄语戒也包括： 

一、不绮语  ( samphappalàpa )  ÞÞ  绮语 是指 那些无 义无利 ，世俗浮辞， 能增长放逸，忘失正念

的话题； 

二、不两舌(pisuõàvàcà) ÞÞ 两舌是指搬弄是非 ，向甲说乙的是非，向乙说甲的是非，乖离亲友； 

三、不恶口(pharusàvàcà) ÞÞ 恶口是指骂詈咒诅，使他人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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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构成违犯的情况，即： 

一、 玩笑； 

二、口误（话说得太快，即心中想着甲事，却说成乙事）； 

三、没有存着欺骗的心。 

 

离导致放逸原因的谷酒和果酒
155

 

 有四个条件构成违犯，即： 

一、能导致醉的物品； 

二、存有欲念要使用； 

三、使用； 

四、使用后经过喉咙。 

 

 不构成违犯，即： 

一、生病时使用含有麻醉成分的药治病； 

二、使用含有酒的颜色、气味、味道（但不是酒）的饮料； 

三、使用以酒调味的食物。 

 

离非时食（不非时进食）
156

 

 有四个条件构成违犯，即： 

一、从日正当中之后至隔天明相未出之间的时段 (vikàla)； 

二、食用一切时药   (yàvakàlika) 157。 时药是指持不非时食戒者限制于黎明（ 明相出）

至日正当中之间的时段才可食用的食物。时药分为两种，即： 

           1. 软食 (bhojana)； 

              硬食(khàdaniya)。 

 

          软食（主食）有五类，即： 

          ← 煮过的各种谷粒； 

          ↑ 以面粉、豆或芝麻所制，储蓄隔夜会坏的甜点 (kummàsa)； 

          → 可储蓄稍久的干甜点 (sattu)； 

          ↓ 鱼肉（包括一切水类之动物，如：贝、虾、螃蟹等）； 

          ° 肉（血也包括在内）。 

          鲜奶、酸奶亦归纳为软食(bhojaniya)。硬食是指必须咬然后咀嚼的食

物，如：水果和块茎类，如：山芋等。 

          除了上面的软食以外其余的食物都归纳为硬食（非主食），例如：蔬菜、

水果等。 

          除此之外，麦片、美禄  (Milo) 、好力克 (Horlic)、阿华田(Ovaltin)、

黄豆水、番薯 

 
155 一切能导致失去理性、神志迷乱之物皆属于酒类之范围。酒有十种，分为两类，各五种，即： 

一、酒品 (surà) —— 以面粉、糖、米、发酵粉、上述成分混合所制之酒品； 

二、发酵品 (meraya) ——花、果实、蜂蜜、甘蔗 、上述成分混合所制之发酵品 。 

这条戒也包括禁止使用一切麻醉物和毒品，例如：鸦片、大麻、迷幻药等。 
156 非时食是指在日正当中之后至隔日黎明之间的时段进食。 
157 时药（食物）是指持不非时食戒者限制于黎明（明相出）至日正当中之间的时段才可食用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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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可可、巧克力、奶酪及三合一咖啡（根据斯里兰卡及泰国佛教传

承，不加奶精的纯咖啡是许可在非时服用的）是不允许在非时服用的。 

三、吃； 

四、吃下的食物经过喉咙。 

 

 不构成违犯，即： 

一、食用三种药即： 

          ← 五种非时药  (yàmakàlika)。非时药是指只限制于一天之内食用之水果汁（包括未煮

过的蔬菜汁）。有八类果汁，即： 

               a. 芒果汁 (ambapànaü；mango-juice)； 

               b. 蒲桃汁 (jambupànaü；roseapple-juice or 

                    jambolan-juice   产于亚洲的植物，叶 

                   有光泽，果实芬香)； 

               c. 有子香蕉汁  (cocapànaü；bananas with  

                    seeds)； 

               d. 无子香 蕉 汁  ( mocapànaü；bananas  

                    with no seeds)； 

               e. 蜜  树 果 汁  (  madhukapànaü  ； Bassia  

                    latifolia, honey tree)； 

               f. 葡萄汁 ( muddikapànaü； grape-juice  or 

                    persimmon-juice)； 

               g. 莲 花 根 汁  ( sàlukapànaü ； lotus-root-  

                    juice)； 

               h. 玛 丽 桃 汁 ( phàrusakapànaü； marian-  

                    plum-juice or lychee-juice 荔枝汁)。 

   一切蔬菜、水果等必须挤成汁，并且必须用白布将汁里头的渣滓滤掉。滤过的汁可加入水、糖或

盐饮用。任何煮过的蔬菜汁、水果汁等不可在午后饮用，因为该汁一旦煮过则成时药。 

根据《一切善见义释书》(Smps. Ak.)，有九种大果 (mahàphala) ， 其果汁不可当非时药的，即： 

        a. 棕榈果 (talà；palmyra)； 

        b. 椰子 (nàëikera；coconut)； 

        c. 波罗蜜 (panassa；jack-fruit)； 

        d. 面包果 (labuja；bread-fruit)； 

        e. 甜瓜(kubbhan；melon)； 

        f. 某种甜瓜  (pussaphala；a species of ash-pumpkin)；  

        g. 某种黄瓜 (tipusa；a species of cucumber)； 

        h. 葫芦 (alàbu；a long white gourd)； 

        i. 黄瓜（eëàlukaü; cucumber)。 

禁止饮用隔夜的蔬菜汁、水果汁等，如果比丘饮用则犯突吉罗。 

         ↑ 七日药  ( sattàhakàlika ) 。七日药是指只限制于七天内食用的药。如果比丘储存七

日药超过第八个黎明则犯尼萨耆波逸提罪 (nissaggiya pàcittiya)第 23 条， 而且必须将该物舍

掉 。 如果比丘食用 那些储存 超过期 限的药则犯突吉罗罪。 

              五种七日药，即： 

               a. 酥油 (navanita；ghee 水牛的奶所制成的奶油)； 

               b. 奶油  (sappi; butter 乳牛的奶所制成的奶油)； 

               c. 油 (tela；oil 植物油及动物油)； 

               d. 蜂蜜 (mad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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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糖（phàõita 糖蜜、石蜜、砂糖）。 

  病比丘可以吃糖，但无病比丘只允许喝糖水（将糖溶解于水中）。  

          → 终生药（yàvajivika   尽形寿药）。终生药是指没有限制食用期限之药物，该药是不

包括在前三种药之内，而且可治病的。一般不把它拿来当作食物吃的。根据《律藏．大品．药犍度》， 

(Vin. Mv. Bhesajjakkhandhaka) 终生药分为六类，即： 

                1. 根药 (målabhesajja)： 

                a. 姜黄(haliddaü；turmeric)； 

                b. 生姜 (singaveraü；ginger)； 

                c. 菖蒲 (vacaü；sweet flag)； 

                d. 白菖蒲  (vacatthaü；a sedge or flag with  fragant leaves )； 

                e. 麦冬 (ativisaü；pig-lily)； 

                f. 辛 胡 莲   (  ka ukarohiõã  ；  galanga  or   galingale)； 

                g. 嗢 尸 罗  ( usãraü 草 的 根 ；  elephant  grass)； 

                h. 苏子  ( bhaddamuttakaü  ；  pig's root or  nut grass) ； 

                i. 其它根药。 

          2. 涩药 (kasàvabhesajja)： 

                 a. 荏婆涩  (nimbakasàvo ；decoction of the  neem)； 

                 b. 根药的一种  ( ku ajakasàvo；decoction  of Wrightia tomentaso) ； 

                 c. 婆迦瓦涩 (pa olakasàvo；decoction of… Gymnopetalum cochinchinense)； 

                 d. 苦味的植物 (pakkavakasàvo；… of Tinosporacordifolia)； 

                 e. 其它涩药。 

       3. 叶药 (paõõabhesajja)： 

                 a. 荏婆叶 (nimbapaõõaü ；neem-leaves) 

                 b. 具 达 奢 叶  ( ku ajapaõõaü； leave  of Wrigthia spp.) 

                 c. 拔陀罗叶 (pa olapaõõaü；Gymnopetalum cochinchinense 

                 d. 苏罗尸叶  ( gulasipaõõaü ； tulsi  or   ordinary basil) 

                 e. 迦 婆 尸 迦 叶  (kappàsikapaõõaü ；… cotton plant)  

                 f. 其它叶药。 

       4. 果药 (phalabhesajja)： 

                 a. 伊兰迦 (vilangaü；  Ardisia littoralis)； 

                 b. 胡椒 (maricaü；chili pepper)； 

                 c. 毕波罗 (pipphali；long pepper 胡椒)； 

                 d. 柯子  (harãtakã；yellow myrobalan) ； 

                 e. 川练 ； 

                 f. 余甘子 (àmalakaü；emblic  myrobalan)； 

                 g. 五达婆罗 (go haphalaü；wormwood) ； 

                 h. 其它果药。 

       5. 脂药 (jatubhesajja )： 

                 a. 树脂； 

                 b.  药脂树 (hiõgu；Ferula spp.)； 

                 c. 叶和茎以火提炼出的脂 (hiïgujatu)； 

                 d. 叶和茎 以火提 炼出的 脂与其 他东西混合 (hiïgusipà hikà)； 

                 e. 达迦婆提 (takkapatti)； 

                 f. 达迦胖离 (takkapaõõi)； 

                 g. 萨周拉沙 (sajjulasaü；gum benjamin) ； 

                 i. 其它树脂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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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盐药 (loõabhesajja)： 

                 a. 海盐 (sàmuddikaü)； 

                 b. 黑盐 (kalalonàü)； 

                 c. 岩盐 (sindhavaü)； 

                 d. 食盐 (vilaü)； 

                 e. 于其它化合物混合之盐。 

     非时药、七日药及终生药只有在有病时才可以在非时服用，例如：饥饿时； 

二、食用混合药。有时不同种类的药会混合在一起，该混合之药应以其中使用期限 短的药计算，

例如：粉末之药属于终生药，但是与蜂蜜混合一起时，该药自然地变成七日药。香料如：小豆蔻、

丁香、芹菜种子及肉桂是属于终生药，但是与椰浆及食米混合一起煮则变成时药。比丘所受供养的

七日药及终生药不得与时药混合一起食用，例如：禁止将已供养及储存过一天的糖与蛋糕（椰浆及

面粉所制的）混在一起食用； 

 

三、饮水。 

 

离跳舞、唱歌、音乐、观看戏剧
158

  

 有三个条件构成违犯，即： 

一、是娱乐，如：唱歌、跳舞、奏乐、戏剧等； 

二、存心要看或听； 

三、观看或倾听。 

 

 不构成违犯的情况，即 

一、在路上或其它场合刚好遇到； 

二、当正在坐着、躺着或站着时，这些娱乐出现在面前（例如坐在他人家里时，主人打

电视机），而心不去注意它们。 

 

离美丽原因的花鬘、芳香、涂油、衣物、装饰品
159

 

 有三个条件构成违犯，即： 

一、含有香味成分的化妆品； 

二、存有装饰的动机； 

三、涂抹在身上。 

 不构成违犯的情况，即：生病时用来治病。 

 

离（坐卧）高大床
160

 
158 音乐是指吹箫弹琴、演奏乐器。 
159 此戒的范围也包括不得戴耳环、项链、璎珞、手镯、指环、手表等装饰物。不以芳香装饰身体也包括香

水、香油、（含有芳香成分的）香皂、雪花膏、脂粉、佩服香袋及各种化妆品等。 
160 高床是指横木之下的脚部超过佛陀的八指距长。（善逝（佛）指距（sugatavidatthi）：手掌张 从大
拇指至小指的距离。 善逝（佛） 一指距等于 中等身材 的人之 指距的 三倍 。  
根据《律藏义释书》（Vin. P. Ak.），该许可的高度 高相当于二十七英寸， 但有一些传承则认为 高是
十三英寸。 

大床并不是指大张的床，而是指具有禁止使用的覆盖物及装璜的床或椅。义释书师(A hakathà-âcariya)

列出十九种，即： 

一、以野兽像装饰的座椅，如  ：老虎、鳄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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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个因素构成违犯，即： 

一、床的高或大超过所限制的尺寸； 

二、知道该床是高或大的床； 

三、坐或躺在该床上。 

  

 不构成违犯的情况，即 

一、坐或躺在以羊毛、羽毛、两足或四足动物软毛，但不是人的体毛所填塞之褥垫； 

二、坐或躺在以布填塞之褥垫； 

三、坐或躺在以树皮所填塞之褥垫； 

四、坐或躺在以草填塞之褥垫； 

五、坐或躺在以叶填塞之褥垫，但婆罗洲樟脑叶 (Borneo camphor)  除外。如果是婆罗洲

樟脑叶与其它树叶混合一起则许可使用； 

六、坐或躺在没有超过所规定尺寸之床。 

 

离接受金银（钱）
161

 有三个条件构成违犯，即： 

一、金银（包括钱）； 

二、自己接受金钱：当别人供养金钱给沙弥时，沙弥亲自拿取，或当他在任何地方发现不

属于任何人的金钱时，他亲自拿取金钱； 

三、命令他人为自己接受金钱：在上面两种情况下（当别人供养金钱给他，或他发现金钱），

他命令别人（为他）拿取金钱； 

四、允许他人将钱放在自己身旁或为自己保管金钱，例如：居士们将钱摆在他的前面，说： 

 
二、长毛的皮裘（该毛长度超过四寸）； 
三、羊毛所制、有复杂刺绣的床单； 
四、羊毛所制、有复杂设计的床单； 
五、羊毛所制、有花图的床单； 
六、羊毛所制、有各种复杂动物图像的床单； 
七、羊毛所制、两面都有毛的床单； 
八、羊毛所制、一面有毛的床单； 
九、老虎皮所制之床单； 
十、红色天篷的家具； 
十一、大象毯； 
十二、马毯； 
十三、车辆毯； 
十四、金和丝绸所编织并以金装饰的床单； 
十五、丝绸所编织并以金装饰的床单； 
十六、可供十六位舞女在上面跳舞的大床单； 
十七、麝猫皮所制的床单； 
十八、两端有红色垫子的床； 
十九、以棉花所填塞的床垫、坐垫及褥垫。 
大床的另一种解释是指大得足以供两人或更多人睡的床。 

161 钱是指任何用于买 、卖的货币，包括钱币、钞票、支票、金与银等。为何支票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支

票可以兑换成现金，同时支票是命令银行将钱付给持有者，例如写着：「将总额一百元美金付给持有者

──某甲比丘。」因此， 给沙弥或比丘的支票是将钱付给该沙弥或比丘的一通命令，沙弥或比丘若是接

受支票，也就等于接受那笔在银行里的钱一样，这和接受金钱的第三种方式相同：「在某某地点的那笔钱，

那是我要送给你的。」所以，支票是将钱给沙弥或比丘的一种方式，沙弥或比丘不应该接受支票。沙弥或

比丘如果在支票上签名时，则因命令付钱沙弥就犯离接受金银戒，而比丘犯恶作罪；如果比丘接受这笔钱，

则违犯了尼萨耆波逸提第 18  条。如果比丘只是在支票上签名，而这笔钱以正确的方式由净人保管，比

丘还是违犯突吉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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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给你的。」  或者钱放在某处，他们说：「在某某地方的那笔钱是要给你的。」再者，

如果他们单单藉者言语或手势来传达这项给与的讯息，而该沙弥不经由身体的表 或言语

加以拒绝，并且在内心接受了它，这就称为「 允许」。 

 

 不构成违犯，即： 

一、在寺院里或住宿处捡起他人遗失的金钱，将它置放在保险的地方，等待失主将它领回

去。 

二、并未表示允许接受金钱：沙弥内心允许而且想要接受，但是藉者身体表 或言语拒绝

说：「这是不许可的。」或者，如果他不藉者身体或言语拒绝，只是以清净的心不允许，想

着：「这是不许可的。」如此则是正确的作法（不称为「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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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比丘二百二十七条戒 

 
比丘二百二十七条戒162

 
四波罗夷法163 (Cattàro Pàràjikà Dhammà) 

1. 性交法戒 (Methunadhammasikkhàpadaü) 
2. 偷盗戒（不与而取）164  (Adinnàdànasikkhàpadaü) 
3. 人身戒（杀人） (Manussaviggahasikkhàpadaü) 
4. 过人法戒（大妄语） (Uttarimanussadhammasikkhàpadaü) 

 
十三僧伽婆尸沙法165 (Terasa Saïghàdisesà Dhammà) 

1. 166射精戒（故意出精） (Sukkavissaññhisikkhàpadaü) 

 
162 比丘二百二十七条戒汇集在《律藏．经分别》(Vin. P. Sutta Vbh.) 里。二百二十七条戒分为以下面

八类戒及七种罪名。七种罪名即： 

一、波罗夷 (pàràjika)； 
二、僧伽婆尸沙(saïghàdisesa)； 
三、偷兰遮 (thullaccaya 粗重罪)； 
四、波逸提 (pàcittiya)； 
五、波罗提提舍尼 (pà idesanãya)； 
六、突吉罗 (dukka a)； 
七、恶说 (dubbhàsita 不好的言语) 。 

除此之外，比丘戒又分为两类罪，即： 

一、重罪 (garukàpatti)：有两个，即： 
          ← 波罗夷 ：不可忏之罪 (atekicchà)； 
          ↑ 僧伽婆尸沙：可忏之罪   (satekicchà) ，违犯此罪者可通过发露忏悔得清净。 
二、轻罪   (lahukàpatti)：有五个，全部都属于可忏之罪，即： 
          ← 偷兰遮； 
          ↑ 波逸提； 
          → 波罗提提舍尼； 
          ↓ 突吉罗；  
          ° 恶说。  

在此所列出的比丘戒条名称是参照「第六次圣典结集」（Chaññha Saïgàyana）所取定而记载于《律藏》

(Vin. P.) 与《越疑义释书》（Khvt. Ak.)  的名称。 
163 波罗夷(pàràjika)：是音译 ，义译为 「已被打破或破败」，古代翻译为「断头」、「退没」、「他胜」。这
类戒有四条戒即：淫、盗 、杀及妄。波罗夷相当于比丘的极刑罪，违犯者则自动丧失比丘资格，并且应
当被逐出僧团，当生不能受戒为比丘 。若违犯者不覆藏自己的过失，在违犯后立刻脱掉袈裟 ，换成俗人
的衣服，将来若想再出家，可以受戒为沙弥 ；然而，若他违犯后继续保持原来的形象，伪装为比丘，则
他既不是比丘，而且当生不能再出家。 
164 所有在括号里的宋体字是补充说明该戒的内容。 
165 僧伽婆尸沙  (saïghàdisesa) ： 是音译 ，义译为 「僧伽或僧团」 (saïgha)  「初或首先」(àdi) 「残
余、剩下或剩余」(sesa) 。古代翻译为「僧残」，意思是指应当还有让僧团矫正的余地（空间）， 解释为
还残留比丘生命的意思 ，所以 「僧残 」虽不是正确的巴利语译，但现在已经成为惯用语了。这类戒有
故意出精等十三条戒。违犯该戒者虽然不失其比丘的资格，但为使出罪恢复其正常比丘身份 ，他必须经
历发露至复权的程序（ 初的摩那埵(mànatta赎罪；摩那埵的惩罚期间有六天，之后他必须请求僧团让
他灰复回正常的比丘) 至 后的复权 (abbhàna出罪，灰复回正常比丘) 皆由僧团处分，非个人或数人所
能执行）：首先向一位或多位比丘发露有关他的违犯 （只要违犯者在犯罪后心生起强烈的意愿要将所违犯
的罪向比丘或僧团发露，即使明相已出而他仍然赶不到有比丘或僧团之处，他不算覆藏罪）。接下来，他
应当通知一个至少有四位比丘的僧团， 然后向僧团请求实行摩那埵，执行摩那埵期间圆满之后，忏罪比
丘接着再向至少有二十位清净比丘的僧团请求复权（出罪）。 
166如果比丘违犯僧残罪而故意隐瞒不发露忏悔，为了使复权（出罪） 恢复正常比丘身份，则他必须经历别
住(parivàsa别住是对僧残罪的一种惩罚，他必须实行与其它僧团成员隔离等的惩罚) 到复权（出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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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身体接触戒（以染污心触女人） (Kàyasaüsaggasikkhàpadaü)  
3. 淫秽语戒（对女人说淫秽语） (Duññhullavàcàsikkhàpadaü) 
4. 奉事自己的欲望戒（令女人以性交侍奉） (Attakàmapàricariyasikkhàpadaü) 
5. 作媒戒（为男女传达情意） (Sa¤carittasikkhàpadaü) 
6. 建小屋戒（建小屋不合规定） (Kuñikàrasikkhàpadaü) 
7. 建精舍戒（建大房不合规定） (Vihàrakàrasikkhàpadaü) 
8. 恶意瞋恨戒（无根据地谤人犯波罗夷） (Duññhadosasikkhàpadaü) 
9. 其它相关戒167（依其它事件诬人犯波罗夷）  (A¤¤abhàgiyasikkhàpadaü) 
10. 分裂僧团戒（企图分裂僧团） (Saïghabhedasikkhàpadaü) 
11. 随顺分裂者戒（追随分裂僧团的比丘） (Bhedànuvattakasikkhàpadaü) 
12. 难劝告戒（拒绝接受劝诫） (Dubbacasikkhàpadaü) 
13. 居士家败坏者戒（败坏善信并谤劝诫者） (Kuladåsakasikkhàpadaü) 

 
二不定法168(Dve Aniyatà Dhammà) 
 

1. 第一不定戒（被告与女人屏处坐）(Pañhama-aniyatasikkhàpadaü) 
2. 第二不定戒（被告与女人僻处坐）(Dutiya-aniyatasikkhàpadaü) 

 
三十尼萨耆波逸提法169(Tiüsa Nissaggiyà Pàcittiyà Dhammà) 
  
第一 衣品(Cãvaravaggo pañhamo) 
 

1. 迦提那戒（存放多余袈裟过十日） (Kathinasikkhàpadaü) 
2. 小屋戒（离 三衣过夜） (Udositasikkhàpadaü) 
3. 非时衣戒（存放布料过一月） (Akàlacãvarasikkhàpadaü) 
4. 旧衣戒（使非亲戚比丘尼洗旧衣） (Puràõacãvarasikkhàpadaü) 
5. 领受衣戒（亲手受非亲戚比丘尼衣） (Cãvarapañiggahaõasikkhàpadaü) 
6. 向非亲戚乞讨戒（向非亲戚居士乞衣） (A¤¤àtakavi¤¤attisikkhàpadaü) 
7. 过量戒（被抢后取衣过限） (Tat'uttarisikkhàpadaü) 
8. 第一准备戒（指定非亲戚居士供好衣） (Pañhama-upakkhañasikkhàpadaü) 
9. 第二准备戒（劝二家合供好衣） (Dutiya-upakkhañasikkhàpadaü) 
10. 王戒（向净人索衣过限） (Ràjasikkhàpadaü) 

 
第二  蚕丝品 (Kosiyavaggo dutiyo) 
 

11. 蚕丝戒（做卧具掺蚕丝）  (Kosiyasikkhàpadaü) 

 
程序。首先他必须实行别住法。 实行别住法的期间相等于他所隐瞒的日数。 当别住法圆满之后，接着他
必须向僧团请求摩那埵。实行摩那埵圆满之后， 再向二十位清净的比丘僧团请求复权 （出罪）。 
167 如果比丘 初做前面的九条戒（第一条至第九条）即算犯戒，而后面的四条戒（第十条至十三条）当经

过劝告三次后，比丘仍然照作的话其犯戒。 
168 不定(aniyata)是指不确定的罪，即在隐蔽或非隐蔽处与女人同坐时，被值得信赖的信徒看见，根据其

所告，而可能构成波罗夷、僧残或波逸提罪。这类戒有两条。 
169 尼萨耆波逸提(nissaggiya pàcittiya)：是音译，义译为「舍」(nissaggiya)：先将所违犯戒律不如法

的衣物，如：衣（袈裟）、钵等，在僧团前或他人 （比丘）前舍弃；「赔偿」(pàcittiya)：舍弃不如法

的衣物后则忏悔所违犯的罪 。这类戒有三十条，归类为三品，每一品有十条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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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纯黑戒（以纯黑羊毛做卧具） (Suddhakàëakasikkhàpadaü) 
13. 两份戒（卧具毛色不合规定） (Dvebhàgasikkhàpadaü) 
14. 六年戒（六年内做新卧具）  (Chabbassasikkhàpadaü) 
15. 坐卧具戒（新坐垫不加旧垫的布）  (Nisãdanasanthatasikkhàpadaü) 
16. 羊毛戒（自带羊毛行路过三由旬）  (Eëakalomasikkhàpadaü) 
17. 洗羊毛戒（使非亲戚比丘尼洗羊毛） (Eëakalomadhovàpanasikkhàpadaü) 
18. 金银戒（接受金钱） (Eëakalomadhovàpanasikkhàpadaü) 
19. 金银交易戒（买卖贵重金属） (Råpiyasaüvohàrasikkhàpadaü) 
20. 交易戒（从事物品交易） (Kayavikkayasikkhàpadaü) 

 
第三  钵品  (Pattavaggo tatiyo) 
 
21. 钵戒（存放多余钵过十日） (Pattasikkhàpadaü) 
22. 不到五个补 戒（旧钵不满五 换新钵） (ænapa¤cabandhanasikkhàpadaü) 
23. 药戒（存放七日药过七日）  (Bhesajjasikkhàpadaü) 
24. 雨浴衣戒（提前寻求或使用雨浴衣） (Vassikasàñikasikkhàpadaü) 
25. 夺衣戒（送人袈裟后夺回） (Cãvara-acchindanasikkhàpadaü) 
26. 乞线戒（自乞线令非亲戚居士织布） (Suttavi¤¤attisikkhàpadaü) 
27. 大织匠戒（送礼令织匠织好衣） (Mahàpesakàrasikkhàpadaü) 
28. 特施衣戒（存放特施衣过限） (Accekacãvarasikkhàpadaü) 
29. 有疑戒（有难林居离衣宿过六夜） (Sàsaïkasikkhàpadaü) 
30. 转变戒（令欲供僧团之物转供己） (Pariõatasikkhàpadaü) 
 
九十二波逸提法170 (Dvenavuti Pàcittiyà Dhammà) 
 
第一  妄语品 (Musàvàdavaggo pañhamo) 
 

1. 妄语戒（小妄语） (Musàvàdasikkhàpadaü) 
2. 辱骂戒 (Omasavàdasikkhàpadaü) 
3. 离间语戒（毁谤） (Pesu¤¤asikkhàpadaü) 
4. 逐句法戒（与未受具戒者同诵法） (Padasodhammasikkhàpadaü) 
5. 第一共宿戒（与未受具戒者同宿过限） (Pañhamasahaseyyasikkhàpadaü) 
6. 第二共宿戒（与女人同宿） (Dutiyasahaseyyasikkhàpadaü) 
7. 说法戒（对女人说法过限） (Dhammadesanàsikkhàpadaü) 
8. 真实而说戒（实得上人法告诉未受具戒者） (Bhåtàrocanasikkhàpadaü) 
9. 说粗罪戒（告诉未受具戒者比丘犯重罪） (Duññhullàrocanasikkhàpadaü) 
10. 挖地戒（挖掘土地） (Pathavãkhaõanasikkhàpadaü) 

 
第二  草木品 (Bhåtagàmavaggo dutiyo) 
 

11. 蚕丝戒（砍伐草木）  (Kosiyasikkhàpadaü) 
12. 纯黑戒（犯戒不坦白承认）  (Suddhakàëakasikkhàpadaü) 
13. 两份戒（嫌骂比丘）  (Dvebhàgasikkhàpadaü) 

 
170波逸提(pàcittiya)：是音译，义译为「忏悔」，古译为「单堕」。 违犯这类戒者只需要向一位比丘忏

罪即可。这类戒有九十二条，归类为九品，第一至第七品和第九品个有十条戒，而第八品有十二条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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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六年戒（户外铺卧具后不收）  (Chabbassasikkhàpadaü) 
15. 坐卧具戒（僧房内铺卧具后不收）  (Nisãdanasanthatasikkhàpadaü) 
16. 羊毛戒（强挤先住僧房比丘） (Eëakalomasikkhàpadaü) 
17. 洗羊毛戒（赶人出僧房） (Eëakalomadhovàpanasikkhàpadaü) 
18. 金银戒（住楼上使用可卸脚之床椅） (Råpiyasikkhàpadaü) 
19. 金银交易戒（建大房墙壁覆盖过限） (Råpiyasaüvohàrasikkhàpadaü) 
20. 交易戒（有生物之水倒于草或土） (Kayavikkayasikkhàpadaü) 

 
第三  教诫品 (Ovàdavaggo tatiyo) 
 

21. 教诫戒（未被指派而教诫比丘尼） (Ovàdasikkhàpadaü) 
22. 日落戒（教诫比丘尼至日暮） (Atthaïgatasikkhàpadaü) 
23. 比丘尼住房戒（至比丘尼住处教诫） (Bhikkhunupassayasikkhàpadaü) 
24. 利养戒（毁谤教诫比丘尼的比丘） (âmisasikkhàpadaü) 
25. 施与衣戒（送袈裟给非亲戚比丘尼） (Cãvaradànasikkhàpadaü) 
26. 缝衣戒（为非亲戚比丘尼做袈裟） (Cãvarasibbanasikkhàpadaü) 
27. 预约戒（与比丘尼约定同行） (Saüvidhànasikkhàpadaü) 
28. 乘船戒（约比丘尼同船上、下航） (Nàvàbhiruhanasikkhàpadaü) 
29. 周旋戒（食比丘尼耸恿供养之食） (Paripàcitasikkhàpadaü) 
30. 秘密坐戒（单独与比丘尼同坐） (Rahonisajjasikkhàpadaü) 

 
第四  食物品  (Bhojanavaggo catuttho) 
 

31. 施食住处戒（在施一食处连续受食）(âvasathapiõóasikkhàpadaü) 
32. 别众食戒（〔僧团运作之外〕结众受供） (Gaõabhojanasikkhàpadaü) 
33. 相续食戒（连续受不同家食物供养） (Paramparabhojanasikkhàpadaü) 
34. 伽若母戒（受路粮或送礼之饼过限） (Kàõamàtusikkhàpadaü) 
35. 第一足食戒（足食拒食后再食） (Pañhamapavàraõàsikkhàpadaü) 
36. 第二足食戒（引诱足食比丘再食犯戒） (Dutiyapavàraõàsikkhàpadaü) 
37. 非时食戒（过午食） (Vikàlabhojanasikkhàpadaü) 
38. 贮蓄戒（食用授与后存放过夜之食） (Sannidhikàrakasikkhàpadaü) 
39. 胜妙食物戒（无病而为己求美味食物） (Paõãtabhojanasikkhàpadaü) 
40. 杨枝戒（食物未经授与而食） (Dantaponasikkhàpadaü) 

 
第五  裸体外道品 (Acelakavaggo pa¤camo) 
 

41. 裸体外道戒（亲手拿食物给外道） (Acelakasikkhàpadaü) 
42. 遣走戒（乞食中途驱赶同伴） (Uyyojanasikkhàpadaü) 
43. 有食物戒（在发动情欲居士家强坐） (Sabhojanasikkhàpadaü) 
44. 秘密隐蔽戒（独与女人在屏处坐） (Rahopañicchannasikkhàpadaü) 
45. 秘密坐戒（独与女人在僻处坐） (Rahonisajjasikkhàpadaü) 
46. 行动戒（受请后至其它家不告比丘） (Càrittasikkhàpadaü) 
47. 摩诃那摩戒（四月邀请后过限接受） (Mahànàmasikkhàpadaü) 
48. 出发军戒（观看军队） (Uyyuttasenàsikkhàpadaü) 
49. 军中住戒（住军中超过三夜） (Senàvàsasikkhàpadaü) 
50. 演习戒（观看军队演习） (Uyyodhikasikkhàpada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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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  饮酒品  (Suràpànavaggo chaññho) 
 

51. 饮酒戒（饮酒）(Suràpànasikkhàpadaü) 
52. 以指骚人戒（对人搔痒）(Aïgulipatodakasikkhàpadaü) 
53. 嬉戏戒（在水中嬉戏）(Hasadhammasikkhàpadaü) 
54. 不恭敬戒（ 度不恭敬）(Anàdariyasikkhàpadaü) 
55. 惊吓戒（惊吓比丘） (Bhiüsàpanasikkhàpadaü) 
56. 燃火戒（燃火取暖） (Jotisikkhàpadaü) 
57. 沐浴戒（不到半个月便洗澡） (Nahànasikkhàpadaü) 
58. 作坏色戒（新衣不作坏色） (Dubbaõõakaraõasikkhàpadaü) 
59. 共有戒（衣共有对方未让出便使用） (Vikappanasikkhàpadaü) 
60. 隐藏衣戒（藏匿比丘的物品） (Cãvara apanidhànasikkhàpadaü) 

 
第七  有生物品  (Sappàõakavaggo sattamo) 
 

61. 故意戒（故意杀害动物） (Sa¤ciccasikkhàpadaü) 
62. 有生物戒（饮用有生物的水） (Sappàõakasikkhàpadaü) 
63. 倒转戒（挑起已如法判决的事件） (Ukkoñanasikkhàpadaü) 
64. 粗恶戒（隐瞒比丘所犯重罪） (Duññhullasikkhàpadaü) 
65. 不满二十岁戒（授比丘戒予未满二十岁者） (ænavãsativassasikkhàpadaü) 
66. 贼队戒（与违法商队约定同行） (Theyyasatthasikkhàpadaü) 
67. 预约戒（与女人约定同行） (Saüvidhànasikkhàpadaü) 
68. 阿利咤戒（于佛法有恶见不受劝诫） (Ariññhasikkhàpadaü) 
69. 与被举罪者共食戒 (与被暂停僧权的比丘同住) (Ukkhittasambhogasikkhàpadaü) 
70. 骞荼戒（与被摈沙弥同住）(Kaõñakasikkhàpadaü) 

 
 
第八  如法品 (Sahadhammikavaggo aññhamo) 
 

71. 如法戒（借故拒受劝诫） (Sahadhammikasikkhàpadaü) 
72. 混乱戒（毁谤戒条） (Vilekhanasikkhàpadaü) 
73. 愚痴戒（不专心听诵戒） (Mohanasikkhàpadaü) 
74. 打击戒（打比丘） (Pahàrasikkhàpadaü) 
75. 手 戒（对比丘作打势） (Talasattikasikkhàpadaü) 
76. 无根据戒（无根据地谤人犯僧残戒） (Amålakasikkhàpadaü) 
77. 故意戒（故意使比丘忧悔） (Sa¤ciccasikkhàpadaü) 
78. 偷听戒（吵架后偷听比丘谈话）(Upassutisikkhàpadaü) 
79. 拒斥羯磨戒（同意羯磨后反悔瞋嫌）(Kammappañibàhanasikkhàpadaü) 
80. 未给意欲即离去戒（僧团会议中擅自离席）(Chandaü-adatvàgamanasikkhàpadaü) 
81. 沓婆戒（僧和合予衣后抱不平） (Dubbalasikkhàpadaü) 
82. 转向戒（令欲供僧之物转供他人） (Pariõàmanasikkhàpadaü ) 

 
第九  宝物品  (Ratanavaggo navamo) 
 

83.内宫戒（未先通告擅入王宫） (Antepurasikkhàpadaü) 



- 147 - 

                                                       

84.宝物戒（在寺院或住处外检拾宝物） (Ratanasikkhàpadaü) 
85.非时入村戒（过午入村不告比丘） (Vikàlagàmappavesanasikkhàpadaü) 
86. 针盒戒（以骨、牙、角作针筒） (Såcigharasikkhàpadaü) 
87. 床椅戒（床、椅脚高过如来八指）(Ma¤capãñhasikkhàpadaü) 
88. 覆棉花戒（床、椅铺设棉花） (Tålonaddhasikkhàpadaü) 
89. 坐具戒（做坐具超过尺寸）(Nisãdanasikkhàpadaü) 
90. 覆疮戒（做覆疮布超过尺寸） (Kaõóuppañicchàdisikkhàpadaü) 
91. 雨浴衣戒（做雨浴衣超过尺寸）(Vassikasàñikasikkhàpadaü) 
92. 难陀戒（做袈裟超过尺寸）(Nandasikkhàpadaü) 

 
四波罗提提舍尼法171 (Cattàro Pà idesanãyà Dhammà) 
 

1.第一悔过戒（村内受非亲戚比丘尼食物）(Pañhamapàñidesanãyasikkhàpadaü ) 
2.第二悔过戒 (不责备令偏心供食之比丘尼)(Dutiyapàñidesanãyasikkhàpadaü) 
3.第三悔过戒（亲手接受「学家」的食物）(Tatiyapàñidesanãyasikkhàpadaü) 
4.第四悔过戒（未通告险林住处内受食物）(Catutthapàñidesanãyasikkhàpadaü) 

 
众学法172 (Sekhiyà Dhammà) 
 
第一  周圆品 (Parimaõóalavaggo pañhamo) 
 

1. 周圆戒（穿下裙不周整）     (Parimaõóalasikkhàpadaü) 
2. 周圆戒（穿上衣不周整）    (Parimaõóalasikkhàpadaü) 
3. 善覆戒（往居士家袈裟不整齐覆身）   (Suppañicchannasikkhàpadaü) 
4. 善覆戒（坐居士家袈裟不整齐覆身）   (Suppañicchannasikkhàpadaü) 
5. 善制御戒（往居士家威仪不端正）   (Susaüvutasikkhàpadaü) 
6. 善制御戒（坐居士家威仪不端正）   (Susaüvutasikkhàpadaü) 
7. 垂视戒（往居士家时不垂视）   (Okkhittacakkhusikkhàpadaü) 
8. 垂视戒（坐居士家时不垂视）   (Okkhittacakkhusikkhàpadaü) 
9. 举起戒（往居士家时拉高袈裟）   (Ukkhittakasikkhàpadaü) 
10. 举起戒（坐居士家时拉高袈裟）   (Ukkhittakasikkhàpadaü) 

 
第二  大笑品  (Ujjagghikavaggo dutiyo) 
 

11. 大笑戒（往居士家时大笑）     (Ujjagghikasikkhàpadaü) 
12. 大笑戒（坐居士家时大笑）     (Ujjagghikasikkhàpadaü) 
13. 高声戒（往居士家时高声谈话）     (Uccasaddasikkhàpadaü) 
14. 高声戒（坐居士家时高声谈话）     (Uccasaddasikkhàpadaü) 
15. 摇身戒（往居士家时晃动身体）     (Kàyappacàlakasikkhàpadaü) 
16. 摇身戒（坐居士家时晃动身体）     (Kàyappacàlakasikkhàpadaü) 
17. 振手戒（往居士家时挥动手臂）     (Bàhuppacàlakasikkhàpadaü) 

 
171波罗提提舍尼 (pà idesanãya) 是音译，义译为「向他自白」，古译为「悔过」。违犯这类戒者只需要

向一位比丘忏罪即可。这类戒有四条，是关于食事。 
172 众学 (sekhiya)： 应当学习的生活规范（威仪）。故意违犯者必须向一位比丘忏罪。 这类戒有七十五

条，归类为七品 ，第一至第六品个有十条戒，而第七品有十五条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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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振手戒（坐居士家时挥动手臂）     (Bàhuppacàlakasikkhàpadaü) 
19. 晃头戒（往居士家时摇晃头部）     (Sãsappacàlakasikkhàpadaü) 
20. 晃头戒（坐居士家时摇晃头部）     (Sãsappacàlakasikkhàpadaü) 

 
第三  叉腰品  (Khambhakatavaggo tatiyo) 
 

21. 叉腰戒（往居士家时叉腰）      (Khambhakatasikkhàpadaü) 
22. 叉腰戒（坐居士家时叉腰）      (Khambhakatasikkhàpadaü) 
23. 覆戒（往居士家时包覆头部）      (Oguõñhitasikkhàpadaü) 
24. 覆戒（坐居士家时包覆头部）      (Oguõñhitasikkhàpadaü) 
25. 蹲踞戒（往居士家时蹲踞）      (Ukkuñikasikkhàpadaü) 
26. 懒散倚靠戒（坐居士家时以手抱膝）      (Pallatthikasikkhàpadaü) 
27. 恭敬地受戒（不恭敬地接受食物）      (Sakkaccapañiggahaõasikkhàpadaü) 
28. 注意钵而受戒（接受食物时不注视钵）      (Pattasa¤¤ãpañiggahaõasikkhàpadaü) 
29. 等量羹而受戒（接受不等量羹饭）      (Samasåpakapañiggahaõasikkhàpadaü) 
30. 齐等钵缘戒（接受食物超过钵口）      (Samatittikasikkhàpadaü) 

 
第四  恭敬品  (Sakkaccavaggo catuttho) 
 

31. 恭敬地食用戒（用餐时不恭敬）      (Sakkaccabhu¤janasikkhàpadaü) 
32. 注意钵而食用戒（用餐时不注视钵）      (Pattasa¤¤ãbhu¤janasikkhàpadaü) 
33. 顺次戒（不次第取食）      (Sapadànasikkhàpadaü) 
34. 等量羹戒（羹饭不等量食）      (Samasåpakasikkhàpadaü) 
35. 不做成塔形戒（由顶端捏取食物而食）      (Nathåpakatasikkhàpadaü) 
36. 以饭覆盖戒（以饭覆羹以求多得）      (Odanappañicchàdanasikkhàpadaü) 
37. 讨羹饭戒（无病而为自己求羹饭）      (Såpodanavi¤¤attisikkhàpadaü) 
38. 不满之想戒（心存不满而注视他人的钵）      (Ujjhànasa¤¤ãsikkhàpadaü) 
39. 饭团戒（做过大的饭团）      (Kabaëasikkhàpadaü)  
40. 团食戒（不做圆的团食）      (âlopasikkhàpadaü) 

 
第五  饭团品  (Kabaëavaggo pa¤camo) 
 

41. 未送到戒（饭团未到先张口等待）      (Anàhañasikkhàpadaü) 
42. 进食时戒（用餐时将手塞入口中）      (Bhu¤jamànasikkhàpadaü) 
43. 含饭团戒（口含饭团说话）      (Sakabaëasikkhàpadaü) 
44. 投掷团食戒（将钵食掷入口中）      (Piõóukkhepakasikkhàpadaü) 
45. 咬断饭团戒（将饭团咬断来吃）      (Kabaëàvacchedakasikkhàpadaü) 
46. 塞满口戒（大口吃食物）      (Avagaõóakàrakasikkhàpadaü) 
47. 振动手戒（用餐时甩手）      (Hatthaniddhunakasikkhàpadaü) 
48. 散落饭粒戒（用餐时散落饭粒）      (Sitthàvakàrakasikkhàpadaü) 
49. 伸出舌头戒（用餐时吐舌）      (Jivhànicchàrakasikkhàpadaü) 
50. 出「甲哺、甲哺」声戒（用餐时作出咋舌声）     (Capucapukàrakasikkhàpadaü) 

 
第六  苏噜苏噜品 (Surusuruvaggo chaññho) 
 

51. 出「苏噜、苏噜」声戒（用餐时作出吸食声）      (Surusurukàrakasikkhàpada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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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舔手戒（用餐时舔手）      (Hatthanillehakasikkhàpadaü) 
53. 舔钵戒（用餐时舔钵）      (Pattanillehakasikkhàpadaü) 
54. 舔唇戒（用餐时舔嘴唇）      (Oññhanillehakasikkhàpadaü) 
55. 沾有食物戒（用沾有食物的手拿水瓶）      (Sàmisasikkhàpadaü) 
56. 含有饭粒戒（混饭粒的洗钵水倒居士家）      (Sasitthakasikkhàpadaü) 
57. 手持伞戒（对无病的拿伞者说法）      (Chattapàõisikkhàpadaü) 
58. 手持棍戒（对无病的拿拐杖者说法）      (Daõóapàõisikkhàpadaü) 
59. 手持 剑戒（对无病的拿 者说法）      (Satthapàõisikkhàpadaü) 
60. 手持武器戒（对无病的拿武器者说法）      (âvudhapàõisikkhàpadaü) 

 
第七   鞋品  (Pàdukavaggo sattamo) 
 

61. 鞋戒（对无病的穿拖鞋者说法）      (Pàdukasikkhàpadaü) 
62. 拖鞋戒（对无病的穿凉鞋者说法）      (Upàhanasikkhàpadaü) 
63. 车乘戒（对无病而坐车上者说法）      (Yànasikkhàpadaü) 
64. 卧床戒（对无病而躺床上者说法）      (Sayanasikkhàpadaü) 
65. 懒散倚靠戒（对无病而以手抱膝者说法）      (Pallatthikasikkhàpadaü) 
66. 缠戒（对无病而缠头巾者说法）      (Veñhitasikkhàpadaü) 
67. 覆戒（对无病而盖头巾者说法）      (Oguõñhitasikkhàpadaü) 
68. 地上戒（坐地上为坐座位者说法）      (Chamàsikkhàpadaü) 
69. 低座戒（坐低位为坐高位者说法）      (Nãcàsanasikkhàpadaü) 
70. 站立戒（站着为坐著者说法）      (òhitasikkhàpadaü) 
71. 走在后面戒（走在后面为走在前面者说法）      (Pacchatogamanasikkhàpadaü) 
72. 走在路旁戒（走路边为走路中者说法）      (Uppathenagamanasikkhàpadaü) 
73. 站着大便戒（无病而站着大小便）      (òhito-uccàrasikkhàpadaü) 
74. 生草上大便戒（在植物上大小便、吐唾）      (Harite-uccàrasikkhàpadaü) 
75. 水上大便戒（在水上大小便、吐唾）      (Udake-uccàrasikkhàpadaü) 

 
七灭诤法173 (Satta Adhikaraõasamathà Dhammà) 
 

1. 应与现前毗尼（应该给与在场律）    (Sammukhàvinayo dàtabbo) 
2. 应与忆念毗尼（应该给与忆念律）    (Sativinayo dàtabbo) 
3. 应与不痴毗尼（应该给与不痴律）    (Amåëhavinayo dàtabbo) 
4. 应作自白治（应该依照他自己表白而作裁决）   (Pa i¤¤àya kàretabbaü/Pa i¤¤àtakaraõaü) 
5. 多人语（多数人的决定）     (Yebhuyyasikà) 
6. 觅罪相（调查他犯罪事实）     (Tassapàpiyyassikà/Tassapàpãyasikà/Tassapàpiyasikà) 
7. 如草覆地（撤销）     (Tiõavatthàrako) 

 
173 灭诤法(adhikaraõa samathà)：不是罪名，其是为平息将起或已经起于僧团中分议的方法 ，如果以此

不能适当平息、解决纷诤时， 上座则犯突吉罗罪。 共有七种方法，通常被称为「七灭诤」。在《越疑义

释书》（Khvt. Ak.)  里，并没有举其名目，而在《律藏．经分别》（Vin. P. Sutta. Vbh.)且有举其名目，

但并没有详细解说平息分议的方法，详细的情况见《律藏．小品．灭诤犍度》（Vin. Cv. 

Samathakkhandh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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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四遍淨戒  CATTU-PâRISUDDHI-SäLA 

四遍净戒174(Cattu-pàrisuddhi-sãla) 
 
别解脱律仪戒175(Pàtimokkhasaüvara-sãla) 
别解脱律仪戒⎯⎯须依靠信心而成就： 
世尊说：「此比丘以别解脱律仪防护而住，正行与行处具足，对于微细的罪过亦见其怖畏，受持学习

诸学处。」 
解释 ： 
 
一、以别解脱律仪防护：即身、口业不违犯比丘戒； 
二、正行：身、口正当的行为，威仪具足，少欲精进，诚意恭敬等； 
三、行处：正当的去处，不常往来于不正当 的去处，如：淫女、寡妇、成年闺女、黄门、比丘尼及

酒肆之处。不与对三宝 无信心的俗人相依亲近往来，也不与俗人作不适当的交际； 
四、学处：应当学习的戒条与威仪。 
 
根律仪戒176 (Indriyasaüvara-sãla) 
 
根律仪戒⎯⎯须依靠正念而成就：「彼人眼见色已，不取于相，不取细相。因为他的眼根若不防护而

住，则为贪、忧、诸恶、不善法所侵入，故彼防护而行道，保护眼根，作眼根律仪。如是耳闻声已……
鼻嗅香已……舌尝味已……身觉触已………意知法已，不取于相……乃至意根律仪」。 
解释 ： 
 
一、不取于相：不取着于整体的相状，如：男女相、可爱相等能生起烦恼的一切事相，只注意到他

真实所见的。  
二、不取细相：不取着于细部的相状，如：手、脚、微笑、大笑、说话、看等能使烦恼显现的种种

相，仅见其所见的真实部分。 
三、彼防护而行道：以正念关闭他的眼根而行道。 
 
活命遍净戒177 (âjãvapàrisuddhi-sãla) 
 
活命遍净戒⎯⎯ 须依靠精进而成就。不违犯因邪命而制定的六条戒，以及离弃诡诈、虚谈、现相、

瞋骂、以利求利等恶法所起的邪命。 
解释 ： 
一、因邪命而制定的六条戒即： 
          ← 为贪欲 、 活命而诈说得上人法 。 犯第 4 条波罗夷罪178。 

 

174四遍淨戒，見《清淨道論．戒篇．雜四遍淨戒》(Vism.) 

175諸佛制定的戒律必須由信心而受持，甚至不顧生命而善成就之。  

176根律儀戒若不如是成就，則別解脫律儀戒亦不能長時存在。 

177 邪命是佛陀所唾棄的生活方式。 
178 波羅夷第 4 條：如果任何比丘不懂得超越人類之法（禪定 (jhāna) 之經驗、神通 (abhiñña) 以及證得初果、第二果、第三果及第

四果位），卻表現得自己充滿著神聖智見地說：「我這樣的知道，我這樣的看見。」在這之後的其它時間，無論被詢問或不被詢問，
希望所犯能得到清淨而這樣說：「賢友，不知道的事我說知道，沒有見到的事我說看到 ，虛妄、不實、妄語。」，除非是他誤以為自

己真的擁有，否則他也即喪失了比丘資格，不許再以比丘身份與清淨的比丘們交往。存心自誇有超凡的成就，而他人不明白或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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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贪欲、活命而为在家人作媒人，犯第 5 条僧残罪179。 
           → 为贪欲、活命而间接暗示，诈说得上人法，犯偷兰遮罪。 
          ↓ 为贪欲、活命，无病比丘为自己索求美味的食物而吃，犯第 39 波逸提罪 180。 
          ° 为贪欲 、 活命 ， 无病比丘为自己索求美味的食物而吃，犯第 3 悔过罪181。 
          ± 为贪欲、活命，无病而为自己索求饭菜而吃，犯突吉罗罪。 
二、诡诈：为贪欲、活命而虚伪地拒绝供养，间接暗示。诈现威仪等。 
三、虚谈：为贪欲、活命而无问自荐、谄谀奉承、纠缠、虚实参半、对小孩作养育状等。 
四、现相：为贪欲、活命而身口暗示，迂回曲折，盘绕而说等。 
五、瞋骂：为贪欲，活命而侮蔑呵责、冷语嘲讽、恶口等。 
六、以利求利：为贪欲、活命而以施望施，将居士供养之物转赠其它居士。冀求其丰盛的回报等。 
七、等恶法：用下贱的伎俩而活于不正的生活中，如：看相、卜卦、星算、风水、占梦、预兆、测

字、解运等。及为俗人奔走游说、供人差遣使役等。 
 
资具依止戒 (Paccayasannissita-sãla) 
资具依止戒182  ⎯⎯  须依靠智慧而成就。 
 
取用时的省察诵183 (Taïkhaõikapaccavekkhaõapà ha) 
 
衣（袈裟）、钵食、住处卧具、药物资具，取用时的省察诵的文即： 
 
衣 (Cãvara 袈裟) 
 
Pa isaïkhà yoniso cãvaraü pa isevàmi, yàvadeva sãtassa pa ighàtàya, uõhassa pa ighàtàya, óaü
sa-makasa-vàtàtapa-siriüsapa-samphassànaü pa ighàtàya, yàvadeva hirikopãnapa icchàdanatthaü. 
我如理省察所受用（穿着）的衣（袈裟），只是为了防御寒冷，为了防御炎热，为了防御虻、蚊、风

吹、日晒、爬虫类的接触，只是为了遮蔽羞处。 
 
钵食 (Piõóàpàta) 
 
Pa isaïkhà yoniso piõóapàtaü pa isevàmi, n'eva dvàya na madàya na maõóanàya na vibhåsanàya, yà
vadeva imassa kàyassa hitiyà yàpanàya vihiüsuparatiyà brahmacariyànuggahàya, iti puràõa¤ca vedanaü 
pa ihaïkhàmi nava¤ca vedanaü na uppàdessàmi, yàtrà ca me bhavissati anavajjatà ca phàsuvihàro cà'ti.  

 
使他人明白，就犯偷蘭遮罪，自誇者暗示的成就而不被他人知曉則犯突吉羅。如果一切行動（包括苦行）是為了博取他人之讚賞亦

犯突吉羅罪，向未受具足戒者（沙彌、沙彌尼或在家人）宣佈自己確實已證得或誤以為證得超凡的成就 ，則犯波逸提罪第 8：如果
任何比丘真實證得過人法告訴未受具足戒者，犯波逸提 。 不過向比丘或比丘尼宣佈自己已證得成就並沒有罪。訴說一些比丘或表

演本身的超凡成就給未受具足戒者則犯突吉羅罪。 
179 僧殘第 5 條：如果任何比丘做媒人，把男子的情意傳達給女人，或是把女子的情意傳達給男人，而成為夫妻或情人的關係，甚
至短暫時間，也犯僧伽婆尸沙。這包括設法使已離婚夫婦和好，使已婚夫和好並不算犯戒，為雙性人作中間人則犯偷蘭遮罪。  
180 波逸提 39 條 ：有些美味的食物，這些即是：熟酥、生酥、 油 、蜂蜜、糖、魚、肉、牛奶（乳）、  酪 。 如果任何比丘沒有
生病，為了自己乞求這樣美味的食物後食用，犯波逸提。「好的食物」包括肉、魚、牛奶、酸乳、乳酪、油、糖漿、蜜糖、酥油，除
了受到施主的邀請或施主是親戚，在沒有生病時，僅只要求好的食物來吃則犯突吉羅，代替生病比丘要求好的食物是被允許的。 
181 波羅提提舍尼第 3 條：如果有居士們被認定為「 諸學家」，如果任何比丘沒有生病，先前未曾受到邀請，在這樣的學家家裡，

親手接受硬食或軟食而咀嚼或食用，這位比丘應該對比丘悔過說：「賢友，我犯了應受呵責法，不適當，應該悔過，我為這件事悔

過」。在《律藏》(Vin. P.)， 「學家」含有時常布施卻超出能力範圍的意思，只是接受它則犯突吉羅罪。 

182受用四事供養應思惟，若未思惟，則於午前、午後、中夜、後夜當作之，如至黎明（明相出）仍未思惟，則犯於「 借受用」，

即欠債而受用之意。 

183 記載在《中部．一切漏經》(M. i.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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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理省察所受（食）用的团（饮）食，不是为了嬉戏、不是为了庄严，只是为了这个身体继续维

持，为了停止伤害，为了支持梵行，如此 ：我将因此灭除旧受（饥饿之苦），不产生新受（吃太饱、

消化不良之苦），我将维持生命，没有（饥饿引生的）过失，而且安乐地生活。 
 
住处 (Senàsana) 
 
Pa isaïkhà yoniso senàsanam pa isevàmi, yàvadeva sãtassa pa ighàtàya, uõhassa pa ighàtàya, óaü
sa-makasa-v à t à tapa-siri ü sapa-samphass à na ü  pa igh à t à ya, y à vadeva utuparissayavinodanaü 
pa isallànàràmatthaü. 
我如理省察所受（居住）的住处，只是为了防御寒冷、炎热，为了防御虻、蚊、风吹、日晒、爬虫

类的接触，只是为了避免气候（引起）的危险，而好独处（禅思）之乐。 
 
药物  (Bhesajja) 
 
Pa isaïkhà yoniso gilàna-paccaya-bhesajja-parikkhàraü pa iesevàmi, yàvadeva uppannànaü  veyyàbà
dhikànaü vedanànaü pa ighàtàya, abyàpajjha-paramatàyà'ti. 
我如理省察所受（服）用（治疗）生病所必需之药品，只是为了防御（治疗）生病的苦受，为了彻

底没有身苦（身体健康）而已。 
 
取用后的省察诵 (Atãtapaccavekkhaõapà ha) 
 
 衣（袈裟）、钵食、房舍卧具、药物资具，取用后的省察诵的文在〔第十三章：舍戒．舍戒程序〕

里已经提到，在此不再列出。 
 
界差别与厌离想的省察诵(Dhàtupa ikålapaccavekkhaõapà ha) 
 
衣（袈裟）、钵食、住处卧具、药物资具，依界差别和厌离想的省察诵的文即： 
 
衣 (Cãvara 袈裟) 
 
Yathàpaccayaü pavattamànaü dhàtumattamevetaü yadidaü cãvaraü, tadupabhu¤jako ca puggalo 
dhàtumattako nissatto nijjãvo su¤¤o, sabbàni pana imàni cãvaràni ajigucchaniyàni imaü påtikàyaü patvà 
ativiya jigucchaniyàni jàyanti.  
这些只是因缘和合法而已，它正随着它的因缘转变。这些衣（袈裟），以及穿用衣（袈裟）的人都是

因缘和合法，不能保持不变的，没有实在的我，随着因缘生起，也随着因缘而灭。这些衣（袈裟）

本来并不是可厌的，当它被穿上这汗臭的身体之后，它也同时变成可厌的。 
 
钵食 (Piõóàpàta) 
 
Yathàpaccayaü pavattamànaü dhàtumattamevetaü yadidaü piõóapàto, tadupabhu¤jako ca puggalo 
dhàtumattako nissatto nijjãvo su¤¤o, sabbo panàyaü piõóapàto ajigucchaniyo imaü påtikàyaü patvà ativiya 
jigucchaniyàni jàyanti.  
这些只是因缘和合法而已，它正随着它的因缘转变。这些（饮）食，以及食用这些（饮）食的人都

是因缘和合法，不能保持不变的，没有实在的我，随着因缘生起，也随着因缘而灭。这些（饮）食

本来并不是可厌的，当它被食进这汗臭的身体之后，它也同时变成可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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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处 (Senàsana) 
 
Yathàpaccayaü pavattamànaü dhàtumattamevetaü yadidaü senàsanaü, tadupabhu¤jako ca puggalo 
dhàtumattako nissatto nijjãvo su¤¤o, sabbàni pana imàni senàsanàni ajigucchaniyàni imaü påtikàyaü patvà 
ativiya jigucchaniyàni jàyanti.  
这些只是因缘和合法而已，它正随着它的因缘转变。这些住处（卧具），以及住用这些住处（卧具）

的人都是因缘和合法，不能保持不变的，没有实在的我，随着因缘生起，也随着因缘而灭。这些住

处（卧具）本来并不是可厌的，当它被住进这汗臭的身体之后，它也同时变成可厌的。 
 
药物 (Bhesajja) 
 
Yathàpaccayaü pavattamànaü dhàtumattamevetaü yadidaü gil à na-paccaya-bhesajja-parikkh à ro, 
tadupabhu¤jako ca puggalo dhàtumattako nissatto nijjãvo su¤¤o, sabbo panàyaü gil à

na-paccaya-bhesajja-parikkhàro ajigucchaniyo imaü påtikàyaü patvà ativiya jigucchaniyàni jàyanti.  
这些只是因缘和合法而已，它正随着它的因缘转变。这些药物资具，以及食用药物资具的人都是因

缘和合法，不能保持不变的，没有实在的我，随着因缘生起，也随着因缘而灭。这些药物本来并不

是可厌的，当它被服用于这汗臭的身体之后，它也同时变成可厌的。 
 

资具依止戒当依智慧而成就。因为有智慧者能见资具的过失与功德，故说由智慧成就。是故舍

离资具的贪求，依止正当的方法而获得的资具，唯有以智慧如法观察而受用，方得成就此戒。 
以上所述乃是取用资具时和界差别与厌离想的两种观察，当使用袈裟的时候，依界（差别想）

或依厌（想）的观察，然后受用则无过。在受用时和受用后亦然。 
 观察净为资具依止戒由前述之法观察而得清净，故名「观察净」。如果在受用时未作念，而在受

用时作念，亦为不犯。 
 
四种受用 
 
 在《清净道论．戒篇．杂四遍净戒》(Vism.)里，提到四种人受用资具，即： 

一、盗贼受用(theyyaparibhoga)：破戒的人使用资具就好像盗贼的行为一样，所以称为「盗

贼受用」； 
二、负债（借）受用(iõaparibhoga)：持戒的人受用资具，如果没有作适当的省察，就好像

欠债一样，所以称为「负债受用」。如果持戒者如法地观察所受用的资具，则能对治负债受

用而转成继承受用； 
三、继承受用 (dàyajjaparibhoga) ：持戒者观察资具而受用和（从须陀洹至阿罗汉道）七有

学的资具受用为「继承受用」。虽然比丘们所受用的资具是由信众所布施，但因为这些资具

是由世尊所允许的，所以仍然属于世尊的所有物。七有学为真佛子，所以他们的受用（资

具）为继承受用；持戒者如理观察资具而受用，表示他们正迈向有学之路，所以他们也属

于继承受用； 
四、主受用 (sàmipàribhoga) ： 阿罗汉已经超越渴爱的奴隶，能自主地控制心念而受用资

具，所以他们的资具受用为「主受用」。 
为了不犯负债（借）受用，行者宜应每天慎重地观察自己所受用的资具。对于在家居士，每当

到寺院帮忙或修行时，如果自己所使用的饮食和房舍（住处）等是由信众所布施的，则 好也能如

法地观察。观察资具时不要仅读诵文句而流于形式，宜应确实地观察、反省、思惟所受用的资具，

并 着感恩心，感谢前人、执事者和信众等的努力与护持，我们才能如法地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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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头陀支  DHUTAðGA 

头陀支
184
 (Dhutaïga) 

 

头陀支  (dhutaïga头陀行)：「头陀」 (dhuta) 是音译，义译为「抖落、去除」：抖擞精神以去

除恶劣行为与修行障碍；以极简朴的生活方式训练少欲、知足、减损（烦恼）、求德185等五法。 

从「依少欲」等的语句，故知为头陀支法。在这里的少欲、知足附属于无贪中；减损、远离附

属于无贪及无痴二法中；求德即是智。以无贪而得除去所禁止的诸事之中的贪；以无痴而得除去所

禁止的诸事之中覆蔽过患的痴。又以无贪得以除去于听许受用的事物中所生起的沉溺欲乐；以无痴

得以除去由受持严肃的头陀支所生起的沉溺苦行。 

 

十三头陀支 

 

世尊所听许的十三种头陀支的修行法，称为「十三头陀支」，即： 

一、粪扫衣支 (paüsukålikaïga)； 

二、三衣支186 (tecãvarikaïga)； 

三、常乞食支 (piõóapàtikaïga)； 

四、次第乞食支 (sapadànacàrikaïga)； 

五、一座食支 (ekàsanikaïga)； 

六、一钵食支 (pattapiõóikaïga)； 

七、时后不食支 (khalupacchàbhattikaïga)； 

八、林野住支 (àra¤¤ikaïga)； 

九、树下住支 (rukkhamålikaïga)； 

十、露地住支 (abbhokàsikaïga)； 

十一、冢间住支 (sosànikaïga)； 

十二、随处住支 (yathàsanthatikaïga)； 

十三、常坐不卧支 (nesajjikaïga)。 

 

粪扫
187
衣支 (Paüsukålikaïga) 

 

 受持：受持粪扫衣支的文即： 

Gahapatidànacãvaraü pa ikkhipàmi, paüsukålikaïgaü  samàdiyàmi. 

我今禁止用在家人所施的衣服（袈裟），我今受持粪扫衣支。 

 规则：受持粪扫衣支者可以取冢间布、店前布、路上布、垃圾布、胞胎布、沐浴布、浴津布、

往还布、烧残（火所烧）布、牛啮布、白蚁啮布、鼠啮布、端破布、缘破布、置旗、塔衣、沙门衣、

灌顶衣、神变所作衣、旅者衣、风散衣、天受衣、海滨等的任何一种布，将它撕掉之后，舍弃腐朽

的部分，取其强纫的部分，将它洗刷干净，制成衣（袈沙），然后将施主所施的衣舍弃，而受用该粪

扫衣。 

 区别：持守粪扫衣支的严厉程度分为上、中、下三者，即： 

一、上者：只取冢间的布； 

二、中者：那取那曾经作「出家者将拾此布」之念而舍弃的布； 

 
184 記載在《清淨道論．59-83》(Vism. 59-83) 裡。 

185 這是一種智，比丘有此智，才能得諸頭陀支之德，古今譯為「求德」。 

186 沙彌只有兩件衣（袈裟），沒有僧伽梨(saïghā i)，因此對沙彌而言只有十二頭陀支而已。 

187 「糞掃衣」是音譯，義譯為「塵堆衣」，是指如塵堆在它們或被視為如塵土可厭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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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者：取他人置放于其足下的布。 

 破坏：这三种人如果由他自己的希望或意欲接受在家人所施的布（袈裟），则他所受持的粪扫衣

支就破坏。 

 利益：受持粪扫衣支所带来的利益，即： 

一、适合于「出家依粪扫衣」之语的（四种依靠）
188 

依行道的情况； 

二、住立于第一圣种
189
（衣服知足）； 

三、没有守护衣（袈裟）的苦； 

四、获得不依靠他人的自由生活； 

五、无盗贼的怖畏； 

六、无受用的贪着； 

七、适合沙门的衣具； 

八、世尊所赞的「少价易得而无过」的资具； 

九、令人信乐； 

十、得成少欲等的果； 

十一、为后人的模范。 

 

三衣支 (Tecãvarikaïga) 

 

受持：受持三衣支的文即： 

Catutthakacãvaraü pa i

                                                       

kkhipàmi, tecãvarikaïgaü  samàdiyàmi. 

我今禁止第四衣（袈裟），我今受持三衣（袈裟）支。 

规则：如果受持三衣支者获得衣布之后，自己不善制或不懂得剪裁，也找不到懂得制衣的人，

或者未获得针等任何制衣的工具时，则他可以将该衣布贮藏（至获得条件时为止），其并不因此贮藏

而犯过。然而，从染衣时之后，则他不宜贮藏多余的衣布了。如果贮藏的话则他是「头陀支之贼」。 

  区别：持守粪扫衣支的严厉程度分为上、中、下三者，即： 

一、上者：在染衣的时候，先染下裙（安陀会）或上衣（郁多罗僧），染了一种穿着在身上

之后，再染另一种。穿着了下裙而搭上上衣之后 ，当染双层外衣（僧伽梨、重衣）。然而，

（在染衣时）双层外衣是不宜穿着在身上的。这是就住在村庄边者而说，如果是阿兰若（林

野）住者，则二衣（下裙和上衣）可以同时洗染（因为没有人看见他裸体）。然而，他必须

就近坐在看见任何人时而可以即刻取得袈裟穿着在身上的地方； 

二、中者：可以在染衣房中暂时穿着染衣者所公用的袈裟从事染衣； 

三、下者：可以穿着同辈（戒腊）比丘的衣从事染衣。即使是暂时缠在那里的敷布也可以，

但其它时候则不宜取用。同辈（戒腊）比丘的衣可以一时一时的受用。 

  受持三衣的头陀支者，也允许有第四种肩袈裟（aüsakàsàva 仅披左肩及胸背的汗衣），然

而，它的规定尺寸是：宽度：一张手；长度：三肘。 

  破坏：这三种人如果使用第四衣时，则他所受持的三衣头陀支就破坏。 

  利益：受持三衣支所带来的利益，即： 

一、受持三衣支的比丘对于掩护身体的衣常生满足； 

二、衣随身如鸟带翼飞行； 

 
188 見〔第七章：教誡．四種依靠．糞掃衣〕。 

189 有四聖種即： 

一、衣知足 (cīvara-santu hi)； 

二、食知足 (piõóapāta-santu hi)； 

三、住所知足 (senāsana-santu hi)； 

四、修習樂 (bhāvanārāmat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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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很少需要注意衣； 

四、无贮藏衣之累赘； 

五、生活轻便； 

六、舍弃对余衣的贪着； 

七、虽然许可多衣而他却作适量的应用； 

八、过着减损烦恼的生活； 

九、获得少欲等之果。 

 

常乞食支  (Piõóapàtikaïga) 

 

受持：受持常乞食支的文即： 

Atirekalàbhaü pa ikkhipàmi, piõóapàtikaïgaü  samàdiyàmi. 

我今禁止余分之食，我今受持常乞食支。 

  规则：受持常乞食支者对于僧伽食、指定食、招待食、行筹食、月分食、布萨食、初日食、来

者（客）食、出发者食、病者食、看病者食、精舍食（vihàrabhatta 供于精舍之食）、村前家食

（dhurabhatta 经常放在村前之家作布施的）、时分食（vàrakabhatta 村人每天轮流供养的食物）等

十四种食不能接受。如果不是用「请取僧伽食」等的说法，而易之用「僧伽在我家中取施食，尊者，

也可以取食」的说法而施，则他可以接受。由僧团行筹而给与他的非食（非饭食的药物）或精舍内

所炊之食也可以接受。 

  区别：持守常乞食支的严厉程度分为上、中、下三者，即： 

一、上者：行乞时在他的前面与后面有人送与施食，他也接受，或者行近施主家的门外而

立的时候，施主取其钵时也给他，盛满施食再送回他也接受，然而，那一天如果要他坐在

自己的住所等待施食则不取； 

二、中者：如果要他那一天坐在自己的住所而领施食，他也接受，不过在第二天再如是作，

则他不接受； 

三、下者：则明天又明天的施食也接受。就上面的情况而言，中者和下者未得无依自由之

乐，而上者得之。 

  破坏：这三种人如果接受了僧伽食等余分食的剎那，则他所受持的常乞食支就破坏。 

  利益：受持常乞食支所带来的利益，即： 

一、适合于「出家依于团食（钵食）」之语的（四种依靠）190行道的情况； 

二、住立于第二圣道（饮物知足）； 

三、得不依他人的独立生活； 

四、为世尊所赞的「少价易得而无过」的资具； 

五、除怠惰； 

六、生活清净； 

七、圆满众学（法）的行道； 

八、不为他养（不养他）； 

九、饶益他人； 

十、舍骄慢； 

十一、除灭味的贪爱； 

十二、不犯众食 （gaõabhojana   为三四位以上受请供食的食物 ) 、相续食 

(parampara-bhojana   食事完毕受请再食）191  及作持的学处； 

 

波逸提第 33 條：一再地連續食用飲食（連續受不同家食物供養），除了適時外，犯波逸提。這裡的適時是：生病時，施衣時，做衣

190見〔第七章：教誡．四種依靠．缽食〕。 
191 波逸提第 32  條：結眾食用飲食，除了適時外，犯波逸 
提。這裡的適時是：生病時，施衣時，做衣時，旅行時，乘船時，大眾聚會時， 沙門供食時，這是這裡的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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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随顺少欲等的生活； 

十四、增长正当的行道； 

十五、怜悯后生者（为他们的先例）。 

 

次第乞食支  (Sapadànacàrikaïga) 

 

受持：受持次第乞食支的文即： 

Loluppacàraü pa i

一、上者：对于食物无论是多是少，只要他的手业已经触取那食物，他便不得再取别的食

kkhipàmi, sapadànacàrikaïgaü  samàdiyàmi. 

我今禁止贪欲行（乞），我今受持次第乞食支。 

  规则：次第乞食支者，当先站在乡村的门口观察村内是否有什么危险。如果见道路上或村中有

危险，其可以舍离彼处而往他处乞食。如果在那些人的家门口或在道中或于村内都未得到任何食物，

则可以作非村之想离去而往他处去。然而，如果从那里获得任何食物，则不宜离彼而往他处去。除

此之外，次第乞食者也可以较早进入村庄，因为如果遇不安之处可能有充分的时间离 那里而往他

处乞食。如果施主在他的精舍内供养食物或者在他乞食的途中有人拿了他的钵而盛以食物给他也可

以。然而，在他出去乞食的时候，如果行进村庄，则必须入村乞食，不得逾越。无论在那里仅得一

点食物或全无所得，他都应该依照乡村的次第行乞。 

   区别：持守次第乞食支的严厉程度分为上、中、下三者，即： 

一、上者：无论在他未到达家门之前送食给他，或已经离 家门之后送食给他，或者他已

经从乞食处回到寺院内的食堂再供养食物，他都不接受。然而，如果已经行近家门，有人

向他取钵，则应该授与； 

二、中者：在乞食时未到达家门前，或已经离 家们之后，甚至已经回到寺院的食堂内，

如果有人送食给他，其也接受，如果已经行近家们也授与他的钵，然而，他那一天决不坐

在精舍内允许人送供给他。就这一点说是和常乞食的上者相似； 

三、下者：于一日坐在精舍内而允许送供。 

  破坏：这三种人如果生起贪欲时，则他所受持的次第乞食支就破坏。 

  利益：受持次第乞食支所带来的利益，即： 

一、（施主的）家常常是新的； 

二、犹如月亮，对（施主）家无悭（不吝其的施主为别的比丘所得）； 

三、平等的怜悯； 

四、无（施主）家亲近之累赘； 

五、不喜招待； 

六、不盼望他人献食； 

七、随顺少欲等的生活。 

 

一座食支  (Ekàsanikaïga) 

 

受持：受持一座食支的文即： 

Nànàsanabhojanaü pa ikkhipàmi, ekàsanikaïgaü  samàdiyàmi. 

我今禁止多座食，我今受持一座食支。 

   规则：一座食支者，在食堂中，因为他不能坐长老的座位，所以必须预先观察，觉得那里是适

合自己的座位方才坐下。如果在他的食事未终之时，而他的阿阇梨（教授师）或戒师来时，其可以

起立去作他（弟子）的义务，但不能再食。 

  区别：持守一座食支的严厉程度分为上、中、下三者，即： 

                                                                                                                                                                             
時，這是這裡的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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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他的钵中的饭还未吃完可以取别的，故称为「食所限制者」； 

，故称为

   破 了多座之食的剎那，则他所受持的一座食支就破坏。 

 

 

（食事完毕再令作食）之过； 

的生活。 

 

钵食支  (Pattapiõóikaïga) 

持：受持一钵食支的文即： 

ikkhipàmi, pattapiõóikaïgaü  samàdiyàmi. 

  规则 于容器中，则他应该先食调味或者先饮粥。如

（于别的容器）的。

以用手或牙齿分裂而食。 

  破坏

 

； 

的麻烦； 

。 

 

后不食支  (Khalupacchàbhattikaïga) 

持：受持时后不食支的文即： 

khipàmi, khalupacchàbhatti-kaïgaü  samàdiyàmi. 

  规则 令作食而食。 

物了。如果在家人这样想「长老什么东西都没有吃啦！」于是拿酥等给他，作药食则可，但

非普通食物； 

二、中者：则直

三、下者：则直至未从座起，可以尽量的吃，因为直至他取水洗钵之时而得受食

「座所限制者」。 

坏：这三种人如果吃

  利益：受持一座食支所带来的利益，即： 

一、少病； 

二、少烦恼；

三、轻快； 

四、强健； 

五、安乐住；

六、不犯残余食

七、除味爱； 

八、随顺少欲等

一

 

受

Dutiyakabhàjanaü pa

我今禁止第二容器，我今受持一钵食支。 

：一钵食支者，饮粥的时候，也得各种调味

果把调味也放到粥里去，则未免有些腐鱼之类会坏了粥的。因粥不坏才可以食，这是关于这种调味

品说的。假使是不会坏粥的蜜和砂糖等，则可以放到粥里去，生的菜叶，他应该用手拿着吃，或者

放到钵里去。因为他已经禁止了第二个容器，即任何树叶（作容器）也不可以使用的。 

  区别：持守一钵食支的严厉程度分为上、中、下三者，即： 

一、上者：除了吃甘蔗之外，别的任何（不能吃的）榨物也不可以弃

对于团食、鱼、肉、饼子等也不可以分裂而食（为了避免贪着其各别之味）； 

二、中者：可以用一肢手分裂而食，所以称他为「手瑜伽者」； 

三、下者：则称他为「钵瑜伽者」，因为任何放到钵内的，他都可

：这三种人在使用第二个容器的剎那，则他所受持的一钵食支就破坏。 

   利益：受持一钵食支所带来的利益，即： 

一、除去种种的味爱； 

二、舍弃贪着多钵之食欲

三、知食的定量； 

四、无携带各种容器

五、不散乱于食事； 

六、随顺少欲等的生活

时

 

受

Atirittabhojanaü pa ik

我今禁止残余食，我今受持时后不食支。 

：时后不食支者，已经吃足之后，则不宜更

  区别：持守时后不食支的严厉程度分为上、中、下三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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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破坏：这三种人如果已经食完之后，更令作食而食的剎那，食后不食支就破坏。 

的生活。 

 

兰若住支  (âra¤¤ikaïga 林野住支) 

持：受持阿兰若住支的文即： 

khipàmi, àra¤¤ikaïgaü  samàdiyàmi. 

 规则：阿兰若住者，离去村内的住所，必须于黎明之前返回阿兰若。 

或无墙围，有人住或无

人住

阿兰若，根据律教说：「除了村和村的边界外，其它的一切处都为阿兰若。」如果根据论师

的说

阿兰若的比丘的戒师与教授师有病，在阿兰若中不得安适，则送他到乡村的住处而且随

从侍

      

                                                       

一、上者：在食第一食时而拒绝他食，故食第一食后不食第二

二、中者：则食完（钵内）所有的食； 

三、下者：则可食至从座起立未止。 

 利益：受持时后不食支所带来的利益，即： 

一、不犯残余之过 192； 

二、不贪食满腹之病； 

三、不贮食物； 

四、不再求； 

五、随顺少欲等

阿

 

受

Gàmantasenàsanaü pa ik

我今禁止村内的住所，我今受持阿兰若住（林野住）支。 

在这里也包括村的边界而称为「村内的住所」。无论一屋或多屋，一墙围

，乃至曾经为商侣住过四个月以上的地方都得名为「村」。犹如阿努罗陀补罗有二帝柱（indakhãla 

或作「界住」、「台座」、「门限」，那是进城的地方所安立的大而坚固的柱子，当即古译的「坚固幢」

或「帝释七幢」或「因陀罗住」）的有墙围的村若，由一中等强力的男子，站在帝住之内所掷出的石

头所落之处，得名「村的边界」。根据律师的意见：如有青年欲示他的力量，伸出腕臂投掷石头，其

掷石头所落之处也得包括于村边的范围。但根据经师的意见：是指为驱鸟所投之石头所落之处而言。

如果没有墙围的村庄，在 末的房屋；如果有一妇人站在屋门口自盂中弃水，那水所落之处为屋的

边界。再以上所述的方法从那屋界所掷的石头所落之处为村。再从那里所掷的石头所落之处为村的

边界。 

次说

法：「于帝柱之外，一切都为阿兰若。」然而，根据经师的解释关于阿兰若的范围：「至少要有五

百弓的距离才名阿兰若。」这里特别的确定，须用教师的弓（标准的教师之弓，大约四肘长），如果

有墙围的村，自帝柱量起，没有墙围的村，则从第一个石头所落之处量起，直至精舍的墙围为止。

依据《律藏》的义释书之解说：「如果没有墙围的寺院，则应以第一座住处或食堂或常集会所或菩提

树或塔庙等，离精舍 远的为测量的界限。」然而，根据《中部》的义释书解释：「测量的界限，也

如村庄一样，应于精舍、村庄两者之间，都留下一掷石之地，作为边界的范围。」这是阿兰若的范围。 

 如果乡村相近，站在精舍可能听到村内人们的声音的话；如果真的为山河等的自然环境所隔绝而不

能取直道而行的，则可以取通常的自然之道；如果是用渡船等相通的路，则五百弓的测量，应取此

等的直径。如果取了五百弓绕道的距离以成就其头陀支，而又填塞各处的近村之道，则为「头陀支

之贼」。 

如果住

候他，但必须于黎明之前及时离村去阿兰若，则不破坏其头陀支的受持。然而，在他应离村落

之时，如果病人的疾病转笃，则他应尽其侍候的责任，不应顾虑其头陀支的清净。 

  区别：持守阿兰若住支的严厉程度分为上、中、下三者，即： 

一、上者：当于一切晨曦降临之时，都在阿兰若中； 

二、中者：得于四个月的雨季中住在村庄住处；      

 
192 波逸提第 35：如果任何比丘已經吃夠（拒絕）了，再咀嚼（咬）或食用非剩餘的硬食（不是五種主食 )或軟食  ( 五種主食 )，
犯波逸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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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坏 来村庄的精舍听人说法，虽然遇晨曦的降临，其头

则未得的定能得，已经得的能护持，正如导师

界所扰乱； 

着； 

 

下住支  (Rukkhamålikaïga) 

持：受持树下住支的文即： 

 rukkhamålikaïgaü  samàdiyàmi. 

 规则

 

的树； 

心的树。 

 树下住支者应当选择在寺院边隅之处的树而住。 

者，即： 

，只可以用自己的足清除落叶而

到树下的人为他清除； 

沙弥去清扫、铺平、撒沙，围以墙垣及安置门

 然而 日子（mahàdivasa 是指布萨等的特别斋戒日），则树下住支者应当离原处而至

屋之内作住处的剎那，树下住支就破坏。然而，根据《增支部》(A.)

（四种依靠）193依行道的情况； 

 

的活动）； 

                                                       

三、下者：则冬季也可以住在那里。 

：这三种人如果于一定的时间从阿兰若

陀支不算破坏；如果听完了法回去阿兰若，虽然仅行至中途便破晓，其头陀支也不算破坏。如果说

法者起座之后，而他想道：「稍微寝息之后，我们再走」，这样的睡去而至破晓，则他所受持的阿兰

若住支就破坏。 

  利益：受持阿兰若住支所带来的利益，即： 

一、如果住在阿兰若的比丘常作阿兰若想，

也欢喜地说：「那伽多！我非常欢喜那比丘住在阿兰若」； 

二、住在边鄙寂静住处的住者，他的心不会给不适的色等境

三、离诸怖畏； 

四、舍离生命的爱

五、得尝远离的乐味； 

六、适宜于粪扫衣等。 

树

 

受

Channaü pa ikkhipàmi,

我今禁止在盖屋之下而住，我今受持树下住支。 

：树下住支者应该避 下面这些树： 

一、两国交界处的树； 

二、塔庙的树； 

三、有脂汁的树；

四、果树； 

五、蝙蝠所住

六、空洞的树； 

七、生长在精舍中

 区别：持守树下住支的严厉程度分为上、中、下三

一、上者：不能选择自己好乐的树；不能叫他人清除树下

住；          

二、中者：可令来

三、下者：可以叫寺院内作杂务的在家人或

户而住。 

，如果遇大

其它比较隐秘的地方而坐。 

  破坏：这三种人如果于盖

的诵者说：「如果他明知自己在盖屋中而让晨曦的降临为破坏」。 

  利益：受持树下住支所带来的利益，即： 

一、适合于「出家依树下的住所」之语的

二、为世尊所赞的「少价易得而无过」的资具； 

三、由于常常得见树叶的转变易于生起无常之想；

四、没有对住所的悭吝及乐于造作的活动（修理建造

五、与诸天人共住； 

 
193見〔第七章：教誡．四種依靠．樹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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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住支  (Abbhokàsikaïga) 

持：受持露地住支的文即： 

a¤ca pa ikkhipàmi, abbhokàsikaïgaü samàdiyàmi. 

  规则 uposathagga）。假使进去之后下雨，在下

为上、中、下三者，即： 

小幕而住；          

的自然山腹，树枝所盖的小庵麦粉（糊）

   破 剎那，露地住支就破坏。根据《增

着无家而住如鹿游行」的赞叹； 

生活。 

 

间住支 (Sosànikaïga) 

持：受持冢间住支的文即： 

六、随顺少欲等的生活

露

 

受

Channa¤ca rukkhamål

我今禁止盖屋和树下住，我今受持露地住支。 

：露地住支者，如果听法为布萨可以入布萨堂（

雨时不出来，雨停止了应该出来。可得进入食堂（bhojanasàlà）、火室（aggisàlà 烧火取暖的房间）

作他的义务，或为服侍长老比丘吃饭，学习和教授，也可以进入屋中，或将杂乱放在外面的床椅等

取之入也可。如果为年老的比丘拿东西行于道中，碰到下雨之时，可以进入途中的小屋。如果没有

替年长者拿什么东西，不可以急趋于小屋避雨，必须以平常自然的步骤行入，住至雨止的时候应当

即可离去。树下住支者也可通此法。 

  区别：持守露地住支的严厉程度分

一、上者：不得依于树山或屋而住，只可以在露地中用衣作

二、中者：依近树山或屋，不进入里面可以住； 

三、下者：则没有加盖的自然山坡（即不加工雕凿

的布，看护田地的人所弃的临时之小屋等都可以住。 

坏：这三种人如果从露地的住处进入屋内或树下而住的

支部》(A.)的诵者说：「如果他知道自己是在彼处（屋中或树下）而住至破晓为破坏。」 

  利益：受持露地住支所带来的利益，即： 

一、舍住所的障碍； 

二、除惛沉睡眠； 

三、符合于「比丘无

四、无诸执着； 

五、四方自在； 

六、随顺少欲等的

冢

 

受

Na susànaü pa i pàmi, sosànikaïgaü samàdiyàmi. 

  规则 冢间住支者不应该在此处住，因为那里尚

       

后十二年未再奈毗（火化）的）也可以。 

kkhi

我今禁止住于非冢墓处，我今受持冢间住支。 

：当人们建设村庄时议决，确定一块地作冢墓，

未荼毗（火化）死尸，还不能说是冢墓。如果经过荼毗（火化）之后，纵使弃置十二年未曾再荼毗

（火化），也得作为冢墓。然而，冢间住支者，不应该在那里建造经行处、小庵等，或设床坐及预备

饮水饮物，乃至为说法而住也不可。这是一重大的头陀支。为了避免发生危险，事前应该通知寺内

的长老及地方政府的官史，然后不放逸而住。他在经行时，应当 半眼视于墓上。当去冢墓时，应

该避去大道，从侧道而行。在白天内，他应该注意确知冢墓一切对象的位置，如是则夜间不致为那

些影象所恐惧。如果诸非人于夜间游行尖叫，不应用任何东西去打他们。不可以一日不去冢墓。根

据《增支部》(A.)的诵者说：「如果在冢间度过中夜，可以于后夜回来。」为诸非人所爱好的胡麻粉、

豆（杂）饭、鱼、肉、牛乳、油、砂糖等的软食和硬食，不宜食。不得入施主的家。 

  区别：持守冢间住支的严厉程度分为上、中、下三者，即： 

一、上者：当在常烧、常有死尸及常有号泣之处而住；   

二、中者：于上述的三种之中的其中一种即可； 

三、下者：住在如前述的冢墓形相（奈毗（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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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坏

来的利益，即： 

 

； 

无我的）悚惧； 

； 

。 

 

处住支 (Yathàsanthatikaïga) 

持：受持随处住支的文即： 

ikkhipàmi, yathàsanthatikaïgaü samàdiyàmi. 

 规则 」授与的住所，他接受了便生起满足之想，

处住支的严厉程度分为上、中、下三者，即： 

和蛇等的恼乱，热或冷？；          

取他处。 

  破坏

门； 

 

坐不卧支  (Nesajjikaïga) 

持：受持常坐不卧支的文即： 

：这三种人如果不住于冢墓之处，冢间住支就破坏。根据《增支部》(A.)的诵者说：「这

是指不去冢墓之日而说的。」 

  利益：受持冢间住支所带

一、得念于死； 

二、住不放逸； 

三、通达不净相；

四、除去欲贪； 

五、常见身的自性

六、多起（无常、苦、

七、舍无病之骄等； 

八、克服怖畏； 

九、为非人所敬重

十、随顺少欲等的生活

随

 

受

Senàsanaloluppaü pa

我今禁止住所的贪欲，我今受持随处住支。 

：随处住支者，对于别人向他说：「这是给你的

不另作其它住所。 

   区别：持守随

一、上者：对于给他的住所，不宜询问是远或近，有否非人

二、中者： 可以询问，但不得自己先去视察； 

三、下者：可以先去视察，如果不合意，也可以另

：这三种人如果生起住所的贪欲，随处住支就破坏。 

  利益：受持随处住支所带来的利益，即： 

一、遵守对于所得当生满足的教诫； 

二、希求同梵行者的利益； 

三、舍弃劣与胜的分别； 

四、无合意的观念； 

五、关闭了随处贪欲之

六、随顺少欲等的生活。 

常

 

受

Seyyaü pa i nesajjikaïgaü samàdiyàmi. 

  规则 夜、后夜）之中，当有一时起来经行。于四威仪

；  

坐，以及用绷布、枕头、五肢椅、七肢椅。 

  破坏

kkhipàmi, 

我今禁止于卧，我今受持常坐不卧支。 

：常坐不卧支者，于夜的三时（初夜、中

中，只宜不卧。 

  区别：持守常坐不卧支的严厉程度分为上、中、下三者，即： 

一、上者：不可以用凭靠的东西，也不得以布垫或绷布为蹲坐

二、中者：于此三者之中可以用任何一种； 

三、下者：可以用凭靠的东西，或以布垫为蹲

：这三种人，如果接受床席而卧时常坐不卧支就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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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乐、睡眠之乐而住的结缚」； 

 

种人适宜修头陀支？ 

贪行者和痴行者适宜修习头陀支。何以故？因为受持头陀支是一种苦的行道和严肃的生活，依

与不应修习头陀支者 

如果修习头陀支，对于修习者的业处（定境）有所增长的，则应当修习，假使修行头陀支，对

  利益：受持常坐不卧支所带来的利益，即： 

一、他的心断了所谓「耽于横卧之乐，转卧

二、适合一切业处的修习； 

三、令人信乐的威仪； 

四、随顺勤精进； 

五、正行增长。 

何

 

 

苦的行道得止于贪；依严肃的生活得除放逸者的痴。然而，受持阿兰若（林野）住支和树下住支也

适合于瞋行者，因为不和别人接触而住可以止瞋。 

 

应

 

 

于修习者的业处是减退的，则其不应当修习。然而，对于无论修习或不修习也得增长其业处而无减

退的人，但是为了怜悯后生者，也应当修习。其次，对于无论修习或不修习也不增长其业处的人，

为了培植未来的善根，也应当修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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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舍戒（还俗）  DISROBE 

 

舍戒（还俗） 

 

如果沙弥或比丘不再乐于梵行
194
（过出家修行生活），或由于个人的某些原故

195
，佛陀允许舍戒还俗。 

 

舍戒成立的条件 

 

一、比丘必须有决心要还俗； 

二、比丘必须亲身表白舍戒还俗的意愿； 

三、比丘舍戒必须有人作见证者（ 只有人才能当见证者，乃至正要与比丘行淫的女子也可以；

天人、鬼神等非人不能当见证者）； 

四、比丘必须以决定的言词表白，例如： 

 ←「我舍去佛、法、僧、戒。」 

 ↑「我舍去学处，请为我作见证我还俗。」 

五、见证者必须明了比丘所表白的意思。 

 

舍戒不成立的情况 

 

一、如果是 玩笑则不成舍戒； 

二、如果比丘请别人代替他转告舍戒的意愿 则不成舍戒； 

三、若在圣物前，如：佛像、菩提树、舍利 塔等表白还俗的意愿，如此亦不成舍戒 ； 

四、如果使用的语词含糊不清楚，例如： 

           ←「啊！如果我舍弃学处会怎样呢？」； 

            ↑「啊！如果我当在家人会怎样呢？」 

     如此则不成舍戒。 

五、三种人不能当比丘的见证者，即： 

          ← 疯狂的人； 

          ↑ 受到强烈的烦恼所困惑导致失去正念的人； 

           → 受到激烈的疼痛所恼导致无法觉知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人。若比丘向这三种人表

白舍戒，则舍戒不成立； 

六、若以行动来表达舍戒，例如：脱掉袈裟，穿上俗人衣服，比丘如此作只违犯恶作罪而已（除

非当时是为了避免危险、灾难等，如此作则不违犯戒律），不成舍戒。再者，如果以书信传达舍

戒的意 愿，亦不成舍戒。 

 

舍戒的程序
196

  

 以下所举例的是在僧团中舍戒还俗的程序。如果比丘有违犯任何可忏的重轻罪197，他必须在舍

 
194 尤其是在無法控制欲望，即將犯波羅夷戒之前，寧可先捨戒，將來還有機會重新出家當比丘。 
195 僧團或出家眾在為欲捨戒比丘作見證之前必須問清楚對方捨戒還俗的理由 。如果無法過著比丘生活 ，他可以向戒師、教授師、

上座比丘或僧團請求將身份降為沙彌。 
196 有的派系的作法是先讓欲還俗的比丘降其比丘身份為沙彌。其可用自己的方言說：「請尊者憶念我捨棄比丘戒，降為沙彌」。接

下來，當此沙彌將俗人的衣服穿上，當下其出家身份自然就失效而成為在家人。依本派的作法，如果沙彌或比丘欲捨戒，他們必須

先提出適當理由，否則的話則不允許捨戒還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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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还俗之前发露忏悔清净。接下来就念礼敬偈：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àsambuddhassa. (3x)  

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三遍） 

  

接下来，念衣（袈裟）、钵食、住处卧具、药物资具取用后之省察诵(atãtapaccavekkhaõapà ha) 的

文： 

  

衣  (Cãvara 袈裟) 

 

Ajja mayà apaccavekkhitvà yaü cãvaraü paribhuttaü taü yàvadeva sãtassa pa ighàtàya, 

uõhassa pa ighàtàya, óaüsa-makasa-vàtàtapa-siriüsapa-samphassànaü pa ighàtàya, 

yàvadeva hirikopãnapa icchàdanatthaü. 

我今天所使用（穿着）而还没有省察的衣（袈裟），只是为了防御寒冷，为了防御炎热，为了防御虻、

蚊、风吹、日晒、爬虫类的接触，只是为了遮蔽羞处。 

 

钵食 (Piõóapàta) 

 

Ajja  mayà apaccavekkhitvà yo piõóàto paribhutto so n'eva davàya na madàya na maõóanàya 

na vibhåsanàya, yàvadeva imassa kàyassa hitiyà yàpanàya   vihiüsuparatiyà 

brahmacariyànuggahàya, iti  puràõa¤ca  vedanaü pa ihaïkhàmi nava¤ca vedanaü na  

uppàdessàmi yàtrà ca me bhavissati anavajjatà ca phàsu vihàro cà'ti. 

我今天所使用（食用）而还没有省察的（饮）食，不是为了嬉戏，不是为了骄逸，不是为了装饰，

不是为了庄严，只是为了这个身体继续维持，为了停止伤害，为了支持梵行，如此：我将因此灭除

旧受（饥饿之苦），不产生新受（吃太饱、消化不良之苦），我将维持生命，没有（饥饿引生的）过

失，而且安乐地生活。 

 

住处  (Senàsana) 

 

Ajja mayà apaccavekkhitvà yaü senàsanaü paribhuttaü taü yàvadeva sãtassa pa ighàtàya, 

uõhassa     pa ighàtàya,    óaüsa-makasa-vàtàtapa-siriüsapa-samphassànaü  

pa ighàtàya, yàvadeva utuparissaya vinodanaü pa i

                                                                                                                                                                            

sallànàràmatthaü. 

我今天所使用（居住）而还没有省察的住处，只是为了防御寒冷，为了防御炎热，为了防御虻、蚊、

风吹、日晒、爬虫类的接触，只是为了避免气候（引起）的危险，而好独处（禅思）之乐。 

 

药物  (Bhesajja) 

 

Ajja mayà apaccavekkhitvà yo gilàna-paccaya-bhesajja-parikkhàro paribhutto so yàvadeva 

uppannànaü  veyyàbàdhikànaü  vedanànaü pa ighàtàya, abyàpajjha-paramatàyà'ti. 

我今天所使用（服用）而还没有省察的（治疗）生病所必需之药品，只是为了防御（治疗）生病的

苦受，为了彻底没有身苦（身体健康）而已。 

接下来，向集聚的比丘僧团顶礼三拜，然后以蹲着的姿势（脚跟顶着臀部），双手肘放置在膝上，双

掌合十，念下面的舍戒还俗文： 

Sikkhaü paccakkhàmi. `Gihã'ti  maü  dhàretha. 

 
197如果比丘在未捨戒還俗之前違犯僧懺罪，他覆藏而不發露就還俗去，如果將來他重新出家當比丘，他就必須將以前所覆藏的僧殘

罪發露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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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放弃学处，请你们记住我是「在家人」。 

 念完上面的文之后，还俗者可以将身上所穿着的袈裟换成俗人的衣服。然后，念下面的文，请

求当佛门的在家居士（优婆塞）： 

Esàhaü, bhante, suciraparinibbutam'pi, taü bhagavantaü saraõaü gacch mi, dhamma¤ca  

bhikkhu-sa gha ca. Upàsakaü maü saïgho dhàretu, ajjatagge pàõupeta  saraõa  gata . 

尊者（们），虽然世尊已经般涅盘很久了，我仍然皈依他（佛陀）、法和比丘僧团。请僧团忆持（记

住）我为优婆塞，从今天到命终我行皈依。 

 接着，还俗者再向长老请求皈依与五戒。受戒完毕之后长老带领全体大众为还俗者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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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的种类 

 
  一种戒 二种戒 三种戒 四种戒 五种戒 

一切戒自己的

戒相为一种戒。
一、止戒 
        行持 
二、活命八戒 
        等正行戒 
三、离戒 
        非离戒 
四、依止戒 
         不依止戒 
五、时限戒 
         终生戒 
六、有限制戒 
        无限制戒 
七、世间戒 

出世间戒

一、下等戒 
         中等戒 
         上等戒 
二、自增上戒 
         世间增上戒 
         法增上戒 
三、执取戒 
         不执取戒 
         安息戒 
四、清净戒 
         不清净戒 

疑惑戒

一、退分戒 
         住分戒 
         胜分戒 
         抉择戒 
二、比丘戒 
         比丘尼戒 
         未具足戒 
         在家戒 
三、自然戒 
         惯行戒 
         法性戒 
         宿因戒 
四、别解脱律仪戒 
         根律仪戒 
         活命遍净戒 
         资具依止戒 
 

 

一、制限遍净戒 
         无制限遍净戒   
         圆满遍净戒 
         无执取遍净戒 
         安息遍净戒 
二、断戒 
        离戒 
        思戒 
        律仪戒 
        不犯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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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足戒与未具足戒 

   
 
 
 
 
 
 
 
 

比丘戒 
二百二十七条戒 

比丘尼戒 
三百十一条戒 

 出家戒 在家戒 
       五戒 
            梵行五戒 
            一食梵行五戒 
            活命八戒  
       八戒 
            布萨八戒 
            非家戒 
            布萨九戒 
            在家十戒 
            出离十戒 

沙弥十戒 正学女 
沙弥尼十戒 

具足戒 未具足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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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足戒 

比丘戒                         比丘尼戒 

                          条数                                   条数

 
 波罗夷法（破败） 4 波罗夷法（破败） 8 

 僧伽婆尸沙法（僧残） 13 僧伽婆尸沙法（僧残） 17 

 不定法 2 尼萨耆波逸提法（舍忏） 30 

 尼萨耆波逸提法（舍忏） 30 波逸提法（忏悔） 166  

 波逸提法（忏悔） 92 波罗提提舍尼法（悔过) 8 

 波罗提提舍尼法（悔过) 4 众学法 75 

 众学法                 75 七灭诤法 7 

 七灭诤法 7  

                                                                                                                                                                     

 总数 227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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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具足戒  
(在家戒) 

五戒\梵行五戒\一食梵行五戒      活命八戒     八戒\布萨八戒\非家戒     布萨九戒      在家十戒\出离十戒 
                                                                                   

1.  离杀生。 
2.  离不与取。 
3.  离非梵行。 
4.  离妄语。 
5.  离饮酒。 
6.  离非时进食。 
7.  离跳舞、 
     离唱歌、 
     离奏乐、 
     离观看戏剧。 
8.  离花鬘、 
     离香水、 
     离涂油、 
     离化妆。 
9.  以慈心俱遍满 
     一切众生而住 
 

1.  离杀生。 
2.  离不与取。 
3.  离非梵行。 
4.  离妄语。 
5.  离饮酒。 
6.  离非时进食。 
7.  离跳舞、 
     离唱歌、 
     离奏乐、 
     离观看戏剧。 
8.  离花鬘、 
     离香水、 
     离涂油、 
     离化妆。 
 
 
 

1.  离杀生。
2.  离不与取。
3.  离欲邪行。
4.  离妄语。 
5.  离两舌。 
6.  离恶口。 
7.  离绮语。 
8.  离邪命。 
 
 
 
 
 
 

1.  离杀生。
2.  离不与取。 
3.  离欲邪行。 
4.  离妄语。 
5.  离饮酒。 
 
 
注： 
← 梵行五戒的第3  条
戒是：离非梵行。 
 
↑ 一食梵行五戒 
与梵行五戒的内容相
同，但附加：离非时进
食。 
 

1.  离杀生。 
2.  离不与取。 
3.  离非梵行。 
4.  离妄语。 
5.  离饮酒。 
6.  离非时进食。 
7.  离跳舞、 
     离唱歌、 
     离奏乐、 
     离观看戏剧。 
8.  离花鬘 
     离香水、 
     离涂油、 
     离化妆。 
9.  离高大床。 
10.离接受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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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藏》 (Vinaya Pitaka)  內容 
                                

 〈經分別．第 1、2 冊〉〈經分別．第 2 冊〉〈大品．第 3 冊〉 〈小品．第 4 冊〉  〈附随．第 5 冊〉 

 
      二百二十七条           三百十一条        大犍度    羯磨犍度        大分别 
  比丘戒       比丘尼戒   布萨犍度    别住犍度     比丘尼分别  

 （大分别）    （比丘尼分别） 雨安居犍度   集犍度      伴随  
自恣犍度    灭诤犍度    复习、灭诤解说 
皮革犍度    小事犍度    犍度问答篇 
药犍度    卧坐具犍度      数目、布萨犍度 
迦提那衣犍度      破僧犍度    偈颂集、诤事分解 
衣犍度    仪法犍度    续记诵集 
瞻波犍度    遮说戒犍度  呵责品 
憍赏弥犍度   比丘尼犍度  大诤、小诤 
      五百结集犍度       迦提那衣解说 
      七百结集犍度       优婆离 (问) 五法 
               伴随、偈颂集 
          应用颂、五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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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文不取 
（关于不持金钱戒） 

A Life Free of Money 
原著者：汤敏达 比丘(Dhamminda Bhikkhu)  编译者：库那威罗 比丘(Gunavira Bhikkhu) 等 

------------------------------------------------------------------------------------------------------------------------------------ 

 

「诸比丘，这三种东西是亳无隐瞒的照耀给人们看的。三者为何？一为明月、二为炎阳、三为如来经律也。」 

 

《增支部.第 3.13.129 经》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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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增支部.七集.火蕴譬喻经》的摘要 ------------------ 185 

附录四：托钵乞食的意义 ----------------------------------- 186 

 

 

 

「诸比丘，海平而其水不溢于大洋，戒严而不惜身躯持之。」 

《律藏.小品》 

 

 

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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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引言 

 

「缘于此事，诸比丘，我当为比丘立下戒条。我如此做有十个目的，即为了：僧团的优越、僧团的和平、

克制无耻者、善自制的比丘得安宁、制伏今世诸漏、防止来世诸漏、令无信者生信、令有信者其信增长、

建立正法，以及守护戒律。」 

－佛陀－ 

《南传律藏.经分别.波罗夷》 

 

 

「只要诸比丘仍然正道而活，世上就不会少了阿罗汉。」 

－佛陀－ 

《长部.大般涅盘经》 

 

 

那先尊者：「陛下，如有位王中之王对儿子们说：『儿子们，这大国在每一方都遍布远至大洋，以我们现有

的军备，要长久维持这国土是很难的。当我不在世时，你们 好舍弃边境区域。』如此，陛下，当他们的

父王死后，那些王子们是否会舍弃边境区域？」 

 

弥陵陀王：「不会，尊者。诸王的贪婪不只如此。为了满足自己对权力的欲忘，那些王子只有可能会并吞

比本身国土大上两三倍的国家，但绝不会舍弃己拥有的国土。」 

 

那先尊者：「如是，陛下，佛陀是为了考验诸比丘才这么说：『阿难陀，当我入灭之后，若僧团愿意，则可

废除小小戒。』陛下，为了彻底解脱痛苦，以及为了正法，诸佛子甚至愿意不只多持守一自五十戒，如此

他们怎么可能会舍弃世尊原本已制的戒呢？」 

《弥陵陀王问经》 

 

不持金钱并不是一条新制之戒，也不是某某大师自立之戒，而是由佛陀亲自为诸佛子立下之戒。该戒自两

千五百多年前以来已是如此，在未来也必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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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受钱之过患 

 

佛陀临入涅盘之前曾说：如来涅盘之后，若僧团需要，可以取消小小戒。如今，有些比丘就引用佛陀

的这段话为理由，来支持他们接受金钱的行为。然而，从以下经典的引证中显示：不持金钱戒并非小小戒。

由这些引证当中可知，要证悟佛法，不持金钱戒是基础，而且是必须遵守的。 

在《相应部.六处相应.趣相应.经十：摩尼朱拉迦经》（Samyutta Nikaya, Salayatana Samyutta, Gamani 

Samyutta, sutta no.10: Maniculaka Sutta）提到： 

「一时，佛在王舍城，松鼠与群鸟栖息的一处林园，名：竹林精舍（Veluvana）。彼时，在王宫中，国

王的随从们聚会而议论：『对于佛子（释迦族王子之子；佛陀之子）比丘们，金、银与钱是被允许的；佛

子比丘们认可金、银与钱的纳受；佛子比丘们接受金、银与钱。』 

此时，在座中的摩尼朱拉迦村长，对聚会的大众说：『诸贤，莫作是说。对于佛子比丘们，金、银与钱

是不被允许的；佛子比丘们不认可金、银与钱的纳受；佛子比丘们不接受金、银与钱；佛子比丘们已经舍

弃了金银珠宝，舍弃了钱。』 

然而，摩尼朱拉迦村长并无法说服聚会的大众。 

于是，摩尼朱拉迦村长前往佛陀之处，顶礼之后，坐在一面，报言：『世尊，在王宫中，国王的随从们

聚会……（他重复上述所有的谈话）……然而，世尊，我无法说服聚会的大众。世尊，我如此解释是否依

照佛陀所说的而说﹖或者我错误地声称了佛陀的话？我是否依照佛陀的教法而回答？或者依照佛陀教法

而言说的人会如法地责难我？』 

『如是，村长，如此的解释乃是依照如来所说的而说，不是错误地声称如来的话。你已经依照如来的

教法而回答，依照如来教法而言说的人不能如法地责难你。』 

『村长，对于佛子比丘们，金、银与钱是不被允许的；佛子比丘们不认可金、银与钱的纳受；佛子比

丘们不接受金、银与钱；佛子比丘们已经舍弃了金银珠宝，舍弃了钱。』 

『村长，无论对于任何人，如果金、银与钱是被允许的，那么，对于他而言，五种感官欲乐是被允许

的。对于任何允许五欲之乐的人，你可以确定，他不具备比丘的本质，不具备佛陀之子的本质。』 

『村长，如来虽曾如是说：比丘需草者，草可求得；比丘需木者，木可求得；比丘需车者，车可求得。

然而，村长，如来亦说：比丘绝无可能被允许接受或寻求金、银与钱。』」 

另一段引证自《增支部.四集.鹿品.经十：随烦恼经》（Avguttara Nikaya, Catukka Nipata, 

Rohitassa-vagga, sutta no.10: Upakkilesa Sutta）的经文显示：接受金钱会导致继续生死轮回。其经

文如下： 

「由于被贪欲、瞋恚所染污，被愚痴所蒙蔽，一些沙门、婆罗门愉悦于感官欲乐。这些愚蠢的沙门、

婆罗门饮酒、行淫，接受金、银与钱，以及用邪命的手段取得必需品。这些行径被如日光耀的佛陀唾弃为

腐败。这些愚蠢的沙门、婆罗门被堕落、污秽与不净的行为所腐败。他们没有光辉与明亮，相反地，他们

是昏乱的、盲目的，是欲望的奴隶，是充满渴爱的，他们借着一而再的生死输回，而扩大了墓场的面积。」 

在 这 些 经 当 中 ， 佛 陀 将 接 受 金 钱 与 沈 溺 于 感 官 欲 乐 划 上 了 等 号 。 在 《 转 法 轮 经 》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中佛陀明白地 示： 

「诸比丘，出家之人不应该从事两种极端，哪两种呢？沈溺于感官欲乐是一种，这是低级的、粗野的、

凡夫的、不能证悟的、没有利益的。自我折磨的苦行是另一种，这是痛苦的、不能证悟的、没有利益的。」 

依照经教，即使是在家人，当他证悟三果（不还）之后，他自然会遵守十戒，不接受或使用金钱。例

如：证悟三果的卡底迦拉（Ghatikara 意为「瓦匠」）就是没有金银钱宝的人。他从河岸采取被侵蚀的黏土，

将它制成锅、壶，摆在路旁，需要的人就以适量的米或食物换取锅、壶，借着这种方式，卡底迦拉养活自

己以及目盲的双亲。（见《中部.卡底迦拉经》或《中部.瓦匠经》Majjhima Nikaya， Ghatikara Sutta）。 

这显示了：金钱是证悟的障碍，以及真正证悟的人不再使用金钱。以上的引述证明：比丘接受金钱并

不是小过失，它能导致比丘无法证悟涅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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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有关金钱的戒条 

 

在这些戒条中，「钱」的定义是：任何能用于买、卖的货币，包括钱币、钞票、支票 、金与银等。 

在戒律中，比丘有四条关系到钱的戒 ，即： 

1. 金银戒（rupiya sikkhapada 舍堕第 18 条） 

2. 金银买卖戒（rupiya samvohara sikkhapada 舍堕第 19 条） 

3. 王戒（raja sikkhapada 舍堕第 10 条） 

4. 门答迦戒（mendaka sikkhapada 南传律藏.大品.药犍度） 

 

1.金银戒(rupiya sikkhapada) 

「若比丘自己接受金钱，或令他人为自己接受金钱，或允许金钱被放在自己的近处，则犯尼萨耆波逸

提罪（舍堕罪）。」 

比丘必须彻底了解金银戒，因为比丘如果能正确地遵守这条戒，他就不会误解其它关于金钱的戒条。

金银戒禁止比丘做三件事〔即三种接受金钱的方式〕： 

1. 自己接受金钱。 

2. 命令他人为自己接受金钱。 

3. 允许他人将钱放在自己身旁或为自己保管金钱。 

 

巴利律典的原文注释这三项为： 

1. sayam ganhati—他自己拿取金钱。 

2. annam ganhati—他命令别人为自己拿取金钱。 

3. idam ayassa hotu ti upanikkhittam sadiyati—他们（施主）说：「这是给你的，尊者。」，而比

丘允许他们将钱放在自己的附近。 

 

《度疑注》(Kankhavitarani Commentary)如此解释这三种接受的方式： 

1. 当别人供养金钱给比丘时，比丘亲自拿取金钱；或当他在任何地方发现金钱，而此金钱不属于任何

人时，他亲自拿取金钱。 

2.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当别人供养金钱给他，或他发现金钱），他命令别人（为他）拿取金钱。 

3. 居士们将钱摆在他的面前，说：「这是给你的。」或者钱放在某处，他们说：「在某某地方的那笔钱

是要给你的。」再者，如果他们单单借着言语或手势来传达这项给与的讯息，而该比丘不经由身体的表

或言语加以拒绝，并且在内心接受了它，这就称为「允许」。 

如果比丘内心允许而且想要接受，但是借着身体的表 或言语拒绝说：「这是不许可的。」或者，如果

他不借着身体或言语拒绝，只是以清净心不允许，想着：「这是不许可的。」如此则是正确的作法（不称为

允许）。 

在这条戒里，佛陀禁止了所有接受金钱的方式，假如在家人以这三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供养比丘，比

丘就不能告诉他：「某某人是我的净人」、「将这些钱给我的净人」、「为我收下这笔钱」或「将钱放在那里」。

比丘能做的只是拒绝接受那笔钱，说：「这是不许可的」，拒绝是比丘必须记得要做的唯一行动。 

《普端严注》(Samantapasadika Commentery)解释说：不只是不准许为自己个人以这三种方式接受金

钱，即使是要赠给僧团、一群比丘、其它人、佛塔、寺院、或其它任何事物的金钱，比丘也都不准许接受。

如果比丘为了自己而以这三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接受金钱，他就违犯尼萨耆波逸提罪。如果他为了上述的

这些对象而接受金钱，则他违犯突吉罗罪。 

近有人写了一本关于戒律的书，书中提出一个错误的观点，它说： 

「比丘可以吩咐施主为寺院、为必需品基金、为慈善目的，如孤儿院而储钱，但不能为特定的比丘储

钱。例如：可以指示来乐捐的施主『将钱放进乐捐箱』或者『将钱存入这个账号』。虽然比丘不能亲手接

受这些钱，但是僧团或所任命的办事员可以支配如何使用这笔基金，甚至说：『买这个』或『买那个』。」 

前面己经说过：命令他人为寺院或为其它任何事物接受钱或储钱都是不如法的，因此，这本书上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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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并不符合戒律。 

注疏中举一个虚构的故事为例，来说明这些戒条所牵涉到的原则： 

若施主不理会比丘的拒绝，将钱放在比丘面前，然后就径自离去，文中提到： 

1. 如果比丘说：「将它放在这里」，比丘就犯了接受金钱的尼萨耆波逸提罪。 

2. 如果比丘想要购买某物，而说：「拿这个」，这将归属于不如法的方式（假使基金是如法的）。 

3. 这条戒就好比在走钢丝，只要言语上出了一点小差错，就必然会落入犯戒的情况。 

 

故事内容是这样的： 

假设有人将一百元或一千个钱币放在比丘的脚边，说：「这是给你的。」比丘拒绝他，说：「这是不许可

的。」但是这居士回答说：「我已经把它给了你。」说完就离去了。然后，如果另一位居士来，问道：「尊者，

这是什么？」比丘可以将刚才的对话告诉他，如果这位居士说：「尊者，让我将它保存在安全的地方，告

诉我一个安全的地方吧。」于是一起爬上七层的高楼之后，比丘可以解释道：「这地方是安全的。」但是不

可以说：「将它放在这里。」只是一句话的差别，它就会决定是如法或不如法。（【Vimiti 疏】上说：如果

他说：「将它放在这里。」那就是接受金钱，犯尼萨耆波逸提罪。） 

然后比丘可关上门以保护这笔钱。接着，假设一个商人带着商品，像：钵、袈裟等走来，说：「拿这个

吧，尊者。」比丘可以说：「居士，我需要这个，也有得到它的方法，但是现在没有净人在这里。」如果商

人说：「我可以作你的净人，将门打 ，把它给我。」打 门之后，比丘应说：「放在这一间。」他不应说：

「拿这个。」于是，由所说的话来决定情况是如法或不如法。然后，如果商人拿了那些钱币，并将必需品

交给比丘，那是如法的。如果商人拿太多的钱币，比丘应该说：「我不要你的商品了，走 ！」 

 

2.金银买卖戒（rupiya samvohara sikkhapada） 

「若比丘以任何型 的金、银或钱从事交易，则犯尼萨耆波逸提罪。」 

上述的金银戒禁止比丘接受金、银或钱，而这一条戒禁止比丘以金、银或钱换取其它用金、银（乃至

珠宝）做成的物品，或换取如法的物品（诸如：袈裟、钵或其它必需品。）这条戒同时也禁止比丘用如法

的必需品或金、银等制品换取金、银或钱。 

《普端严注》举「四种非法钵」的例子来说明： 

为了显示违犯此戒的重大过失，必须解释四种非法钵： 

〔i〕若比丘以所接受的钱买矿铁，将它熔炼成铁，然后制成钵，则此钵称为「大非法钵」，因为没有

任何方法能够使它变成如法。即使此钵被打碎之后，制成杯子，杯子也是非法的。如果制成 子，用这把

子削出来的牙签也是非法的。如果他将 刃加热，用它来加温 水或牛奶，则这杯 水或牛奶也变成非

法的。如果制成鱼钩，乃至用此鱼钩钓来的鱼也都是非法的。 

〔ii〕若比丘以所接受的金钱买一个现成的钵，则此钵是非法的。在《Mahapaccariya 注》中提到：「这

样的钵对一切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或式叉摩那都是非法的」。但此钵能够回复成如法，如果比丘

将钵退还买来之处，取回钱，若有人如法地供养此钵给比丘，则此钵即回复成如法。 

〔iii〕若比丘接受金钱之后，与净人一起走到钵店，看见一个钵说：「我要此钵」于是净人付钱给店

主，买下该钵。则尽管此钵是以如法的言语而取得，但因为原先金钱是由比丘接受的缘故，此钵仍是非法

的 。这与上述第二个例子无异，为什么此钵对于其它比丘也都是非法的？因为此比丘没有如律地将金钱

舍弃（根据戒律，必须在僧团前舍弃）。 

〔iv〕若比丘没有接受金钱，而净人接受金钱并受到指示：「买一个钵供养某某长老」，当净人与比丘

一起到钵店，比丘选了一个钵，对店主说：「把钱拿去，把钵给我。」如此，比丘命令净人付钱，而比丘取

得该钵，则该钵只对该比丘而言是非法的，因为他以错误的方式安排这项采购，但该钵对于其它比丘而言

是如法的，因为原先的金钱并非由比丘接受来的。 

摩诃苏玛长老有一个这样的（非法）钵，他的戒师阿努律陀长老将此钵盛满酥油之后，供养给僧团。

三藏小龙上座的弟子也有如此的钵，因此长老令人将钵盛满酥油之后，供养给僧团。以上是四种非法钵的

例子。 

若比丘没有接受金钱，而是净人接受金钱并被指示：「买一个钵供养这位长老」，于是净人与比丘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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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钵店，比丘看见一个钵，说：「我喜欢这个」或「我要这个」。净人将钱付给店主而购得该钵，则该钵

是完全如法的，即使佛陀也愿意用它。 

 

3.王戒(raja sikkhapada) 

「假如国王、大臣、婆罗门或居士将买袈裟的钱托付使者：『用这笔钱买袈裟，供养某某比丘。』该使

者来见比丘，说：『尊者，我为您带来买袈裟的钱，请接受它。』比丘告诉使者：『我不接受买袈裟的钱，

我接受适时如法供养的袈裟。』使者问：『尊者，谁是为您服务的净人？』如果比丘需要袈裟，他可以指出

为他效劳的人，不论是寺院的净人或在家居士，说：『某某人是比丘的净人。』使者嘱托该净人之后，回来

对比丘说：『您所指出的净人已经受我嘱托了，尊者，在适当的时侯去找他，他将供养您袈裟。』 

比丘需要袈裟时，来找净人，可以出言要求或提醒他二或三次：『我需要袈裟。』如果要求二、三次之

后得到袈裟，这样很好。万一没得到袈裟，比丘可以默然站在净人可见到的地方四到六次，如此做之后，

若得到袈裟则很好。万一没得到袈裟，比丘再作任何努力，因而得到袈裟则违犯尼萨耆波逸提罪。  

假如比丘得不到袈裟，他应该亲自或派人通知遣使送袈裟钱的施主：『你所寄来为比丘买袈裟的钱没带

给比丘任何利益，请收回你的钱，别使它遗失了。』这是比丘应该做的。」 

这条戒的注疏提供了许多须知，能帮助比丘了解在不同的场合该怎么说、怎么做。（下文将加以阐述） 

 

4.门答迦戒(mendaka sikkhapada) 

「诸比丘，若有信敬佛法的居士将金钱托付给净人，交代说：『请用这笔钱供养如法的必需品给这位尊

者。』 

如是，诸比丘，如来允许诸比丘接受得自那笔钱的如法必需品。然而，诸比丘，无论如何，如来绝不

允许诸比丘接受或寻求金钱。」 

注疏没有对这条许可给予个别的解释，关于这条戒，需要说的都已在王戒(raja sikkhapada)的注疏中

加以解释。这条许可的 后一行值得牢记在心，也是所有关于金钱戒的摘要：「诸比丘，无论如何，如来

绝不允许比丘接受或寻求金钱。」 

 

 

第三章：注疏选集 

 

以下是从注疏中选出的引证，以及作者的补充解释。 

出自《度疑注》(Kankhavitarani)的选集 

1. 「用这笔钱买一件袈裟，供养某某比丘」：（在戒条里提到）这话显示施主送钱的动机清净。如果施

主派遣使者时说：「将这笔钱给某某比丘」，那么，这笔钱是不清净地被传送，因为涉及不如法的钱，这种

情况下，比丘绝不应指出谁是他的净人。 

即使施主亲自来说：「我将这笔钱供养给你」，比丘也不应指出谁是净人，如果比丘说： 「某某人是我

的净人」，则造成钱被比丘接受，比丘就违犯尼萨耆波逸提罪。在这种情况下，比丘能做的只是拒绝接受

那笔钱。 

2. 「我们不接受买袈裟的钱，我们接受适时如法供养的袈裟。」这话显示这笔钱必须被拒绝，因为，

即使袈裟资金是以清净的方式被传送，但是使者的言语不如法。（「请接受这笔买袈裟的钱吧！」） 

金、银、钱币或货币等基金是造成违犯尼萨耆波逸提罪的犯因。珍珠、珠宝、红宝石、宝石、七种谷

物、女奴、男奴、稻田、耕地、果园或花园是造成违犯突吉罗罪的犯因。这些都不许为个人、佛塔、僧团、

群体、或其它人而接受。 

在这里以及注疏中其它地方所提到的「接受」，意即：以金银戒中所提及的三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来接

受。 

3. 如果使者以如法的方式问：「尊者，谁是为尊者服务的净人？」此时比丘可以指出净人给他。然而，

如果使者问：「谁能拿这些钱？」或「我该将这些钱交给谁？」那么比丘不应指出谁是净人。 

当使者以错误的方式问，如果比丘指出净人，比丘就违犯尼萨耆波逸提罪，因为这仍然是命令他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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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接受金钱。 

4. 提及「某某人是为比丘服务的净人」这话显示比丘如法的言语方式，比丘只能如此说，他不应说：

「把钱交给他」，「他将保管钱」，「他将换钱」或「他将去购买」。 

如果居士以如法的方式发问，比丘应以如法的方式指出净人。如果比丘以错误的方式指出净人，他就

违犯尼萨耆波逸提罪。 

5. 「你所指出的那个人已经受我嘱托了，尊者，在适当的时侯去找他，他将供养你袈裟。」意即：我

已经嘱托那个人，当你需要袈裟的时侯，他将供养你袈裟。如果使者真的如此说了，那么得到这样的通知

之后，比丘要求袈裟是如法的。如果使者只是前去将袈裟的钱放进净人的手中，那么，要求袈裟是不如法

的。 

向一个没有邀请比丘提出需求的人要求袈裟，这是一种邪命。 

6. 如果比丘说：「这位就是为比丘服务的净人」，并指出当时就在现场的净人，如果使者在比丘面前将

袈裟资金交到净人手中，并嘱咐：「为这位长老购买袈裟之后，请将袈裟供养他。」然后使者就走了。这时，

即使比丘没有被使者通知说：「……净人已受我嘱咐……」等话，比丘要求袈裟仍是如法的。 

如果使者在即将离去之时告诉比丘：「我将交付这笔钱到净人的手中，你领取袈裟吧。」然后离去，或

者他交代其它人来通知比丘，在这两种情况下，比丘要求袈裟都是如法的。尽管这条戒只提到「使者」，

假如施主亲自带钱来，步骤依然同前，区别也如同前述。 

7. 「我需要一件袈裟」显示比丘要求袈裟的正确方式，以同样的意思，用任何语言，说任何物品都是

如法的。如下的方式则不如法：「给我一件袈裟」，「为我带来一件袈裟」，「为我购置一件袈裟」或「为我

买一件袈裟」。 

出自《普端严注》的选集 

1. 不只为自己接受金钱是不如法的，如果施主带钱来，说：「我供养这个给僧团，造一座花园、餐厅

或其它。」接受这类金钱也是不如法的。依据《Mahapaccariya 注》：任何比丘若为他人接受钱，就违犯突

吉罗罪。 

2. 如果比丘拒绝接受钱，说：「比丘不许接受这个。」假如施主说：「我将把钱交给木匠或工人，你只

要监视他们工作是否适当就行了。」施主将钱给了工匠，离去，那么，这是如法的。如果他说：「我会将钱

交给我自己的人，或者我自己亲身保管，无论你需要将什么东西给予什么人，尽管派他们来我这里拿。」

这也是如法的。 

3. 假如没有提到僧团、僧群或个别比丘作为接受者，居士们只是说：「我们将这金、银或钱供养佛塔，

寺院、新建筑。」那么比丘不应拒绝，比丘应通知其净人说：「他们是如此如此说的。」但是，如果他们说：

「我们为了佛塔、寺院、新建筑而供养这些钱，你拿去保管起来」，如此，比丘就必须拒绝，说：「我们是

不许拿这个的。」 

在第一种情况，比丘不须要拒绝，因为他没有被要求接受钱，除了告诉净人他们所说的话之外，他什

么也不能做，他不能接受那笔钱。 

4.如果有人带大量的金、银或钱，说：「我将这些供养僧团，诸尊者，请从这里取得你们的四事供养吧。」

如果僧团接受了，僧团就犯戒，使用得自那笔钱财的必需品也是犯戒。 

如果在他要供养僧团之时，有一位比丘拒绝他说：「这是不许可的」，于是该居士说：「如果这是不许可

的，那么我将保留它。」说完就带着钱走了，其它比丘不应对该比丘说：「你障碍了僧团的利益」或说其它

诸如此类的话，任何对他说这类话的比丘就是犯戒（突吉罗），因为该比丘的拒绝拯救了整个僧团免于犯

戒。 

如果那些比丘拒绝受钱，说：「这是不许可的」，然后居士说：「我将把钱交给净人或给我自己的人，或

我亲身保管，你们尽管接受、使用得自于此的必需品吧。」那就是如法的。 

注疏中解释道：并非对所有的净人都运用这条戒中所显示的方法。它解释说：有十种和两类（被指出

与未被指出）的净人，细节如下： 

5.若某人派使者带来为比丘买袈裟的钱，使者到比丘处说：「尊者，某某人派我送钱给你买袈裟，请将

钱拿去。」比丘必须拒绝说：「这是不许可的。」如果使者问：「尊者有净人否？」如果有这么一个人，不论

他已被居士教导：「你要为这些比丘服务」，或他只是该比丘的朋友或亲戚，而为比丘服务，假如那时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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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比丘跟前，于是比丘指出他，说：「这位是诸比丘的净人。」如果使者当下就将钱交给净人，并说：「买

了袈裟之后，供养这位长老。」说完离去，这称为：由比丘指出在场的净人。? 

然而，如果当时净人不在现场，比丘指出说：「在某某村，名叫某某的人是比丘的净人。」于是使者前

往该处，将钱交给净人，并说：「买袈裟供养某长老。」然后使者回来通知比丘，之后才离去，这称为：由

比丘指出不在场的净人。 

如果使者不亲自回来通知比丘，而派遣另一个人回来通知，说：「尊者，袈裟资金已由我们交给净人了，

你可以领取袈裟。」这称为：第二种由比丘指出不在场的净人。? 

如果使者并没有像上述派遣人回来通知，而是前去找净人之前就先向比丘说好：「尊者，我将会把钱交

给净人，尊者可以领取袈裟。」这称为：第三种由比丘指出不在场的净人。? 

于是，由比丘指出的净人有四种：一种是由比丘指出在场的净人，另外三种是由比丘指出不在场的净

人。在这四种情况下，比丘必须完全正确地依照王戒(raja sikkhapada)中所叙述的方式来做。 

如果比丘像上述的方式被使者询问，比丘因为没有净人，或者无意安排净人，而说：「我没有净人。」

此时，如果有人来到，使者将钱交给那人，离去之前向比丘说：「从此人取得袈裟。」这称为由使者指出在

场的净人。? 

另一种情况，使者自行入村，选择一人，将钱交给他，然后像上述三类情况做：亲自回来通知比丘，

派人回来通知比丘，或入村之前向比丘说：「我将会把资金交给某某人，你可以领取袈裟。」然后离去。这

三种称为：由使者指出不在场的净人。（?、?、?） 

这四种通称为：由使者指出的净人。在这四种情况〔5-8〕之下，比丘必须正确地依照在门答迦基金

(Mendaka allowance)中所说的方式来做： 

「诸比丘，若有信敬佛法的居士将钱托付给净人，交代他说：『请用这笔钱供养如法的必需品给这位尊

者。』如是，诸比丘，如来允许诸比丘接受得自那笔钱的如法必需品。然而，诸比丘，无论如何，如来绝

不允许诸比丘接受或寻求金钱。」 

根据这项许可，没有限制比丘提出要求的次数，只要比丘没有认可接受该笔资金，即使他出言要求或

默然站立一千次，都可以接受如此得来的如法必需品。如果他们不给比丘任何必需品，则比丘可以指定另

一人做为净人，然后应命令那人将必需品带来。 如果比丘愿意，可以通知原来的施主，如果比丘不愿意，

也可以不通知。 

若使者以上述的方式问比丘，而比丘回答：「我没有净人。」此时，若在场的某一人听到此话而告诉使

者说：「贤者，把钱给我，我将为尊者买袈裟，然后供养他。」使者说：「好的，贤者，由你来供养袈裟。」

使者将钱交给该人之后，没有通知比丘就离去了（没有告诉比丘：可以从那人领取袈裟）这样称为：由自

己之言宣称成为净人。? 

另一种情况是：若使者只是将钱交给任何一个人，并告诉他：「你供养袈裟给尊者。」这称为：由他人

之言宣称成为净人。? 

后这两种称为：未被指出的净人，在这两种情况〔9-10〕之下，比丘必须当作他们既不是亲戚，也

没有邀请比丘可向他们要求必需品。如此，若他们自愿供养袈裟，比丘可以接受；若他们不愿供养袈裟，

比丘亦不应有所表示。 

 

 

第四章：舍财与忏罪 

 

若比丘接受了金、银或钱，根据戒律，他必须先在僧团前舍弃这些不净物，然后忏悔所犯之罪。如果

他用金、银或钱买了任何物品，则必须舍弃这些物品，然后才忏罪。如果在比丘舍弃财物之时有居士在场，

可以向该居士说明事情的经过，若该居士拿取该金钱并询问说：「我该用这钱换取什么？」僧团可以告诉

他：「某某物是许可的（如：酥油、奶油等）。」但不能告诉他说：「购买某某物。」若该居士买了某物供养

僧团，除了那位犯受钱戒的比丘之外，其它所有比丘都可以受用所供养之物。假如没有居士在场，僧团则

可以指派一位比丘将钱拿去丢掉。 

佛陀完全没有说受钱或以钱购物的比丘能从中得到任何利益，但是如果这笔钱如法如律地舍弃，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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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僧众可以从中得益。如果该金钱或物品没有如法如律地舍弃，任何比丘或沙弥都不能去使用它们。 

若比丘没有舍弃或丢掉金钱或以钱购买的物品，则不论他忏悔多少次，他仍然犯有此罪。如此，若他

听诵比丘戒或宣称自己清净，他即更犯下故意妄语罪。比丘戒本中如是陈述： 

「任何比丘被询问到三次，自知有罪不发露者，犯故意妄语罪。诸大德，佛陀说故意妄语罪是证悟的

障碍。」  

 

 

第五章：现代的方法 

 

现在，比丘有很多方法能储积与使用大量金钱。如果你是比丘，你会在不同的佛寺遇到不同的方法，

大多数但并没有依照圣典中所订立的程序。 好避免这些有问题、不可靠的作法，而遵循圣典中所指示的

步骤来实行。 

举例而言，圣典中并没有教导比丘在居士要供养金钱时，指示居士如何供养如法的必需品。圣典中教

导说：当钱是以「要供养给比丘」的不清净动机被传送时，比丘不应指出净人。没有任何方法能使供养金

钱成为如法，金钱绝不可能属于比丘。比丘不能指示如何使用必需品基金里的钱，而只能要求必需品。这

些要点相当微细，也许是基于缺乏研学、或依循惯例，或受到潜在对金钱的欲望之影响，大部份比丘并不

了解这些要点。 

然而，不接受金钱的比丘如何取得如法的必需品呢？佛陀允许比丘经由几种方法取得必需品： 容易

的方法是向自己的亲戚（有血缘关系的，姻亲不算在内），或已邀请比丘可以向他们要求必需品的居士提

出要求。正常情况下，比丘不能向未曾提出邀请，而且不是亲戚的人要求必需品，这样做是邪命。然而，

如果比丘生病，他可以向任何人要求医药或食物。此外，如果比丘的袈裟或钵被偷或毁坏，他也可以向任

何人要求（见：尼萨耆波逸提第 6与 21 条）。比丘也能要求居士帮忙劳动，或向居士借用工具。他可以要

求人从公共水源（如河川或水坝）提水，但他不能向住家要私人拥有的水来喝。比丘也可以从法律所允许，

不属任何人所有的荒野取得木材、石头或建筑材料。 

一个人要出家为沙弥或比丘之前，可以先安排一笔钱，作为提供他出家后的必需品之用 。这笔钱可由

亲戚或朋友保管，并教导他们在他出家之后供养他必需品。新出家的比丘或沙弥可以向持有这笔钱的血亲

（有血缘关系的亲戚）要求必需品，但是，如果持钱者是朋友，则必须在这位朋友提出邀请之后，比丘或

沙弥才能向他要求必需品，这必须在出家之前事先向朋友解释清楚。 

出家后，如果银行里还有他在家时所存的钱，那么他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这些钱做任何的安排。

他可以将钱留在银行，直到还俗，而不要在出家期间使用那些钱。或者，他可以将钱送给他的父母、亲戚

或朋友，但是不能送给比丘，沙弥或佛寺。 

出家后，接受与使用退休金也是不如法的。想要在退休后加入僧团的人，必须在出家之前，将退休金

做个妥善的安排。  

 

 

第六章：在家施主须知 

 

你知道佛陀不允许比丘与沙弥接受金钱吗？ 

你必定注意到绝大多数的比丘接受并使用金钱，这是导致佛陀的教法衰没的原因之一。借着了解应如

何供养佛陀许可的必需品，你能帮助护持佛陀的正法久住。 

在这一章里，我们列出了在家人必须谨记的要点，以便能够帮助比丘在不违犯戒律的情况下获得必需

品。 

1.绝对不可以供养金钱给比丘，只可供养佛陀允许的必需品，像：袈裟、药品、书籍、或车票、船票、

机票。如果你不确定比丘需要什么，你可以问他，或邀请他有任何需要时可以向你 口要求。 

2.供养比丘必需品的基金可以由净人（为比丘服务的在家人）保管。净人的职责是购买必需品，然后

供养给比丘或全寺的僧众。不应问比丘：「我该把这笔钱交给谁？」如果你这样子问，比丘则不被准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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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净人是谁。你应如此问：「尊者，我想供养给您，请问谁是您的净人？」 

3.将钱交给净人，并教导他如何做之后，要通知比丘说：「我已经托付了必需品的基金若干元给你的净

人，当您需要必需品时，可以向他要求，他会供养必需品给您。」 

4.如果你已经知道比丘的净人是谁，你可以直接将钱托付给净人，然后像上述第 3 条那样通知比丘。 

请仔细阅读上述要点，并记住该说的话。上述的步骤是佛陀允许的门答迦许可(Mendaka allowance)： 

「诸比丘，若有信敬佛法的居士将金钱托付给净人，交代他说：『请用这笔钱供养如法的必需品给这位

尊者。』 

如是，诸比丘，如来允许诸比丘接受得自那笔钱的如法必需品。 

然而，诸比丘，无论如何，如来绝不允许诸比丘接受或寻求金钱。」 

 

结 论 

 

关于金钱的戒条解释起来相当复杂，但是实行起来并不困难，比丘必须做的只是拒绝接受金钱而已。

真诚遵守戒律的人将在佛法中得到更深的领悟，他们将能体验到持戒的成果，这成果不存在戒条的文字里

头，但存在持戒者的内心当中。 

 

中文版后记 

 

在两千多年前，当释迦牟尼佛还在世时，有一天，佛陀告诉弟子们这样的一件事。 

「诸位比丘，这已经是相当久远的事了。有一个叫塔萨拉哈的皇族，拥有一个用来报告时间及警报的

战鼓，取名为阿能诃战鼓。」 

「这个战鼓每天都为城里的人民报告时辰。若遇到急迫事件发生时，士兵们更是大力的将鼓敲击得震

耳欲聋，以便让人民做好防备。」 

时光飞快的流逝了，这个簇新的战鼓，慢慢的出现剥落及裂痕。塔萨拉哈皇族见到这个情形，赶快吩

咐木匠找新木片将裂痕换补上去。过后当鼓皮再出现剥落及裂痕时，他们也同样的换上新的鼓皮。 

就这样重复的换了一次又一次， 后，原本的木片及鼓皮都完全被新的木片及鼓皮取代了。佛陀说到

这里，便问弟子们说： 

「比丘们，这个阿能诃战鼓还在吗？」 

「敬爱的佛陀，战鼓还在呀。」 

「它还叫阿能诃战鼓吗？」 

「是的，它还是被称为阿能诃战鼓。」 

「这个战鼓是不是原来的那个阿能诃战鼓呢？」 

「敬爱的佛陀，它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阿能诃战鼓，因为所有的木片及鼓皮都被换掉了。」 

这时，佛陀才说：「比丘们，同样地，如来所宣说的教理也会在未来出现和阿能诃战鼓一样的情形。到

了某个时候，会有一些比丘，因为当时的情势所需或由于个人的贪心、欲望、无明而把佛法一点一滴的换

掉、更改、甚至歪曲。 后如来的圣教将会被涂改得面目全非，甚至荡然无存。所剩下来的仍然被称为『佛

教』，但实际上佛陀的教诲已经荡然无存了。」 

 

摘自：《泰文大藏经》 

愿佛法长存于世 

Buddha sasanam ciram titthat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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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净人基本认知 

 

一、南传比丘不持金银，因此若有净人（或受持五戒的居士）能够适当帮忙处理与金钱有关的事物，

就能让比丘在生活上及行政上更能顺畅，并减少修行及弘法上的障碍。 

二、僧团须要在家居士作为外护，而居士若能亲近如法的僧团或比丘，则可于佛法的领域里更深一层

体会法味。居士若能进而当任「净人」(Kappiyakaraka 比丘的随从)，则更能亲近比丘的身教。 

三．受持五戒的男女居士若希望当比丘的净人，则可主动向比丘邀请，说：「师父(Bhante)，我（在某

段时间）可以当您的净人，如果您需要任何帮忙或服务，可以告诉我说。」。比丘也可以主动邀请居士当净

人。 

四、净人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可以帮忙一位或多位比丘处理日常的需要。 

五、有些居士想要供养比丘但不知比丘受持不持金银的戒律；净人当时若在旁，则可主动处理，并告

诉施主：「我是净人，可帮忙师父处理日常生活必需品。」 

六、施主委任净人供养比丘「生活必需品」的等值品(cetapana 资金)事宜之后，可直接跟比丘讲：「我

供养师父日常生活必需品价值若干，已交代给某净人，若您有需要任何必需品时，可以向他索取」。施主

也可请净人代为报告。比丘被告知之后才能提出必需品的索求。 

七、比丘通常会主动告诉净人他欠缺的日常生活品，以便净人能从施主已供养的「生活必需品」

(catupaccayo 四资具﹑钱)中，适时的拿出来使用。而净人(或居士)亦可善巧观察，主动关心比丘是否有

欠缺日常生活品。 

八、若施主知道比丘受持不持金银戒，且想要供养比丘，但当时净人不在身旁，而只有比丘与施主，

这时施主可善巧地请问比丘：「哪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应将供养的资具放置哪边？」并且告知比丘：

「师父我供养您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价值(多少)元，请转告净人。」 

九、净人可帮忙处理施主供养比丘的「生活必需品」。如果比丘没有资具，也没有净人或不用净人，那

么施主可直问比丘：「师父 近有没有需要什么？」或可邀请说：「师父若有生活上的需要时，请告诉我。」

如果施主有这样的邀请，比丘在四个月内，可以找施主表明他的需要。施主也可以提出「终身」的邀请。 

十、净人因不谙戒律或正法，有时心中会有疑点，因此适时且适当地提出问题是正确的。除非有下列

特定的因缘，净人才不再护持某比丘:「有诸优婆塞以小小瞋嫌比丘便不复敬信。佛言：优婆塞不应以小

小事不敬信比丘，若比丘成就八法然后不应敬信，(1~4)毁訾三宝及戒，(5)欲不利诸优婆塞，(6)与优婆

塞作恶名声，(7)欲夺优婆塞住处，(8)以非法为正欺优婆塞，是为八。」(《五分律》卷第二十六﹐大正

22.175) 。否则不要因为误会，而与比丘之间心生嫌隙。 

 

---------------------------------------------------------------------------------- 

 

粪甲虫经--《相应部二》 

 

一时，世尊住舍卫城 (祇树给孤独园)。 

「诸比丘！利养、恭敬与名誉极为可怕(、刺激、粗暴，为证得无上、安稳)的障碍。 

诸比丘！譬如食粪的粪甲虫，满身是粪，满肚是粪，在牠前面有大粪堆。 

牠轻视别的粪甲虫，说：『我是食粪的，满身是粪，满肚是粪，在我面前有大粪堆。』 

诸比丘！同样的，若有一比丘，败于利养、恭敬与名誉，心为迷惑。早晨着衣、持钵，入村或街，他

在那里吃，翌日受宴请，满钵。 

他到僧园中，在比丘众中夸口说：『我已饱食，我明日受宴请，满钵，我得衣、钵食、床座、生病所需

的药物、资具。别的比丘因少功德、少力，不得衣、钵食、床座、生病所需的药物、资具。』 

他败于利养、恭敬与名誉，心生迷惑，轻视别的善良比丘。诸比丘！那个愚人实在长夜不利与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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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比丘！如此利养、恭敬与名誉极为可怕 (刺激、粗暴，为证得无上、安稳的障碍 。) 

(诸比丘！应当如此学习：我们应舍既有的利养、恭敬与名誉，对未来的利养、恭敬与名誉，应不执着。) 

诸比丘！应当如此学习。」 

 

( 明法比丘译自： S.II. xvii 5 pp.228~9；《相应部二》第 17 相应〈利养与恭敬相应〉第一品 (五) 

粪甲虫 )  

--------------------------------------------------------------------------------- 

 

《增支部.七集.火蕴譬喻经》的摘要 

 

一时佛陀与众比丘在憍萨罗国游方，在某处看到一堆烈火。佛陀即离 那条路，走到一棵树下，坐在

阿难尊者以袈裟为他准备好的座位上。过后佛陀问众比丘：「诸比丘，是那一者比较好，是坐下抱着一团

烈火比较好呢，还是坐着抱着一位身体柔软、触觉美妙的少女？」 

众比丘无知地回答说抱着少女会比较好。 

佛陀即解说对一个不持戒的人来说，抱着烈火是比较好的，因为这只让他痛苦一生，然而抱着少女将

导致他们投生恶道。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根据《相应部.燃火之教经》（Adittapariyaya Sutta of Samyutta 

Nikaya）所述，执着于坐着抱着身体柔软、触觉美妙的少女的享受是不善法。这不善法有很强的力量，能

够带来投生到遭受极度痛苦的恶道之果报，而且必须如此遭受痛苦一段很长的时间。 

过后佛陀再问众比丘： 

一、 是给一个强壮的人折磨、鞭打双脚，至皮、肉、骨都破裂与粉碎比较好，还是乐受信徒的顶礼比

较好？ 

二、 是给一个强壮的人以尖利的矛刺穿胸膛比较好，还是乐于接受信徒的顶礼比较好？ 

三、 是给一个强壮的人以一块烧得火红的铁片紧捆全身比较好，还是穿用信徒所布施的袈裟比较好？ 

四、 是给一支烧得火红的器具拉 嘴巴，再投入一粒烧得火红的铁球，烧掉从嘴至肛门的内脏比较好，

还是食用信徒布施的食物比较好？ 

五、 是给一个强壮的人紧捉头及肩，再强压下去坐或躺在一个烧得火红的铁床比较好，还是用信徒布

施的床比较好？ 

六、 是头下脚上地给一个强壮的人捉着，再抛进一大锅烧得火滚的铁里比较好，还是住在信徒布施的

寺院里比较好？ 

对于较后的这六个问题，众比丘也给予有如第一题那样无知的答案。而佛陀的解释也有如第一题的，

即对于不持戒的人，双足给人撕裂、打碎或胸膛给利矛刺穿等比较好，因为他们将只受苦一世。反之，若

乐受信徒的顶礼、接受信徒的顶礼等将会导致他们投生恶道，在漫长的日子里遭受极端的痛苦。 

后，佛陀以下面的话结束这一次的 示： 

「为了带给布施的信徒 大的利益，和使自己在僧团里的生活有益，比丘必须致力于三学；希望带给

自己与他人福利的比丘必须时时刻刻保持正念与精进。」 

示结束时，六十位持戒不清净的比丘当场口吐热血；六十位犯了轻戒的比丘则即刻还俗；六十位持

戒清净的比丘则证得阿罗汉果。 

 

这是《火蕴譬喻经》的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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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钵乞食的意义 

 

１.佛陀贵为王子，出家修道解脱，用托钵乞食得到食物等生命的必需品。这是世人值得景仰，出家人必

须学习实践的。 

 

２.佛陀教导佛弟子修习正命，用正当的方法取得生活必需品，出家人的方法就是托钵行乞。在光天化日

之下，公 光明地接受信众布施，清净安心。不可以装神弄鬼、符咒妖术等邪命方法骗取信众布施，也不

可以从事生产或买卖事业来赚取物品。 

 

３.佛陀教导出家人托钵行乞，少欲知足专心修行。出家舍离世俗的家业、生产事业，经济的贩卖贸易，

少事少烦扰，安心修行。透过 简单的托钵行乞获得食物和衣服、住所、药品等生活必需品，这是佛陀教

导出家人修习少欲知足的 基础方法。 

 

４.托钵是出家人每天应做的事，于四种资具的供养，懂得适量，不积蓄物品。避免为了积蓄所起的贪心，

去除因为财产物品的积蓄所产生的骄慢。出家人也可以随缘接受人们送至寺院供养的物品，或接受信众邀

请到家里接受供养，但这些都是一餐之量，知量知足。 

 

５.托钵乞食去除憍慢。剃头出家，破身好相，舍弃一切装饰品，穿着袈裟，背着钵，天天托钵，以行乞

养活自己。天天这样子审思观照自己，还会增长憍慢吗！佛陀第一次回到自己的故乡弘法，很自然地托钵

行乞，但他的父王反而觉得很丢脸，可见世俗人去除憍慢有多难！为了解脱烦恼，自降身份来行乞，这是

佛陀智慧的教导。 

 

６.托钵可去除自己的贪心。托钵是次第乞食，平等接受布施。不为了食物而攀缘施主，不为了美好的食

物而结好贵人。培养平等心，去除贪心。 

 

７.托钵去除瞋心培养慈心。托钵见到施主欢喜布施的善业，出家人随喜他的善，心存感激，对他修习慈

心，祝福施主安乐、没有痛苦，成就一切善。 

 

８.托钵让施主有机会修习善业。修习不杂染的善业要有好的因缘，供养如法修行的出家人，这是修习清

净善业的难得因缘。出家人托钵让信众为自己的生命种福田，自己的生命培养资粮，得到美好的果报。 

 

９.托钵让在家人有机会接近三宝，进一步学习佛陀纯正的妙法。在家人透过布施的善业与三宝结缘，或

则亲眼目睹三宝住世而有缘学习佛法。如法托钵的清净善业是三宝住世的表显，对世间是一大功德。 

 

(原载：《原始佛教学院法音》 第一号，2000 年 10 月 10 日(《嘉义新雨杂志》第 34 期) 
 

- 186 - 


	 第一品至第十品   比丘戒略释（略） 
	      第十一品   护身  
	        第十二品   资具 
	    第十三品   依  止 
	    第十五品    礼敬 
	    第十六品    安  居 
	    第十七品    布萨   自恣 
	    第十八品   细  行 
	    第十九品    四时药 
	    第二十品    物 
	    第二十一品    毗尼羯磨 
	    第二十二品    僧羯磨 
	    第二十四品    结   界 
	    第二十五品    执 事 僧 
	    第二十六品    迦提衣 
	    第二十七品    出家及具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