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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代的新倫理
─星雲大師的「十要十不要」

溫金玉

中國人民大學淨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

人間佛教的主旨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的」。

如何契理契機，攝受大眾，將佛法的正知正見傳達到社會

人群之中，使他們在品質層面有所提升，心靈層面有所淨

化，日常行事有所遵守，生活倫理有所敬畏，這成為當代

宗教家思考的焦點問題。星雲大師的《貧僧有話要說》一

書，延續了以往佛教人間性的主題，以及平和親切的敘事

風格，用最簡潔通俗的文字，表達著對當代社會倫理走向

的人文關懷。大師在書中列出許多欄目來闡述人間佛教的

主張，第三十說為「我訂定佛教新戒條」，集中闡述對戒

律現代化的思考，「十要十不要」的新戒條，是大師「護

教安眾」的創新。這樣的「新戒條」打破了僧信界限，融

合了世俗倫理與出世戒法，人人都能守法持戒，世界就會

消除人我區別，以同理心來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就是

「人間佛教」的使命，這就是「佛光新戒條」的普世意義，

這就是佛陀一代時教為未來人類帶來的一道光明。

關鍵字：星雲大師　佛光山　人間佛教　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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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千五百多年前，佛陀在菩提樹下悟道，鹿野苑初轉法輪，佛

法於恆河兩岸傳播開來。絲路開通，東來傳教的高僧、西行求法的

先賢，行走於漫漫黃沙，浮沉於驚濤駭浪，佛法終究滋潤了中華大

地，寺塔林立，梵樂聲聲。從義理層面的格義合本，到制度視域的

僧制清規，展示了中國佛教一路走來的理論創新與制度適應。當歲

月的車輪進入新的時代，佛教如何更好的弘法利生，更好地張揚信

仰的力量，是大變局中的一個教化焦點。從太虛大師開始，所宣導

的「人間佛教」運動，逐漸成為現代佛教的主題，也成為後繼者生

死以之的事業追求。如何契理契機，攝受大眾，將佛法的正知正見，

傳達到社會人群之中，使他們在品質層面有所提升，心靈層面有所

淨化，日常行事有所遵守，生活倫理有所敬畏，這是當代宗教家應

思考的問題。

星雲大師的《貧僧有話要說》一書，延續了以往佛教人間性的

主題，以及平和親切的敘事風格，用最簡潔通俗的文字，表達著對

當代社會倫理走向的人文關懷。書中列出許多欄目來闡述人間佛教

的主張，第三十說為「我訂定佛教新戒條」，集中闡述大師對戒律

現代化的思考與主張，可以說是對原有《人間佛教的戒定慧》中「戒

學」的再提煉與再展開。

一、「隨方毗尼」─戒律的實施原則

佛教的主題是內修外弘，宗旨是上求下化，佛陀的教化之路是

自覺覺人，自利利他；從個體走向群體，從僧團走向社會；由心靈

體悟外化為行為指南，由倫理建構改進現實人生。其實戒律就是僧

團倫理的確立，也是社會道德的表率。

新時代的新倫理―星雲大師的「十要十不要」



《　　　　　》學報‧藝文│第三十一期

44

佛陀悟道以後，四處講說佛法，僧團漸漸組成。早期追隨佛陀

學習的弟子多是善根純厚之人，所以其時並無有戒律產生，佛陀只

是勉勵僧眾「善護於口言，自淨其志意，身莫作諸惡」。但隨著佛

教影響日遠，僧團裡人數增多，魚龍混雜、凡聖同居，日趨複雜，

不如法的事件開始出現；為護法安僧，避免世人之譏嫌，佛陀開始

制定眾多戒條，以約束比丘眾的行為，並採納每半月布薩、懺悔、

誦戒，以維持僧團的清淨與和合。這就是佛制戒律之緣起，即「隨

犯隨制」。每條戒律的產生都有其特定的因緣，所以說毗尼是因緣

所顯。 

佛滅後約百年內，佛教曾有兩次「大結集」，其緣由皆因戒律

問題。而戒律之爭也是因為不同地區比丘對戒法的理解不同而致。

佛陀涅槃後，僧團面臨著如何穩定局勢，不使僧眾星散的大問題。

大弟子迦葉遂發起王舍城大會，結集經律遺教。結集大會在王舍城

外的七葉窟召開，有 500 位大比丘參加。由「多聞第一」的阿難誦

出經（法）藏，由「持律第一」的優波離誦出律藏。在結集過程中，

有一事對後世影響很大，那就是阿難在會上曾傳達佛陀的遺言：

佛教第一次經典結集時，曾對戒律問題有所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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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戒可捨。」何者為「小小戒」？阿難當時並沒有向佛陀問清

楚，由是結集會議上發生了爭論。最後，阿難為了團體的和諧，承

認自己當時不問明白之過失，終止此爭論，乃由迦葉裁定：「若佛

所不制，不應妄制，若已制，不得有違。」由此，戒由佛制成為定

制，使得戒律失去了變通的餘地。

佛滅百年後，因為戒律問題，佛教內部再次發生了嚴重的爭論，

這次辯論大會雖以乞錢為起因，雙方爭辯的內容卻有十項，故稱為

「十事非法諍」。這「十事」即是阿難所說的「小小戒」，東方比

丘認為不妨有其彈性；但西方耶舍一方，不但堅持這十項均為「非

法」，而且戒律中明列禁止這十項為成文法。當地的跋耆族比丘受

此挫敗，內心憤憤不平，另行結集，逐漸演變成部派的分裂。從此

在佛教內部分為東方系統的大眾部，與西方系統的上座部。 

戒律既為因緣所顯，就有它的局限性；因為任何一種因緣，都

只能在一種特定的時空中存在，它包括了文化傳統、政治背景、風

俗習慣、時尚愛好等種種元素。其實佛陀時代就已有這一方針。在

《五分律》中，記載有關於「隨時毗尼」與「隨方毗尼」的遺訓。

佛陀說：雖是我所制，餘方不為清淨者，不必行；雖非我所制，餘

方清淨者，則必行之。 

星雲大師明確說：「佛陀建立教團，制定了很多的戒條，比丘、

比丘尼、沙彌、沙彌尼，甚至在家的男女居士優婆塞、優婆夷、式

叉摩那等七眾弟子，都各自有戒律。但是，當初的社會環境、物質

條件、文化背景、地理氣候、風土民情等，都與這許多教條的制訂

有關。」1 佛教的戒律是因時、因地、因人而制定的，因應當時的

1.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紀室妙廣法師等記錄：〈我訂定佛教新戒條〉，
《貧僧有話要說》，台北：福報文化，2015 年，頁 416。

新時代的新倫理―星雲大師的「十要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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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緣。這些條文之中，有的不適於在印度以外的地區來實行，這就

是表明它有在地性的局限。還有一些規定，根本是隨順當時民間乃

至外道的習俗而制。根據隨方而變的原則，佛教戒律亦應隨著時代

的不同而作適應性的改變，這是符合佛陀制戒本懷的。

大師指出，進入二十一世紀，佛教已成為世界性的宗教，各地

人文不同、環境不同，地理氣候、生活方式、觀念想法也都不相同，

依照佛陀制戒原則，應是可開、可遮，而不應是固定一成不變的。

只是因為結集時，以大迦葉為代表的重律系弟子強調戒律的神聖性

與不可變動性，提出制戒鐵律：佛所制戒，不可更改；佛未制戒，

不可增加，但大師認為：「佛法講世間無常、法無定法，這並不能

符合佛說無常的真理，如果不能依照無常的規律去改變，佛教就不

能進步，不能適應當今世界的環境了。」2 這樣就將一種圓融變通

的「活」的戒律，變成了呆板停滯的「死」的教條。大師特別以事

例來說明，如「偏袒右肩」：

假如生長在哈爾濱、西伯利亞的佛教徒都要偏袒右肩，不

是要把膀子都凍僵了嗎？就是沙彌戒中的「不捉持金銀寶

物」，如果沒有獎學金、沒有路費，如何去雲遊參學訪道

呢？所以，當初佛所制訂的沙彌戒，即使是現在的大比丘，

都不容易做到。又好比在當時印度熱帶的氣候下，所謂「日

中一食，樹下一宿」，是很逍遙自在的，但如果換到其他

地區，哪裡有辦法做到「日中一食，樹下一宿」呢？ 3

2.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紀室妙廣法師等記錄：〈我訂定佛教新戒條〉，
《貧僧有話要說》，頁 416。

3. 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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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在進步，弘法的環境在變異，佛教的戒律卻不能與時俱

進。大師感嘆：「在現今的佛教界，可以說，傳戒的那許多老師們，

自己都不能做到不犯戒條，但是，每一個都說不可更改，這種虛偽、

假相、不務實，怎麼能讓佛教隨著時代進步呢？」4

我們可以追溯戒律傳入中國後的演進歷程。佛教初傳中土百餘

年間，雖有經典傳譯，卻獨缺律典，直至三國時代的曹魏嘉平年間

（249-253），戒律才傳入中國。《梁高僧傳》載：曇柯迦羅，此

云法時，本中天竺人，「以魏嘉平中至洛陽。于時魏境雖有佛法，

而道風訛替。亦有眾僧未稟歸戒，正以剪落殊俗耳。設復齋懺，事

法祠祀。迦羅既至，大行佛法。時有諸僧，共請迦羅譯出戒律。迦

羅以律部曲制，文言繁廣，佛教未昌，必不承用。乃譯出《僧祇戒

心》，止備朝夕。更請梵僧，立羯磨法受戒。中夏戒律，始自於

此」。5 這表明曇柯迦羅在洛陽所看到的中國僧眾形象，只是剪落

鬚髮有別於世俗之人，但未稟皈戒，所行法事，如同民間祠祀一般，

更談不上戒律的約束。所以用戒律來規約出家眾，當是最為急迫。

但當時佛教只屬初傳期，並未在社會層面普及開來，如果將複

雜繁瑣的戒律條文譯出，令人遵行，恐不現實，所以權衡之下，曇

柯迦羅只是譯出《僧祇戒心》戒本 1 卷，作為僧眾日常行持的依據，

又敦請梵僧建立羯磨法，這被認為是中國戒律之始。朱士行受戒出

家，此為中國沙門之始。即使如此，傳戒依然是不甚明了。「原其

漢魏之僧也，雖剃染成形，而戒法未備，于時二眾唯受三歸。後漢

永平至魏黃初以來，大僧、沙彌曾無區別。」6 出家倫理混亂，比

4. 同註 2，頁 417。
5. 《高僧傳》卷 5《曇柯迦羅傳》，《大正藏》第 50 冊，頁 324 下 -325 上。

6. 《大宋僧史略》卷上，「立壇得戒」，《大正藏》第 54 冊，頁 238 中。

新時代的新倫理―星雲大師的「十要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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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與沙彌無法辨別，「曇摩迦羅乃上書乞行受戒法，與安息國沙門

曇諦同在洛，出曇無德部四分戒本，十人受戒羯磨法，沙門朱士行

為受戒之始」。7

僧團雖已建立傳戒制度，僧

人也不再僅是「剃髮」、「染

衣」，但真正對佛教戒律有所回

應的是從釋道安（312-385）才

開始的。僧團業已成立，而維持

僧團的戒律制度卻不完備，所

以，戒規的建立是當時最為迫切

需要解決的問題。為護持僧團之

清淨，以規約來規範僧眾，道安

遂制「僧尼軌範」，開啟了中國

佛教史上依律法而別立僧制之先

河。這為日後禪林創立「清規」打下了伏筆。道安之後，隨著佛教

在更大範圍內的傳播，佛教與中國社會諸系統的協調也在各個層面

展開。為適應這一新形勢的需要，佛教內部又出現了許多依據律藏

而制定的僧制軌範。 

戒律出自印度，其中許多戒條並不符合中國的風俗習慣，這樣

必然會引發諸多爭論與修正。然而，儘管改革的呼聲很高，但從佛

法的角度說，戒律畢竟為佛陀金口所宣，並不是說變就變，想變就

變的。這樣，一種更讓社會各界和僧團內部所能接受的形式便應時

而生，這就是中國佛教的僧制制度。 

7. 《佛祖統紀》卷 35，《大正藏》第 49 冊，頁 332 上。

道安大師制「僧尼軌範」，開啟中國
佛教史上別立僧制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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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律在向中國傳播的過程中，為了適應中國的民生實際，也進

行了盡可能的革新，制戒之精神最終以中國人制定的僧制來規約僧

團，在授戒方面則大規模地弘傳重在制心的菩薩戒，至惠能時傳授

「無相戒法」，再其後終於創造性地推出了中國僧團自己的戒律，

即「禪門清規」。禪僧從修持理念至行為方式均有別於其他宗派，

然其生活卻依附於律寺，這樣不合規度之事就會經常發生，修持行

為與環境所在已形成尖銳矛盾。如何協調禪僧與律寺的不相適應性

就成為僧團的當務之急。百丈懷海於是別立禪居，減少與義學、律

學僧眾相聚一處所產生的齟齬；且提倡「農禪並重」，解決僧團生

存問題。清規的確立，使中國僧團走向了制度化、規範化的僧伽生

活。

叢林清規的產生雖是依據當時僧團的實際理地而創制，但其本

質依然是對印度戒律的繼承，在護法安僧的根本精神上並無二致。

清規一如戒律。戒律是佛陀為了規範僧倫，令正法久住而制定，所

謂「戒住則僧住，僧住則法住」，清規之制定同樣是使僧團和合，

清淨無諍，就如星雲大師所指出的：

佛教傳到中國來，過去的祖師大德，他們知道戒條對生活

的重要，沒有戒，也不成僧團；但是要依照傳統的戒律、

戒條，佛教勢難在人間各種社會裡面發展。所以中國的祖

師們非常聰明，像「百丈立清規」，他們不破壞佛制的規

矩，但用清規代替了戒律。可以說，千餘年來的佛教，都

是靠叢林的清規，才能把佛教教團的慧命一直延續下來，

讓僧團安住，讓佛教發光。8

8.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紀室妙廣法師等記錄：〈我訂定佛教新戒條〉，
《貧僧有話要說》，頁 417

新時代的新倫理―星雲大師的「十要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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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要十不要」的倫理準則

從本質上來說，佛教的戒律並不單單指向出家眾，而是對社會

人群的一種普遍價值導引。令未信者信，已信者令增長，就是佛教

傳道的宗旨。佛教不是佛教徒專屬的佛教，而是全民的佛教，大眾

的佛教。「現在佛教也不只是寺院了，佛化家庭之外，學校、機關、

社會、國家，都需要人間佛教給予引導。」9

星雲大師在《我不是「呷教」的和尚》一書的〈自序〉中坦露

心跡：

我希望佛教靠我，我不要靠佛教，也就是我不要做一個「呷

教」的和尚。我自許做一個報恩的人，並且發願：我要給

人，不希望人家給我。「佛教靠我」這句話，成為我心中

的一盞明燈。10

不要佛教養我，我要讓佛教成長，這是星雲大師的「初心」與「一

生踐行」。

佛光山數十年的人間佛教弘法實踐與僧團建設，不僅擁有成熟

的理念，也有完整的建僧制度。分布於世界各地的佛光道場，以及

超過 1300 多人的龐大運行組織，不僅要有廣闊的國際視野，也要

具備超強的領導力與執行力，而這一切效率的實現，離不開健全的

僧團制度與道場規範。大師說：「我在創建佛光山之初，也曾經訂

過『怎樣做個佛光人』，總共十八講；我也為佛光山教團制定『佛

光山清規』，這一切都看佛光山傳承的弟子，怎麼樣去運用。」11

9.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紀室妙廣法師等記錄：〈我訂定佛教新戒條〉，
《貧僧有話要說》，頁 417。

10. 星雲大師：《我不是「呷教」的和尚》，台北：遠見天下文化，2019 年，頁 6。
11. 同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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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1 日至 3 日在佛光山舉辦主題為「人間佛教與未

來學」的「第七屆人間佛教座談會」上，筆者曾當面向大師請教「未

來的佛光山會是什麼樣子？」大師慈悲回應：「未來的佛光山要仰

仗大家多給予指教，只要有心，佛教就會進步。」佛教不是佛陀一

個人的佛教，同樣，佛光山也不是星雲大師一個人的佛光山，佛教

靠我，佛教靠大家。你是精進的，未來的佛教將會光芒萬丈；你是

懈怠的，未來的佛教就是黯然失色。佛教是眾生的家園，佛教是眾

生覺悟之道。

如何去圓滿這一覺悟之道呢？星雲大師提出「十要十不要」：

最重要的，還是要自我心中有道，行為不要侵犯別人，那

就是我訂為「佛光新戒條」―十要、十不要的標準了。

社會大眾以及佛門弟子，大家都能遵守，把它用來做為修

行做人的原則，人我之間，會少了糾紛；衣食住行的生活，

會獲得滿足；群我之間，能夠和平相處。這「十要」和「十

不要」，假如大家都可以做到，雖不能成佛作祖、成聖成

賢，至少不失為一個樸實的修道者。12

以下謹以「十要十不要」的內容作一解析與分享，我們先來看

看「十要」：

（一）要正常吃早飯

在傳統佛教中飲食方面有諸多的戒條，比如不食「葷」，即指

有惡臭和異味的蔬菜，如大蒜、大蔥、韭菜等。印度佛教中還可以

吃三淨肉，即在三種情況下的肉是可以吃的：當你沒有看到、聽到、

12. 同註 9，頁 418-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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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懷疑那隻動物是特地為你而宰殺的。佛教傳入中國後，大乘佛

教盛行，將殺生置於五戒之首，而從梁武帝禁酒肉時開始，漢傳佛

教全面素食。佛教還要求僧人不飲酒、不吸菸。不飲酒也包括不飲

一切能麻醉人的飲料，比如粳米酒、果酒、大麥酒、啤酒等。麻醉

神經與分泌系統的各種「毒品」更在禁忌之列。星雲大師曾將「五

戒」中的「不飲酒」擴展為「不吸毒」。

此外，還有一條戒律規定「過午不食」，這是基於「少欲知足」

的理念以及出於僧人乞食不易、不宜過多打擾居民的考量。在「十

要」第一條中，我們發現一個重大的思惟變革，即由「不要」轉化

為「要」―從不吃晚飯，成為要吃早飯。由消極轉化為積極，由

被動化為主動。

戒律是因緣所顯，那麼傳統的佛教如何因應當代的人群？大師

作了詳盡的解讀。過去的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間沒有什

麼工作，且沒有方便的電燈照明，早睡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因此晚

飯可以不吃，「但是，現在一些修行用功弘法辦道的人，看經講課、

著書立說、為人服務，經常挑燈晚修，怎能說晚上不吃呢？這樣對

腸胃必定有所損傷」。13 所以「過午不食」這一條戒，在當今社會

已經不是很適合，如像有糖尿病的人，如何過午不食呢？大師轉向

另一規則的關注，即「要正常吃早飯」。這是對治當代人熬夜晚睡、

早晨戀床不起的習慣。現代人因為有加不完的班，幹不完的活，所

以普遍晚睡，導致不願早起，在清晨雞飛狗跳的忙亂中趕往單位，

空腹上班。大師認為，一日之計在於晨，經常不吃早飯，一個人的

生活就沒有規律。因此，不但要吃早餐，還要按時，養成這種好的

13.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紀室妙廣法師等記錄：〈我訂定佛教新戒條〉，
《貧僧有話要說》，頁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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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必定生活容易規律。如此一天元氣滿滿，擁有百倍精神。吃

早餐，就是一天裡修行的開始，叢林中「晨鐘暮鼓」就是對我們生

活規律最好的提醒。

（二）要有表情回應

團體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人際關係，良好的氛圍是修道工作的增

上緣，反之就會成為身心疲憊的主因。許多人上班累，並非工作繁

重，而是人際的糾紛。所以大師說，「發心修道者，都要先能過團

體生活」。即使如佛陀，也經常說「我在眾中」、「我在僧數」。

印度佛教僧團中的「六群比丘」就是別眾，成為團體中的不安定因

素。一個初學者要學會融入大眾，學會合群，如不能在大眾中學習

教養，所謂「獨木不可成林」，也難以成就。佛陀一次問弟子，一

滴水如何才能不乾涸？弟子回答不上來，佛陀說：把它放入大海中。

所以，合群、隨眾就是修行的基本功課。

人的生存本質是社會性的，大師說：「有心入道的初學者，要

在眾中，必然要學習接受磨鍊，必定要有禮貌，要有表情，要對人

恭敬，別人才會接受你，你才能安住在眾中。」14 人與人的交往，

真誠是第一位的，微笑是世間最好的語言。大師說：

現在是一個彩色的世界，是一個有聲音的社會，若強調

動靜一如的生活，你既不是石頭、木頭，怎能沒有表情？

就是石頭、木頭，雕出的佛像、菩薩像，也要講究慈祥、

笑容、自然、姿態的莊嚴，好比敦煌石窟那許多壁畫都

可以佐證；那麼你一個出家人都沒有表情，怎麼做人呢？

14. 同註 13，頁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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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學 習 適 當 的 表

情回應、合宜的應

對禮儀。15

微笑是世間最好語言，

「拈花微笑」就是佛教

最早的表情包。大家熟

知的佛光會的「蓮花

指」，成為了「佛光人」

的識別字號。

大師經常講一個故

事：古時趙州禪師非常

重視生活的佛教，於生

活中處處表現其家風，

有人問：「佛法大意。」他答：「吃粥去！」有人請示如何開悟，他答：

「吃茶去！」有一位學僧因為親近多年，始終未領得禪意，因此向

趙州禪師請假：「弟子前來參學，十有餘年，一直不蒙師父您指導

開示，今日想請假下山，到別處去參訪。」趙州禪師聽後，大驚道：

「你怎麼可以如此冤枉我？從你來到這裡，每天你拿茶來，我就喝；

你端飯來，我就吃；你合掌，我微笑；你禮拜，我低頭，我哪裡沒

有給你開示、給你指導？你怎可昧著良心，胡亂誣賴我？」16 言語

道斷，心行處滅，合掌微笑間，已是禪心法味。

15.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紀室妙廣法師等記錄：〈我訂定佛教新戒條〉，
《貧僧有話要說》，頁 420。

16. 星雲大師；《金剛經講話 1》，《星雲大師全集 4，第一類經義 04》，高雄：

佛光出版社，2017 年，頁 49。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第六屆第四次理事會議上，

所有佛光人手舉「蓮花指」唱會歌。
（莊美昭 / 攝）



55

表情是柔軟心的外化，是溝通人我關係的最佳橋梁。僧團所宣

導的「六和敬」―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戒和同修、

見和同解、利和同均，可以成為現代人類社會追求的人權、民主、

自由的最佳狀態。

（三）要能提拔後學

世間法中常言「耕讀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寄寓著長輩對後

世子孫的諄諄教誨與殷切期望。同樣地，在任何一個行業裡，後繼

有人是興旺發達、長久不衰的象徵。大師說：「世間上的人，不是

自己成就了就是偉大，真正的偉大，是要能培養後學的成功。」17

就像釋迦牟尼佛的偉大，不僅在於自覺，還在於他門下有那麼多的

大菩薩、大阿羅漢弟子追隨學習。佛陀悟道後，很短時間就組成了

1250 人的僧團。佛陀有十大弟子，他讓每一個人各有所能，淋漓盡

致地發揮自有的能量。我們還可以從禪宗的傳播來觀照這一問題，

歷代祖師應機接物，大辟機用，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宗門下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最終禪風浩蕩，「臨濟兒孫遍天下」。無論

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家族，不單單看其曾有的輝煌，還要看其可

持久的未來。競爭的實質，說到底就是人才的競爭，長江後浪推前

浪，一代新人勝舊人。培才愛才，才可以傳燈；教人用人，才可以

傳宗。

（四）要能推薦好人

一個良好的制度，不僅能讓壞人得到懲治，還要使好人光彩四

射，起到示範作用。大師說：「一個健全的社會、團體，要讓好人

17. 同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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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頭，要讓好人來領導。」18 形成良性循環，人性提升，愈來愈好。

比如「好人好事」的推介，「感動中國」人物的評選，都是希望喚

醒社會的良知，培植「好人」生長的土壤，好人將得到全社會的尊

重與推崇。古代的「舉孝廉」就是以「孝為立國之本」理念的制度

化，佛光山的三好運動、三好青年、三好歌，就是一種培植三好人

生的踐行。

（五）要肯讚歎別人

叢林中常說：「僧讚僧，佛法興。」世間人也說「家和萬事

興」，夫妻不要做彼此的差評師。我們在佛經中看到最多的一句

話，可能就是「歡喜讚歎」。〈普賢行願品〉所說的十大願中，

其中一願就是「稱讚如來」。叢林中能和合共住，就是因為大家

彼此善語相待，處眾以謙恭為有禮。大師舉例說：「《阿彌陀經》

中，釋迦牟尼佛讚歎東方世界、西方世界、南方世界、北方世界

等無量諸佛，十方諸佛也讚歎釋迦牟尼佛，彼此讚美來、讚美去，

互相說好話。就等於佛光會推動說好話的運動，多說肯定別人、

讚歎別人的好話，這就是說明修行讚歎別人的重要。」19 好話一句

三冬曖，惡語一句六月寒。好好說話，說好話，就是一種慈悲，

也是一種智慧。

（六）要能學習忍辱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說：「出家菩薩住阿蘭若，能滅瞋恚得

慈心三昧，亦無毀辱一切眾生，即得名為忍辱波羅蜜。」大師認為，

18.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紀室妙廣法師等記錄：〈我訂定佛教新戒條〉，
《貧僧有話要說》，頁 421。

19. 同註 18，頁 42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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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心學道的重要入門，就是忍辱。《壇經》中有言：「心平何勞持

戒？行直何用修禪？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

睦，忍則眾惡無喧。」歷史上如韓信甘受胯下之辱，方能成就自己

的大業。大師說：「在受到侮辱的時候，不怨恨、不生氣，泰然處

之，先忍之於口，後忍之於面，再忍之於心，百般的毀謗、辱罵、

譏諷，不能如飲甘露，修行，是不易成就的。」20 忍辱需要有定力，

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大師認為，忍是智慧，

忍是力量。煩惱以忍辱為菩提，是非以不辯為解脫。俗語也說：忍

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

（七）要能長養慈悲

我們平日去寺院，進入山門見到的第一尊佛像，就是彌勒佛，

笑口常開。在民眾信仰中知名度最高的就是觀世音菩薩，救苦救

難。彌勒就是慈的象徵，觀音就是悲的表達。大師說：「在修行裡，

忍辱還是消極的修行，積極的精神則要發揚慈悲。慈能予樂，悲能

拔苦，要能給予眾生喜樂，去除眾生的痛苦，必須要先學習服務，

如果沒有服務的精神，哪裡能與慈悲相應呢？」21 慈悲的基礎就是

奉獻，施比受更有福。菩薩的使命就是為眾生服務，成就他人其實

就是成就自己。「佛心者，大慈悲是」，沒有慈悲的佛教就像一口

敲不響的鐘。

（八）要有道德勇氣

大師說：「修行學道，不是消極的做一個好人，以為自己與世

無爭，那是不夠的。要能與人為善，甚至與人為善也還不夠，要能

20. 同註 18，頁 423。
21. 同註 18，頁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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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犧牲受害的時候，可以為教、為人，提出道德的勇氣，這就是所

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沒有道德勇氣，只是一個消極的

好人，不算一個積極發心修道的菩薩。」22 做好人要有浩然正氣，

要有道德感、自豪感。在學修的路上，儒家有「殺身成仁」，佛教

有「勇猛精進」。

（九）要能知道慚愧

知恥近乎勇。慚，是對不起自己；愧，是對不起他人。由於知

道欠缺，知道不完善，就會發心，就有內驅力。所以慚愧知恥，就

能增上我們的品德。大師說：「恥有所不知、恥有所不能、恥有所

不會，恥有所不淨，在修行的道路上容易成功。」23 知慚知愧，就

可激發人的主觀能動性。

（十）要能守時守信

孟子言：「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人無信不立，

人格的養成，要從誠信開始。大師認為，時間就是生命，你不守時，

就是不愛惜生命。人之相交，貴在真誠。「守時的人生，才是美德；

誠信的人生，更是為人生披金掛銀。」24 所以在生活中，我們都要

做一個誠信守時的人。

以上就是對「十要」的解讀。大師認為「十要」，是積極的修

道，「十不要」是消極的品德。積極的修行，比較不容易做到；消

極的修行，應該比較容易受持。下面談談「十不要」：

22.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紀室妙廣法師等記錄：〈我訂定佛教新戒條〉，
《貧僧有話要說》，頁 423。

23. 同註 22，頁 425。
24. 同註 22，頁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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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可好買名牌

常言「反者道之動」，學佛人與世間人最大的不同可能就是價

值觀的不同，思惟方式的差異，大師說：「別人好財，我們施捨；

別人好名，我們無爭；別人生氣，我們忍耐；別人討巧，我們愚

拙。」25 人生並不一定要你爭我奪，生活並不是一場物質的盛宴，

而是生命的莊嚴，馬斯洛的「生命需要說」，稻盛和夫的「京瓷哲

學」，都在講人性的提升、靈魂的純粹。正如大師所說，世間最貴

的香，是一瓣心香；世間最好的東西，是歡喜；世間最貴的善舉，

是結緣；世間最大的力量，是忍耐；世間最強的願力，是甘願。要

用美好的心念，來為自己莊嚴身相，而不是迷戀於外在的名牌奢侈

品。以智慧燈來點亮心光，以自性佛來成就內心，以六度法來治療

心病，以七聖財來豐富內財。

25. 同註 22，頁 426。

佛光知賓師姐們歡喜服務大眾，個個優雅莊嚴。（圖 / 鄭麗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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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可輕慢他人

老子《道德經》中說：「謙受益，滿招損。」生活中也常言，

要謙虛，不要驕傲。山外青山樓外樓，強中自有強中手。做人要

低調，行事要謹慎。輕慢他人，就是自己驕傲；凡是成熟的稻穗，

都是低頭的；凡是長成的水果，也都是垂下的。所以大師告誡我

們「自我謙和，修道才能進步」。26 不患人之不重己，應患己之不

重人。

（三）不可嫉妒好事

佛教常說隨喜，不可嫉妒別人，因為佛教的價值觀是建立在因

果律上，一分耕耘，一分收穫，別人的成功正是他付出的回報，我

們要感恩與讚歎這樣的春種秋收、善有善報。大師說：「嫉妒的火，

是人性裡醜惡的東西。人性裡見不得人好，見到人好，就嫉妒他，

見到好事，就不歡喜，這都是自己醜陋的心態。」27 正如培根所說：

「嫉妒這惡魔總是在暗暗地、悄悄地毀掉人間的好東西。」嫉妒之

火既會傷害他人，最終也會灼傷自己。

    （四）不可侵犯他人

    戒律的本質是什麼，大師定義為「不侵犯」。他說：「佛

陀制定的戒律，無論出家的、在家的，主要的，就是不可以侵犯他

人。」28 所謂五戒：不殺生，是不侵犯別人生命的自由；不偷盜，

是不侵犯別人財產的自由；不邪淫，是不侵犯別人身體的自由；不

26.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紀室妙廣法師等記錄：〈我訂定佛教新戒條〉，
《貧僧有話要說》，頁 427。

27. 同註 26。
28. 同註 26，頁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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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語，是不侵犯別人信譽的自由；不吸毒，是不侵犯自己智慧、健

康的自由。不侵犯，就是在當代語境下對戒律最新的詮釋。

（五）不可語言官僚

言為心聲，語言也是一種表法，好言語帶著正能量，給人信心，

給人希望；壞言語帶著負能量，令人沮喪，讓人挫敗。所以大師說：

「是好人，就說好話，說壞話，必然是壞人，所以佛光會提倡『三

好運動』：身要做好事，口要說好話，心要存好念。」29 只說好話

不做好事，好話等於廢話；只做好事不說好話，好事等於無事。

（六）不可去做非人

生而為人，要做人事，不能做畜生的事。人對自己擁有的「人

性」要有敬畏心，如孟子所言，人之所以為人，是有「仁之四端」。

在生活中要做到《論語．顏淵》中所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大師說：「人，所謂為人，就要守禮、守信，

在儒家有四維八德，在佛教有三皈、五戒、六度萬行，這些都是做

一個人的原則，是人，就要像人，不可以做『非人』，讓人恥笑。」30

（七）不可承諾非法

中國有一個成語叫「為虎作倀」，是告誡人們不要做「幫凶」。

我們要成為善法的增上緣，而不可助長非法。大師讓我們謹記：「在

菩薩戒裡有『饒益有情戒』，凡一切事，要與他人有利益、有幫

助，成全別人，這是我們修行學道的基本要道。」31 不可濫施慈悲，

29. 同註 26，頁 429。
30. 同註 26，頁 429。
31. 同註 26，頁 430。

新時代的新倫理―星雲大師的「十要十不要」



《　　　　　》學報‧藝文│第三十一期

62

而應悲智雙運。要做行為正直坦蕩的君子，不做沒有是非觀念的小

人。

（八）不可打擾別人

佛門中有一句話：「寧動千江水，不動道人心。」在日常生活

中起心動念，不可不慎。凡事都站在他人的立場考慮問題，這就

是菩薩。大師用非常文學性的語言表述說：「如持地菩薩，走路，

不敢放重腳步，怕踩痛了大地；物品，不敢隨意亂丟，怕污染了大

地；講話，不敢大聲，怕吵醒了大地，這是菩薩行為，我們應該效

法。」32

（九）不可輕易退票

中國人特別看重一句話「一諾千金」。所謂「君子一言，駟馬

難追」，正如現代網路語言所說：「許下的承諾就是欠下的債。」

做人不能言而無信，生活中不能隨意承諾，更不可任性退票。 

（十）不可無理情緒

做人不能有感性的煩惱，要做自己情緒的主人，大師勉勵大家：

「為僧之道要正常，不鬧情緒不頹唐；勤勞作務為常住，恭敬謙和

出妙香……」33 心理學上有一定律，人不是被事情本身所困擾，而是

被其對事情的看法所困擾。我們無法去改變世界，但我們可以改變

自己。一個學道的人生活中並不是沒有風雨，而是當風雨來臨時能

勇敢地面對，擁有「即使預見所有的悲傷，我也願意前往」的氣度。

32.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紀室妙廣法師等記錄：〈我訂定佛教新戒條〉，
《貧僧有話要說》，頁 430。

33. 同註 32，頁 4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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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以上就是「十要十不要」的新戒條，是大師「護教安眾」的創

新。大師從小生活在傳統的叢林中，對戒律清規有著切膚感受，他

說：「貧僧這一生自我克制、自我教育、自我要求，對於這十要、

十不要，也是數十年的辛苦實踐體會，至今仍然還嫌不足，只有一

點一滴再去努力成就了。」34 傳統觀念認為戒律就是不自由，但大

師常說，看看監獄就知道那些不守戒的人的最終歸宿，所以大師說：

「其實『戒』是『自由』的意思，不守法，不守戒才會失去自由，

守法、守戒的人，多麼逍遙自在啊。」35

受持五戒是自由的尊重，因為不侵犯人，彼此受益。人生之路

上，愈是自律的人，就愈自由。如同禮佛，並不是放低了自己，而

是放下自我的執著，提升了我們謙卑的品性。

佛菩薩並不需要我們禮拜，而是我們需要禮拜佛菩薩。戒律並

不需要我們去踐行，而是我們要去堅守法律。這是對戒律規則的全

新解讀，這樣的「新戒條」完全打破了僧信界限，完全融合了世俗

倫理與出世戒法，出家眾可以持守，在家人可以學修，人人都能守

法持戒，世界就會消除人我區別，以同理心來建構人類命運共同

體。這就是「人間佛教」的使命，這就是「佛光新戒條」的普世意

義，這就是佛陀一代時教為未來人類帶來的一道光明。

34. 同註 32，頁 432 頁。

35.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戒定慧》，台北：香海文化，2007 年，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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