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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新戒條」與戒律的現代化轉型

夏德美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員

摘要

戒律學作為佛教三學之一，具有重要地位，是定學、慧學

的基礎。戒律「止惡揚善」的基本精神很少改變，戒律的

具體條文卻隨著社會發展、時空變化而不斷調整。星雲大

師提出以「十要」「十不要」為條目的「佛光新戒條」，

既是對現實因緣的應對，也是大師對戒律長期思考和實踐

的創造性成果。新戒條體現了佛陀制定戒律的主要精神和

基本原則，適應了現代社會人們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的規

則和需要，符合漢傳佛教進一步走向世界、走向未來的形

勢和要求。「佛光新戒條」是對戒律規範的系統革新，是

原則性與靈活性的有機結合，為戒律的現代化轉型提供了

範例，為佛教走向更廣泛的空間、更多元的文化、更豐富

的人群，提供了規範、依據和動力。

關鍵詞：佛光新戒條　戒律　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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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從釋迦牟尼制定戒律開始，佛教戒律條文乃至整個戒律體系就

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發展、僧團內部變化而不斷變革、

豐富和完善。從早期佛教到部派佛教，從小乘佛教到大乘佛教，情

況都是如此。星雲大師在 2015 年出版的《貧僧有話要說》一書中，

提出了以「十要」「十不要」為內容的「佛光新戒條」，以此作為

佛教徒修行的基本規範。這是星雲大師與時俱進推動佛教健康發展

的具體體現，是他對佛教戒律長期思考和實踐取得的成果。我們可

以看到，新戒條的內容反映了星雲大師依據戒律基本精神和佛光山

弘法經歷，結合時代需要，適應未來發展，實現戒律現代化轉型

的積極努力和主動探索。新戒條不僅是佛光山戒律發展史上的里程

碑，也對當今其他地區的佛教戒律發展有參考和借鑑意義。

一、戒律的重要地位和實踐困境

戒律學是佛教三學（戒、定、慧）之一，在整個佛教修行體系

中具有根基性作用，被稱為「無上菩提本」。戒律是佛教信徒樹立

信仰的開端，受戒是成為佛教徒的標誌；戒律也是佛教徒需要貫徹

在整個修行過程中的基本規範，違反根本戒條就失去佛教徒身分。

戒律是佛教的倫理道德規範，是佛教徒個人的生活準則、修行準則

和弘法準則，也是佛教組織系統有序運轉的最根本制度保障。沒有戒

律，就沒有佛教的存在，沒有佛教的純潔，也沒有個體僧人的修行。

釋迦牟尼在世時就非常重視戒律，他涅槃前，反復要求弟子們

修行和弘法都要「以戒為師」。從此以後，重視戒律成為佛教界的

優良傳統。無論在印度佛教歷史上，還是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歷代

佛教領袖人物都把持戒是否嚴謹作為衡量佛教修行楷模的標準，作

「佛光新戒條」與戒律的現代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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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佛教榮辱興衰的標誌。明代蕅益大師曾這樣描述戒的重要性：

五分法身，以戒為依；三無漏學，以戒為首。無一如來不

具戒體，無一菩薩不修戒度，無一經典不贊戒法，無一聖

賢不嚴戒行。持戒如地，萬善由此而生成；持戒如城，魔

障藉此而遠離。論其超勝，則才沾戒品，便名人世福田；極

其指歸，則唯佛一人，方名圓滿淨戒。四級重樓，級級皆圓

頓境；八萬細行，行行與法界周。若不持戒，縱能習講坐

禪、興諸福業，皆為魔業，必入魔黨。故好心出家者，決

須從持戒始。自利利他，法皆成就，舍此通途，更無捷徑。1

即便為佛教文化事業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佛門宗匠，也往往因

自己沒有嚴格奉持某些基本戒律而抱憾終身。比如，譯經大師鳩摩

羅什迫於帝王威勢，不能持守戒律，就曾感嘆：「什累業障深，故

不受師教。」2

戒律主要包括兩個基本層面的內容：第一，戒律的基本精神。

在聲聞戒中，主要強調禁止惡的行為（止惡）。菩薩三聚淨戒（攝

律儀、攝善法、攝眾生）包括止惡、行善、饒益有情三個方面。第

二、戒律的具體規定。包括具體的戒條是什麼，犯戒之後的懲罰是

什麼，等等。可以說，佛教自產生後，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

戒律精神方面並沒有太大變化，只是菩薩戒相較於聲聞戒會更強調

修善、利生的方面。戒律條文卻隨著時間、空間的轉換而有增添刪

削。在印度佛教中，戒條就不是固定不變的。佛教創立之始，並沒

有戒律，是在出現嚴重危害僧團的言行之後，佛陀才開始制定戒

1. 蕅益智旭：《重治毗尼事義集要》，《卍續藏》第 40 冊，頁 345 上。

2. 釋慧皎著，湯用彤校註：《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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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此後，佛陀直到涅槃之前，一直都在根據不斷出現的情況增加

或者修改戒條內容。

佛陀涅槃後，大迦葉組織結集經典，律藏內容才基本固定下來。

但是由於傳承不同、習俗各異，佛教很快分出不同的部派，每一部派

所傳承的戒律並不完全相同，曾引發長期的爭論。甚至有的研究者認

為，部派的分立主要就是因為對戒律持有不同的觀點而促成。我們僅

從傳到漢地的四部律典（《四分律》、《五分律》《摩訶僧祇律》、

《十誦律》）中，就可以清楚看出不同部派在戒條上的具體差異。菩

薩戒出現後，其具體戒條與聲聞戒也大為不同，產生於印度的瑜伽菩

薩戒把一些善行和對眾生有利益的行為都納入戒條之中。

當然，古印度地區內部的文化背景、地理環境差異不大，各部派

戒律的相同性遠遠大於相異性。戒律傳入中國後，面臨著兩大難題：

一、以哪部律典作為授戒依據。在印度，不同部派遵守不同律

典；在中國，四大律典基本同時傳入，如何取捨就成為重要問題。

直到唐代，漢傳佛教才最終確定以《四分律》為主要受戒依據。南

北朝時期，還出現了主張以十重四十八輕戒取代聲聞戒的《梵網》

系菩薩戒，如何處理、協調聲聞戒和菩薩戒的關係也成為一個難題。

二、幾大律典中比較一致的戒條，在自然條件、歷史文化迥異

的中國社會也無法被嚴格遵守。比如偏袒右肩，在氣候炎熱的印度

可以通行，但在寒冷的中國北方地區就行不通，再加上中國文化中

把暴露身體作為不雅的表現，這條戒律就無法適應中國社會。再如

不持銀錢、托缽乞食這樣的規定，在缺少布施傳統、以農耕為主的

中國社會也無法成為主流。

實際上，佛教戒律，尤其是那些具體的戒條，在整個佛教修行

體系中是最容易也最迫切需要實現中國化變革的部分。過度強調印

「佛光新戒條」與戒律的現代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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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傳統的戒律，會引發佛教與中國文化傳統的激烈衝突。比如南朝

宋時，對於是否應該按照印度佛教傳統採用踞食（按：踞坐而食）

就曾引發一場大爭論。當時有僧人主張，應嚴格按照印度的戒律制

度來規範僧尼行為，一些寺院採取了踞食方式。范泰認為踞食之法

與華夏傳統禮儀矛盾，也不符合佛教隨方傳教的基本精神，先後向

祇洹寺（范泰所建）慧義（372-444）、道生、慧觀等法師，以及

王司徒（王弘，379-432）等公卿陳述意見，並二次上表宋文帝，

試圖借助皇權取消踞食。但慧義等 50 位僧人堅決主張踞食符合佛

教戒律，不可更改，又強調居士不應干涉佛教戒律。3 最後這一習

俗還是沒有在寺院中保留下來。

在中國佛教長期發展歷程中，很多高僧大德都會根據時代和形

勢需要，不斷調整佛教徒實際遵守的行為規範。但出於對律典的尊

崇，漢傳佛教僧侶在受戒時，仍然使用傳自印度的律典。這就形成

了漢傳佛教戒律持守方面的一種矛盾現象：一方面重視律典，依據

律典受戒；另一方面根據實際需要選擇各自持守的內容。這就導致

律典在某種程度上只是一種「具文」，具有崇高的地位，卻又不能

落到實處。後來，禪宗制定清規，以清規代替某些戒律功能，作為

禪門實際修行生活的指導，部分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戒律經典的權

威性依然沒有受到質疑。可以說，如何看待律典的價值，如何解決

律典規定與現實生活需要之間的差距，是漢傳佛教長期面臨的問題。

近現代以來，佛教所處的世界形勢、僧徒的生活方式都發生顯

著變化，佛教戒律應該如何適應形勢，進行變革，實現現代化轉型，

成為佛教徒，尤其是佛教領袖必須思考的重要問題。在這個問題

上，基本形成了兩種態度：一派強調律典的重要價值，堅持弘揚律

3. 參見《弘明集》卷 12，《大正藏》第 52 冊，頁 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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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並通過個人的刻苦修

行，重新塑造佛教徒嚴守

戒律的形象。這一派以印

光大師、弘一大師為代表。

另一派則主張依據戒律精

神，改革具體戒條，以適

應現代傳教的需要。太虛

大師是這種觀念的最早提

倡者。星雲大師可以說是此派最成功的實踐者。

二、「佛光新戒條」提出的因緣和基本內容

2015 年 3 月，慈濟功德會在台北內湖區進行開發，遭到政府反

對，引發了輿論界的一場軒然大波，社會各界對佛教的負面評價紛

至沓來。作為佛教界領袖的星雲大師沒有袖手旁觀，而是勇敢站出

來，直面問題，積極回應社會各界的責難，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最

後集結成《貧僧有話要說》一書。

在書中，星雲大師為了澄清社會上的錯誤認識，恢復佛教名譽，

對佛光山的財務狀況、創建過程、基本理念、弘法實踐，以及自己

的心路歷程、思想感受等作了全面說明，形成了 40 個專門的問題。

大師在序中說道：

二〇一五年三月，台北市政府對慈濟功德會在內湖園區開

發一事表示異議，經過四任市長沒有通過，他們不能贊同，

台灣的媒體對慈濟因此撻伐，引起了軒然大波，佛教界也

受到波及。 
……

印光（左）與弘一大師是近代持戒非常嚴謹的高僧。

「佛光新戒條」與戒律的現代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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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十說旨在說明，在六十年前，我從宜蘭度化青年，

用音樂、歌唱、舞蹈，啟動人間佛教弘傳的開始，到

一九六三年在高雄創辦佛教學院，接引一些青年學佛、出

家，培養佛教人才，共同推動人間佛教的運動。後來，又

遷移至佛光山，如今，佛光山開山也有五十年的歷史，佛

法也遍傳全球五大洲了。4

「四十說」中，第三十說「我訂定佛教新戒條」專門提出了 20

項佛教徒應該遵守的新的戒律規範。在這篇文章中，星雲大師用淺

顯平易的文字系統表達了對戒律學的新思考。大師首先說明自己制

定新規範的標準和目的：

戒條有很多，橫說豎說，那都是條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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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接著說明「十要」、「十不要」的具體內容：

「十要」：一、要正常吃早飯，二、要有表情回應，三、要能

提拔後學，四、要能推薦好人，五、要肯讚歎別人，六、要能學習

4.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貧僧有話要說》序〉，
《貧僧有話要說》，台北：福報文化，2015 年，頁 2-3。

5.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我訂定佛教新戒條〉，
《貧僧有話要說》，頁 418-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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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辱，七、要能長養慈悲，八、要有道德勇氣，九、要能知道慚愧，

十、要能守時守信。

「十不要」：一、不可好買名牌，二、不可輕慢他人，三、不

可嫉妒好事，四、不可侵犯他人，五、不可語言官僚，六、不可去

做非人，七、不可承諾非法，八、不可打擾別人，九、不可輕易退

票，十、不可無理情緒。

「十要」和「十不要」互相補充，構成完整的修行體系：「前

面講的『十要』，是積極的修道，下面十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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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無論什麼修行，你不『行』，就不是道了。」6「十要」「十

不要」具有最廣泛的適用範圍：「上述這些新戒條，也不只適用於

出家修道者可以實踐，所謂戒，就是法律，就是自由，法律之前，

人人平等，人人自由；應該都適用於每一個人的。」7

「十要」「十不要」體現了戒律，尤其是菩薩戒「止惡、修善、

利生」的基本精神，包括戒律規範的基本內容。「十要」「十不要」

不是空泛的理論，它來自於大師幾十年修學、弘法的實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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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綜覽星雲大師「佛光新戒條」的內容，不難看出這是大師依據

佛教教義、結合時代精神和自己的修行實踐，所提出的新規範。翻

閱大師關於戒律的相關論述，我們認為，「佛光新戒條」是星雲大

6. 同註 5，頁 426。
7. 同註 5，頁 432。
8. 同註 5，頁 432。

「佛光新戒條」與戒律的現代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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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對戒律規範的最成熟思考，也是最有創新性的思考。

星雲大師作為佛光山的開創者和近代人間佛教思想的重要推動

者，其對戒律的重視貫穿於修行、弘法的一切行為之中。星雲大師

在《佛光教科書》、《佛光祈願文》、《人間佛教的戒定慧》、《佛

法真義》等多種弘法著作中，都反復強調持守戒律的重要性，並結

合實際需要不斷調整戒律的具體規定。

1999年出版的《佛光教科書》強調戒律對佛法存續的重要價值：

僧團的健全，須賴規矩秩序的建立，戒律是維繫佛教於不

墜的綱常。《佛遺教經》云：「汝等比丘！於我滅後，當

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如闇遇明，貧人得寶，當知此則是

汝大師，若我住世，無異此也。」佛陀臨涅槃時囑咐弟子

要「以戒為師」；佛陀入滅以後，戒律一直維繫著教團的

慧命。……戒律是佛法的生命，是諸佛的本源，一切眾生

皆有佛性，然而佛性雖具，必須持戒，然後乃見。9

2000 年出版的《佛光祈願文》中還有專門的「受持五戒祈願

文」：

偉大的佛陀！

請您讓我重新做人吧！

我決心從今以後，

不再殺害別人的生命，

不再盜取他人的財物，

不再侵犯他人的名節，

9. 佛光星雲編著：〈第五課 戒律〉，《佛光教科書 2．佛教的真理》，台北：佛
光文化，1999 年，頁 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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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攻訐別人的名譽，

不再吸食害人的毒物。10

祈願文是一種弘法傳教的方便法門，一般文字都通俗易懂。以祈願

文的形式展現五戒內容，可以將嚴肅的戒律變得生動活潑，有利於

激發信眾對五戒生起親近之心和堅定之念。在這裡，五戒也不再是

傳統的五項內容，星雲大師針對現代社會生活需要進行了適度調

整，將「邪淫戒」表述為「不侵犯別人的名節」， 「不妄語」表述

為「不攻訐別人的名譽」，「不飲酒」表述為「不吸食害人的毒物」。

這樣的改變，讓佛教看上去不再那麼遙遠，而與現代人的生活親近

起來。

2007 年出版的《人間佛教的戒定慧》一書中，星雲大師言簡意

賅地總結了對戒律的基本看法，展現了其戒律思想的豐富層面。大

師指出：「戒律是吾人行為的規範，要達到成佛作祖的目標，行為

最為重要。」11「戒是一切善法的根本，也是世間一切道德行為的

總歸。」12 大師還用各種優美的比喻詳細說明了戒律對於我們生活

實踐的具體作用：

戒如良師，能夠指引我們的人生方向；

戒如軌道，能夠規範我們的身心正行；

戒如城牆，能夠幫助我們抵禦五欲六塵盜賊的侵襲；

戒如水囊，能夠滌去我們的塵垢熱惱；

10. 星雲大師：〈受持五戒祈願文〉，《佛光祈願文》，台北：香海文化，2000 年，

頁 317-318。
11.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戒學〉，《人間佛教的戒定慧》，台北：香海文化，

2007 年，頁 11。
12. 同註 11，頁 14。

「佛光新戒條」與戒律的現代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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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如明燈，能夠照亮我們的前途光明；

戒如寶劍，能夠斬除我們的貪心欲念；

戒如瓔珞，能夠莊嚴我們的道德人格；

戒如船筏，能夠度脫我們到達涅槃的彼岸。13

持戒的終極目的就是要完成人格，圓滿菩提，成人成佛，人成

佛成：「清淨的戒行可以淨化我們的身心，增進我們的道德，昇華

我們的人格，發掘我們的佛性能源，保持我們的道念不失，讓我們

具足修行功德，成為我們生活的指標。」14 大師還用充滿現代性的

概念來闡釋戒律的基本精神，使這些古老的規定具有了時代精神，

他說：

佛教的戒律，其根本精神是不侵犯，不侵犯而尊重別人，

便能自由。譬如五戒中的不殺生，就是對別人生命不侵犯；

不偷盜，就是對別人的財產不侵犯；不邪淫，就是對別人

的身體不侵犯；不妄語，就是對別人的名譽不侵犯；不飲

酒，就是對自己的理智不傷害，進而不去侵犯別人。15

2018 年出版的《佛法真義》中，大師進一步總結自己的戒律思

想。關於戒律的價值，大師說：「持戒可以說是修行一切善法的基

礎，也是一切修行的根本。戒不是用來『讀誦』的，而是要去實踐

『奉行』。」16 關於戒律的基本精神，大師對《人間佛教的戒定慧》

中的說法有所補充：

13.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的戒學〉，《人間佛教的戒定慧》，台北：香海文化，

2007 年，頁 80。
14. 同註 13，頁 118。
15. 同註 13，頁 31。
16. 星雲大師：〈持戒〉，《佛法真義 1》，高雄：佛光文化，2018 年，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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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的意義，在於不侵犯別人。所以，五戒中的不殺生，就

是不侵犯他人的性命；不偷盜，就是不侵犯他人的財產；

不邪淫，就是不侵犯他人的身體和名節；不妄語，就是不

侵犯他人的名譽和信用；不吸毒，就是不侵犯自他的智慧

與安全。17

可以說，「佛光新戒條」是星雲大師對戒學長期思考、實踐的

結晶，是大師人間佛教事業的理論和實踐成果。

三、「佛光新戒條」的特色與戒律現代化轉型

「佛光新戒條」雖然只有 20 條，但如果我們仔細分析每一戒

條的具體內容，會發現它們無所不包，廣泛涉及個人修行和社會生

活的各個層面，既簡要，又全面。比如，「不可侵犯他人」這一條，

實際上可以包括人際交往過程中的一切原則。所以，星雲大師在多

篇文章中，以「不侵犯」作為戒律的基本精神。綜合考察戒條內容，

我們認為「佛光新戒條」至少具有以下鮮明特色：

（一）體現佛陀制定戒律的主要精神和基本原則

止惡、揚善、饒益有情，是戒律的主要精神，「佛光新戒條」

充分體現了這些精神，「十要」主要體現了揚善和饒益有情的行為，

「十不要」主要體現了止惡的行為，但實際上每一條目都可以包含

戒律三個方面的基本精神。「佛光新戒條」可以分為「自我成長」

和「與人相處」兩個方面，對於信仰者生活和修行的指導是全方位

的。星雲大師特意將「十要」，也就是主動應該做的事情放在前面，

應該是為了彰顯佛教的積極精神，這與菩薩戒將律儀戒放在首位的

17. 同註 16，頁 49。

「佛光新戒條」與戒律的現代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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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相比，也是一種創新，可以更好消除佛教留給人們的消極印象。

佛陀制定戒律的基本原則是因時因地制宜，也就是佛教歷史上

所說的「隨方傳教」和「捨小小戒」：「雖是我所制，而於余方不

以為清淨者，皆不應用；雖非我所制，而於余方必應行者，皆不得

不行。」18「自今日始，聽諸比丘，捨小小戒。」19 星雲大師正是深

刻領會佛陀制戒的基本原則，才敢於頂著各種傳統思想、傳統勢力

的壓力，提出新的戒律規範。

（二）適應現代社會人們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的規則和需要

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相比，在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都發生了翻

天覆地的變化。佛教只有適應現代生活的節奏，深入人們的生活之

中，針對現代生活弊端，改善人們的精神狀況和生活狀態，才能具

有持久的吸引力和旺盛的生命力。「佛光新戒條」正是在對現代生

活仔細觀察、認真思考基礎上提出的，很多內容體現了融入世間、

改變世間的積極努力。

在現代快節奏的生活狀態下，很多人生活作息不規律，經常熬

夜、不吃早飯，對身體和精神造成極大傷害。為此，星雲大師在新

戒條中首先提出「要正常吃早飯」。大師認為，只有形成良好的生

活習慣，保證良好的身體素質，才能為弘法利生打下堅實的物質基

礎。在佛光山的弘法實踐中，大師也一直強調身體健康的重要性，

曾多次提出加強體育，並成立專門的體育機構。

現代社會人們的距離可以很近，也可以很遠。發達的交通工具

和通訊設備，可以讓人們一日千里，天涯若比鄰；也可以讓人們原

地不動就了解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事情。社會分工的精細化，生活

18. 《五分律》卷 22，《大正藏》第 22 冊，頁 152 下。

19. 《長阿含經》卷 4，《大正藏》第 1 冊，頁 2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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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的多樣性，又使現實中很多人處在相對隔絕的世界裡，人與人

之間的關係往往稀疏而冷淡。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星雲大師強調團

體生活的重要性，「要有表情回應」，正是教導人們要有團體生活

意識，要學會在團體中與人相處，互相促進，共同提升，而不是孤

立於世界之外。

日新月異的社會發展，物質財富的極大提高，將很多人推入永

無止境的物欲追求中，這與佛教強調的「清心寡欲」是背道而馳的，

也與人生的終極目的相隔萬里。星雲大師提出「不可好買名牌」這

樣切入生活的規定，就是要求人們不要過多在意物質生活，不要將

心思過多集中在吃穿住行等外在的方面，真正的修行要從內心發

起，真正的美麗是用佛法從內心莊嚴自己。

（三）符合漢傳佛教進一步走向世界、走向未來的形勢和要求

佛教是一種世界性宗教，佛陀在世時，積極弘法傳教，整個恆

河流域都有了佛教的蹤跡。阿育王時代，佛教從古印度向南傳到東

南亞、南亞；向北傳到中亞、西亞地區。公元前二世紀後期，佛教

傳到中國新疆地區。兩漢之際，佛教傳入漢地。三、四世紀，佛教

傳到朝鮮、日本。但在近代以前，佛教基本上是一種亞洲宗教，亞

洲之外的地區，佛教也許曾曇花一現，但並沒有落地生根。近代以

來，很長的時間內，佛教在亞洲之外的傳播，主要依靠日本、東南

亞、西藏僧人的努力。近幾十年來，漢傳佛教的海外弘法事業取得

了驚人成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星雲大師領導的佛光山僧團。

海外弘法，面對著不同的種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習俗，佛

教本土化再次成為重要問題。如果仍然固守來自印度的古老律典，

或者來自中國化的戒律傳統，將無法滿足佛教在亞洲之外發展的迫

切要求。對此，有著幾十年海外弘法經歷的星雲大師自然有著切身

「佛光新戒條」與戒律的現代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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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會。從某種程度上說，星雲大師提出的「佛光新戒條」就是為了

適應進一步在世界各地弘法的需要。

「佛光新戒條」在堅持戒律基本精神基礎上，對戒律條文的簡

化、生活化、現代化，恰好可以滿足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人

種的需求。守時守信、不打擾別人，不輕易退票，這可以說是現代

世界通行的行為規範。技術飛速發展的未來社會，人我關係、心理

情緒也將會是特別重要的問題，「佛光新戒條」對這些問題的關注，

充分體現了星雲大師的長遠眼光和慈悲心切。

四、結語

佛教從創立到現在已經有兩千五百多年了，在長期歷史發展過

程中，佛教為人類文明做出了傑出貢獻。在中國歷史上，佛教經過

長期適應、調整，最終實現中國化，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核心的基因

之一，澆灌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也豐富了中國人的物質文明。近

代以來，中國社會面臨著「幾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佛教界也積極

探索佛教現代化轉型的方式和路徑。在時代的潮流中，「人間佛教」

應運而生，並成為佛教發展的主流。在戒律問題上，人間佛教的倡

導者們主張根據時代的變化和形勢需要適當調整戒律規範，這樣才真

正符合佛陀制戒「因時因地」制宜的原則，才能「避世譏嫌」，消除

世俗社會對佛教的誤解和偏見，掃除佛教現代化道路上的諸多障礙。

星雲大師作為人間佛教的重要實踐者，將人間佛教的基本理念

落到實處，把人間佛教事業推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戒律方面，

星雲大師作出了大量積極探索和實踐。他敢於突破傳統，建立新

規，為佛教現代化轉型去除了枷鎖，開闢了道路。提倡男女平等和

建立「佛光新戒條」，可以說是星雲大師兩項最重要的戒律革新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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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提倡男女平等是針對

突出問題的具體措施。

男女平等是佛教戒律

中的一個大問題，按照佛

教究竟的義理，眾生平等，

男女自然平等，但囿於長

期的歷史文化因素，佛教

內部一直流行重男輕女的

觀念，「八敬法」就是男

女不平等的集中體現。星

雲大師敢於打破這種陳舊

的習俗，實踐佛教內部真

正的男女平等，他說：

貧僧在建立佛光山的期中，就提倡男女平等。過去佛教，

男眾在前，女眾在後；男眾在中間，女眾在旁邊，已經是

司空見慣了。在我本性的觀念裡就認為不該如此，所以在

佛光山教團裡，無論上殿、過堂，男眾在東單，女眾在西

單，東西各分一半，不必分前後，不是就平等了嗎？ 20

「佛光新戒條」是對戒律規範的系統革新，體現了原則性與靈

活性的有機結合，體現了出家與在家的平等，體現了修行不離生活

的宗旨，為佛教走向更廣泛的空間、更多元的文化、更豐富的人群，

提供了規範、依據和動力。

20. 星雲大師口述，佛光山法堂書記室妙廣法師等記錄：〈二十三說．我的平等
性格〉，《貧僧有話要說》，頁 321-322。

「佛光新戒條」與戒律的現代化轉型

在佛光山教團裡，無論上殿、過堂，都是男女
眾左右分列，而非前後。圖為佛光山 2015 年
供僧法會，心保和尚領眾入席。（陳碧雲 /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