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門報恩孝親談

 煮雲法師

壹、前　言

今天的講題是「佛門報恩孝親

談」。在未講正題以前，首先對諸位

說明，世人對佛教容易有一種誤會，

認為和尚出了家，就是無父無君、大

逆不道，有些一知半解的文人落了偏

見，也以為和尚是不忠不孝的罪人，

對諸如此等謬誤之深，實令人深感哀

痛！雖然佛典裡有許多如目連救母等

有關報恩孝親的故事，可是以偏概全

之徒，仍然用韓愈「臣焉而不君其

君，子焉而不父其父」的話，來質疑

和尚出了家，既不孝養父母，又不報

效國家，對社會亦缺少貢獻。世人既

有這種誤解，則不能不先把這問題加

以討論和說明。

關於僧眾對國家的貢獻，過去

曾在人生月刊發表一篇「漫談和尚」

的文章，已有詳細說明，本文將舉證

佛教報恩孝親的事實，並引用經文加

以述明，以解世人對佛教的疑竇。

貳、儒俗怎樣孝親

未談佛教以前，我們先了解一

般世俗人是怎麼孝養父母的。歷來

中國儒書上所說，最大的孝子，莫

過於虞舜，孔子在《中庸》、《論

語》等四書上，就一再提到「舜其

大孝也與」；《二十四孝》裡流傳

的民間故事，亦堪為後世典範。這

些先賢聖哲廣受後人讚頌的孝行，

絕對是值得推崇的，但究其根底，

他們實則無法令父母超凡入聖、了

生脫死，永離輪迴的牢籠。

儒家對於父母恩情的報答，多

是現世的奉養，如詩經上說：「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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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恩，昊

天罔極。」孔子對門人也說了幾種

孝親的方法，仍多為世俗之情。如

對樊遲說：「生，事之以禮；死，

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對子游

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

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

乎？」對子夏說：「有事弟子服其

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

乎？」這都是養口體的孝道。孔子

自己也表示：「父在觀其志，父沒

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

矣。」由於傳統孝道觀念的影響，

做父母對兒子的期望是「積穀防

飢，養兒防老」；做兒子對父母所

盡的孝養則為「晨昏定省，福祿侍

養」；做子孫的能夠做了大官，榮

宗耀祖，光前裕後，揚名聲、顯父

母，這幾乎是世俗人最了不起的孝

親報恩了。

假使以佛教徒的眼光看起來，

榮宗耀祖、顯親揚名等世間法的成

就是不足的，因為這些未必能真正利

益父母，縱然得到現生的滿足，只怕

種的還是輪迴受苦的因，無法得到究

竟的喜樂。一般認為「不孝有三，無

後為大」，可是我們也要知道，父母

與子女的關係，無非是前世的冤家債

主，緣遇會合。傳說明朝方孝儒的父

親因為有了官位，欲移葬祖墳時，掘

出了八百條紅蛇，有神靈托夢請求他

解救這些生命，可是方孝儒的父親不

信因果報應，把八百多條紅蛇，盡焚

於火。後來方孝儒出世，成為一代名

臣，可謂光耀門楣、榮顯先祖，誰知

燕王之叛，孝儒不肯投降，十族盡遭

誅戮，被殺害的家親眷屬剛好也是

八百多口，這正好證明了債主冤家而

成父子的果報。又，如果因業力召感

逆子，把三代之財敗光，甚至犯了國

法，不得善終，依舊斷嗣絕後，那又

怎麼辦呢。所以我說以「無後」為不

孝，不一定是完全合理的。

參、佛門是怎樣孝親的

談到佛教裡報恩孝親的經典

和事實，那真是不勝枚舉，在佛典

中，有關報恩的如《大報恩經》七

卷，描述世尊往昔因中報恩孝親

的故事；《父母恩重難報經》，說

盡了母親十月懷胎、三年餵乳、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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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去濕、嚥苦吐甘的苦處，與身為

人子應如何報答父母養育深恩的

教示。過去古德還著了一本《釋門

真孝錄》，闡揚依據佛法去孝養雙

親，才是真正的孝親之道。世俗之

孝，通常乃於四時八節，買一點酒

肉，養其口體，死後用五鼎三牲，

祭之以禮，即稱之為大孝。為父母

做壽，常以大開屠場，賀客盈門、

座上客滿、肉肥酒暖為人子應盡孝

親之道，如果以佛法的角度看，那

不是孝親，而是為父母造罪。本來

父母所擔的罪業，只有五十斤，三

牲五鼎的宰殺等於是再替他加上

五十斤，湊成一百斤重，壓得父母

透不過氣來。鄰里公認的大孝子，

其實是如來所謂的「可憐愍者」！

佛教對報恩孝親的最大目的，

是使父母能夠離苦得樂，從罪惡深

淵裡救拔出來，脫離生死苦海！

蓮池大師說：「父母恩重，過於山

丘，五鼎三牲未足酬，親得離塵

垢，子道方成就。」換句話說，未

能使父母超生極樂、脫離輪轉，子

道還沒有成就，不能算是孝子。捨

俗出家，表面看起來是背井離鄉，

割愛辭親，實際上就是行的一種大

孝道，所以佛陀說：「一子出家，

九族生天。」不但要報答這一世父

母的親恩，而且需報答生生世世的

親恩，使九族之親，皆得離苦。

肆、佛典引證報恩孝親

有人妄說佛教不講孝道，這是

犯了與韓愈同樣的毛病。記得韓愈貶

到潮州時，與大顛和尚談起自己認為

佛教忘本的偏頗看法，大顛和尚便問

韓愈：「你看過哪些佛書上載有不講

孝義的話呢？」他回答：「我何暇看

此書。」如果當時韓愈能深入經藏、

了知佛意，相信他也不至於毀謗佛法

了。現在就將有關人子孝親報恩幾部

經典，略為引證如下：

一、《大方廣佛不思議境界

經》上說：「知恩者，雖有生死，

不壞善根；不知恩者，善根斷滅，

是故諸佛，嘆知恩報恩者。」

二、《梵網經》

上說：「施我善

者師也，知恩

報 恩 菩 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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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行也。」

三、《大般若經》上說：「佛

是知恩報恩者，何以故？知一切

世間恩，報一切世間恩，無過佛

故。」

四、《觀無量壽佛經》上說：

「……及其長大，愛婦親兒，觀

父母反生憎疾，不行恩孝，無異

畜生。」

五、《涅槃經》上說：「知恩

者是大悲之本，開善業之初門，

愛人愛敬，名譽遠聞，死者生

天，遂成佛道；不知恩人，甚於

畜生。」

六、《報恩經》上說：「父母

者三界最勝福田。」

七、《毗奈耶律》上說：「父

母於子，有大勞苦，獲持長養，

資以乳哺，假使有一肩持母、一

肩擔父，經於百劫，徒自疲勞，

或持七種供養，令得富樂，亦未

報恩。若其父母無信者，令起信

心；若無戒者，令住禁戒；若性

慳者，令行惠施；若無智慧者，

令起智慧。子能如是，方曰報

恩。」

八、《不思議光經》上說：

「非飲食及寶，能報父母恩，引

道向正法，便為供雙親。」

九、《地藏經》光目女說：

「十方諸佛，慈哀愍我，聽我為

母，所發廣大誓願，若得我母，

永離三途及斯下賤，乃至女人之

身永劫不受者。」

十、《正法念經》上說：「如

來三界最勝度脫生死，此恩難

報，若於佛法深心，得不壞信是

名報恩。」

大多數人只知曉《地藏經》與

《盂蘭盆經》是佛教的兩本孝經，

其實並非僅止於此，前文已經舉出

十種經文來證明，如果繁引的話，

可以說三藏十二部都有載明報恩孝

親的經文。此外，念經迴向文上亦

有「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

或者是「四恩總報，三有均資」等

願文，四恩中即包含了父母養育

恩、師長教導恩、國主水土恩、眾

生獲助恩。佛教徒最大的師長就是

佛、法、僧三寶，佛陀是我們的法

身父母，除去佛法沒有其他方法可

以了生脫死，我以為眾恩之中，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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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為重。

除了上面列舉的經文，可資證

明佛教注重知恩報恩、利益累世父

母的孝道觀外，我再說幾個報恩孝

親的故事，來證明佛教徒不是徒托

空言，而是付諸事實行動。首先談

到教主釋迦牟尼佛，所謂「大孝釋

迦尊，累劫報親恩」，《地藏經》

的由來，就是過去世尊為報母恩，

在忉利天為母親摩耶夫人所說的

法，由此則堪稱佛陀為第一位躬行

實踐的大孝子。

伍、釋迦孝父

在《淨飯王泥洹經》有這樣一

段經文記載：「白淨飯王在舍夷國

病篤，思見世尊及難陀等，世尊在

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去此懸遠，

五十由旬，天眼遙聞父思憶聲，即

共阿難等，乘空而至，以手摩王額

上，慰勞王已，為王說《摩訶波羅

本生經》，王聞得阿那含果。王捉

佛手捧置心上，佛又說法，得阿羅

漢果，無常對至，命終氣絕，忽就

後世，至闍維時，佛共阿難陀等，

在喪前肅恭而立，阿難羅雲（即羅

羅）在喪足後，阿難陀長跪白

佛言：『離願聽我擔伯父棺。』

羅雲復云：『唯願聽我，擔祖王

棺。』世尊慰言：『當來世人，皆

兇暴，不報父母養育之恩，為是不

孝眾生，設其化法，故如來躬欲擔

於父王之館，即時大千世界，六種

震動，一切眾生，俄頃涌沒如水

船。』爾時一切諸天龍神，皆來

赴喪，舉聲啼哭，四天王將鬼，

億百千眾，皆共舉喪，白言：『佛

為當來諸不孝父母者，故以大悲，

欲親自身，擔父王棺。』」

這一段經文裡，世尊不但說法

度脫父母，還欲以九界獨尊之身，

「親擔父王之棺」，感天地為之震

動，龍神為之啼哭，這種偉大的孝

道，大舜何能望其項背。

陸、黃檗度母

唐 代 禪 僧 黃 檗

希運二十歲出家，

五十歲未歸，三十

年中他的慈母因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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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愛子，常常流淚哭泣，以至雙目

失明。雖然眼睛瞎了，還是不捨其

子，每逢有出家人，由她村中經

過，她便把僧眾迎請到家中供養，

並親自為其洗腳。因為希運禪師左

腳上有一大紅痣，其母想從洗腳當

中摸著紅痣，以確認她的兒子回

家。用心之苦，愛子之切，令人為

之淚下。

有一天，希運禪師回到家鄉，

被他老母親請回家中供養，為其洗

腳，禪師怕痣記被母親認出，讓

親情阻礙了修道的路，只好忍心把

右腳給母親洗了兩次，始終不肯把

有痣的一隻腳伸出。母親向他說：

「我有個兒子名為希運，出家三十

多年，沒有回家看我一次，我因為

太過思念他，終日哭泣以致雙目失

明。」禪師回答：「你的兒子我認

識的，他現在住在山西。」黃檗拜

別前，他的母親還托他帶信教自己

的兒子回來一次，以慰苦念之痛。

後來禪師走去不遠，遇著熟

人，認識他就是希運，就跑來對他

母親說：「你的和尚兒子才剛回

來，怎麼不留他住幾天呢？」此時

老母親才知道剛才的和尚就是她的

兒子，趕緊向西追去，一直追至清

福渡，竟不幸墜溪淹死。希運禪師

救母不及，悲極的說：「一子出

家，九族生天，若不生天，諸佛妄

語。」就在河邊為他母親舉行火

葬，把火炬舉起，向他母親遺體畫

了一圈並說偈道：「我母多年迷自

性，如今華開菩提林。當年三會若

相值，歸命大悲觀世音。」當時兩

岸圍觀者見其母形現煙中，轉女成

男，昇天而去。某夜黃檗夢見母親

對自己說：「我當年若受你一粒

米，當墮地獄，何有今日！」再拜

而去。

柒、懶殘養親

據聞有一個懶殘和尚，他的

母親就生了一個獨子，所以責無旁

貸的他便得負起養活自己母親的責

任。不過這位僧人不是把十方施主

施捨寺廟的財產金錢，拿來作為養

家孝親之用，而是用他自己省吃儉

用後僅有的一點微蓄來養活母親。

有時身上窮得一文錢也沒有，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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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能讓年老的母親餓肚皮，只有

把自己的袈裟典當，買米回來養

親。我們可以從他懷念慈母的四句

詩，「霜殞蘆花淚濕衣，白頭無復

倚柴扉。去年五月黃梅雨，曾典袈

裟糴米歸。」知其一片赤忱孝心。

寥寥二十八字，道盡懷念悲痛之

忱，令人讀之，泫然涕出。

捌、虛雲朝山

禪 宗 泰 斗 虛 雲 老 和 尚 住 世

一百二十載，當初生養下來可是一

塊血球，使得晚年無子的老母親，

因此一氣而終。翌日幸有賣藥翁，

破開血球，現出小兒，即虛雲和

尚，由其庶母撫養成人，十九歲出

家，勤修道業。老和尚常說：「我

生不見母，母親因生我而死，大恩

不能忘懷。」後來為報母恩，一心

發願朝拜五台山禮文殊菩薩，以此

功德迴向母親，早脫輪迴。朝山其

間三步一拜，不計年月，兩次凍臥

冰雪中，感文殊菩薩化身文吉乞

者，滿其初願。後來未見母親現

身，不知是否離苦得樂，又在阿育

王寺拜釋迦舍利，每天禮懺，一心

求見老母一面，並燃去指頭供佛求

見生母。終於有一天在夢中見母現

身，老和尚抬頭一看，見虛空中有

一夫人，騎乘龍身，得龍神護佑，

奄奄上昇而去。

虛雲老和尚為報母恩，吃盡了

千辛萬苦，冰天雪地，置死不顧，

目的是救拔母親超生極樂，這種偉

大的孝心，真是驚天地而泣鬼神。

玖、結　論

世俗人所謂的「孝親」，認

為食以太牢，住以華堂，才是奉養

之厚、人子之孝；佛教的孝道觀念

則是欲父母宗親了生脫死，往生淨

土，不受輪迴的痛苦，如此，方是

盡了孝道。總之，顛倒愚人，以造

業為孝親，以苦因為樂果，都是不

究竟的辦法，除了具有孝心還需依

孝親的究竟方法，才能真正報答親

恩，孝養父母。

本文節錄自《菩提樹》第二十一期
民國四十三年八月八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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