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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律讲解（草稿）

释生如法师

一、正法念处经原文：云何偷盗乐行多作。云何乐行多作。盗已堕于地狱。

此恶戒人。性自偷盗。近恶知识。若恶知识近住之人与彼相随。则行偷盗。

有下中上。何者为下。谓王法等。如前所说。何者为中。非福田所。偷盗彼

物。此盗为中。何者为上。佛法僧物。微少偷盗。是则为上。

彼佛法僧。若盗僧物。佛法能净。盗佛法物。僧不能净。若盗众僧现食用物。

堕大地狱。头面在下。若取属僧所常食物。则堕无间阿鼻地狱。宽广闇等。以重

福田。微少偷盗。以有心念。乐行多作。彼少偷盗。堕于地狱畜生饿鬼。若复忏

悔。不生随喜。心中生悔。彼不定受。若偷盗人。无量方便而行偷盗。以如是故。

名为偷盗。

这里讲偷盗最严重的是盗取三宝物，偷盗业中这条最重，盗取佛法僧三宝物。

所谓盗取，就是说属于三宝物，不经同意，自意取之，当作自己物自作主张而用。

即使非常微少之物，果报也极重，譬如纸巾、毛巾等等之类，如果盗取比这贵重

物品，果报更重。如果有犯者，自己想办法弥补以减轻罪障。经常到寺院里去的

人，自己多反省检讨自己有没有盗取之事，包括蝇头小利。

布施三宝能得无量福，但盗取和占有三宝物能得无量罪和无量的债。三宝是

世间最大的福田，得福最大，得罪也最大。地藏经说寺院一棵草拿之都有罪，不

要说比一棵草还要贵重的物品了，包括水、电、煤气、食物、茶和各种用具。

侵占也属于盗的范围，不仅包括饮食和物品，还包括属于三宝的各种权利和

职责，本来属于三宝应该行使的权力和职责，他人非要擅自替三宝作主，动用和

调配属于三宝的人、财、物，欺压在三宝头上，这个罪更大。占有和夺取三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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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地位和名声，也属于盗，这个罪可能就更大了。

这些戒律，我们如果能严格守持不犯，心自然就会清净下来，不再想着要得

什么，占什么便宜，把心收摄起来，自然就有禅定了。一个人心定不下来，肯定

是心里有事，如果把这些事都放弃，不再惦念了，何愁修不出禅定？

养成不占任何人和团体的便宜的习惯就好了，有了这个好习惯，就会少欠很

多的债务，少失去很多的福德，得便宜处正是失便宜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能占

得的便宜，因为有因果存在，每占一分便宜，各自如来藏都有记录，因缘成熟都

会千倍万倍无量倍的还回去，还的越晚，孽息越高，还的越多。

二、五戒中盗戒的范围

盗，就是不予取，不是自己的，却要占为己有。凡是得到了不属于自己所有

的东西，都属于盗。其范围都包括哪些？

比如说在一个团体中，甲是第一好的人，而乙却说自己是第一好。乙把第一

好的名誉归为自己所有，甲的第一好的名誉就被乙占有了，乙的行为是否属于盗

取了甲的名誉？

某项工作明明是甲做的，而乙却说是自己做的，乙是否盗取了甲的工作业

绩？一个团体中甲拥有某种权力，而乙却不自觉的行使了这种权力。乙是否盗取

了甲的权力？这种盗，也可以说是妄语。一种身口意行可以触及两种戒行，同时

犯两种戒。

其实五戒只涉及身和口，不涉及意，不管意如何，只要身口不犯，就不算犯

戒。所以五戒不戒心，只戒身口，属于小乘戒，看住身守住口，守好了，做人的

修为也就好了，来世可以继续做人，也可以断我见证果，但要想开悟还要受菩萨

戒，守菩萨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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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好五戒，就有德，有人格修养；不能守持五戒，人格不全，修为不够好，

人德不具足。如果凡夫的人格修养都不具足，那就不可能断我见成为圣贤人，超

越于人。

如果五条戒都不能守好，也不敢受，那么出家人的几百条戒，该如何守持呢？

那么多在家居士总是诽谤出家人如何如何不好，可是自己又怎么样呢？与出家人

的舍弃世俗背离世俗的心行以及能受几百条戒律约束的心行，相差究竟有多大？

五戒只有五条，看似简单和容易，其实并不简单和容易。能完全守住五戒的

少之又少。盗戒和妄语戒不好守，极大多数人并不明确了解其中内涵和范围。

守五戒，也就是做人，如果连人都做不好，还谈什么果不果的，来世三涂。

不少人都没受五戒，就暗示自己证果了开悟了。小乘五戒的身口如果都不能守住，

如何能守住大乘菩萨的心意戒？守意是最难最难的，起心动念不造恶业，很难做

得到。那么瑜伽师地论中的菩萨戒就更难更难守护，不断除烦恼，连想都不要想，

那是断除烦恼的地上菩萨所受持守持的，只管起心动念，不管身口行为，只要能

利益到众生，该做的一定要做，否则就犯菩萨戒。这样的戒，地前菩萨都做不到，

何况凡夫众生，可是也有不少人在学这个戒并且受这个戒，不知道这样的菩萨戒

体从哪里能得到。

身口是六识的造作，意是意根的心行。能管住意根，身口必然不犯；反之，

即使意根心念不正，意识强行压制，假装清净，身口也可以不犯，身口不犯，五

戒就不犯。管住意根压伏意根非常难，把意根熏修成功，断除烦恼自动自觉不管

用就更难了。

不断烦恼，意业必然会犯，所以断除烦恼一定是要断除意根的烦恼，才能自

动自觉，不用意识强行压制。如果只断除意识的烦恼，只能算作压制烦恼，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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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烦恼，当意识疏忽大意时，意根就会突然现行出烦恼，河水就决堤泛滥了。

三、关于盗墓罪和供佛的问题

盗墓者偷盗的物品是属于谁所有的？盗的是谁的东西？墓穴中的物品一律

属于墓主所有，墓主是死者，不是死者家属，家属有监护监管的责任和权利。陪

葬品都属于死者所有，因为陪葬品是送给死者的，理上事上都归于死者，死者是

墓地里物品的主人。死者有意根，有阿赖耶识，可以拥有陪葬品，不管能否用得

着，不管执著不执著这些物品。直至陪葬品腐烂为止，不允许他人动用，除非墓

主托梦于人拜托如何使用，否则拿走即为盗，包括家属也不可以动用。

死者身体虽然灭了，没有功用了，但是死者仍然是有情众生，有意根和阿赖

耶识不灭，可以拥有、守护和使用陪葬品，即使有身体的活人，一切物品也都是

识心拥有和使用，身体被识心所用，识心理应照顾爱护身体。不管主人高兴不高

兴，物品永远属于主人所有，陪葬品不管死人执着不执着永远属于死人所有。哪

管死人变成了鬼畜和天人，那些物品也属于那个人所有，别人不可以随意拿走使

用，除非交换什么物品，用以代替。比如说你买了一套家具放在家里，然后就出

国定居了，不一定回来。你那套家具和房子还是属于你所有的，不管物品有用与

否，该是谁的东西，永远是谁的东西。不管主人慈悲与否，宽厚与否，大度与否，

只要主人物主允许，否则任何人动用都属于盗用。

比如说佛是最大最高最尊的圣人，佛最慈悲最宽厚，无执而大度，可是供佛

的物品属于佛所有，随便拿来用，就是盗佛物。盗佛物盗三宝物可是比盗普通人

物品要严重无数倍，而且越有德行越慈悲越宽厚的人，盗他的物品罪越大，所以

不能以物主是否宽厚大度来定有罪与否。

偷盗罪的定罪不是由佛来定，不是由护法神来定，更不是由物主来定，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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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因果律来定，由如来藏执掌因果律。比较大的因果佛不会去干预，小的结果

要看偷盗者忏悔的诚心和善根，以及与佛的缘分，佛可以消除一部分遮障，护法

神可以遮挡一下，其余的由因果来酬尝。忏悔是减轻果报的最有效方法，灭去偷

盗心，从根本上消除罪业的源头，罪业才能消除一部分或者是全部。

由此可知，有情众生供佛的物品，属于佛所有，佛是物品主人，即使供佛的

人也不可以随意取用，否则就是盗佛物。如果想用供佛之后的物品，就要在供佛

的时候跟佛说：我供养佛陀菩萨这些物品，佛陀您做完佛事，受用精华完毕，剩

余的外壳我要取回自用，佛陀用不上的部分归我使用。这样打好招呼，香燃烧完

毕，就可以把供佛物撤下来了。或者是用其它的物品再代替佛陀用过的物品，作

为交换。

既然佛是受用物品精华部分，那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精华部分。对于这部分

我们要注意，一定不要去动，给佛留着，否则就是欺骗佛。骗佛的意思是说，佛

本来是嗅香尝味的，你供佛的东西自己先把美味和香气给嗅尝了，佛需要的东西

就没有了，或者是没有那么多了，先于佛而食，对佛是不尊重的，不能得福。供

佛的物品，佛用了，众生得福，佛不用，众生还是得福，因为有供佛的真诚心交

换得福，但是得福的差别非常大了。

四、五戒戒体的作用

三皈依不等于受五戒，受戒有戒体，皈依没有五戒戒体。戒体有遮止犯戒的

作用，也有戒神守护，能够防非止恶，不受少受恶业果报，修行快速。如果刚刚

受戒就犯戒，说明没有得戒体。没有得戒体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罪业没有忏悔清

净，受戒时有遮障，需要再重新忏悔清净再受戒，直至得到戒体。

如果给自己授戒的师父本身犯戒，失去了戒体，自己从他那里受戒也不得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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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可以多受几次戒。如果授戒师修行好德行好，诸佛菩萨

护法神护持就好，受戒时加持力大，感应大，受戒后改变大，道业提升的比较快。

五、受五戒和不受五戒恶业果报有区别吗？

凡是造恶业都是因为有恶心烦恼心的缘故，都属于心性不好，因此都有性罪，

性罪的果报不管受戒与否都一样。因为众生都有贪嗔痴性障烦恼，所以众生都在

六道轮回里受报，尤其是三恶道众生占极大多数。没有受戒的人，心性不与戒律

相应，有所违法，心性上的果报与犯戒的人果报相同。

比如一个人虽然没有受五戒，杀人之后仍然要下地狱酬尝恶报，从地狱出来

遇见那个人，还要偿还被杀者一条命，杀畜生也是这样，都有罪，需要受报需要

偿命。犯其它方面的戒律也是一样，该受什么恶报还是要受什么恶报。如果没有

受五戒，但是身口意行顺从五戒，心性善，就会受善报，得福享乐。并且所利益

的众生，也会回报给他相应的利益。

但是受戒与否还是有一点差别，那就是受戒的人如果犯戒了，多了一条戒罪，

违犯戒律的罪，明知故犯本身就是不尊重戒律，因而有罪。明知故犯与不知而犯

的，烦恼还要重，因此果报要重一些。

六、盗自己前世物是否属于盗？

假如一个人过世后仍然轮回做人，机缘巧合下他挖开自己上一世的墓穴，因

为隔阴之谜自己又不知道这个墓穴是自己的上一世，这时他如果拿走陪葬品，算

不算是物主的允许，如果不算这是不是盗呢？

这个人盗的虽然是自己前世的物品，但是这个行为仍然属于盗，因为有盗心。

一切罪福业以心为主，无心则无罪福。但是由于这个人盗的是自己物，并没有侵

害到他人，物品没有从他人那里转移到自己这里，物主没有更替，盗业不完全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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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得罪轻微。

有人明明是去别人家里偷某种东西，可是翻来翻去，却没有找到那种东西，

与此情况相同。或者是正要把东西带走，可是主人回来了，只好放弃东西，自己

逃脱。也与此情况相同。

这些实例说明，盗心存在，盗业不完全成立，物品没有转移，无法定罪，处

置的会轻微，果报会轻微。

七、盗三宝物罪

如果是在寺院，不管这任何东西寺院里有没有用，在家居士都不要擅自取用，

更不要拿走。因为寺院里的所有物都属于十方僧物，包括娑婆世界以外的他方世

界的僧人，十方世界的僧人都有权享用。你个人取用，盗的是十方世界出家人的

物品，根本还不清，这个罪就是地狱业，甚至是无间地狱业。

十方供养，是十个方向的众生的供养，就是东、南、西、北、上、下、东南、

西南、东北、西北。十方僧物，是十个方向世界的出家人的物品。世界有大有小，

大的世界指围绕娑婆世界十个方向的佛国土，小的世界是指娑婆世界里面的十个

方向的世界。比如娑婆世界三千大千世界的一个小世界包括四大洲、四大海、七

金山、四天王天、忉利天、兜率天、夜魔天、化乐天和他化自在天，以及初禅天。

一千个小世界是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是一个大千世界。

凡是犯了这个罪业的人，要在佛前殷重忏悔，直到见到好像为止，这个盗三

宝物的罪业才能消除。如：佛来摸顶安慰你，告诉你罪业消除了，或者是见到莲

花开敷，或者是闻到空中的香味，佛菩萨过来加持。否则这个罪业还在，命终就

要下地狱受报。

故意或者是无意浪费寺院物品，就是浪费消耗了十方僧物，这个罪也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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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十方僧的债，也不容易还清。所以每个人在寺院里都要节俭，不要浪费，损坏

东西一定要马上赔偿。过期就要加倍或者是多倍的赔偿。戒经里讲，如果一个人

犯戒而不忏悔，过一夜，罪业要翻一倍，过二夜，再翻一倍，就是四倍了欠三宝

债也是如此，过夜就翻倍。凡是曾经私自拿走寺院任何一个物品的，或者损坏物

品的，或者浪费物品的，包括水电煤气之类，自己都要想办法弥补赔偿。属于偷

盗性质的，不仅要赔偿，一定还要每天努力殷重忏悔，争取见好像。要想恶业消

除，不受或者是少受恶报，一是忏悔，二是补救，金钱财产的补偿。

每个人无论在家，还是在工作单位，还是在寺院，以及所有公共场合，都要

搞清楚，各个物品的主人是谁，不要侵犯物主的所有权力，用物先问主。包括自

己的家人的权力，自己的父母孩子配偶的所有权，也不要侵犯和冒犯。这就是做

人的修养和品德，清净做人，必有清净的果报。

如果是寺院故意放在某处的佛经等等结缘品，那都是免费结缘给大家的，可

以自主取用，不必告知寺院主管人员。某些东西都是有特定人员管理，如果想用，

要经过特定人员同意。如果不是特定管理人员，即使同意也不可以，取用那就属

于盗。要看某人是否有那个权力和职责，不能随便找个人允许就行的。

有些居士到寺院，就喜欢替寺院师父当家做主，也不管师父是否愿意和允许，

自己就夺取了一切权力，什么都擅自做主，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不仅管事，还

要管钱，更要管人。这个罪业相当大，能不能忏悔清净，都不知道。

甚至有些人到寺院里，连出家人都要管一管，出家人干什么与不干什么都要

听自己指挥，指示出家人做自己安排的事，以满足自己的贪欲和心愿，以下犯上，

蔑视三宝和三宝的尊严。出家人不归任何在家人管理和指使，只有出家人本人的

师父有权力管理教育，以及所在寺院的主持和出家管事者有权管理。出家众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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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受十方诸佛菩萨教育和管理，连土地神等等护法神都没有资格和权力，因为

出家人直接是佛陀的弟子，不是护法神的弟子，出家人只可以礼拜佛菩萨，不可

以礼拜护法神。所以如果在家人的权利欲太大的话，要尽量克制自己，实在克制

不了，就远离寺院，远离出家众，免得造下地狱业，受地狱苦。

还有一些在家人，喜欢穿出家服，喜欢用出家人的名字。还有人喜欢冒充出

家人，获得恭敬，获得各种供养，这是盗中大盗。还有一些在家居士，非要声称

我们也是三宝，应该有三宝的待遇，侵犯三宝的名誉名声，影响相当恶劣，这是

大贪大盗，不通忏悔，忏悔也没多大用处，仍然要到地狱里报道。

八、讨论盗的问题

问：公园里有一颗枸杞子树，并不结枸杞子，每年这棵树如果不修枝剪叶，

这棵树就长不好，剪去枝叶，树木长得会茂盛。如果有人去采摘树上的叶子回家

吃，这算不算盗？

甲答：首先这个树不是自己的，如果有盗心或者占便宜的心思那就算偷盗。

乙答：算。公园枸杞树，为全体人民所有，若未经允许偷吃，就是偷盗。以

偷心移动，就是偷盗。

丙答：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地面及地面上的物产，在没有指定所有人时，其

归属权为全民，属于社会全体公共财产。

那么，我们去荒山采摘果子，也是属于偷盗行为。因贪心而采摘枸杞带回家，

和饿了无意摘下吃掉，都算偷盗，但果报肯定差别很大。

问：如果是公园默许呢？如果摘掉叶子，树长得会更好呢？如果摘掉叶子，

就省去了公园管理人员再去修枝剪叶的劳动了呢？如果叶子对于公园没有用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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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答：修剪叶子，让树长得更好，这是功；知道叶子有药用作用，而私自带

回家，这是过。为了树子长得更好，修剪枝叶属于功；没有获得许可，而把叶子

带回家，分两种：叶子对公园作用大，则果报大；也只纯粹对公园无用，果报小。

如果为了树子长得好而修剪枝叶，有功；但修剪枝叶导致树子死掉了，这有过。

个人认为，很多事情都同时具备善恶两面，只是看哪一面占比更大些，择其善而

为之。

例如你布施给乞丐一万元，按理是大善事，但实际上，你也间接的促使了乞

丐的偷懒、依赖心，这应该属于大善里的小恶

乙答：默许，就不算偷盗吧。也是哦，应该大家都是默许的。到最后，就要

看发心了。

丙答：算不算盗，依摘取得物是否有主人和摘取的人是否有盗心决定的。主

要还是在发心上。众生共业的产物，没有确定哪一个是主人。

丁答：还是要看动机，月亮上采矿，地球人以为是公共的，实际上是隐形外

星人的呢，咋办。

总结：要看公园种树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美化环境，不是为了获取树的枝

叶和果实。如果公园管理人员不在意树叶子，那么采摘就无过，没有损害公共利

益。

取用无主物，不属于盗。但是树属于公园管理部门所有，关键在于管理部门

是否在意和需要树叶，如果是默许，就不属于盗。如果是管理部门无奈没能力管，

就属于盗。是否属于盗，一要看物主是否同意或者默许；二要看取物人是否有盗

心；三要看结果，是否损人利已了。只利己没有损人，不在此条之内。

九、盗的究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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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天地万物，取之都是盗，执取都是业行，都有生死果报，只是业行的轻

重善恶差别而已。不管善恶，只要是有为法，必感召生死苦。因为天地万物，没

有一样东西属于你所有的，包括你的色身和识心，都是盗如来藏的。彻底断我见

以后，就不犯盗戒了，不犯盗戒才能成佛。

如果一个人想要送给你某些东西，要观察他是真想送给你，还是假送，有其

它想法其它目的。同理，我们如果想要别人的东西，要观察他是否真正愿意施予，

是意根同意，还是意识愿意而意根不同意的无奈。如果意根不愿意施予，但行为

上意识不得大方的给与，那么后果可能很不好，他会想办法讨回来。

如果一个人知道对方内心不愿意施予，也知道对方会顾虑面子等等差不多能

施予，于是就张口求取，结果对方确实勉强给与了，心里却非常不高兴。这种情

况，几乎属于明抢了。

明抢和偷是什么关系？都是不经过对方意根的同意而夺取，明抢是明着夺

取，偷就是暗中夺取，强盗等同于小偷或者大偷吗。这样的话判断一个人是君子

还是小人，基本上就能分清楚了，君子是不夺人之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坦荡

荡磊落落，不暗做手脚使手段。而小人则常戚戚，阴森森，使手段耍计谋，心里

都是鬼，鬼主意鬼道道，阴暗面多。

与人做交易，使劲砍价，甚至达到或者超过对方承受的底线，这也等于抢和

偷。所以买东西的时候，不要要过于讲价，要让人过得去，要照顾对方的心理情

绪和承受能力，这也是做人的修养和修为，所以佛讲五戒十善，就是教我们做人。

观察当前末法时期，真的有很多人不会做人，既然连人都不会做，断我见成为圣

人就不可能了。

十、盗盗者物同样是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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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田里收获庄稼的时候，就会有田鼠偷一些粮食，埋到自己的洞里，这是

它们一个冬天的食物。临到冬天的时候，有人就会专门找田鼠的洞，挖出它们储

存的各种粮食带回家，一个洞能有好几斤甚至十斤粮食。田鼠回到洞里，发现粮

食没有了，有的就会绝望的自杀死掉，要不然冬天没有吃的也会饿死。挖走田鼠

的粮食，属于偷盗行为吗？

所谓盗者就是不予取，不经过物主的同意偷偷拿走，擅自移动到自己身边和

名下，归自己拥有。物主一定是有情众生，偷盗者是怀着盗心偷心，主动拿取，

中间还要设施了一定的方便手段，最后物离开物主，到自己所在地，成功的拥有

了所盗物。

田鼠的行为属于盗，一是有盗心，偷偷的拿走，不让人知，二是用嘴叼走，

采取了方便手段，三是粮食离开田地，放到了自己的洞穴里，成为自己的所有物。

既然是盗，盗来的粮食一定是归田鼠所有了，否则就不属于盗，盗就不成立。

如果人类再去挖田鼠洞里的粮食，就属于盗田鼠的东西。如果田鼠不是盗，

是替人类保管，人类去挖，就不是盗田鼠的，而是盗其他人的。

同理，把小偷偷的东西，偷偷拿走，这种行为也是偷盗的行为。因为小偷通

过一定的方便手段，成功的把东西偷到自己所在地，成为了东西的新主人，如果

物主没有更换，偷盗不成立。别人再把小偷的东西偷偷拿走，采取了一定的方便

手段，成功的把东西拿到自己的所在地，成为了新物主，这个行为属于偷盗。如

果中间有其它发心，不是想占有小偷的东西，那就不一定是偷盗。

十一、说僧过即是恶

佛教从有出家人那天开始建立，出家僧团灭，佛教就灭，这是有佛经依据的。

凡是剃度受出家戒律的，都属于三宝，起表法作用，代表佛教。至于表得怎么样，



14

那是僧人和僧团的内部事，外人无权干涉。

出家人有戒律有因果约束和规范，即使犯戒也不允许在家人说。所以佛不允

许在家人看出家人的戒律，以免按照律条来比对出家人的言行，然后生出慢心，

举罪和宣传出家人的过失，造成诽谤三宝之恶业，果报可畏。出家人有僧团来管

理，僧团会对出家人的过失和罪责做处理，没有僧团的，或者是僧团不能管的，

有护法神和因果来管理，但在家人没有资格管，绝对不能说僧任何过错。

出家人自恣日，自举所犯律则，互相举发所犯律则和过错，不允许在家人偷

听。如果有人偷听，护法神会拿剑斩头。就是不让在家人知道出家人所犯戒行和

过错，然后指责和宣传。如果在家人指责和宣传出家人过错，无论是否有其实，

都是诽谤恶业，命终果报三恶道或者地狱。恶业大的，活着就有现世的花报，等

不及后世的果报。

有些人光看出家人不是之处，出家人所舍弃的世俗利益怎么就看不见呢？即

使出家人经常犯戒，常常造恶，难道还有在家人造恶多？在家人天天鱼肉，常常

贪欲难以割舍，相互比较来说，谁的业大？要不然那么多人自视清高，为什么不

出家拥有出家人的身份？出家很难吗？并不难，就是因为放不下世间里的种种贪

欲种种享乐，世间里的利益很难割舍。所以就以在家人的身份为尊为大，处处指

责出家人和僧团。既然僧团如此不堪，为何不发大心，舍弃世间贪欲，为佛教为

众生为自己长远劫的道业而勇敢的出家，以出家身护佛教和众生岂不是更有利？

佛世时提婆达多和善星比丘，无论怎样造恶，都由佛和僧团制约管理，别人

无权干涉。如果佛管不了，僧团管不了，有因果制裁，活着下地狱。佛世时六群

比丘造恶无数，佛涅槃后仍然是比丘。佛涅槃时六群比丘喝酒吃肉，大声喧哗庆

祝佛涅槃，佛无奈掩天人耳目，不让天人听闻，但佛并没有现神通制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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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在世，以佛为大，佛涅槃，以戒律为大，谁的戒律势力大，就以谁为大为尊。

以戒为大，表现是：一、出家人和在家人不混居，戒律不同的人不混居，即使都

是出家人戒律有差别也不能混居；二、行走坐卧、做佛事、布萨时，都是先受戒

在前，后受戒在后，出家菩萨戒先于在家菩萨戒，在家菩萨戒先于在家五戒八戒。

十二、阿难是否算犯戒？

问：楞严经中讲阿难证得了初果，却被摩登伽女诱惑，差一点犯戒，如果不

是被楞严咒所救，会不会因为破戒而下三恶道？

答：阿难是被摩登伽的母亲用外道邪咒诱骗尽淫女屋中的，不是他主动走进

淫女屋里的。阿难初果的禅定力显然不足以抵挡得了外道强有力的邪咒，邪咒对

阿难就有阻碍作用，会失去抵挡力，但阿难绝对不会主动犯任何一个戒律，不会

下三恶道。就像一个人因为禅定力不足，就抵挡不了酒精的迷惑力，酒精入心，

就会昏沉不清醒。这个酒精也许不是自己自愿所饮，而是被他人强行灌入，或者

用计策灌入。

阿难的情况属于被外道强行施了咒法，由于功力不足，抵挡不了，不是阿难

愿意接受邪咒。邪咒一旦入心，阿难也没办法再清醒。一个人受了迷幻药的迷幻

作用，就会不自觉了，这不是个人的意愿，不是主动愿意迷失自己。所以不属于

心有烦恼的主动破戒行为，就不会下三恶道。如果阿难在被迷惑的时候，不生起

贪欲心，那么无论怎样，阿难都不属于犯戒，也不属于是被动破戒。完全不动心

没有贪欲，这要修到三果以上，断尽贪欲才行，一般人需要意识的控制，而意识

容易被外力所控制，所以只修意识，广学多闻，道力就不可能健全起来，结果就

是阿难这样。

如果有极强的外力作用，一个修行人在道力不足的情况下，那就难免不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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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为五阴当中的色阴没有尽，就要受色阴的影响，五阴中的受阴没有尽，就

要受受阴的影响，想阴没有尽，就要受想阴的影响，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什么时候才能不受五阴的影响，而得色阴尽受阴尽想阴尽？最低要在修出四

禅定的时候才行，在四禅定里才能断尽色阴和受阴、想阴，否则任何人都会受五

阴的影响。有身即有此大患，无身则无患。所以才要修道，才要修禅定，才需要

修到意根这里，以求断除五受阴，心得解脱。

小乘人判断一个人是否犯戒破戒，只看外表行为来判断，只要行为符合五戒

比丘戒比丘尼戒，就说是不破戒。而大乘判断一个菩萨是否犯破戒，主要是看菩

萨的心是否犯戒，是否在行为当中有所动心，如果没有动心，就是清净的。但是

一般人只能看外表的行为，看不出一个人真正的心行，误判的情况就会非常多了。

如果一个人表面在做善事，表面在利益他人，而其心行全部是为了个人利益，其

行为是一种遮掩和假相，心的目的与行为不一致，那么这个人就不是在做善事，

不是在利人，而是在利己。这样以行为作为假相的欺骗，不仅无福，而且有罪。

十三、任何人学习佛法都不属于盗法

所谓的盗就是不与取，佛法里除了戒律，不受戒不可以读和学之外，所有佛

说的法都是为众生而说，都是说给众生的，都是公开于众生的，众生学习佛法就

不存在不与取这个事。佛陀就是为众生讲法，让众生学法，无条件的，不收取任

何费用，佛陀的心无私无我，一心为众生解脱生死苦恼，所以根本不存在不与取。

甚至外道人都可以随意读和学习佛法，尽管外道有可能是为了挑漏洞，为了

诽谤，但读佛经挑毛病都不属于盗佛法。关键是佛陀心量大，一切为众生，不为

个人私利。如果佛陀不允许众生随便学法，要有前提条件才能学习，不具备条件

而学习就是盗法。但佛教里没有这个规矩，都是让众生正大光明的学习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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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戒律，如果没有受相应的戒律，就不允许学习，因为一是怕众生知道里面

内容就不敢受戒了，二是没有受戒而去学习，就会拿戒律去比对受戒的人，这样

就有罪过。受戒的人高于没受戒的人，佛教不允许以低而指责高，即使有事实依

据也不可以，都有过错。尤其是出家人的戒律，在家人绝对不能去看，更不能拿

着戒律去说出家人如何如何，即使出家人犯戒了，也不允许在家人去指责，否则

就有过错，或者有罪，有因果和罪业。有根据的指责出家人也属于谤僧，属于有

根诽谤；如果没有事实根据而指责宣传出家人过失，属于无根诽谤，罪过更大，

因果更重。

盗法有一个特例，就是以盗心把佛法原封不动搬到外道当中，变成外道他们

的法，佛法的所属人改变了，就属于盗法。把别人的东西拿回自己家，说是自己

的，东西的主人改变，才属于盗。佛法没有更名为外道法，就不属于盗。如果是

外道派来特意盗法的，把佛法变成外道法，为外道服务，就有盗法罪。

十四、两舌业因什么而起

两舌俗语就是挑拨离间，对甲方说一套，对乙方说一套，目的是让二方互相

误会，自己从中渔翁得利。两舌也含有不实语，不管有心和无心，都是罪业。在

三宝中只要离间了四众关系、师徒关系，就是无间地狱业。其中还涉及到出家师

父所摄受的弟子，不再信受师父，不再跟随学法，而转学其它不能解脱的错误法

低劣法世俗法，那么同时就对师父的弟子有极大的误其法身慧命的罪业，后世两

人之间会有极大的纠结关系，自己还要背负这部分罪业果报。

造作两舌恶业，也有因由嫉妒而起。嫉妒心大多数人都有，或者说所有人都

有，关键是能否降伏下来，不让自己的嫉妒心现行出来，以造作大恶业。心中有

我有他有人，想要自己突出出来，得到某种利益，希望他人羡慕尊重仰慕跟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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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而不得志，才会产生嫉妒心。嫉妒心是无能的表现，如果自己能，一切好处

都会自己得，何必要去嫉妒他人？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第一第二，希望自己站在最高峰，在众人顶上，如果你真

能，德行品德才能应该是最高最好的，想当第二屈尊人下都不可能，躲在人群中

都躲不住，一定会显露出来。想要占据第一位，要掂量自己的德在第几位，德要

配位，你才能有那个位，否则必有灾祸。超出自己的德能范围和程度了，很难承

受得了，比如说你本来身体承受只能有五十斤以下，非要背上一千斤的份量，后

背脊梁骨都会压折压断的。

每个人想要得到某种利益的时候，首先要掂量自己的德，再掂量自己的能，

再兼顾自己的人格品性，最后再衡量自己能否担当得了那个位和势，别给自己增

加过多的烦恼和苦恼，德不配位不如不要那个位。

超出自己能力太大的心，叫作野心，野心太大就会疯狂，疯狂太大就会消亡，

命会绝矣。而修道人对世间一切都要看淡，都尽量要无心无欲无求，这样品德才

会越来越高，品德高到一定程度，就会具有菩萨的格，进入菩萨位，成为菩萨摩

诃萨。菩萨位是无心得，没有靠斗争嫉妒排挤他人能得到圣位贤位的。

人在任何一个团体里，第一第二不是争来的，不是斗来的，不是自我夸耀来

的，不是打广告招来的，不是拉选票选来的，是德行感召来的。德行感召来的，

推都推不掉，藏都藏不住。靠手段争取来的，一旦福德尽，势力尽，就会退堕下

去，期间如果有罪业，还会退堕到深谷，得不偿失。烦恼是因为我见我执而来，

我执太重，就会为我而造作恶业了，把我看得太重一点好处也没有。我越重，下

堕就会越深；反之，心越无我越轻松，就越会飞升。是上是下，完全在于对自我

的把握。在日常遇缘对境当中，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虚妄不实，反观自己的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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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观察得越好，对自我的把握就会越好。

十五、什么是破僧罪

破僧包括破坏僧团和非僧团里的僧。四个出家人以上组成的团体名为僧团，

这四个出家人都必须是已经受了具足戒的，有出家戒体的僧人。如果在僧团里搞

斗争，最后剩下了三个僧人也就不成其为僧团了，这样僧团就散了。把僧团斗散

的人，就造作了无间地狱罪，命终就有无间地狱果报。

三人以下的出家众，虽然不能称为僧团，也叫作僧众，如果也要在其中搞是

非，挑拨离间，叫作斗乱僧众，罪过也是地狱罪。一个出家人带领众弟子，虽然

不能组成僧团，但如果对佛教起的作用也相当大，挑拨离间师父与弟子之间的关

系，分崩离析师徒，这个罪业也是相当大的。如果这个出家人身份相当特殊，对

佛教的未来和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对众生也有很大的摄受力，有人对其诽

谤，分崩离析其弟子，这样的罪业就相当相当的大，大于破坏其它僧团的罪业，

当然更是无间地狱业。

十六、为什么诽谤三宝罪最大

佛经都是佛的真实语，佛不欺诳众生。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任意一句话，不会

有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这一句话的份量可能是相当大的，自己往往不知

不觉。一念善就是升天享乐之因，一念恶就是无间地狱之因，在佛法僧三宝中所

言所行，尤其重大，非同在世俗法里的言行。如果一句话破坏诽谤了三宝，不管

如实和不如实，都是地狱因。一句不和合语，叫作两舌，挑拨了僧团的和谐，挑

拨了僧人之间居士之间僧人与居士之间的和谐关系，都是地狱因。造业最多的就

是口，要想免遭恶果，应该善护口业，谨防祸从口出。没事时不说话，有事时少

说话说好话，忌无事找事无事生非。这样自身清净，不留过患，这是聪明智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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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为；反之就是愚痴烦恼深重之人。

诽谤分为无根诽谤和有根诽谤，根就是证据事实的意思。没有其事而说有，

有其事而说无，颠倒事实，就是无根诽谤；事情确实，所说是事实，叫作有根诽

谤，对于三宝来说，这两种情况都属于诽谤，罪过很大。说僧过恶，是大罪，即

使有其事，有心无心说向他人都是罪，恶心宣传其罪更大。

为什么在三宝中造业罪最重？因为三宝对世间众生恩最大，功德最大，能带

给众生解脱，让众生离苦得乐，是众生最大福田。在自己的福田里造作恶业，当

然是其罪最大，影响也最大。如果因为自己的诽谤，让众生对三宝失去信心，就

等于断绝众生解脱之道，这个罪肯定是比什么罪都重。

在世间里，对于对自己有恩之人施恶，也是为人所不耻，被世人所唾弃，何

况在佛法当中对能带给自己无量劫解脱功德的三宝施恶，其罪怎么能小？

凡是造作恶业的人，都是因为烦恼，都是因为心中有我无他的缘故。贪嗔痴

慢疑，因为心中有贪，贪不得，得不到而造作恶业；心中有嗔，不顺己意而嗔；

心常愚痴，不知善恶是非好歹，无知而造作恶业；心中那个我炽盛，掩盖不住而

发，凌灭他人而造作恶业；心中有疑不能确定善恶因果而造作恶业。

所有恶业，无不是因我而造，所有烦恼无不是因我而来，我就是个罪魁祸首。

不断我见，轮转三途，三恶道不免，苦恼无穷无尽。所以每个学佛人应该下大决

心，一定要降伏那个罪魁祸首，最后消灭那个罪魁祸首，自己才能离苦得乐，自

心才能太平安宁，天下才能太平。所以断我见能福及天下，福佑众生，最大受益

者还是自己，虽然没有我了，没有我才真正好。

十七、善意的盗有善报

盗，几乎所有人都会犯，不予取就是盗，一般人都不懂。我就犯，而且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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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故犯。以前我就喜欢多余东西送人，有布施的习惯，也希望自己家人也能布施

修福，舍弃悭吝习气。别人我管不了，只能管管我母亲，可是她有点吝啬 不听

我的，东西太多还没有用就是不送人，我没办法就偷偷的拿走她不常用的东西去

送人，然后她每次找不到东西，就说是我偷走送人了。其实偷偷拿自己家人东西

也有果报，将来的果报是什么呢？东西送人得千倍福，这个谁得？

如果是我得福，就不止千倍万倍得了。但是东西不是我的，我怎么得福？布

施这种行为是我造作的，当然是我得福，身份不同，得福多少不同，出发心不同，

得福多少也不同。但是东西是我母亲的，她也应该得福，但没有布施心得福有限，

且因为我得福，没有我她就不能得福。我将来得福时需要还回去一部分，我只得

发心这部分福。

和自己的亲人之间互相欠债，由此缘分，来世还会在一起，即使还债也挺好，

毕竟有机会度他们。亲人之间本来就是一笔糊涂账，没人能算得清，由此债务关

系，生生世世纠结在一起，善缘就快乐，恶缘就痛苦。与一切人等多结善缘，未

来世就会快乐，没有痛苦。

十八、人类派鸡鸭去灭蝗虫算杀生吗？

唆使他人造作杀业，比自身造作杀业罪业还要重。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自己

杀生，是你自己一个人造作恶业，与众生结恶缘。而教唆他人去代替自己杀生，

他人造作是杀业，同样有自己的一份，自己的杀心仍在，又让他人结恶缘，造作

恶业，无染他人，这是双重恶业。

让鸡鸭代替人类杀蝗虫，蝗虫是因为人类而死的，属于人类杀的，鸡鸭只不

过是人类杀蝗虫的工具罢了。同时鸡鸭又与蝗虫结恶缘，来世还要受恶报，这是

人类造成的。所以派鸡鸭灭蝗虫，比自己灭蝗虫，恶业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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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遇到这样大蝗虫灾难应不应该去灭蝗虫呢？如果蝗虫威胁到人类的生

存，当然需要灭，因为比较人类的生命比蝗虫不知贵重多少倍，二者相比较还是

应该首先保障人类的生存。人是道器，能做极多的善业，对三恶道众生都有益处，

只要人活着，其它事情都好办。只不过后世有一些恶报而已，比现在被蝗虫夺命，

或者被灾难困住要好得多。

每个众生无始劫以来造作的杀业太多太多，大大小小数不清，所以每个众生

业障都深重，恶缘都很多，哪管你再好，也有要杀你的，也有打骂你的，也有侮

辱陷害你的，也有毁谤你的，也有看不上你的，说你不好的敌对者很多。

遇到逆缘和灾难，不得不去造作杀业，这本身就是无福的表现，就是业障，

是恶业的果报。如果没有业障，就不会遇到必须造作杀业才能解决自己的生存问

题。诸佛菩萨恶业消灭，就不会感召到这样的逆缘，不会迫不得已去造作杀业。

即使遇到恶缘，也会化险为夷，遇难成祥，也会用自己的无量功德去弥补和救度

敌对者。

十九、梦中与醒时造业的区别

梦里与梦外的区别是，梦里没有外相分，什么也没有改变，而梦外有外相分

的改变，有利益他人和损害他人的实事发生。所以梦里造业，没有实质和具体的

果报，梦外造业就有实质和具体的果报。除此，梦里梦外都一样，都是虚幻不实

的。

梦中虽然布施了一千元钱，可是并没有实质的钱被布施出去，也没有实质的

人得到这笔钱，所以实际上并没有真实的布施行为，只是有一种布施的心行存在，

有一种慷慨为人的心行存在，有一种不吝啬的心行存在，就是意根的心行。梦中

意根的心行善，说明这个人心性是真善，善心生福，会有福报和善报，心有多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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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就有多大，果报就有多大。梦中布施，说明意根心性善，性善就有善报，死后

就会去善道，到与意根心性相应之处出生和生活。善有善福，这就是心性的善报。

意根心性恶，会损福报，到与意根心性相应的恶处受报，这就是善恶果报。

如果是梦外布施了一千元钱，就有实质的钱被布施出去，有实质的人得到这

笔钱，加上有布施的行为，三者具足，果报就会具足受。将来至少会有百千万倍

的钱财回馈，也会生出相应的福德，有善报和福报。如果意根由于心性的善恶，

指挥六识造作了善恶业行，除了心性的果报之外，还有业行的业报，业报是非常

具体的果报，锱铢必较，一定要酬尝业果的。

梦中杀人与醒时杀人的区别也是同理，梦中没有实质的人被杀，没有实质的

杀人行为，但有杀人的心行，其果报以心行为主，因其心性恶不善，就会损其福

德，投生到与心性相应的恶处，受恶不善的果报。梦外杀人，有实质之事，就有

酬尝杀人的业果，将来会有恶心不善心性的果报。比如说受戒之后犯戒了，有的

犯戒的行为，不仅有心性上的罪，还有业行上的戒罪，二者合一起受报。而没有

受戒的人，造作了恶业不善业，虽然没有戒罪，但有心性恶之罪，仍然有恶果报。

做恶事，受戒与不受戒都有恶报，受戒对自心有一定的约束力，对于修行更有利。

意根代表一个众生的根本心性，意识可以粉饰和伪装，意根不行，装不了，

不能弄虚作假，绝对真实的表现自己的心性。在梦中意根是绝对的作主，意识的

作用非常弱极其弱，几乎起不了调控意根的作用，所以梦里不能造假不能伪装，

体现的都是意根的心性，最真实。

二十、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关于大妄语戒）

原文：佛告诸比丘。吾以种种呵妄语。赞叹不妄语者。乃至戏笑尚不应妄语。

何况故妄语。是中犯者。若优婆塞。不知不见。过人圣法。自言我是罗汉。向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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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者。犯不可悔。若言我是阿那含。斯陀含。若须陀洹。乃至向须陀洹。若得初

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若得慈悲喜舍。无量心。若得无色定。虚空定识处定。

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若得不净观。阿那般那念。诸天来到我所。诸龙

夜叉。薜荔毗舍阇。鸠槃荼罗刹。来到我所。彼问我我答彼。我问彼彼答我。皆

犯不可悔。

释：佛对诸比丘们说：我用种种方法呵责妄语者，赞叹不妄语的人。修行者

就连说笑都不应该妄语，何况故意妄语，更不能犯。如果真有犯妄语戒者，如果

是受过五戒的优婆塞（优婆夷）并不知道也没有证得超过凡夫人的圣人法，却对

人说我是阿罗汉，我是向阿罗汉，我是阿那含，我是斯陀含，我是须陀洹，我是

向须陀洹，我证得了初禅，我证得了二禅，我证得了三禅，我证得了四禅，我获

得了慈悲喜舍四无量心；

我证得了无色界的空无边处定、识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

我获得了不净观，我修成了阿那般那念，诸天人来到我身边，诸龙、夜叉、乾达

婆、毗舍阇、鸠盘荼、罗刹来到了我身边，和我对话，他们问我答，我问他们答，

这样的说法就犯了妄语戒，犯了以后就不能忏悔了，即使忏悔也不能消除妄语罪

业，仍然有罪，命终堕于三恶道受妄语报。

以上是佛陀对妄语戒的开示，主要是针对大妄语，是对非常重大的事件的不

实谎言，小妄语没有说。重大事件就是出世间法的实证，这个问题绝对不能妄语

说谎骗人，冒充圣贤这个罪业非常大，冒充国王都要被斩头示众，株连九族，何

况冒充远远超胜于世间凡夫国王的圣贤人，其罪更大，不可忏悔，必堕恶道。所

以每个人对于重大的出世间法一定要谨言甚行，小心翼翼，没有百分之百把握，

没有确凿证据，切不可随意散布自己得了某种出世间法。也不管是何等人印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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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实，就一定会承受严重恶报。希望一切学佛者慎之慎之，勿犯大妄语罪，

一失人身，再难得遇。

为什么不少人都喜欢向外宣示自己得了什么什么法，有了什么什么果，这是

什么心理呢？深究起来，无非是想要证明自己优秀、优越，超越于其他人，我胜

于其他人，其他人都不如我；或者是想要得到他人的尊崇、敬仰和钦佩，想要其

他人臣服于我，想要出人头地等等，以此自傲自恋自慢。这都是基于心中有我也

有人，我相具足，人相具足，并没有断除我见，并没有得什么法，因此还是我见

具足的凡夫。想要得圣人法的人，一定要深究自己的内心，把自己内心中的我都

挖掘出来，破除掉消灭掉，不要让那个我再出来惑乱自己，给自己增添烦恼惑业

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