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僧尼日常行事漫谈 

济群法师 

   在研读《行事钞资持记》、《重治毗尼事仪集要》等律学典籍时，发现其中对僧伽的

日常行事都有详细规定，很有现实意义。遂不揣浅陋，将之整理出来，供诸方同道参考。 

一、礼佛发愿 

   愿力是理想，愿力是目标，十方诸佛都是在因地发大愿而成就。作为沙门，也应每天

在佛前发愿，以崇高的愿望指导自已的行为。《大智度论》说： 

   菩萨法，昼三时夜三时常行三事：一者，清旦偏袒右肩，合掌礼十方佛言：我某甲若今世

若过世无量劫，身口意恶业罪，于十方现在佛前忏悔，愿令灭除不复更作，中暮夜三亦如是。

二者，念十方三世诸佛所行功德及弟子众所有功德，随喜劝助。三者，劝请现在十方诸佛初转

法轮，及请诸佛久住世间无量劫，度脱一切。菩萨行此三事功德无量，转近得佛。1。 

   昼三是白天三次，即晨、午、昏。夜三是晚上三次，分别为初夜、中夜、后夜。如此，

每日六时礼佛发愿。倘能加上忏悔回向，则罪业消除，功德无量。 

二、礼敬规矩 

   在僧团中，谁有资格接受礼拜，谁没有资格接受，什么情况下应该礼拜，什么情况下

不应该礼拜，也是僧伽必须知道的。关于应礼拜的对象，《律摄》说： 

   有四种应礼：一、如来，一切人天并应致敬故。二、出家者不礼俗人，是彼所敬故。三、

已近圆苾刍皆应礼敬先受近圆者，惟除尼众，彼敬亦尔。四、未近圆者应礼近圆 2。” 



   近圆是具足戒的异名。也就是说，在家人应礼出家众，沙弥应礼比丘，后受戒者应礼

先受戒者，沙弥尼、比丘尼应礼比丘，一切天人都要礼拜佛陀。 

   关于不应礼拜的对象，《四分律》说： 

   有四种不应礼：一、不应礼一切白衣及女人。二、前受戒人不应礼后受戒者。三、不礼犯

边罪等十三难人，被举、灭摈、应灭摈等。四、不礼一切说非法语者 3。 

   这里说到四种情况，比丘不能礼在家人，戒腊高的不能礼戒腊低的，此外，有十三难、

或因犯戒而被僧团灭摈、知见不正而说非法语的人，都没有接受礼拜的资格。 

   那么，在哪些情况下不应礼拜呢？《四分律》说： 

   比丘有十种威仪不应礼：大行时、小行时、若裸身、若剃发、若说法、若嚼杨枝、若洗口、

若饮、若食、若啖果 4。 

   《十诵律》说： 

   睡、缝衣、大众中、在路行、病时，不得礼。 

   同书又说： 

   佛塔、声闻塔前，自他不得互礼 5。 

   《僧祇律》说： 

   礼塔、诵经、读经、写经、授经、暗中，并不得礼 6。 

   本来该礼的对象，但在非处非时或别有所敬时，也是不能礼的。 

三、处众态度 

   僧，梵语具称僧伽，汉译和合众。和有六种，分别是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

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六和是维护僧团和谐的原则，每个僧伽都应遵守。《四分

律》说： 



   比丘至僧中先有五法：应以慈心。应自卑下、如拭尘巾。应善知坐起，若见上座不应安坐，

若见下座，不应起立。彼至僧中，不为杂说，论世俗事，若自说法，若请人说法。若见僧中有

不可事，心不安忍，应作默然 7。 

   慈心是平等对待一切，没有爱嗔之别；卑下是表现出谦虚柔和，常省已过，不讼彼短；

知起立是讲究礼节，对戒腊大于已者，应该起立让前坐；不杂语则能保持庄严肃穆；心不安

忍时默然，可远离恼乱，保持内心安宁。《大智度论》说： 

   佛勅弟子若和合共住常行二事。一者贤圣默然。二者说法。8。 

   入道之要贵在静，所谓静能养心，静能入定。所以大众集于一处时，或者讨论佛法，

或者默然不语，不能肆意喧闹。如果杂论世事，说是道非，不但染污自已的内心，也会扰乱

别人的宁静。《成实论》说： 

   虽是实语，以非时故，亦名绮语 9。 

   不应时有两种情况：或法不对机，或不合时宜。如大众在静坐修定时，你却高声诵经

或讨论佛法，不但没有功德，反生过错。《僧祇律》说： 

   阿兰若比丘不应轻聚落中比丘言：汝必利舌头少味而在此住。应赞：汝聚落中住，说法教

化，为法作护，覆阴我等。聚落比丘不应轻阿兰若言：汝在阿兰若处住，希望名利，麋鹿禽兽

亦在阿兰若处住，汝在阿兰若处从朝竞日，正可数岁数月耳。应赞言：汝远聚落，在阿兰若处，

闲静思惟，上业所崇，此是难行之处，能于此住而息心意 10。 

   僧伽住所分为两类，或寂静山林，为阿兰若比丘；或繁华城市，为聚落比丘。山林易

于修道，城市方便弘法。而修道与弘法都是出家人的本分事，所以大家应该互相随喜，互相

赞叹。俗话说：“僧赞僧，佛法兴。”佛教在中国流传二千年，形成诸多宗派。然而由于门

户之见，往往是习教的轻视修禅的，曰其盲修瞎炼；修禅的斥责习教的，曰其画饼充饥。乃

至诸宗门徒相互诋毁，各各伽蓝自立山头。长此以往，佛法岂能兴盛？ 



四、学业范围 

   生有涯而学无涯。面对浩瀚的知识海洋，我们必须有所取舍。作为沙门，是以了脱生

死为目标，以住持佛法为职责。我们的学习范围，也应建立在这个前提上。那么，何者应学，

何者不应学呢？《五分律》说： 

   佛言，听学书，但不听为好废业。诸比丘问卜相师欲自知吉凶，佛言不听 11。 

   知差指知事差遣僧尼，次会是法食会集。担任寺院的执事，为工作需要学点世俗文化

知识是可以的，但不能专心去学，以致荒废道业。此外，僧尼不能学习占相吉凶，因为这是

属于邪命的范畴。《律摄》说： 

   若为降服异道，自知有力，日作三时：两分胜时，应学佛法，一分下时，应习外典 12。 

   《善戒经》说： 

   不犯者，若为论议破于邪见，若二分佛经一分外书。13。 

   为了弘扬佛法，降伏外道的需要，僧尼除学习经教外，学些外典也是必要的。只是要

妥善安排时间，并摆正主次关系，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佛法上。在学好佛法的前提下，兼读

一些外典。《十诵律》说： 

   好作文颂庄严章句，乐世俗法，随世所欲有信乐心，说俗事时有爱乐心„„是第三怖畏 14。 

   如果不学经教而只喜欢吟诗作赋，一味追求华丽词藻，也是不如法的。有些人虽出家

为僧，但内心依然染着俗尘，沽名钓誉，附势矜能，结果虚度一生，实在可悲。 

   由此可见，僧人出家之初，应该放弃在家时的特长所好。如律中所说，木匠出家不可

以备有木工用具，理发匠出家不可备有理发用具，以免产生染着。任何人出家，都应先学戒

律，以此培养僧格，以及在僧团独立生活的能力。随后学习经论，树立正知正见。奠定这些

基础之后，为了弘法的需要，不妨读些外典。《瑜伽师地论》提出，菩萨应从五明处学，指



的就是这种情况。古德高僧虽然或精书法、或善篇章、或医术驰名，但都是在精穷本业后旁

涉余宗，以此辅助教化。 

五、学习教理 

   修学佛法是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在僧团中，通常是弟子从和尚、依止阿阇黎学，下座

向上座学，小众向大众学。倘若上座对佛法无知，大众能否向晚辈求教呢？《萨婆多论》说： 

   若比丘无处受诵，乃至得从沙弥尼受法，但求好持戒重德人作伴证明耳。亦得从白衣受法，

但不得称阿阇黎，如是展转皆得受法，但消息令不失威仪 15。 

   比丘在无处学法的情况下，甚至可以从沙弥尼学法，但不能一对一地教授，必须有持

戒者作伴证明。而且也可以从居士学法。经中记载：给孤独长者常给新戒比丘授经，维摩居

士为声闻菩萨说教。只是按照佛制，比丘不能对他们行师礼。现在有人听到白衣说法，就认

为是佛法衰兆，其实是错误的。《十诵律》说： 

   下座比丘欲教上座法者，应在高处坐教，为尊法故。若上座欲从下座受法者，应在下处坐

受法，为尊法故。从今听下座比丘教上座法者，得共等床坐，为上座故 16。 

   僧团中依戒腊大小论长幼，上座是戒腊高的，下座是戒腊低的。在一般集会中，戒腊

高的在前坐，戒腊低的在后坐。如果是下座为上座说法，为重法故，应该让下座在上面，上

座在下面。 

   佛陀曾多次为弟子们指出四条求法的准则，那就是“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

不依识，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 17”。此外，《华严经》所记载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也

是我们学法的榜样。作为上座比丘或出家僧尼，如果对佛法无知，就应该虚心谦下，若任随

我慢，固步自封，乃至自欺欺人，就无法有所进步了。 



六、沙门形象  

   人与人之间接触，第一感觉就是形象。僧尼肩负着住持佛法、普度众生的神圣使命，

更需要有庄严的形象。《增一阿含经》说： 

   佛告比丘，沙门出家有五毁辱之法，云何为五：一者头发长，二者爪长，三者衣裳垢坌，

四者不知时宜，五者多有所论。所以然者，多有论说比丘复有五事，云何为五？一者人不信言，

二者不受其教，三者人所不喜见，四者妄言，五者斗乱彼此 18。 

   沙门的形象是染衣剃发。如果头发长了，就显得半僧半俗、不伦不类。不仅如此，还

应将指甲修剪整齐，僧衣洗涤干净，否则，人们见了很难生起欢喜心，教化效果也会大打折

扣。此外，不知时宜会遭人讥嫌，滔滔不绝则显得轻浮。这些都有损于沙门形象。 

   《行事钞》引《五分律》说： 

   五分，佛制半月一剃发，除无人难缘 19。 

   《毗尼母论》说： 

   剃发法，但除头上毛及须，余处毛一切不听却也。所以剃发者，为除憍慢自恃心故 20。 

   《涅槃经》说： 

   头须发爪悉皆长利„„如是等人破坏如来所制戒律正行威仪 21。 

   僧尼必须半月剃头，除非没有他人帮忙，或特殊情况无法顾及。应该剃除的只有两处，

即头发和胡须。现在有些僧人喜欢把胡须或指甲留得很长，也是不如法的。 

   当然，剃发染衣仅仅是沙门外在的基本特征。作为僧宝，更须具备内在的宗教修养，

才堪为人天表率。 



七、接引俗众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而大乘佛教又以慈悲济世、普渡众生为宗旨。因此，

出家僧尼必然会与世俗有所接触。然而世间是充满诱惑和考验的，僧尼倘若不具备相应的戒

定慧修养，难免于境染着。对于这样的矛盾，应该如何对待呢？《毗尼母论》说： 

   若为在家人作师，教化作福有五事：一、不应檀越舍止住。二、不系心贪利。三、为别别

说法，布施持戒八斋等。四、不与共娱乐。五、不系心常欲相见。又五事为檀越尊重恭敬：一、

非亲旧处不往返。二、不求形势，料理檀越家业。三、不共窃语，令家中生疑。四、不教良时

吉日，祠祀鬼神。五、不过度所求 22。 

   僧尼与信徒来往，应保持威仪，无所贪求。同时引导信徒端正知见、持戒修福，使其

从佛法中获得受益。同论又说： 

   比丘入檀越家应成就五法：一入时小语，二敛身口意业，三摄心卑恭而行，四收摄诸根，

五威仪庠序发人善心 23。 

   僧尼到俗人家中，须收摄内心保持正念，以避免对境产生染着。在外表上，既要谦恭

有礼，又要威仪具足，才能令世人生起恭敬欢喜之心。 

   那么，僧尼不能同哪些人接触呢？《毗尼母论》告诉我们： 

   有九事不应俗家坐：一、虽为礼拜，心不恭敬。二、虽往迎逆，心不殷重。三、让坐虽令，

而心不实。四、在不恭敬处令坐。五、有说法言，心不采录。六、虽闻有德，不信受之。七、

知有甚多，若求与少。八、知有美食，反设粗者。九、虽供给与，如市易法 24。 

   如果对方对三宝缺乏信仰，以轻慢的态度来对待僧尼，以僧宝之尊贵，是不宜前往的。

《四分律》说： 

   常喜往返白衣家比丘有五过失：一、不嘱比丘便入村。二、在有欲意男女中坐。三、独坐。

四、在屏处覆处坐。五、无有知男子与女人说法过五六语。是为五，复有五罪，一、数见女人。

二、既相见，相附近。三、转亲厚。四、已亲厚，生欲意。五、已有欲意或犯死罪，若次死 25。 



   如果僧尼喜欢前往俗人家中，必是心不在道。而与俗人接触多了，尤其是男女来往频

繁，难免产生染着乃至爱恋，这是应该特别警惕的。 

   苏曼殊在《断鸿空雁记》中曾说：“我为沙门，处于浊世，当如莲花，处淤泥而不染。”

曼殊本人虽未做到这一点，但这段话却可作为所有僧尼的座右铭。僧尼为三宝之一，应当维

护自身尊严，树立庄严形象，才能为世人所恭敬，才能以言传身教将佛法真理传播到社会上

去。 

八、邪命事业 

   我们生活在世界上，离不开基本的衣食所需。如何获得这些生活用品？在佛教中有正

命与邪命之分。正命即正当的谋生手段，邪命即非法的谋生手段，是佛教所禁止的。《遗教

经》说： 

   持净戒者，不得贩卖贸易、安置田宅、畜养人民奴婢畜生，一切种植及诸财宝，皆当远离，

如避火坑。不得斩伐草木，垦土掘地。合和汤药，占相吉凶，仰观星宿，推步盈虚，历数算计，

皆所不应。节身时食，清净自活，不得参预世事：通致使命，咒术仙药，结好贵人。亲厚媟嫚，

皆不应作。当自端心，正念求度。不得包藏瑕疵，显异惑众。于四供养，知量知足，趣得供事，

不应畜积。此则略说持戒之相 26。 

   这是以戒律作为区分邪命与正命的标准：符合戒律的谋生手段为正命，不依戒行事的

生活为邪命。《四分律》说： 

   时六群比丘诵外道安置舍宅吉凶符书咒、枝节、剎利咒、尸婆罗咒、知人生死吉凶咒、解

诸音声咒。诸比丘白佛，佛言不应尔。彼教他，佛言不应尔。彼以此活命，佛言不应尔。 

   占卜诵咒属于邪命，是戒律所不允许的。《十诵律》记载： 

   目连中前着衣持钵入其舍，居士与敷坐处共相问讯，是家中有妊身妇人。檀越问目连：大

德，是妇为生男为生女？目连答言：生男。语已便去，更有一梵志来入其舍。主人问言：此妇

人为生男为生女？梵志言：生女。是妇人便生女。诸比丘语目连：汝先说某居士舍妇人生男，

今乃生女，汝空无过人法故妄语，汝目连灭摈驱出。佛闻是事语诸比丘：汝等莫说目连是事过



罪，何以故？目连见前不见后，如来见前亦见后。尔时此儿是男，后转根为女，目连随心想说

无罪 28。 

   业缘的变化是微妙的，目连神通第一尚且不能彻底洞察，况一般凡夫？所以佛陀不许

僧尼占卜看相，以避免讥嫌。 

   《行事钞》说到邪命，分别归纳为五种和四种两类。五种邪命为： 

   一为求利养，改常威仪，诈现异相。二说已功德。三高声现威。四说已所得利养，激动令

施。五为求利故，强占他吉凶 29。 

   这是以求得利养为前提，想方设法地表现自已，企图由此抬高自已的形象，令他人产

生恭敬供养之心。四种邪命是： 

   一方邪，通使四方为求衣食。二仰邪，是上观星象盈虚之相。三下邪，耕田种植从事农业

生产。四维口食，习小小咒术，以邀利活命 30。 

   僧尼的正业是修道和弘法，以佛法教化世间，令人恭敬供养，培植福田。如果弃舍正

业，以占相、咒术或种植为生，整日为求衣食疲于奔命，实非出家人所应为。 

   修学佛法是以八正道为准则。八正道中有正命一项，就是为对治邪命。以正命的方式

生活，才能消除烦恼，成就道业。 

九、施食原则 

   僧食来自十方，是供养僧尼用功办道的，本不可随便施给他人。但对于真正有困难的

人，律中也是开许的。《五分律》说： 

   若与乞儿、乞狗、乞鸟，应量己食多少取分，然后减以乞之，不得取分外为施 31。 

   对于乞儿、乞狗、乞鸟，可根据自已的实际情况，随分施予他们。《毗尼母论》说： 

   复有施处，一者治塔人，二者奉僧人，三者治僧房人，四者病苦人，五者婴儿，六者怀妊

女人，七者牢狱系人 32。 



   僧食属于十方常住所有，没有经过大众同意，私自送与他人，是盗常住物。但对于贫

困无依者，在僧团允许的情况下，比丘可以施舍给他们，那是没有过失的。 

十、出家要业 

   生存在这个世间，每人都有各自的职业和义务，如农民种田、工人做工、教师培养人

才、军人保卫国土。那么，出家僧尼应该做些什么呢？《大比丘三千威仪经》说： 

   一者坐禅，二者诵经法，三者劝化众事，若具足作三业者，是应出家人法。若不行者徒生

徒死。或有受苦之因 33。 

   沙门的事业主要是诵经、坐禅、教化社会，否则便不能称为合格的出家人，更是浪费

生命，辜负此生。《大智度论》说： 

   出家人多贪智慧，智慧是解脱因缘故。在家人多贪福德，福德是乐因缘故 34。 

   出家僧尼与世人有着不同的人生追求，出家最终目的是断除烦恼，开发智慧，最终解

脱生死，证得涅槃果，因此要多修智慧。而世人追求的是财富、地位和各种欲乐，所以只要

多培植福田即可。《僧祇律》说： 

   （供养）世尊舍利非我等事，国王长者婆罗门居士众求福之人自当供养。我等事者，宜应

先结集法藏，勿令佛法速灭 35。 

   造塔建寺是居士的事，出家人应该认真研究经教并弘扬佛法。《行事钞》说： 

   出家之人，以身戒心慧为本，不得造经像寺舍等业，错乱次第，故唯得指授法则，劝化俗

人。„„俗人以金石土木、牙角布帛而作佛像，道人修五分法身，学三佛行，名为造像；俗以

纸素竹帛、笔墨钞写，以为经卷，道人以闻思修慧为造法也；俗以草木墙宇而用造寺，道以菩

提涅槃、智慧宫殿，万行所住大乘之宅为寺 36。 

   这也对出家僧尼与在家信众的不同职责作了区分。 



十一、避恶众生 

   有些寺院在山林旷野之中，难免要受到各种动物的侵扰，应该怎样对待它们呢？《四

分律》说： 

   若蛇入屋，若以筩盛，若绳系，应解已弃之。若患鼠入舍，应惊出；若作槛出之。若患蝎、

蜈蚣、蚰蜒入屋者，以弊物、以泥团、以扫帚，盛裹弃之。应解放，勿令死 37。 

   屋内跑进蛇、老鼠、蜈蚣之类，应该设法赶走它们，但不能将其致于死地。这些动物

之所以被人类称为害虫，只是人类基于自身生存而做出的区分。倘能换一个立场替它们着想，

同样要生起慈悲心，善意、平等地对待它们。《佛说目连问戒律中五百轻重事经》说： 

   问一切鬼神屋可寄宿不，答行路得宿。有触扰意住，犯堕 38。 

   如在途中寄宿于鬼神居住之地，不得随意扰乱，令其烦恼，因为沙门应使一切众生欢

喜。 

十二、作医治病 

   出家人也是来自社会，大多曾经从事过不同职业。这些人进入僧团后，是否可以继续

发挥原有特长呢？从修道的意义上说，佛陀不允许僧人重操旧业。但对于某些能够济世利人

的僧尼，佛陀也有适当开许。《善见律》说： 

   若作医师者，得突吉罗罪。若为出家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弥、沙弥尼合药者无罪„„

复有五种得与药，何谓为五？一者父，二者母，三者人侍养父母，四者自净人，五者畔头波罗

沙 39。 

   僧尼的职责在于修道和弘法，如果专门为人治病，以至妨碍道业，自然是不行的。但

在方便的情况下，为寺内大众及有关亲属看病，还是戒律所开许的。《佛说目连问戒律中五

百轻重事经》说： 



   问道人作医得取物不？答：若慈心治，得作，恶心不得。无衣钵前，人与得取。若有衣钵，

前人强与，为福事得取 40。 

   如果从慈悲心出发，为任何人看病都是可以的，但不能以此谋取财物。假如施主一定

要给，允许收入常住以供养三宝。 

   佛陀之所以禁止僧尼行医，是担心他们因此荒废道业。开许在不影响修道的情况下为

人治病，则是出于慈悲之心。前者偏于自利，后者重在利他。 

十三、孝养父母 

   佛教传到中国，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产生了冲突。其中僧尼剃发出家，不能孝养父母，

便被认为是重要的一项罪责。僧人真的不能孝养父母吗？《五分律》说： 

   时毕陵伽婆蹉父母贫穷，欲以衣供养而不敢，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诸比丘：

若人百年之中，右肩担父，左肩担母，于上大小便利，极世珍奇衣食供养，犹不能报须臾之恩。

从今听诸比丘尽心尽寿供养父母，若不供养得重罪 41。 

   父母对儿女恩重如山，僧尼虽然出家修道，但在父母遇到困难之时，还须尽心孝养。

《行事钞》说： 

   父母不信三宝者，应少经理。若有信者，得自恣与无乏。若父母贫贱，将至寺中。若洗母

者不得触，得自手与食。父者如沙弥法无异，一切皆得 42。 

   如果父母不信三宝，应该减少往来，逼令归正。如果父母生活贫困而没有兄妹孝养，

可以迎至寺内共同生活。《毗尼母经》说： 

   若父母贫苦，应先受三皈、五戒、十善，然后施与。若不贫，不中施与 43。 

   虽然允许僧尼孝养父母，供给衣食，但前提是父母贫困无依。如果父母有自给能力，

僧物还是不宜供给父母的。《僧祇律》说： 



   比丘不得唤阿爷、阿郎、阿娘、阿婆、阿兄、阿姊乃至姨姑等。不得唤本俗名，准应优婆

塞、优婆夷等 44。 

   出家人已经远离俗世，所以不得再使用世俗之间的称呼。 

   佛法非常强调报恩，需要“上报四重恩，下济三涂苦”。四重恩之首，便是父母恩。

僧尼的报恩方式，除了让父母现世衣食饱暖之外，更要启发父母信仰佛法，归依三宝，持戒

修善，使其尽未来际离苦得乐。 

十四、选择同伴 

   古人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就说明环境对一个人有很大影响。从修学佛法

的意义上说，佛陀也一再强调亲近善知识的重要性。众生无始以来为无明所惑，心随境转，

很难把握自已。在出家过程中，选择什么样的同参道友，也将影响到道业的成就。《有部毗

奈耶杂事》说： 

   时阿难陀白佛言：世尊，我于静处作如是念，善知识者是半梵行„„佛言：阿难陀，勿作

是语，善知识者是半梵行，何以故？善知识者是全梵行 45。 

   所谓全梵行，就是个人行为已达到彻底清净，此处用来说明亲近善知识和选择同学的

重要性。《四分律》说： 

   比丘有五法，不应与作亲厚：若喜斗诤，若多作业，若与众中胜比丘共诤，若喜游行不止，

次不为人说法言，示人善恶„„又有五法不应将作伴行：喜太在前行；喜太在后；喜抄断人语

次；不别善恶语，善语不赞，称美恶言；如法得利，不以时为彼受 46。 

   是非多、好斗诤及放逸懈怠、不懂礼貌的人，都不能作为同学。《僧祇律》说： 

   比丘有十事法为人所不爱，何等为十？不相习近，轻数习近，为利习近，爱者不爱，不爱

者爱，谛言不受，好豫他事，实无威德而欲陵物，好屏私语，多所求欲 47。 

   若有以上十种行为者，难免令人生厌，要寻找同修也很困难。《瑜伽师地论》说： 



   云何名善友性？谓八因缘故，应知一切种圆满善友性。何等为八？谓如有一安住禁戒，具

足多闻，能有所证，性多哀愍，心无厌倦，善能堪忍，无有怖畏，语具圆满 48。 

   具备这八项条件，才是理想的同参道友。 

   佛陀告诉我们，选择道友时，应寻找学业、道心、品行都过关的，才能对自身修学有

所帮助。正如孔子所说：“无友不如己者。”当然，这主要是在自已不能独立之前。如果能

够把握自已，就不必担心被他人影响，而应更多考虑如何去影响他人，自利利他。 

十五、尼八敬法 

   不论在古代的印度或中国，对八敬法都不曾有过争议。可是在男女平等的今天，在社

会潮流影响下，却有尼众对八敬法提出抗议。那么，佛制八敬法的缘起为何？今天又该如何

对待？《善见律》说： 

   何以佛不听女人出家？为敬法故。若度女人出家，正法只得五百岁住。由佛制比丘尼八敬，

正法还得千年 50。 

   佛陀起初不允许女众出家，因为这会使正法的流传减少五百年。后来由于阿难恳求，

佛陀才制定八敬法，并令阿难转告，若能遵循八敬法，便可出家为尼。所以说，八敬法是女

众能够出家修道的前提。那么，八敬法的内容是什么呢？  

   八敬法：一者，虽百岁比丘尼见新受戒比丘，当起迎逆，礼拜问讯，请令坐。二、比

丘尼不得骂谤比丘。三、不得举比丘罪说其过失，比丘得说尼过。四、式叉摩那已学于戒，

应从众僧求受大戒。五、尼犯僧残应半月在二部属僧中行摩那垛。六、尼半月内当于僧中求

教授人。七、不应在无比丘处夏安居。八、夏讫，当诣僧中求自恣人 50。 

   此八法中，后五种分别为受戒、忏罪、布萨、安居、自恣的规定。但这五项在中国一

直没有很好地实践，所以关于这些方面的内容争议不大。唯前三者，只要愿意就可实行。但

有许多现代意识较强的尼众却不愿遵行，甚至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是在男女不平等制度下

的产物，如今已失去现实意义。 

   我觉得，尼众没有必要反对八敬法。原因有五：一、僧团是大家庭，而家庭要有尊卑



伦理才能彼此和谐，八敬正是这样一种伦理，就如弟弟尊重哥哥，孩子尊重父亲，并非不平

等的体现。二、男女众可由恭敬而区分界线，以避免染着，假如一味平等，彼此就容易随便。

三、一个人只有恭敬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恭敬。四、恭敬是菩萨道的体现，能令众生欢喜。

五、恭敬不会违背断除烦恼及解脱生死。 

十六、修习禅定 

   声闻修学解脱道，是由戒生定，由定发慧，由慧断烦恼。其中，定是迈向解脱的重要

环节。那么应该如何修定呢？《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说： 

   十种无依行法，若修定者随有一行，终不能成诸三摩地，设使先成，寻还退失。何等为十？

一者乐着事业，二者乐着谈论，三者乐着睡眠，四者乐着营求，五者乐着艳色，六者乐着妙声，

七者乐着芬香，八者乐着美味，九者乐着细触，十者乐着寻伺 51。 

   修习禅定要万缘放下，远离懈怠和放逸，才能修有所成。《四分律》说： 

   时诸比丘睡眠，佛言：比坐者当觉之，若手不相及者，当持户钥、若拂柄觉之。若与同意

者，当持革屣掷之。若犹故睡眠，当持禅杖觉之......若复睡眠，佛言：听以水洒之......若

故复睡眠，佛言：当抆眼，若以水洗面。时诸比丘犹故复睡眠，佛言：当自摘耳鼻，若摩额上。

若复睡眠，当披张郁多罗僧以手摩扪其身，若当起出户外，瞻视四方，仰观星宿。若至经行处，

守摄诸根，令心不散 52。 

   在此，佛陀讲述了对治昏沉的种种方法。修习禅定有两大障碍：一为掉举，二为昏沉。

前者初坐时容易生起，后者久坐后容易生起。若想坐禅成就，必须以种种善巧方便来对治掉

举与昏沉。 

十七、集僧方法 

   僧团是由众多僧人组成的集体。僧团内的许多活动，如布萨、自恣等，需要全体僧人

共同参与，这就要集僧一处。《五分律》说： 



   诸比丘布萨时，不肯时集，废坐禅行道，以是白佛。佛言：应唱时至。若打揵椎、若打鼓、

若吹蠡„„不知谁应打，以是白佛。佛言：应使沙弥守园人打。彼便多打，以是白佛。佛言：

应三通打„„诸比丘不知谁应三唱时至，以是白佛。佛言：听使沙弥守园人。僧住处多，不得

遍闻，以是白佛。佛言：应上高处唱。诸比丘不知为集未集，以是白佛。佛言：比坐比丘应更

相语知 53。 

   律中，将集僧号令通称楗椎。僧团每逢集体活动，都要鸣椎作为号令，否则是不合法

的。在中国丛林，是以敲钟、打板、开梆等方式，召集大众上殿过堂或出坡。 

   通常，鸣椎是三通共四十下：先执杵定心，轻打十下，渐渐发声。中间二十七下，渐

稀渐大，乃至声尽，打后三下。鸣椎者具仪立念： 

   我鸣此钟者，为召十方僧众。有得闻者，并皆云集，共同和利。又诸有恶趣受苦众生，令

得停息 54。  

   鸣椎有两重含义：一为集僧，二为息灭恶道之苦。《付法藏因缘传》说： 

   罽昵咤王贪虐无道„„生大海中作千头鱼，剑轮回注，斩截其首。续复寻生，次第更斩。

如是展转，乃至无量。须臾之间，头满大海。时有罗汉为僧维那，王即白言：今此剑轮闻犍椎

音即便停止，于其中间苦痛小息。唯愿大德垂哀矜悯，若鸣犍椎延令长久。罗汉悯念，为长打

之 55。 

   以上就是寺院打幽冥钟的依据。 

十八、袈裟缝制 

   三衣通称袈裟，别名安陀会、郁多罗僧、僧伽梨。袈裟此译不正色染，或称坏色，是

贤圣沙门的标帜，其制作也有严格规定。 

   （一）求财如法。《四分律》说： 

   若邪命得，若谄曲得衣，相得衣，激发得衣，经宿得衣，舍堕不作净 56。 



   制作衣服的财物，不可通过邪命手段得到。 

   （二）财体如法。《四分律》说： 

   得锦衣，佛言不听畜 57。 

   体即衣体，指制作的原料。细薄的绫罗锦绮，过于奢华，用来制作僧衣是不如法的。

《僧祇律》说： 

   一切生疏毛发树皮衣、草衣、皮衣并不成 58。 

   而树皮、茅草、皮革等材料，看起来不够庄严，用来制作僧衣也是不如法的。 

   （三）色如法。《四分律》说： 

   时六群比丘畜上色染衣，佛言：不应畜。时六群比丘畜上色锦衣，佛言：不应畜。锦衣白

衣，法不应畜，应染作袈裟色畜 59。 

   上色是指五正色，即青、黄、赤、白、黑等纯色，不适合制作袈裟。又曰： 

   若比丘得新衣，应三种坏色。一一色中随意坏，若青若黑若木兰 60。 

   三种染坏色中的青是铜青，如旧铜色，黑是杂河底留泥染成，木兰是树色，皮赤黑色。

比丘当以此三种坏色制衣。 

   （四）量是非。《四分律》说： 

   安陀会长四肘，广二肘；郁多罗僧长五肘，广三肘；僧伽梨亦尔 61。 

   又云： 

   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取足而已 62。 

   《五分律》： 

   复有诸比丘短小，不知云何作衣，以是白佛。佛言：听随身长短作衣 63。 



   这是说衣服的大小应根据身材而定。 

   （五）条数多少。《四分律》说： 

   诸比丘不知当作几条衣？佛言：应五条不应六条，应七条不应八条，应九条不应十条，乃

至应十九条不应二十条 64。 

   衣的条数必须是单数，五条是下衣，七条是中衣，九条以上为大衣。 

   （六）堤数长短。五衣一长一短，七衣二长一短。大衣则有三品不同：九条、十一条、

十三条为下品；十五条、十七条、十九条为中品；二十一条、二十三条、二十五条为上品。

下品二长一短，中品三长一短，上品四长一短。 

   （七）重数多少。《四分律》说： 

   听诸比丘作新衣，一重安陀会，一重郁多罗僧，二重僧伽梨。若故衣，听二重安陀会，二

重郁多罗僧，四重僧伽梨 65。 

   这是指用新布制衣。如果使用旧布，依《十诵律》说： 

   若比丘得冢间故衣，应四重作僧伽梨，二重郁多罗僧，二重安陀会 66。 

   旧布做大衣要用四重，七衣五衣要用两重，这是为衣服的牢固而考虑。 

   （八）作衣方法。《四分律》说： 

   大衣七条要割截，五条得褶叶 67。 

   《十诵律》说： 

   尔时佛自施鞙纽。前去缘四指施鞙，后八指施纽，语诸比丘：应如是作 68。 

   割截、叶、施纽，都是缝衣时需注意的要点。 

   在古代印度或现在的南传佛教国家，三衣既是僧尼的常服，同时也是法服。基于这一

需要，所以在制作上特别讲究。现在我们穿的三衣，仅作为法服，也应讲究庄严。 



十九、坐具规格 

   僧尼上殿时除了衣袍外，还要随身带一块布，供拈香或拜愿时使用，这就是坐具。坐

具原是铺在地上供僧尼打坐及休息所用，也兼做拜具。梵语尼师坛，汉译随坐衣，俗称坐具。

《四分律比丘戒本》说： 

   若比丘作尼师檀，当应量作。是中量者，长佛二磔手，广一磔手半，更增广长各半磔手 69。 

   为了保持身体、衣服及被褥卧具的干净，佛制比丘使用坐具。坐具的大小，律中也有

具体规定。《五分律》说： 

   一修伽陀磔手者，方二尺 70。 

   也就是说，长四尺，宽三尺。如果身体高大，长宽可以各增加半手，也就是一尺。 

   关于坐具的重量，《十诵律》说： 

   若比丘得冢间新衣......二重尼师檀......若比丘得冢间故衣......四重作尼师檀。新者

二重，故者四重 71。 

   《四分戒本》说： 

   若比丘，作新坐具，当取故者纵广一搩手贴着新者上，坏色故 72。 

   制作坐具，为了牢固耐磨，新布二重，旧布四重，因为坐在地上容易磨擦破损。如果

使用新坐具，还应贴上一块旧布，坏其色以避免贪着。 

二十、滤水袋法 

   佛制比丘随身携带六物，其中三衣、尼师坛和钵都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唯有滤水袋因

为很少有人使用，大多觉得陌生。那么，滤水袋究竟有什么作用呢？《四分戒本》说： 

   若比丘，知水有虫，饮用者，波逸提 73。 



   比丘不能饮用明知有虫的水，而防护方法就是使用滤水袋。《萨婆多毗尼毗婆沙》说： 

   凡用水法，应取上好细迭纵广一肘作漉水囊。令一比丘持戒多闻深信罪福安详审悉肉眼清

净者，令其知水。如法漉水置一器中，足一日用。明日更看，若有虫者，应更好漉以净器盛水

向日谛视。若故有虫，应作二重漉水囊。若二重故有虫者，应三重作。若故有虫，不应此处住。

应急移去 74。 

   《僧祇律》说： 

   若有虫者，应漉用水，有三阶下中上„„尔时应漉水用。若水中虫极细微者。不得就用。

75。 

  凡饮用水，都要使用滤水袋进行过滤，直到肉眼看不见虫，方可饮用。《四分律》说： 

   听作漉水囊,不知云何作。佛言:如勺形,若三角,若作撗郭,若作漉瓶。若患细虫出,听安沙

囊中,彼以杂虫沙弃陆地。佛言:不应尔。听还安着水中„„(佛言)比丘不应无漉水囊行乃至半

由旬。若无，应以僧伽梨角漉水 76。 

  作滤水袋主要是过滤饮水，可以制作成各种形状。 

  杀生是僧尼四根本戒之一，使用滤水袋正是护生的具体表现。它不仅能使我们严持不杀

生戒，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佛教的慈悲精神。 

  律中关于僧尼日常行事的规定还有很多，此处仅就读律所得简单作些介绍。戒律有止持

与作持之分，比丘的 250条戒或比丘尼的 348条戒只是止持部分。我们要全面认识戒律，不

仅要学习止持部分，也要学习作持部分，才能彻底明了僧伽的行事规范。 

  【注 释】 

   1《大智度论》卷 7，T25-110 上。 

   2《律摄》卷 13，T24-599 上。 

   3 此系《行事钞?僧像致敬篇》转引，T40-132 上。 

   参见《四分律》卷 50，T22-940 中。（不应礼白衣，汝等应礼不应礼，一切女人不应礼，前受大戒者

不应礼后受大戒者，言犯边罪犯比丘尼，贼心受戒坏二道黄门，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僧恶心出佛身血，

非人畜生二根，若被举若灭摈若应灭摈，一切非法语者不应礼。 

   4《四分律》卷 60，T22-1012 上。 



   5 此系《行事钞?僧像致敬篇》转引，T40-13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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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时、着一泥洹僧时，尽不应礼。暗中不应礼，授经时不应礼） 

   7《四分律》卷 60，T22-100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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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律摄》卷 9，T24-575 中。 

   13《菩萨善戒经》卷 1，T30-1016 下。 

   14《十诵律》卷 49，T23-359 中。 

   15《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卷 6，T23-541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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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若檀越未亲旧处，不得强作旧意而往。二复不得求其形势料理檀越家业。三不得私共檀越窃言。四不中



语檀越良时吉日祠祀鬼神。五不得于亲旧檀越处过度所求。 

   23《毗尼母经》卷 6，T24-835 下。 

   24 此系《行事钞?导俗化方篇》转引，T40-13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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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等八？虽百岁比丘尼见新受戒比丘，应起迎逆礼拜与敷净座请令坐，如此法应尊重恭敬赞叹，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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