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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云：一切有情皆依食住 1。作为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戒律对食物也有明确规定。

《四分律》比丘戒相中，关于食或涉及食的戒条达 45项之多。同书第三分《药犍度法》，

及道宣律师所撰《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四药受净篇》（以下简称《行事钞》）、《四分

律删补随机羯磨疏·衣药受净篇》（以下简称《羯磨疏》）等，都以专门篇幅探讨了食物问

题。本文根据这些资料，对佛教的饮食制度作一简单介绍，以飨读者。 

一、食的特殊名称 

   在日常生活中，食与药是两个不同概念，食是指饮食，药则指疗病的药物，内涵各异，

谁也不会混淆。而在戒律中，不仅将药物称为药，亦将饮食归于要的范畴。也就是说，一切

食用之物皆通称为药。就佛教观点来看，众生之病可分为两种：一是饥渴的故病，一是四大

增损的新病。头疼脑热等种种痛苦固然是病，饥渴难耐也同样是病，是由故病所造成。药物

的作用乃治疗病苦，饮食能治疗饥渴，自然可称之为药。对治两类不同疾病的药有四种，分

别是即时药、非时药、七日药、尽形寿药。 

   称食为药，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食为五欲之一，欲，希求义。在众生的本能中，对饮

食有强烈希求。《孟子》云：食色性也。西方心理学家马斯洛，也将饮食列为人的基本需求

之一。当我们面对饮食时，若不刻意对治，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产生贪著。戒律称食为药，正

是要我们将饮食当做药物观想，也就是食存五观中的“正事良药，为疗形枯”2。 

   倘能作此正观，食时便不会一味贪多贪好，失去正念了。 

二、时食与非时食 

   时食与非时食，又称时药与非时药，是从进食时间进行区分。戒律规定，从早晨明相

出现（以屋外能辨别手纹为准）至中午日影正中，在这段时间中，允许比丘进食。所受用的



食物，谓之时食。而从日影过中到次日早晨明相出现的这段时间，不允许比丘进食。若有特

殊原因，佛陀开许比丘们饮用果汁、米汤等。此乃于非时中进食，谓非时食。 

   时食有两大类，即正食与不正食。正食即主食，律中列有五种。《四分律》谓之饭、

麨、干饭、鱼、肉 3。 

   《有部毗奈耶》谓之麨、饼、麦豆饼、饭、肉 4。 

   其中，麨是用米麦等磨粉后炒熟的干粮，饭、干饭、饼都是汉地常用的主食，麦豆饼

可能是面粉和豆合在一起做成，鱼和肉，我们现在通常是作为副食，而在当时的印度，却列

在主食中。不正食就是副食，《四分律》谓之“根食、茎食、叶食、华食、果食、油食、胡

麻食、石密食、蒸食 5”，不外乎瓜果蔬菜之类，乃与主食一同食用的副食品。 

   非时食又称非时浆，指果汁之类，是佛陀为患病比丘开许。《羯磨疏》说，若有渴病

因缘，“听以梨枣甘蔗等汁作浆„„若诸果汁澄如水色，以水滴净已，义加受法 6。”患有

渴病者，可饮用非时浆。饮时将水果捣碎并榨成果汁，同时滤去浊滓，澄清如水，再以水滴

净，方能饮用。 

   时与非时是以日中为标准。比丘在时食这段时间内，只许进一餐正食。正食前可吃粥

等非正食。粥的浓度，以刚出锅时，草划粥面不见余痕为准。正食时，若离座或舍去威仪后，

便不能再吃了。除非作了余食法，才可以再食，但仍须在午前。日中之后，除了饮水，或特

殊因缘饮果浆等，不得一物进口，否则便是口口波逸提。 

   佛制比丘不非时食，与印度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密切关系。印度的出家僧侣，不论信仰

什么宗教，多以托钵乞食为生，且实行不非时食。在这样的习俗下，佛陀不希望有人对佛教

产生异议，所以在迦留陀夷尊者夜晚乞食引起居士讥嫌后，制定了不非时食戒。 

   不非时食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十法界有情中，天人是早晨进食，佛陀是日中进食，傍

生是下午进食，饿鬼是夜晚进食。作为佛陀的追随者，比丘自然要效法佛陀。所以在头陀行

中，便规定日中一食。但这是精进法门，并不要求所有比丘必须做到。小乘中的三果圣人，

多住色界净居天，所以比丘也可以效法天食。但若与饿鬼、傍生同时进食，就不应该了。尤

其是夜晚，饿鬼听到碗钵之声，咽中火起，饥饿难忍，从慈悲心出发，也不应于夜间进食。 

三、七日药及尽形寿 

   七日药及尽形寿药，是从拥有时间进行区分。佛陀一向提倡少欲知足，时常赞叹迦叶

尊者行头陀行，坚持日中一食。比丘们听闻佛陀赞叹之后，也发心遵行一食法。但有些比丘

体质衰弱，因此营养不良，导致种种疾病。佛陀发现后，便开许比丘们服用七日药。 



   七日药，指具有营养的补品，拥有后须在七日内服完。如《四分律》所说的酥、油、

生酥、蜜、石蜜 7。 

   酥，由牛奶加工提炼而成，类似于奶油；油，《律摄》说是从植物中榨取，类似于现

在食用的豆油、花生油；生酥，从酪中提炼，为半流质；蜜，指蜂蜜；石蜜，指冰糖等结晶

体的糖类。佛陀还允许病比丘服五种脂，即熊脂、鱼脂、驴脂、猪脂、失首摩罗脂 8。 

   这些食物营养丰富，可强身健体，在时及非时中皆可食用。 

   佛陀允许比丘食用补品之后，法缘好的比丘，如毕陵伽婆蹉尊者，居士们多以此五种

食物供养。结果受用不完，装满大钵小钵，到处摆放，使僧房中臭秽不堪，又引起居士的讥

嫌。佛陀知道后，便制定七日之限。也就是说，比丘接受的酥等补品，应于七日内吃完。如

果吃不完，应提前分给大家。若第七日早晨明相出时还有剩余，则要依舍堕罪作忏。 

   七日药原是为病者开设。佛陀后来又制开缘，允许五种人食七日药，即行路人、断食

人、病人、守护人、营作人。也就是说，除病人之外，凡从事体力劳动或缺乏营养的人，也

可以食用营养品。不过，除病人之外的四种人，若在非时中受用七日药，仍是不太合适的。 

   尽形寿药，相当现在所说的中草药。《善见律》中，指一切树木及草根茎叶，为食不

任者 9。 

   尽形的含义，依《行事钞》解释，有尽药形、尽病形及尽报形三义 10。 

   也就是说，比丘对这些药可一直服用，直到身体康复才舍去。因为这类药大多苦涩难

吃，谁也不会无故去吃，更谈不上贪著，故可尽形拥有。 

四、素食的依据 

   素食为汉传佛教千百年来的传统美德，也是大乘佛教慈悲精神的具体表现。可近百年

来，人们对素食问题产生了两种不同观点，有人认为学佛必须吃素，否则便不成为信徒；有

人则以为学佛不必吃素，并举蒙、藏、兰卡、泰国等地区僧侣为证。两种说法截然相反，究

竟孰是孰非？  

   在人们心目中，往往将素食等同于蔬食或不肉食。但依佛制戒律来看，佛教徒并非绝

对的蔬食主义者。因为蔬菜中的葱蒜等属于五荤，是禁止食用的。同时也不绝对排斥肉食，

《四分律》所说四种药的时药中，就有鱼肉二种。《四分戒本》“尼戒”之“八提舍尼”，

是对鱼肉的规定，也说明可以吃肉 11。因为当时僧尼们以乞食为生，只能随施主给予，乞

到什么就吃什么，无法任意选择。但还是有一定限制，对于施主供养的肉食，如果看到他是

为自已而杀，或听说为自已而杀，乃至怀疑为供养自已而杀，本着不杀生的慈悲精神，就不



能接受。因为这样的肉食，众生是因我而死，本可避免而不知避免，违犯了不杀生的戒条。

可见，佛法的遮禁肉食，并非因为它是肉，而是因为杀生的缘故。至于眼不见杀、耳不闻杀、

不疑为我而杀的三净肉，在声闻戒中并不禁止。 

   汉传佛教为大乘，流传于世的多是大乘经论，其中明确规定佛弟子不得食肉。如《楞

伽经》说： 

   有无量因缘不应食肉。略说十种：一、一切众生无始已来常为六亲，以亲想故，不应食肉；

二、狐、狗、人、马等肉，屠者杂卖故；三、不净气分所生长故；四、众生闻气悉生怖故；五、

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六、凡愚所习，臭秽不净，无善名称故；七、令咒术不成就故；八、以

食肉，见形起识，以染味著故；九、诸天所弃，多恶梦，虎狼闻香故；十、由食种种肉，遂啖

人肉故 12。 

   《涅槃经》也说： 

   从今日始，不听声闻弟子食肉。若受檀越信施之时，应观是食如子肉想。迦叶菩萨复白佛

言：世尊，云何如来不听食肉？善男子，夫食肉者断大慈种 13。 

   此外，《梵网菩萨戒经》、《楞严经》、《央掘摩罗经》等大乘经典和律典，也都反

对肉食。因菩萨道是以慈悲为本，而众生无始以来和我们互为亲人，如何忍心食其血肉？所

以说，食肉将“断大悲种”，更有种种过失，不应食用。 

   从声闻戒允许吃三净肉，到大乘经律坚决反对肉食，与僧团的演变很有关系。比丘们

起初是以乞食为生，随着佛法的弘扬，得到国王和信众布施的大量土地财物。僧团由原本的

一无所有，转而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僧团土地由净人耕作，伙食由净人办理，在这种情况

下，自然可以选择不吃肉。在印度，大乘佛教隆盛的时代也是禁止吃肉的。 

   在中国，僧尼普遍实行素食始于梁武帝。《广弘明集》卷 26，记载有梁武帝撰写的《断

酒肉文》。梁武帝见当时有些僧尼吃肉喝酒，认为和大乘经文相违背，想到人主有匡扶佛教

的责任，便号召僧尼断绝酒肉，否则以国法及僧法处治。 

   此外，因中国国情有别于印度，自佛教传入以来，乞食制度从未得到普及。中国寺院

大多拥有庙产，过着自耕自煮的生活，为素食提供了有利条件。如果有人想吃肉，就必须自

杀、自买或自煮，不必说大乘菩萨戒，即使是声闻戒，也是绝不允许的。 

   有些人为了给肉食找到理由，引证泰国、缅甸等地僧众皆不禁肉食，提出中国僧尼也

不妨吃肉，这是不究实情，顺从私欲的妄说。众所周知，泰国等地盛行的是南传佛教，至今



仍实行乞食制度，我们自然不能与之一视同仁。而蒙、藏地区是畜牧区，主要食品离不了牛

羊，在这种环境下，完全素食也存在一定障碍。但汉地根本不存在这些情况，完全没理由吃

肉。 

五、荤辛为何要禁止 

   荤辛，指气味强烈的蔬菜，通常称五辛或五荤。关于五辛的具体名称，经律中有不同

说法，多数是指葱、蒜、韮、薤、兴渠。这五种菜具有强烈的刺激性，食用后还会散发令人

掩鼻的难闻气息，影响僧团和谐，故为戒律所禁止。 

   五辛，在声闻戒中只提到蒜。《四分律》比丘尼戒单堕第七十条说： 

   若比丘尼啖蒜者波逸提„„比丘突吉罗，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不

犯者，或有如是病，以饼裹蒜食，若余药所不治，唯须服蒜差，听服。若涂疮不犯 14。 

   如果因为患病，非食蒜不能治愈，戒律才有所开许。但食蒜后，为了不影响大家，律

中又作了进一步规定。《僧祇律》说： 

   （蒜）服已，应七日行随顺法。在一边小房中，不得卧僧床褥。不得上僧大小便处行，不

得在僧洗脚处洗脚，不得入温室讲堂食屋，不得受僧次差会，不得入僧中食及禅坊，不得入说

法布萨僧中，若比丘集处一切不得往。不应绕塔，若塔在露地者，得下风遥礼。七日行随顺法

已，至八日，澡浴浣衣熏已，得入僧中 15。 

   在团体内，如果大家都食蒜，还不至有什么特殊感觉。倘若只是个别人食用，食蒜后

散发的气息，会令他人难以忍受。所以，每吃一次蒜要与大众隔离七天，也不得绕塔。到第

八日，等身上气味散尽，才能沐浴、更衣、熏香，回到大众中共同生活。 

   禁食五辛是大乘经律中提出的。《梵网经》说： 

   若佛子，不得食五辛。大蒜、茖葱、慈葱、兰葱、兴渠，是五种，一切食中不得食。若故

食者，犯轻垢罪 16。 

   此中的大蒜，又称胡葱，史传张骞出使大宛，从胡地取回。慈葱，就是葱，由茎叶慈

柔得称。兰葱，有说是小蒜，有说是韮菜。茖葱，又名山葱，生长于山泽中，有说就是薤。

兴渠，据传为汉地所无。 



   五辛既不同于酒，饮后能使人神智不清；也不同于肉，食之有违慈悲本怀。那么，菩

萨戒中为什么要禁止食用呢？《楞严经》说： 

   是诸众生求三摩提，当断世间五种辛菜。是五种辛，熟食发淫，生啖增恚。如是世界食辛

之人，纵能宣说十二部经，十方天仙嫌其臭秽，咸皆远离。诸饿鬼等因彼食次，舔其唇吻，常

与鬼住。福德日销，长无利益。是食辛人修三摩地，菩萨天仙、十方善神不来守护。大力魔王

得其方便，现作佛身来为说法。非毁禁戒，赞淫怒痴。命终自为魔王眷属，受魔福尽，堕无间

狱。阿难，修菩提者永断五辛，是则名为第一增进修行渐次 17。 

   经中告诉我们，食用五辛将生淫增恚，并使善神远离，魔王现前，生毁禁戒，死堕地

狱，故须禁食。《楞伽经》也说： 

   一切肉与葱及诸韮蒜等，种种放逸酒，修行常远离„„饮食生放逸，放逸生诸觉，从觉生

贪欲，是故不应食。由食生贪欲，贪令心迷醉。迷醉长爱欲，生死不解脱„„酒肉葱韮蒜，悉

为圣道障„„及违圣表相，是故不应食 18。 

   此处，将吃葱蒜的过失与饮酒吃肉相提并论，因为它们都能增长爱欲，障碍圣道，所

以不能食用。 

六、烟酒有何危害 

   戒律有性戒与遮戒之分。所谓性戒，是针对杀盗淫妄等本质上的犯罪行为而制。所谓

遮戒，是为守护其他律仪而制。酒戒属于遮戒，但又不同于一般遮戒，不论在家的五戒、八

戒，还是出家的沙弥、比丘等戒，乃至通于僧俗二众的菩萨戒，无一不是明令戒酒。既然酒

是遮戒，说明饮酒本身并非罪恶，为什么一切戒律都严格禁止呢？ 

   因为饮酒能引发其他犯戒行为。在小乘律论《萨婆多论》中，就记载了一个典型事例。

有位五戒优婆塞，平日持戒甚严。某日从远处归来，异常口渴，误饮了一碗酒。醺醺然之际，

恰巧邻家的鸡跑进屋来，就杀来佐膳，犯下杀盗二戒。其后邻女过来寻鸡，他说根本没见，

再犯妄语。不仅如此，见邻女颇有姿色，便将她强暴，更犯邪淫。因为饮酒之故，结果五戒

尽失 19。所以，佛陀特别遮止弟子饮酒，是有充分理由。 

   在比丘戒中, 酒为九十单堕之一，此戒缘起于娑伽陀尊者。尊者曾借宿辨发梵志家，

并降伏毒龙，引起拘睒弥城主的归信，观礼世尊，要供养尊者。六群比丘为索黑酒，尊者饮

后，醉倒途中，佛陀才制定了这条戒。戒文是： 



   若比丘，饮酒者波逸提......比丘尼波逸提，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罗，是谓为犯。

不犯者，若有如是如是病，余药治不差，以酒为药。若以酒涂疮，一切无犯 20。 

   酒，指一切能令人喝醉并心动、放逸的饮品。《大智度论》归纳为三类：一者谷酒，

二者果酒，三者药草酒。除非患有某种特殊疾病，非酒不能治愈，才开许运用 21。 

   饮酒不仅能导致犯戒，还有诸多过失，佛陀在制酒戒时，略举十种。律文曰： 

   凡饮酒者，有十过失。何等十？一者颜色恶，二者少力，三者眼视不明，四者现嗔恚相，

五者坏田业资生法，六者增致疾病，七者益斗讼，八者无名称，恶名流布，九者智慧减少，十

者身坏命终，堕三恶道 22。 

   此外，《大智度论》也记载了三十六种过失。末了又引经偈说： 

   酒失觉知相，身色浊而恶，智心动而乱，惭愧已被劫。失念增嗔心，失欢毁宗族。如是虽

名饮，实为饮死毒。不应嗔而嗔，不应笑而笑，不应哭而哭，不应打而打，不应语而语，与狂

人无异。夺诸善功德，知愧者不饮 23。 

   佛教是追求智慧的宗教。八正道中，即以正见为首。在整个修行过程中，时时应依智

慧观照，而酒却能使人丧失智慧，迷失方向，故过失极重。 

   菩萨戒中，对酒有着更严格的规定。《梵网经》轻垢戒第二条说： 

   若佛子故饮酒，而生酒过失无量。若自身手过酒器与人饮酒者，五百世无手，何况自饮。

不得教一切人饮，一切众生饮酒 24。 

   酒有无量过失，所以不得自饮及教人饮。《梵网经》十重戒第五条又说： 

   若佛子自酤酒，教人酤酒，酤酒因、酤酒缘、酤酒法、酤酒业，一切酒不得酤。是酒起罪

因缘，而菩萨应生一切众生明达之慧，而反更生一切众生颠倒之心者，是菩萨波罗夷罪 25。 

   自饮犯轻垢罪，贩酒则是波罗夷罪，为什么贩卖的罪行比饮酒更重呢？这是因为，作

为菩萨来说，一切行为应以利益众生为前提。而贩酒会使众生颠倒心智，阻碍智慧的开发，

自然罪加一等。 

   虽然饮酒是戒律中明令禁止的，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还是有开缘的。但前提是本着

慈悲精神，是为了救度众生。经中记载，末利夫人为救厨师一命，劝请波斯匿王饮酒，不但

无罪，反生功德。 



   与酒同样受人重视的还有烟，所谓“烟酒不分家”。众所周知，戒律中严禁饮酒，却

很少提及吸烟问题。所以，出家人中也存在吸烟现象。其他人虽然对此看不顺眼，但往往找

不到根据，只得各行其是。其实，戒律中也曾提及这一问题。《四分律》记载：“尔时有比

丘患风，医教用烟，佛言听用烟 26。”从律文来看，若有患病和医嘱两个前提，佛陀是允

许以吸烟达到治疗效果的。既然是特别开许，可见不是平时可以使用的。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即使在社会上，也普遍认为抽烟喝酒是不良习惯。若见僧尼抽烟，

难免产生讥嫌。为维护僧团的形象，更应远离烟酒。 

七、食时应有的警觉 

   出家是为了追求解脱，这就必须远离贪著。日常生活中，最容易令人产生贪著的，无

过于美味佳肴。因此，佛制比丘食时当起厌治，那么又该如何观想呢？《大集经》说： 

   云何修集食不乐想？若有比丘执持钵时，如血涂髑髅，烂臭可恶，虫所住处。若得食时，

应观是食如死尸虫。若见麨时，如末骨想。得饭浆时，作粪汁想。得诸饼时，作人皮想。所执

锡杖，作人骨想。得乳酪时，作浓血污想。若得菜茹，作发毛想。得种种浆，作生血想„„是

名于食不可乐想 27。 

   饮食时，当以种种不可爱乐的观想转变现前受用境界，从而制伏贪著。虽假饮食延续

色身，而不为之所转。 

   此外，还有佛弟子熟悉的食存五观，是饮食时应该具备的五种正确观想。 

   （一）计功多少、量彼来处：思维食物来之不易及施主为此付出的种种代价。正如《大

智度论》所说： 

   思惟此食，垦植耘除，收获蹂治，舂磨洮汰，炊煮乃成，用功甚重。计一钵之饭，作夫流

汗，集合量之，食少汗多„„我若贪著，当堕地狱，啖烧铁丸。从地狱出，当作畜生，牛羊骆

驼，偿其宿债，或作猪狗，常啖粪除。如是观食，则生厌想 28。 

   手中这钵饭，且不说农民播种、耕耘的艰辛，即使在收获后，还要经过种种加工，才

能煮成熟饭。其间需要付出的汗水，甚至比饭更多。如果心生贪著，不是为了修道而受用，

必将堕落地狱，沦为旁生，受极大苦果。 

   （二）自忖已身德行：这是关于接受供养的条件。《五分律》说： 



   若不为解脱出家者，不得受请。若坐禅、诵经、检校僧事，并为解脱出家者，听受僧次 29。 

   如果不是为解脱生死而出家，不能受人供养，因为他们没有福德消受信施。换言之，

唯有为解脱而出家，乃至坐禅、诵经、成办僧事，也有资格接受供养。《善见律》也说： 

   比丘受用施物有四种：一、盗用，若比丘破戒受施，名为盗用。二、负债用者，受施之时，

必须作念，不作得罪，负人信施。三、亲友用，谓七学人受供。四、主用，即阿罗汉 30。 

   前两种是凡夫僧受用信施时应有的观想，后两种指贤圣僧，真正具有应供的资格。作

为凡夫僧，受供时应作负债想，勿生贪心，并以精进修道来偿还，否则将有负信施，所谓“施

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善，今生不了道，披毛带角还”。 

   （三）防心离过：即比丘食时应该避免的过失。《行事钞》说： 

   律中说出家人受食，先须观食，后方得啖。凡食有三种，上食起贪，应离四事。一、喜乐

过，贪著香味，身心安乐，纵情取适故。二、离食醉过，食竟身心力强，不计于他故。三、离

求好颜色过，食毕乐于光悦胜常，不须此心。四、离求庄严身过，食者乐得充满肥圆故。二者

下食便生嫌嗔，多堕饿鬼，永不见食。三者中膳不分心眼，多起痴舍，死堕畜生中 31。 

   若于好食起贪，坏食起嗔，死后将堕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中。《出曜经》云： 

   多食之人有五苦患，云何为五？一者大便数，二者小便数，三者饶睡眠，四者身重不堪修

业，五者多患食不消化。多食之人有此五苦，自坠苦际，不至究竟，是故佛说食知自节也„„

尊者昙摩难提说曰：“多食致患苦，少食气力衰，处中而食者，如称无高下 32。” 

   因为贪著美食，就会毫无节制地食用。而多食不但能引其色身的痛苦，更会影响修道。 

   （四）正事良药；食饭当如服药，为除饥渴故病而受食，不应分别饮食好恶。律中以

二事譬喻：一、如用油膏车，但是取其滑而易转，不问油味好与不好 33。 

   二、有夫妇携儿外出，在荒野中饥饿难耐，为保全生命，便将孩子吃了，实为万不得

以，哪里顾得上贪求滋味 34？比丘受食时也当如此观想。 

   （五）为成道业：在道业未得成就前，须假色身以作修道之用。而色身相续又须依靠

饮食，所以吃饭是为修行成道。《持世经》说： 

   我说是见五阴者，决定说五阴者，贪着五阴者，不听受人一杯之水 35。 

   如果不是为了修道，只是满足色身需要，即使受人供养一杯水也不行，何况其它东西？ 



  行笔至此，本文即将结束。需要说明的是，戒律中关于饮食的规定还有很多，如受持、

作净、食时威仪等，若一一列出，未免琐碎，亦不适合一般读者，故简要介绍这些。错讹之

处在所难免，敬请诸位大德指正。 

  注释 

   1《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 5，T03-314 中。 

   2《佛遗教经》卷 1，T12-1111 上。 

   受诸饮食当如服药。于好于恶勿生增减。趣得支身以除饥渴。 

   3 参见《四分律》卷 42，T22-866 下。（听乞食食五种食，尔时比丘乞食得饭，佛言：听食。得种种

饭，粳米饭、大麦饭、米饭、粟米饭、俱跋陀罗饭，佛言：听食如是种种饭。得麨，佛言：听食种种麨。

得干饭，佛言：听食种种干饭。得鱼，佛言：听食种种鱼。得肉，佛言：听食种种肉。） 

   4 参见《有部毗奈耶药事》卷 1，T24-1 上。(言时药者，一麨，二饼，三麦豆饼，四肉，五饭。) 

   5《四分律》卷 42，T22-866 下。 

   6《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卷 2，T40-502 中。 

   7《四分律》卷 10，T22-628 上。（若比丘有病，残药、酥油、生酥、蜜、石蜜，齐七日得服。） 

   8《四分律》卷 10，T22-627 中（尔时，尊者舍利弗风病动，医教服五种脂，熊脂、鱼脂、驴脂、猪

脂、摩竭鱼脂，听服此五种脂„„世尊告言：自今已去，听诸比丘受黑石蜜。） 

   9《善见律毗婆沙》卷 17，T24-795 中。（一切木果得作非时浆，唯除七种谷不得。一切诸叶得非时

服，唯除芋不得。一切诸花得作非时服，唯除摩头花汁。） 

   10《行事钞?四药受净篇》，T40-117 下。 

   11《四分比丘尼戒本》卷 1，T22-1038 下。（若比丘尼不病，乞鱼食者，犯应忏悔可呵法。应向余比

丘尼说言：大姊，我犯可呵法，所不应为，我今向大姊忏悔，是名悔过法。若比丘尼不病，乞肉食者，犯

应忏悔可呵法，应向余比丘尼说言：大姊，我犯可诃法，所不应为。我今向大姊忏悔，是名悔过法。） 

   12 此系《行事钞?四药受净篇》转引，T40-118 上。 

   参见《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 4，T16-513 下。（有无量因缘不应食肉，然我今当为汝略说。谓一切

众生从本已来，展转因缘，常为六亲。以亲想故，不应食肉。驴骡骆驼狐狗牛马人兽等肉，屠者杂卖故，

不应食肉。不净气分所生长故，不应食肉。众生闻气，悉生恐怖。如旃陀罗及谭婆等，狗见憎恶，惊怖群

吠故，不应食肉。又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不应食肉。凡愚所嗜，臭秽不净，无善名称故，不应食肉。令

诸咒术不成就故，不应食肉。以杀生者见形起识深味着故，不应食肉。彼食肉者诸天所弃故，不应食肉。

令口气臭故，不应食肉。多恶梦故，不应食肉。空闲林中虎狼闻香故，不应食肉。令饮食无节量故，不应

食肉。令修行者不生厌离故，不应食肉。我常说言，凡所饮食作食子肉想、作服药想故，不应食肉。） 

   13《大般涅槃经》卷 4，T12-386 上。 

   14 《四分律》卷 25，T22-737 中。 

   15《摩诃僧祇律》卷 31，T22-483 下。 



   16《梵网经》卷 2，T24-1005 中。 

   17《大佛顶首楞严经》卷 8，T19-141 下。 

   18《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 4，T16-514 上~中。 

   19《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卷 1，T23-506 下。（问曰：优婆塞五戒，几是实罪，几是遮罪？答曰：四

是实罪，饮酒一戒是遮罪。饮酒所以得与四罪同类结为五戒者，以饮酒是放逸之本也，能犯四戒。如迦叶

佛时，有优婆塞以饮酒故，邪淫他妇，盗他鸡杀。他人问言：何以故尔？答言：不作。以酒乱故，一时能

破四戒。） 

   20《四分律》卷 16，T22-672 上~中。 

   21《大智度论》卷 13，T25-158 上。 

   22 见《四分律》卷十六(T22—672 上)。 

   22《四分律》卷 16，T22-672 上。 

   23《大智度论》卷 13，T25-158 下。 

   24《梵网经》卷 2，T24-1005 中。 

   25《梵网经》卷 2，T24-1004 下。 

   26《四分律》卷 43，T22-877 上。检原文，此处之“烟”是否同于今日所抽之烟，似不明朗，史载吸

用烟草始于美洲印第安人。 

   27《大方等大集经》卷 33，T13-227 上。 

   28《大智度论》卷 23，T25-231 中~下。 

   29 见《钞记》，P3413；参见 T22—149 上。 

   29 此系《行事钞?对施兴治篇》转引，T40-128 下。 

   参见《五分律》卷 22，T22-149 上。（有诸凡夫坐禅比丘作是念：如世尊说，若请僧，正趣正向人皆

既被请，我今凡夫未是正趣正向，将无食不与取食，以是白佛。佛问彼诸比丘：汝等不为解脱出家耶？答

言：我为解脱。佛言：若请僧时，圣人坐禅人皆应食。有诸诵经凡夫比丘作是念：我非坐禅，亦如上生疑，

以是白佛。佛言：诵经人亦应食。有诸劝佐众事凡夫比丘作是念：我非坐禅、诵经，亦如上生疑，以是白

佛。佛言：劝佐众事人亦应食。） 

   30 此系《行事钞?对施兴治篇》转引，T40-127 中~下。 

   参见《善见律毗婆沙》卷 15，T24-778 上。（受施用有四种法，云何为四？一者盗用，二者负债用，

三者亲友用，四者主用。问曰：云何盗用？答曰：若比丘无戒，依僧次受施饮食，是名盗用。云何负债用？

若比丘受人饮食衣服，应先作念，若不先作念而受衣食，是名负债用。若有聪明智慧信心出家比丘，至受

食时口口作念。若钝根者，未食时先作一念。若钝根比丘受用衣时，应朝先作一念。利根者着著作念，房

舍床席卧具一切受用信施，应先作念。若不先作念，是名负债用者。若不为障寒障热及障惭耻而用衣，若

不为饥渴疾病而受饮食汤药，亦名负债。若受饮食衣服，不先作念突吉罗。云何亲友用，七学人受用施物

如子受父物无异，是名亲友用。云何主用？真人罗汉受用施物。） 

   31《行事钞?对施兴治篇》，T40-128 中。 



   32 见《钞记》，P3416；参见《出曜经》卷九，“戒品第七”( T4—655 中)；偈语出《释氏要览》

卷上“中食”篇(T54—275 上)。 

   32《出曜经》卷 9，T04-655 下。 

   33 参见《长阿含经》卷 13，T01-84 下。（又如膏车，欲使通利以用运载，有所至到。比丘如是，食

足支身，欲为行道。） 

   34《杂阿含经》卷 15，T02-102 中。（云何比丘观察抟食？譬如有夫妇二人，唯有一子，爱念将养。

欲度旷野崄道难处，粮食乏尽，饥饿困极，计无济理，作是议言：正有一子，极所爱念，若食其肉，可得

度难，莫令在此三人俱死。作是计已，即杀其子，含悲垂泪，强食其肉，得度旷野。云何比丘，彼人夫妇

共食子肉宁取其味，贪嗜美乐与不？） 

   35 见《钞记》P3412；参见 T14—651 上。 

   35《持世经》卷 2，T14-65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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