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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殺放生圖說序

世間最珍貴的，就是生命；天下最悲慘的，便是殘殺，試看那逃

命之獸，無不驚號而膽喪魂飛；那臨殺之牛，便知流淚以求人哀憐。

可見天地間一切的物類，無不愛惜自己的生命，無不畏懼殺身的痛苦。

可歎世人好殺成習，咸認為天生物類，乃為供人口腹，殺其身而食其

肉，為理所應然。殊不知天地之待萬物，猶如父母之愛子女，本來一

視平等，豈有偏愛差別？而世人卻仗我強以凌彼弱，豈理所宜然？食

牠肉以補我身，何良心所忍？為何千方百計，上山圍獵，下水網捕，

使一切可憐的物類，逃生無路，求救無門？在世人殘酷的殺戮下，悲

慘地犧牲了。看牠們母離子散，為之心酸落淚；聽牠們嗚咽啼號，為

之柔腸寸斷，可痛數千年來，世人積非成是，相習不改，日日殺生害

命，積下無邊慘苦的殺業，使天地間瀰漫著凶橫暴戾之氣，致醞釀成

世上刀兵、水火、瘟疫等種種可怕的災難，使世人遭災受難，種種慘

死，所造殺業，一一償報。所以古人云：「千百年來碗裏羹，寃深似

海恨難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夜半聲。」是知近世戰爭之頻

起，殺劫之慘酷，良由眾生殺業所感也。

幸自我佛釋迦如來降諸世間，說法度生，普為世人宣說一切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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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應之理。世人從此才知道：一切眾生本有佛性，皆堪成佛，殺生如

同殺佛，何等的罪過？又一切眾生，從無始以來，輪廻六道，或生而

為人或生而為畜，互為父母兄弟妻子眷屬，因相殺相食，遂致生生世

世，循環互報，無有停止。況一切眾生，都有知覺，無不愛惜身命，

無不貪生怕死，殺牠身而食牠肉，豈慈心愛物者所應為？如此種種因

緣，所以世人不應殺生。可歎世人不信因果報應，日日殺生造業，只

圖眼前享受，何計身後苦報？試看那兇殘好殺者，身遭慘報，而子孫

多庸劣滅絕。那慈悲好生者，則福壽緜長，而子孫多賢善發達。可知

殺生實有無量的罪過；而戒殺放生，自得無邊之功德也。

從前我讀蓮池大師戒殺放生文，覺得那字字都是仁愛之音，句句

無非感人之言，其於世道人心，裨益至深。所以不揣淺陋，編印此書，

期以勸世化俗，挽回殺劫而已。願諸仁人善士，自今以後，體念天地

好生之德，人人慈悲愛物，個個戒殺放生，父以教子，兄以勉弟，輾

轉相勸，同登善域。祈世人從此息滅殺業，世上從此不見災難，化暴

戾為祥和，致世間於和平，是所望焉。

諸善功德 放生第一

眾罪惡中 殺業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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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牛慘報

清乾隆年間，河北河間縣，有屠夫古燕龍，夫婦皆以殺牛為業，

每日殺牛割肉，血流遍地。數年後，古燕龍忽得眼疾，雙目失明，百

方治療，都不見效。次年，古妻也重病臥床，全身皮膚盡潰爛裂開，

精神恍惚，常自言：「陰府的刑罰，現在仿照殺牛的方法來宰割我，

痛死我啊，」每天在床上輾轉翻滾，哀聲慘叫，如此月餘，才氣絕而

死。

牛為人拉車耕田，一生替人流

過多少辛苦的血汗？但最後年

老無力了，人還要將它賣給屠

戶宰殺，這是何等的殘忍絕

義？所以古來殺牛吃牛的人，

報應都很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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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羊變羊

江蘇常熟縣，有屠夫薛慶官，以殺羊為業。每天五更起來殺羊，

那羊兒咩咩的痛苦哀鳴，實在令人不忍聽聞，親友屢勸其改業，但薛

慶官絲毫不聽。經營十餘年，所殺羊隻，不可計數。行惡無悔，惡報

終於來到，當薛慶官四十餘歲時，忽然得病，求醫服藥，半年多病才

治癒，但家財已耗用將盡，且病後鼻嘴竟突出，薛慶官的臉已變成羊

形，一幅可怕的羊面，使他感到萬分苦惱，自己也覺悟到是殺羊的報

應，所以從此不敢再殺羊。次年，帶三百金與鄰人雇船往安徽樅陽買

米，竟不慎跌落江中淹死，其家屬運

棺去裝屍，卻連屍體也找不到。

羊是一種重情知義的動物，試看那羊

子吃奶，雙膝跪在母羊腹下。從前邠

州有個屠夫，一日綁好一隻母羊將殺，

見那羊子雙膝向他跪下，兩眼流淚，

屠夫深受感動，從此不再殺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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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死作狗

江蘇金山縣之西，有楓涇鎮，本僻壤小地，居民多務農，勤儉篤

實。有小商人沈二，性暴好殺，喜吃狗肉，常殺狗烹食，一生殺狗不

計其數。清乾隆丙子年，漸感體衰，四肢軟弱，不能行立，終於病倒

床上，求醫服藥，均不見效。那年秋天，病漸沈重，昏迷中，自言羣

狗來索命，日夜呼叫求救，驚動鄰人觀睹，無不知此即殺狗之惡報。

沈二臨死時，自投床下，兩手伏地，作狗吠叫聲，許許才氣盡而死。

殺狗慘報的事很多，如過去嘉定

縣農人曹昇元，也常殺狗，一日

被狗咬傷，竟毒腫潰爛，痛苦哀

叫月餘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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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猪現報

安徽合肥縣排頭鎮，有屠夫宣四，殺猪二十餘年，擁田數百畝，

頗為富有。一日五更，起來燒水，宣妻入厠所，忽見猎欄中有二婦人

臥於地，仔細再看，果然不錯，心生害怕，急將所見告其夫宣四，勸

今後勿再殺猪。宣四不聽，照常宰殺，宣妻見苦勸無效，終於請外家

來與宣四分產，宣妻携幼子獨居。分家後，宣四照舊殺猪，剛將一欄

的猪殺完，其幼子忽得急病而死。宣妻因子死悲痛，終日與宣四吵鬧

不休，宣四自幼子死後，稍有悔意，不敢再殺，但每日以賭博消愁，

不數年，現款田產都輸盡。宣四

貧困，又重操殺猪舊業，復業才

二十餘日，宣四忽得怪病，口鼻

常流膿血，臭穢不堪，痛苦非常，

且早晚叫號如猪，如此拖了一年

多才死。



10

捕蛙惡報

清道光十六年，江蘇江陰縣官府曾出告示，嚴禁捕蛙。有農民張

阿喜，素以捕蛙為生，目不識字，兇暴頑固。有朋友將官府嚴禁捕蛙

的告示轉告張阿喜說：「田鷄(蛙)對農作物一向無害，各種生理都可

以吃飯，為何一定要靠捕蛙生活呢？」阿喜不聽。一日黃昏，大雨過

後，河漲水急，阿喜又沿河邊捕蛙，竟失足滑落河中淹死。兩日後，

屍體浮出水面，有無數的青蛙圍繞全身，爭食其肉，見者無不驚駭。

殺蛙最為殘酷，斬頭斷足，活

活剝皮，而蛙久久才氣絕而死，

如此慘殺，有如地獄苦刑。人

如不幸而身受這般痛苦，將何

堪忍受？請君設身處地，細細

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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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鱔惡報

以前在蘇州城裏，有一家鱔魚麫店，主人戴大攀，生性非常殘忍，

其做鱔魚麫的方法，是將鐵針遍釘在蒸籠上，使鱔魚在針上遊走，自

割出血，用以和麫。經營數年，獲利頗多，其子僖信屢勸改業，但不

為所聽。一日傍晚，戴大攀因事外出，久而不歸。次日一早，其子僖

信便沿湖岸尋找，終於發現其父已溺死於水中，屍體仰臥，有鱔魚數

千條環繞在腰腹間，岸上無數的人圍觀，都知道此郎戴大攀殺鱔之報

應。

今市場賣鱔者，其殺鱔的方法何

等殘酷？用尖鑽將繕頭插在板

上，再以利刃從頭割到尾，然後

將整條脊骨抽出，如此慘殺，令

人不忍卒睹，以前南京有一個劉

婦，賣鱔為生獨生一兒，頭面如

鱔形，呆愚如癡人，十餘歲即夭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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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蟻慘死

江蘇揚州城外，有農民咎四六，喜治理園圃，種植花草。一日，

因為挖土，偶然發現一個蟻穴，其大如甕，有螞蟻數千萬。四六兇殘

好殺，回屋取了一盆滾水，逕往蟻穴傾倒，可憐無數的螞蟻，因此慘

被燙死。那年八月，一日下午，四六又因整理園圃，倦極午睡；夢中

忽見無數的螞蟻爬遍全身。醒來時，全身竟起了無數赤色小點，次日，

小點都化為赤泡，每泡出蟻，狠咬其肉，四六痛苦哀叫，如此數日才

死。

螞蟻雖是小物，同樣具有生命，具

有覺性，其貪生怕死，與人何異？

請君培養慈悲心，勿輕意傷害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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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四該死

龔愷，清安徽人，癸巳年三月間，隨船運糧至懷寧縣大長溝。一

夜，夢一白髮老人向他哀求說：「我明早將有大難，請先生相救，來

日一定報答」，龔愷醒來，對夢中事感到不解。次日早上，忽然聽到

鄰船一片喧叫聲，上前一看，原來船夫剛撈獲一隻大水獺這時龔愷忽

然想起昨夜夢中的白髮老人，不覺怦然心動，就拿出五百文，要求收

買放生，許多船夫都答應，只有一個名叫陳四的船夫不肯，並且說：

「你知道一張獺皮值多少金嗎？你五百文能買什麼？」龔愷正要添價，

但陳四已經用鐵叉向水獺頭上刺

去，登時腦破血流而死。那些船夫

就剝下獺皮，分食獺肉，不久，所

有吃獺肉的人都病倒，陳四病得最

重，神志恍惚，忽然自言：「我修

行多年，不幸遭到厄難，大家都同

意收買，唯獨你不肯，且立刻把我

叉死，我一定不饒你！」眾人替他

哀求無效，陳四愈病愈重，哀叫數

日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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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報分明

江蘇太湖鄉，居民多以捕魚為生，好殺成性。獨沈文寶全家好善，

常買魚鳥蛤蛙等物放生，遇人則諄諄勸善，常說：「殺生一事，最傷

慈悲，最損福折壽，且報應可怕，近在自身，遠在兒孫」。一日深夜，

有鄉民在街上見到二瘟鬼，手裏各執旗一束，且聽到其中一瘟鬼說：

「除沈文寶家放生免插外，其餘各戶可沿門依次插上」。次日，太湖

全鄉傳瘟疫，居民三百餘戶，疫死過半，獨沈文寶一家全免於難。文

寶一生行善，晚年健碩，且享高壽。

天本好生，奈世人廣造殺業，上

干天怒，致降刀兵、水火瘟疫等

種種災難，以懲戒世人。世人倘

不造殺業，自然遠離災難，所以

一人戒殺，一人免難，一家戒殺，

一家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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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生分途

江蘇潤州地方，居民以打漁捕蛙螺為生，習性好殺，產女多棄溺

之，父兄前教子弟持刀學殺剖魚蛙，以殺為能事，養成惡習。村中只

有一名叫孔婆的老媼，年已七十，慈悲仁厚，勸人戒殺放生，常言：

「為人要心存慈悲，愛惜物命，像本村的人，天天殺生害命，唉！將

來不知道要遭到怎樣的報應」。乾隆乙卯年九月九日晨，天還未亮時，

整個潤州被大水淹沒，房屋流走，人死無數。水難前一日下午，孔婆

因為幼孫忽患瘧疾，全家人上山拜佛，住於尼庵，逐因此免於水難。

因果報應，有現前受報，有他日

受報，有來世受報，各視業力之

強弱及因緣會遇而定，有早晚遲

速不同而已，未有不報之理，世

人因未能眼見報應，遂謂因果報

應不足信，大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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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時萬死

清嘉慶年間，福建蒲城某縣命。久已戒殺，但其夫人生性殘忍，

因貪圖口腹，時常殺害生命。一年秋，夫人為慶賀自己的生日，預先

命厨人準備筵席，縣令偶然至厨房，見到猎羊鷄鴨伸頸哀鳴，心覺不

忍，想捨免殺用這些生靈，但夫人不肯，堅持要殺生辦席。生日那天

早上，夫人在睡夢中，自覺魂體飄飄然走進厨房，這時厨人已綁好一

猪，準備宰殺，夫人魂體忽然附在猪身，厨人手按猪頭，以尖刀直刺

喉頸，登時血流如注，夫人痛苦哀叫，但厨人婢僕若無所聞，接著滾

水燙身，剖腹割肉，所受千萬痛苦，

不能形容。猪斷氣後，夫人魂體又

附在羊身，那殺羊所受的痛苦此猪

更慘，接著魂體又附在鷄鴨鵝鴿蛙

鯉等身上，一刀一痛，一一代受刀

割之苦。殺完後，夫人才狂呼醒來，

同想夢中情景，不勝心驚汗流，悲

痛後悔，遂廢除筵席，從此永斷肉

食，長齋戒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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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饞惡死

清道光年間，浙江嘉興縣有沈某，官至太守，家甚富有，慷慨好

施。然生活奢侈，衣著家飾皆極華貴，尤其三餐飲食，最為講究，每

餐盡是鷄胳、鴨腦、魚翅、鹿脯、熊掌等一類的珍味，且常以此宴客，

害盡無數生靈。十餘年後，沈家道漸衰，一病後，竟成狂癲，東西無

論清潔污穢，拿到後便途入口中，甚至煙壺茶杯，也撲碎亂吃，東西

久積腹中不化，終於致傷而死。

一般皮肉，一般痛苦，不思刀砧

之間，何等苦楚？乃為三餐口腹，

天天殺生害命，則殺業積重，日

久必遭天罰。如過去杭州有潘德

齋者，年老無子，聽人說食鼈可

以得子，就養了很多鼈，以小鱔

飼之，日日殺鼈烹食，如此年餘，

仍然無子，後來遍身生瘡，瘡口

形如鼈嘴，痛苦呻吟，數月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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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生為豬

清乾隆年間，河北某縣有一知府，獨生一女，此女十六歲時，忽

然病死。數年後，一日知府夫人外出，船停河畔，午間伏窗而眠，夢

中忽見亡女被人綑綁宰殺，哀叫悽慘。知府夫人從夢中驚醒，還聽到

那聲音像是從鄰船傳來，命人察看，得知鄰船剛殺一猪，四腳以紅帶

綑綁，和夢中亡女手腳所綑綁的紅帶一樣，知府夫人非常驚懼，知鄰

猪即其亡女業報所轉生，急出重金將猎收買埋葬。後來知府的家僕曾

私下對人說：「此女在世時，父母極疼愛，百般順從，此女喜食鷄肉，

每餐如無鷄肉，即不肯吃飯，因此每年殺鷄七、八百隻以上，由於惡

業太重，所以短命夭死，再轉生為猪，

受刀砧之苦…」

按佛言因果；殺生重者，死墮地獄，

受千萬苦刑，地獄罪畢，再轉報為畜

生，一一償還血债，百世千生，難有

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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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鹿斷腸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晉汝南人。少年時，喜好打獵。一日十

山，遙見草中有大小二鹿，真君大喜，以箭射之，小鹿中箭而死。真

君拔箭正要再射，卻見母鹿不跑，心正遲疑間，只見母鹿不斷以舌舔

舐小鹿傷血，似有無限悲傷的樣子，良久，才倒下而死。許真君將二

鹿帶回，以刀剖開母鹿胸腹，見母鹿肝已盡碎，腸寸寸斷。真君睹此

慘狀，大為感動，痛哭流涕，悔恨不已，即將弓箭折毀，立誓永遠不

再打獵。

一切物類，無不有母子愛，當生

離死別之際，肝腸是何等的痛

苦？母鹿因為愛子情深，所以不

忍棄中箭的小鹿而跑，又因為過

度悲傷小鹿之死，以致肝碎腸斷

而絕。唉！世間有比這更悲慘的

嗎？許真君後來隨吳猛學道，晉

孝武帝太康二年於洪州西山，得

道成真，即世所傳之許旌陽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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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濟命

自本師釋迦牟尼佛降於世後，說法度生，從此佛教流傳，世人才

知道因果報應，戒殺放生，從前古印度有一賢者，生性仁慈，一日外

出，見山旁有一大池，因值炎夏，數月無雨，池水逐漸乾涸，池中有

魚螺數萬，在水乾日烈下，眼看就要曝死。賢者心起悲憫，即回，請

求國王借大象二十隻，國王答應。賢者又命其二子，從酒店借來許多

大皮囊，以囊盛水，用象負去，將水倒入池中，如此往返運水，終於

救活了魚螺數萬命。

心腸慈悲的人，愛惜一切物命，

見物受苦，如己受苦，必盡力

設法施救，使物解脫刀殺之苦。

然後心安。像故事中賢者之慈

悲救物，令人感動讚歎。普勸

世人，體念上天好生之德永遠

戒殺，買物放生，以求自身之

多幅，子孫之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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麂來報恩

從前，浙江溫州西鄉，有張姓夫婦，慈悲好善，從不輕殘物命。

一日黃昏，有數獵人追逐一麂，麂逃無路，奔入張家庭中，時張婦正

坐庭中補衣，見麂逃命，急以衣裳覆蓋，獵人追到，遍尋不見麂在，

也就離去。張婦見獵人已遠去，才將麂放走，麂似知感恩，再三點頭

才離去。次年春天，那麂忽然又奔入庭中，用角將張婦幼子犄去，張

婦大驚，急忙尾追，麂跑至田坪中，便將其子放下而去。張婦抱起幼

子，忽然想起此麂是否即去年所救之麂，為何不知報恩？心感疑惑，

及抵家時，大吃一驚，原來房屋已

被屋後大樹壓倒，牆塌瓦碎，鷄犬

盡死，張婦因追麂，母子因而脫險。

如從前毛寶少時救一龜，後來遇難

落水，竟為此龜所救。可見一切物

類皆有靈性，一念慈悲救護，物無

不知感恩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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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慈癒病

清末，江蘇丹徒縣京口鎮有范某，其妻久患肺癆病將死。有醫生

教用雀鳥百隻製藥，並且在三七日內服食雀腦，如此可望痊癒，但雀

鳥一隻也不可少。范某愛妻心切，聽信醫生之言，果然買了雀鳥百隻

帶回。范妻看到百隻雀鳥在籠中吱吱哀啼，心覺不忍，長歎說：「唉！

我病重如此，吃藥未必能好，豈可因為治我這病，去殺害百條無辜的

生命？聽我的話，速將這些雀鳥都放掉吧」，范某婉勸無效，終於將

百隻雀鳥全部放生。不久，范妻的病逐漸好轉，數月竟然痊癒，見者

無不稱奇，其後范妻且得妊生一子，

子雙臂上各有黑斑如雀形。

按佛言因果：今生多病短命者，多

因宿世殺業太重之報。世人如能改

過戒殺，買物放生，廣行善事，久

而久之，使寃業漸漸清除，則短命

者自然增壽，多病者自然轉為康健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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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蟻延壽

從前有一沙彌，隨侍一得道高僧，离僧有宿命通，知沙彌七日內

命將盡，叫他回家省親。七日後，沙彌回寺，高僧見沙彌不死，且相

貌改變，甚覺奇怪。便入三昧禪定，觀察沙彌七日中的經過，始知沙

彌於回家時，適逢天下雨，雨過溪漲，路見無數的螞蟻為水所困，即

以樹枝做橋，救出水中螞蟻。高僧以三昧所見，再問沙彌，果然事實，

甚為欣慰，對沙彌說：「你的壽命在七日內本已將盡，因一念慈悲，

救無數的蟻命，功德無量，今相貌

已改，來日定得長壽」，後來沙彌

果然因此得免於夭死，壽至八十

歲，且證得羅漢聖果。

人一生壽命的長短，雖說是定數，

但陰府律法，惟有陰德善行者，可

以增壽，而諸陰德善行中，又以放

生之功最為第一所以古來因放生

而享高壽者，實在不可勝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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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得福

浙江會稽縣，有陶石梁、張芝亭二儒生，一日同遊大善寺，路見

漁人挑獲膳魚數萬條將售。石梁心生憐憫，對芝亭說：「弟想盡買此

膳魚放生，奈自己力量不夠，望兄幫助，共成善舉」。芝亭慨然答應，

先出銀一兩，二人再向善士勸募，共得銀八兩，將數萬條膳魚盡買，

挑往大善寺放生。那年秋天，陶張二生同夢一朱衣神人告言：「汝等

科舉本來無名，只因放生功大，特賜功名」。其後陶張二生同赴會考，

果然皆中舉行。

從前宋郊宋祁兄弟因救蟻而同

登進士，孔愉因放龜而封侯楊寶

因救雀子孫四世顯貴。所以放生

不但能延壽，亦能得福，乃至求

子得子，消解厄難，種種利益，

述說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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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過戒殺

浙江餘杭縣，有名醫黃秀元，善治瘍科。一日，來一粗漢求醫，

此人背上生一大瘡，大瘡周圍長數十粒小瘡，不斷的叫痛。黃醫生問

此人平日做何生理，他說：「我白天用火鎗打鳥，夜晚毀巢抓鳥，十

多年來，便如此糊口」。黃醫生說：「這就難怪！你背上這病叫百鳥

朝王，必是你殺生太重業報所感，此病恐非藥物所能治好，但如果你

能發誓今後戒殺改業，我儘力替你治療，或許能好」。此人唯唯聽從，

回去後，果然發誓戒殺，從此改業賣菜，所患瘡疾，不到一月，竟然

痊癒。

過去雖曾誤犯殺生，今後如能

改過，戒殺放生，則天未嘗不

予人自新之機會，所謂轉禍為

福，全在自己知過悔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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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一般皮肉，一般痛苦，物只不能言，不知刀砧之間，何等的慘苦？

世人但知肉味香美，豈念一切肉類，都是眾生在恐怖、痛苦、哀號

中，血淋淋宰割下得來。世人於擧箸時，能不一念思及那塊塊盤肉，

含有多少辛酸血淚？含有多少悲恨寃仇？

⊙世人因多食肉，致教屠人為我多殺物命，如是間接殺生因緣，能謂

食肉者無罪無過嗎？

⊙世人殺生食肉，造下無邊的血海寃仇。殺牲拜种，則神怒不來享。

殺牲祭租，則增添亡靈的罪苦。所有一切慶生宴客等喜喪事，皆宜

慈悲修福，不應殺生造罪。

⊙一切物類皆有生命，當憐其貪生怕死與我無異，即蚊蟻鼠等物，雖

或有害於人，但罪應不至於死，可防之避之驅之遠之，何忍必欲置

之死地，將之殺盡滅絕？

⊙世人常言：「心好何用戒殺吃素？」試想：以極慘極苦之殺加害物

類，其心狠毒已極，還言心好？世人每以為殺生食肉為有福，而不

知宿世所培來之福壽，因此漸漸消滅，且未來世，亦將如此之受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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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食，償其血債。

⊙世人又常言：「倘人人戒殺，將來禽獸豈不充滿於世界？」殊不知

物之生，皆有因緣與業力所使，試看貓蟻蟲蚯蚓等，人所不食，而

不見充滿於世界。禽獸之多，正因世人殺生者多，業報所轉。若世

上人人戒殺，則禽獸業報漸消，自然逐漸減少，何須憂慮其多？

⊙一切古聖賢人，無不以慈悲仁愛為本，心如慈悲仁愛，自能成就一

切的善行德業，而戒殺放生，正是培養吾心慈悲仁愛之第一無上妙

行也。

⊙教化子弟，宜從護生愛物做起，從小培養慈悲仁愛的心腸，以成日

後端正賢善的品德。如任其殺生害物，養成殘暴好殺的習性，則始

以玩殺魚鳥之小命，進而忍害豬犬之大命，最後悉將至殺人害命而

無所不為矣。

⊙近來歐美各國提倡保護動物的運動，此不過顯露人類本有之仁性，

為求諸心安而已。足見那主張天生萬物為供人殺食之說，實在違反

天理人性，害盡天下生靈。

⊙世人多尚食肉，然肉實毒而不淨，因畜類被殺時，心裡起恐怖、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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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怨恨等激變，內分泌因而產生種種毒素排注於全身血管，死後

凝固於體內。故食肉血毒不清，易患癌瘤等臟腑內病，及瘡疔等皮

膚外疾。且畜類常患與人類相同之各種疾病，其病菌與寄生蟲等，

常因人之食肉而致傳染。又人因食肉而發生中毒，亦屢見不鮮，故

肉實毒而不淨，皆醫學家經實驗所證明。

⊙肉類乃精血污穢所成，係不淨之物，食之者血液濁，神志昏，發速

而早衰，易肇疾病之端。

⊙蔬菓則日光雨露所長，為清潔之品，食之者血液清，神志明，長健

而難老，易抗疾病之侵。

⊙吾人日常所需之營養，不外脂肪、蛋白質、維他命、礦物質。此四

類素食不但盡有，且量多而質優，足供吾人日常所需。素食清血而

滋養，無肉食之種種弊病，所以講求衛生而營養之素食，實在是吾

人養生延壽之一大要訣。近來歐美素食風氣漸行，足可做為證明。

⊙實行素食，可以根本斷殺生之因，免業報於今生來世，於吾心固有

無限的安處，於吾身更有無限的益處。

⊙佛經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一切眾生皆當作佛。」「夫食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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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大慈悲佛性種子，一切眾生見而捨去。是故一切菩薩，不得食一

切眾生肉，食肉得無量罪。」

⊙國父說：「夫素食為延年益壽之妙術，已為今日科學家、衛生家、

生理學家、醫學家所共認矣。而中國人之素食，尤為適宜，惟豆腐

一物，當與肉類同視。」（建國方略）

⊙孔子說：「君子遠庖厨。」孟子則曰：「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此

皆聖人惻隱之心，慈悲之道也。

⊙大戴禮記云：「食肉勇敢而悍，食谷智慧而巧。」故知素食可提高

智慧。

⊙經云：「殺生得十種惡報：一、寃家轉多。二、見者不喜。三、有

情驚怖。四、恒受苦惱。五、常思殺業。六、夢見憂苦。七、臨終

悔恨。八、壽命短促。九、心識愚昧。十、死墮地獄。」

⊙經又云：「殺者心不仁，強弱相傷殘，殺生當生過，結積累劫怨。

受罪短命死，驚怖遭暴患，吾用畏是故，慈心伏魔宮。」

⊙大智度論曰：「令不殺生，得何等利？答曰：「得無所畏安樂無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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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無害於彼故，彼亦無害於我。好殺之人，雖復位極人王，亦不

自安。又不殺之人，單行獨遊無所畏難：好殺之人，有情動物皆不

喜見之。若不好殺，一切眾生皆樂依附。復次不殺之人，命欲終時

其心安樂，無疑無悔。若生天上若在人中常得長壽，是為得道因緣，

乃至得佛住壽無量。復次殺生之人，今世後世受種種身心苦痛。不

殺之人無此眾難，是為大利。」

⊙問何以殺生為一切罪業中之最重者？答：「人有死急不惜重寶，但

以活命為先；譬如賈客入海採寶，垂出大海，其船卒壞，珍寶失盡，

而自慶喜，自舉手而言；幾失大寶！眾人怪言；汝失財物裸形得脫，

云何喜言！幾失大寶？答言：一切寶中人命第一，人為命故求財，

不為財故求命。」以是故知人命為重。故當發慈悲，行慈三昧其福

無量。常行慈愍，不殺一切眾生，自得成佛。

⊙近來奧林匹克世運游泳冠軍，茂林羅斯是素食的游泳家，不但泳術

聞名寰球，其素食情形廣播各地，羅氏自兩歲開始素食，直至今日

亦未嘗中止。

⊙又在德國世運中嬴得賽跑冠軍的韓國運動家孫基忠，就是一個素食

者，通常以小菜、紅豆，及白菜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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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調查喜馬拉雅山下的 Hunze族的人食物幾乎完全是素食，因此他

們得癌症者絕無僅有，而且都健康長壽。

⊙素食在西德—西德是一科學最進步運動最出色，素食也最普遍的國

家，在西德有一種隨處可見的飲食店叫做 Reformhaus 的素食飯店，

全國各地約有二千五百家。始終生意興隆。

⊙動物的肉，如猪肉或牛肉，已在實驗中發現五十幾種傳染疾病，包

括三十一種線蟲，其中有一些比槍彈更易致人於死。它們有：放線

菌、椎體鞭毛蟲病、分體蟲病、牛肉絛蟲、白喉、結核病、細螺旋

體病、狂犬病、鏈球菌感染，及猪油條蟲等。魚類之中亦有幾十種。

美國曾統計；人身的條蟲病有十分之八是由牛肉傳染得來。又虎列

拉疫中，有種名為豚虎列拉，那便是由猪肉傳來的。

⊙哲人托爾斯泰說：「肉食的益處，只有增高動物性的情感，刺激性

慾，並且增長暴飲，嗜食而已。

⊙英國的華爾緒博士說：「要想避免人類流血，便須從餐桌上做起。」

⊙現代營養權威哈佛大學佛德烈史提博士說：「硬殼果殼類、豆類、

蔬菜等物營養豐富，毫不少於肉類，有此素食，何覆他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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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來碗裏羹，怨深似海恨難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聽屠門夜

半聲——釋願雲。

⊙干戈乒革鬥未止，鳳凰麒麟安在哉

吾徒胡為縱此樂，異殄天物聖所哀

——唐杜甫

⊙血肉淋漓味足珍，一般痛苦怨難伸

沒身處地捫心想，誰肯將刀割自身

——宋陸游

⊙萬物傷亡總痛情，雖然蟲蟻亦貪生

一般性命天生就，分付兒童莫看輕

——蓉湖愚著

⊙財、色、名、食、睡、地獄五條根，望有心之士警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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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庵祖師戒殺文

堪嘆諸人不較量，却呼造罪當燒香。處處神壇社廟，盡是作業之場。

個個燒鵝煮鴨，每每宰殺豬羊。巧者持刀出血。拙者便去燒湯。向前

起來下手，推毛破肚搜腸。煮得半生半熟，諸人鬬剖分張。一似夜叉

羅剎，猶如虎豹豺狼。祭賽邪神野鬼，正神豈肯來嘗，鬼又何曾飽滿，

反遭觸犯天堂。貓兒無人殺吃，收拾被下安藏。猪羊廣有人殺，只見

成隊成行。禽畜時時遭戳，殺者定去承當。因此三荒兩旱，為人豈不

思量。若要報答天地，除非齋戒放生。諸仁者。殺他一命還他殺。一

念迴光免禍殃。偈云：「畜生本是人來做，人畜輪迴古到今。不要披

毛并戴角，勸君休使畜生心。又云：「殺業寃家漸積多，將何情理見

閻羅，勸君一路超生法，不如知悔屠刀收。」

持齋一日 天下殺生無我分

債有誰知 披毛戴角古今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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