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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語」，以實為虛，以虛為實。虛實顛倒

錯亂叫做「妄」。例如，知言不知，不知言知；

見言不見，不見言見；聞言不聞，不聞言聞，這

就是妄語。

十業，身語意的十種行為，口業就佔四個：

妄言、綺語、兩舌、惡口。用一般話說，就是說

謊、花言巧語、撥弄是非、壞嘴。孔子也說：

「巧言令色，鮮於仁。」

這一條不妄語戒，也具五緣成犯，與殺戒略

同，其中第五緣是「前人領解」，那人理解領納

你所說。這一點很重要。如何判斷犯妄語戒？大

智度論提出「言聲相解」。「相」，互相；從話

語音聲裡，彼此相互領解。那人領解你所說的，

而你也不是不知道自己說話虛實顛倒。

學習不妄語戒，有二個層次：不自誑，也

不被誑。自己不說妄語，也不被人誑騙，墮入他

的陷阱。論語雍也篇說，有一次宰我問孔子，一

位智者如果有人告訴他：「井有仁（人）焉，

其從之也？」有人掉到井裡去了，智者會跟著跳

進井裡救人嗎？孔子回答他說：怎麼可能會那樣

呢？「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

也。」你可以去井邊看看，不能就這樣跳進去。

他可以欺騙你，你卻不可以被他迷惑。孔子指出

智者是不被誑惑的。

妄語造成世間的混亂，是令人痛心的。台灣

現在這種情況是相當的嚴重。

戒妄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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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得謂得‧未證言證

佛家說的妄語，最嚴重的是「大妄語」，

就是「未得謂得，未證言證」。沒有獲得「過人

法」卻說已獲得「過人法」。超越一般世人的境

界，叫「過人法」。例如：證得禪那、神通；或

者沒有證果而說已證入聖流，證得須陀洹果、斯

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

為什麼要如此騙人呢？佛陀在世時，有一年

發生饑荒，比丘托缽都托不到食物。佛陀就叫比

丘們分散到各地乞食。有些比丘來到某個村落，

大家說好托缽時互相讚歎，某某人得到初禪，我

也得到了；某某人得淨信、證初果，我也證得

了⋯⋯。結果那地方的居士就生起希有心，慶賀

地說：我們鄉里來了得道的聖人，我們的鄉里有

福了。就紛紛縮減自己的食物來供養比丘。那一

年結夏安居結束，各地的比丘都回到佛陀住的地

方向佛陀請安。可有的比丘白白胖胖，有的羸瘦

憔悴。佛陀就問：「現在時機不好，各地都發生

飢荒，為什麼只有你們身體充悅、顏色光鮮？」

那比丘就說我們是如此這般互相讚歎。佛陀問：

「你們的讚歎是實是虛？」比丘說：「有實也有

虛。」佛陀苛責虛說的人：「寧噉燒石吞飲洋銅

（燒融的銅），不以虛妄食人信施！」就制了「大

妄語戒」。

自己的修行還不夠那個程度，卻騙人有那

樣的程度，這是混亂世間的真理。世間的詐騙，

若嘴巴使壞，別人很早就能覺察。例如：兩舌、

惡口、綺語，容易被覺察到。但假使虛說證果，

大家都還是凡夫身，就被騙得團團轉。學佛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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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最愛解脫，證得阿羅漢更是眾人景仰。阿羅

漢好在哪裡？不再造業，走路離地三寸不傷害眾

生。我們學佛持戒，走在馬路上，路面上蟲蟻

這麼多，怎麼辦？時時刻刻可能造業，不是故意

的。證果的聖人看到眾生在那裡就先閃過；凡夫

多麼嚮往那種境界！

自己修行如果沒有境界不能隨便亂講。佛陀

說：「直心是道場。」對每一件事態度要恭敬，

不對，就說不對；對，就說對。實際該做什麼，

就是什麼。真正地珍惜人身，也珍惜別人的善心

善念，不能糟蹋利用。這才是學佛的態度。

裝神弄鬼

有一種騙財騙色騙食的妄語，就是作種種咒

術說看到神看到鬼，昨天土地公來找我，王爺公

來找我⋯⋯。這兩三下就會被抓包的。

有人說很怕鬼，可又想看到鬼；對過去生、

未來世也充滿好奇，總想一窺靈界未知的世界。

不要說佛教，有的宗教就利用這種心理騙財騙

色，說妳是我過去生第幾世的太太，聽的人信以

為真，果真跟那人上床。如果真有這種事，也是

前世的事，跟眼前的生活有什麼關係？不但沒有

解決問題，反而增加困擾。面對這些宣稱有異能

的人時，自己要分辨清楚。

社會有一種行業，就是看命先生。有的真的

能未卜先知，或者能看到你的先人。有人是先天

帶著第六感，像貓狗可以看到其他的世界，那是

由業報而得，稱為「報得」。如果是人有這類報

得，在一段時間後會消失不見，因為你的磁場是

人的世界。

對每一件事的態
度要恭敬。
若是不對，就說
不對；
對，就說對。
實際該做什麼，
就是什麼。

減害生活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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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問我，「天一暗就害怕，害怕看到有

的沒的，怎麼辦？」異類的眾生不是不存在。如

果你害怕，第一，要念佛；第二，張開眼睛看清

楚。看那個嚇你的東西有眼睛嗎？有嘴巴嗎？黑

的白的？看清楚了，就不知是你怕他，還是他怕

你了！有時看到自己的影子也害怕；心先靜下

來，站穩看清楚。這樣訓練下來，自己不會虛說

那些有的沒的，也不會被人利用詐騙。

學佛的重點是老實，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

有。老老實實、踏踏實實做人，這才叫做本分。

佛陀是這樣教我們，不是教我們去看神看鬼。

末世預言

有時社會發生大動亂，人心驚惶，末世預言

就開始流傳。元朝末年順帝年間（1333-1370），

河南、江淮和長江等地常藉白蓮教起義。蒙古人

在漢地建立元朝，對漢人而言是異民族的高壓統

治，漢人早有反抗的心理。1351年，黃河水患嚴

重，災害頻傳，紅巾軍的韓山童就打著「彌勒佛

下生，明王出世」的口號起義。

末世預言常以「救世主」降臨人間，拯救世

人為號召。其實只是假藉名義。

以日本奧姆真理教為例，1984年日本熊本縣

人麻原彰晃創立奧姆真理教，宣稱自己有飄浮的

能力；一趟喜馬拉雅山之旅，就自稱得到最終的

解脫，然後宣稱自己將成為「日本之王」。1995

年，吸引加入的會員國內外已達4萬餘人。卻不斷

發動恐怖攻擊。東京地鐵站投放沙林毒氣，造成

5500多人受傷、10多人死亡的事件，舉世震驚，

當年預計發動的「1１月戰爭」（顛覆國家計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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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揭發，從此被視為邪教。

大自然發生災變，引起末日預言的焦慮，在

臺灣也發生過。今年（2011年）3月11日下午日本

東北地區外海發生芮氏規模九的地震，旋即引發

大海嘯，以及福島第一核電廠幅射外洩事件，對

日本東北及北海道沿岸城鎮造成嚴重的災情。日

本距離臺灣這麼近，那邊發生災變以後，臺灣一

位南投埔里的人士根據易經預言說：「5月11日台

灣有14級的地震。」「511地震預言」（或稱「511

末日預言」）造成一些人極度的恐慌不安。中研院

學者、中央氣象局、政府部門紛紛出面闢謠。直

至5月11日平安度過後，社會人心才平靜。預言確

實會讓社會產生很大的動盪。

參與宗教活動要睜大眼睛，不要走入偏邪，

聽信妄言或妄傳妄言。學佛以後，要把智慧打

開，不要被這些妖言惑眾的妄語，搞得昏天暗

地、害人害己。

媒體操弄‧物化的世界

妄語另一項比較嚴重的是不尊重個人，踐踏

別人的尊嚴。每一個人都希望被尊重，以最美好

的一面展示於人。然而媒體記者有時不惜暴露別

人的隱私，把他人的家庭、婚姻、性取向等私生

活公諸於世；或者只說那人的形貌，身體長相如

何，「事業線」又如何，只為吸引讀者的眼光讓

你印象深刻。這都是物質化的現象，讓人看不到

當事者的美德。

媒體有時創造話題，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

某個方向，影響整個社會的認知取向。

例如現在很紅的「蘋果」公司，董事長兼執

參與宗教活動要
睜大眼睛，小
心，不要走入偏
邪，聽信妄言，
或妄傳妄言。

減害生活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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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長賈伯斯親自現身，說iphone已經做到第四代，

功能如何⋯⋯。ipad又如何⋯⋯，很多媒體也一致

說它有多好，讓人心動地想要買到手。到底在追

逐什麼？本來在用的那支手機怎麼辦？有人出門

帶4至5支的手機或3C產品嗎？需要嗎？不是不能

買，可以再思考：這樣的引導產生的影響。生意

人總想盡辦法讓你不買會難過，把人牽引得顫抖

著、等待著。

甚至日常的餐飲也廣宣。例如說某一家料理

多好吃，排隊的人龍越排越長⋯⋯。有一次一位

居士請我吃麥當勞，說買一附送一個布娃娃，而

他兒子很想要。那位居士後來告訴我，布娃娃帶

回去的第二天，兒子就把它丟了。我問一位排隊

的媽媽，為什麼也來排隊？她說昨天跑三趟排三

次都沒買到。真是令人驚訝，一天的時間就這樣

耗去。為什麼？我愛我的孩子啊！兒子去學校，

大家都有，只有他兩手空空，就會委屈哭訴說：

我家跟別人不能比。

社會物化、媒體引領意識，都在考驗爸爸媽

媽教養兒童的愛心、耐心和智慧。不能隨順兒童

的欲望，但也千萬不要說：「我是父親，你要聽

話！」以父親的威權威嚇，這是行不通的；將來

或可能出問題。最好能回歸個人自己。如果是佛

陀，他會怎麼做、怎麼說？你可以怎麼做、怎麼

說？佛法的正知見能提昇社會水平。

綺語戒

有一類妄語叫「綺語」，或叫「無義語」。

綺，華麗美麗。表面好聽，內在未必具有實質的

意義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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綺語很像速賜康、迷幻藥，讓你感覺良好，

覺得很舒服很受用，很中聽。

在西方有一段時間流行嬉皮，禪坐也很流

行。很多西方人喜歡坐禪。但他們沒學佛，又覺

得坐禪的成效太慢，就吃迷幻藥，讓自己很快進

入幻覺的世界。一種飄飄然的感覺，沒有身體的

負擔，沒有心理的負擔，內心充滿狂喜，以為進

入禪的世界。然而那是暫時的，並不是真正的修

行禪那，也可能混亂神經系統。新興宗教興盛以

後，很多非常奇怪的修法都出現了。用各種方法

讓人情緒很high（高亢），以為達到什麼殊勝的境

界。這都不是真實的。而且欲速則不達！

佛陀教我們要正語，他自己是一個實語者。

《長阿含經》說佛陀說的話是「時語、實語、義

語、利語、法語、律語。」時語，以時而說，在

適當的時機就說，時機不適當就沈默；實語，真

實語，不打誑；義語，有意義的話；利語，真正

利益人的話；法語，與真理相應的話；律語，可

以調伏煩惱的話。因此，《涅槃經》說佛陀的語

言是「言不虛發，微妙第一。」

俗語說：「良藥苦口。」速成的心理，馬上

見效的期待，讓我們喜歡綺語，而不習慣面對真

實。

舉例來說，身體病痛、不舒服，醫生開藥方

對症下藥，按時用藥病就好了。但有時是自己慌

亂、壓力大，心理影響身體，身體反應就是心臟

砰砰跳或胃脹頭疼等等。這時最好靜下來，傾聽

身體在告訴你什麼。用內在的眼，去看那不舒服

的地方，回到當下是最真實的。這才不會因為心

亂，生出很多毛病或服用不必要的藥物。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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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生病不用看醫生，最好讓身體回復自然調節，

要看醫生再去。

我們要學習佛陀，凡是沒有實質意義或利益

的語言，就不要去說或去做。

形相出家

回到現實的社會，不妄語在現實生活怎麼

做？這是有方法的。

台中有一位阿媽，喜歡到養慧學苑打坐，

也坐得很莊嚴。另一位居士看到就說：「法師！

我昨天學穿縵衣還沒學會，你教我好不好？」她

說：「我自己會穿，但我不會教。」「你不是出

家了嗎？」「還沒。我七十幾歲在家裡沒事，覺

得學佛很好、很歡喜，就剃頭了。」又說：「這

是最新髮型呢！我覺得自己這樣很莊嚴。」每天

準時來打坐，看到人就說：「我剃頭而已，不要

叫我法師，我會不好意思。」這位阿媽是有自覺

的，可是，形相卻在傳達另一種語言。

居士學佛學得很莊嚴、喜歡共修就要求剃頭

出家，我也很煩惱。你出家了，在佛寺待不住，

回到家裡，家人要叫你阿公、阿嬤、媽媽？還是

師公、師媽？你的養老怎麼辦？會不會生病？在

佛寺共修有人問你：「師父啊！佛經這句話怎麼

解釋？」你說：「啊∼我不會！」我最害怕面對

這樣的事情。

出家，頭髮剃了現出家相。若她說：「我還

沒受戒，不要叫我法師。」你說：「那快去受戒

呀！」像醫生考執照去請一張執照。如果她真去

受戒了，我更煩惱。出家的路怎麼走，受戒？吃

素？誦經？⋯⋯做這些，在家也可以啊！什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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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轉煩惱成菩提，才是真正的出家。今天講

戒，我把這個責任交給你們喔！在家學佛要先發

這份菩提心─護持佛教。這是你的信仰！

我不是說學佛不可以出家，也不是說孩子不

要送來佛寺出家。人老了往佛寺送，佛門得核算

一下；送養老院嗎？不要！在家辛苦一輩子被送

去養老院，可憐哦！有人說不要活得那麼久，快

往西方去。西方的路誰先走，都不知道。這是面

對老病死如何安頓的問題。是社會的課題，也是

每一個人必須面對的課題。

居士學佛，就篤實地做一個優婆塞、優婆

夷，一面經營生計、家庭、婚姻；一面踏實地修

學。出家的路，識心達本，名曰「沙門」。學習

不妄語，就從表裡如一，內外一致做起。

培養志業、專業

不妄語的積極面，與精益求精提昇自己的能

力有關。

以工作來說，有能力為人服務，在世間奉

獻，是榮譽也是能力的肯定。佛陀沒有說佛教徒

不可以從政、從商。佛陀在世時，在家弟子的職

業形形色色，國王、宰相、將軍、劊子手、醫

生、乃至農耕、作陶、殺豬⋯⋯，他們都克守本

分，老老實實為人服務。我們一方面身心沉穩，

一方面把工作當志業，積極培養專業。

服務別人，合理的賺取更大的利潤，是允

許的。又不是搶人劫人！看別人經商賺大錢，不

要隨口就罵「奸商」。我聽這句話都很難過。以

前我看過一篇文章，作者說看了世界地圖才知道

非洲有多大。比起歐洲，把北歐、中歐、西歐、

居士學佛，就篤
實地做一個優婆
塞、優婆夷。
一面經營生計、
家庭、婚姻；
一面踏實地修
學。

減害生活了沒

◎（照片提供：張簡于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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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歐整個合成一塊，非洲比它還要大；非洲也比

蘇俄和中國還大；比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合

起來還大。以前看非洲好像是一塊荒原。然而，

現在不一樣了。全世界開始矚目非洲這一大塊土

地。為什麼？現在「世界是平的」，非洲─第

三世界蘊藏豐富的自然資源，經濟潛力無窮。你

跑遍國際就是要賺全世界的錢！學佛的人，也可

以有這種豪邁與氣勢！

臺灣的社會愈來愈依賴專業。各行各業都要

求員工取得專業認證。生小孩到月子中心去做。

外勞來臺灣須具備專業能力，有工作證才能進

來，現在越南、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

坡、印尼的人都來臺灣找工作。外籍新娘嫁到台

灣，為台灣生育下一代，也相當有貢獻。工作機

會相互排擠，人才外流，形成本國人到異國作外

勞，競爭力越來越弱。這是人口流動的問題，也

不是好壞的問題。

臺灣現在專業務農的很少。耕作農產品也

需要專業：要估算市場需求；也要講求技術；冬

天種的空心菜要估算陽光、水、日程；夏天種時

又不一樣，要重新估算。想要在市場佔有一席之

地得很拚。別說去中國大陸要拚，即使在臺灣的

市場，具有競爭力就很不錯了。很多居士都想買

塊地種菜。退休後領退休金，有安定的金源，買

地種菜是養老，享受優閒農耕野趣。如果你有父

母、兒女，兒女還在學，打拚的壓力就會很大。

學佛的居士受持五戒，持戒要莊嚴，一方面

要安於職業，還要兼修第二種專業能力，這樣才

能不虞匱乏，最怕眼高手低，混水摸魚，心會虛

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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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化的社會

我們現在生活的世界，是一個高齡化的社

會，佛教徒要以什麼態度來面對？居士會老，法

師會老，這是必然的。不妄語，也是在學習「如

實」地面對當下，面對現實。

如果不能面對現實，說出來的話可能會傷

人或令人傷感。我聽過這樣的故事，一位居士把

年老的父母送到養老院，爸爸媽媽很悲傷，對他

說：「你實在很殘忍，我為家庭奉獻一輩子，我

老了，就把我掃出來。」他很難過，問我怎麼

辦？我說：「不要對他的話嘔氣，是長輩還不能

接受事實；你有空就多陪他。寧可用很多時間在

那個地方陪他。因為家裡沒有老人的設備，你也

沒有照護老人的專業能力。」

高齡化社會，越來越需要依賴專業機構。佛

陀當時設立僧團，他是十叮嚀八交代，說僧團僧

眾彼此要相互照顧。過去如此，現在也如此。

高齡的長輩，自己會吃，會上廁所，不用依

賴人，這是最幸福的。哪一天，身體這些基本功

能故障，開始躺在床上，越來越嚴重，很難在家

裡照顧，需要送安養中心。如果你是那位長者，

就對自己說：「這段時間，我到安養中心去休

息。可以回家再回家。」晚輩也要教。不管是年

輕人還是長輩都要學習。這是一個時代的趨勢，

要慢慢接受高齡化的事實，可能是你旁邊的某一

個人，你的鄰居、親戚。

佛法說「緣起」，世間會形成怎樣的樣貌，

沒有標準答案。

我們現在生活的
世界，是一個高
齡化的社會。
居士會老，法師
會老，這是必然
的。
不妄語，也是在
學習如實面對當
下，面對真實。

減害生活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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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信實的話，自己端直，也令人生信心；更

進一步，對方不實的言語你知道，但你不被他迷

惑，不隨他起舞。有智慧的持戒，讓世間的妄語

止於智者，這樣整個社會才會漸漸的淨化。

結語

學佛的根本是在對治煩惱，煩惱有粗有細，

對治的方法由外而內，可分為戒學、定學、慧學

三個層次：

粗重的煩惱，表現在身語的行為，如果違犯

自他，就是惡法。例如：妄語、兩舌、惡口、綺

語，這惡法要以持戒對治，這是戒學。如果身心

感到困擾或者心思散亂、妄想心重，想東想西，

這是意念不淨，與惡法不一樣，不可以畫成等

號。心思散動或昏昧要修禪定對治，這是定學，

或稱心學。持戒是對治外顯的行為，而行為是來

自內在意念的發動，所以，持戒要清楚內心的狀

況。例如不斷生出來的妄想，不想往那裡想，心

還是向著那裡去，這是習氣，一種習慣性的思

惟。能夠向內心去觀照，照見它的動靜虛實，這

是智慧，慧學。戒定慧三學的修學，是有層次

的，而且深淺不一樣。

學佛要修戒定慧三學。三學中戒學是基礎。

做人的基本一定要持五戒，不能不持戒。真正的

持戒清淨，對事理要清楚，內心要澄靜。身心沉

穩有智慧，你才知道如何持戒清淨，才是真正的

利益世間、利益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