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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化家庭

過去佛教經常被誤認為是消極、厭世、逃避現

實的，甚至以為凡是學佛的人，都應該出家，真

正學佛的人就應該沒有家庭；信仰佛教的人，就

屬於脫離人世的。

其實，釋迦牟尼佛時代，在僧、俗、男、女四

眾的佛教徒中，只有少數人出家修梵行，而絕大

多數的佛弟子，都還是在家人。因此，佛法的觀

念與方法對家庭必定是有幫助的。

基本上，佛教對於家庭的看法，可以分做五點

來討論：

一、淨化人間，必定要淨化社會

淨化人間的目的是為了要淨化社會，淨化社會

的目的是為了淨化世界。佛教徒希望把佛教所說

的淨土，在人間落實建立起來。

二、淨化人間的著力點，是從淨化家庭開始



淨化家庭要從淨化婚姻開始。家庭的組成，是

從男女結合的婚姻開始，所以近世以來，佛教界

都在提倡佛化的婚禮，法鼓山除了推動佛化的聯

合婚禮，並且也編了一本小手冊，叫做《佛化家

庭手冊》。

三、佛化的家庭必須具備三個條件

（一）孝敬父母如同禮敬供養三世諸佛

佛教徒稱呼父母為「老菩薩」，便是要把父母

當成佛菩薩一樣的恭敬、孝養。

對於已婚的男女而言，各有兩家的父母，男的

有父母及岳父母，應當平等敬養，女的有父母及

公婆，必須兩者兼顧。

（二）夫妻之間是同修淨業的菩薩伴侶

我們中國人說，夫婦應相敬如賓；對佛教徒而

言，夫妻之間應彼此當成同修伴侶，互以「我家

師兄」和「我家師姊」相稱，把對方當做共創幸

福的善知識來看，彼此相敬、相讓、互助、互諒

並互相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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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子女要像母雞帶小雞那樣的呵護備至

中國人所說「養兒防老」的觀念，佛教徒並不

贊成。佛教徒對子女的愛護和教養，目的不是為

了防老，乃是為了負責，畢竟每個人的福報與業

報，各有因果，各有因緣。父母教導兒女建立孝

敬父母的倫常觀念，卻不必指望兒女一定要奉養

父母，否則當指望變成失望時，便會衍生出無窮

的煩惱。

四、家庭的成員當各盡其責任和義務

（一）現代人在婚後應該對於三個家庭，負起關

懷的責任：

1.婚後由男女組成的小家庭，是夫婦兩人自己

的家庭。

2.對父母的家庭，包括父母以及和父母共同生

活的兄弟姊妹的家庭。

3.對於岳父岳母的家庭，公公婆婆的家庭。

（二）婚後的男女，如果計劃養育下一代，就應

負起作父母親的責任和義務。作父母親應該有三



個條件：

1.若希望子女的身心健康，則在懷孕之前，夫

婦兩人都要保持身心的平衡與健康，否則對胎兒

將造成不利的影響。

2.太太懷孕後，夫婦兩人更應該經常保持身心

的平衡和健康，否則會影響胎教。

或許會有人認為：「丈夫大概不需要作胎教的

工夫吧？」其實，丈夫如果對妻子發脾氣，會影響

妊娠中太太的心情，間接也影響了小孩子；因此夫

妻兩人都應該共同擔負起胎教的責任；乃至在子女

出生之後，一直到子女成年為止，父母都必須為了

兒女的教養，而經常保持心平氣和的健康狀態。

3.除了胎教外，佛教徒也特別重視對子女的管

教，作父母的，除了自己要有平衡和健康的身

心，更應該以身教、言教陪同子女一起成長。此

外，佛教徒把子女稱為「小菩薩」，是以迎接菩

薩的心態來歡迎子女的出生，把他們當成是來成

就自己修行的人，成就自己菩薩道的人，所以要

跟他們一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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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佛化家庭的經濟，應有的原則

1.用正當的方法，以自己的體力、技能、智

能、資本、智慧來謀取生活的所需，但是要盡量

避免從事與佛教五戒相違背的工作，那就是不可

以從事於殺生、偷盜、賭博、邪淫、妄語，乃至

於買賣酒類等的行業。

2.經濟的收入應該要量入為出，不做守財奴，

只知賺錢而不用錢；用錢則可依：家庭的生活、

營利的資本、資產的增加、儲蓄生息、布施行善

等五個方向來規劃。

3.除了家庭儲蓄的經營所需之外，盈餘的財產

也應該用在孝養父母、救濟幫助親戚朋友，以及

布施貧窮，供養三寶，做宗教、慈善、文化、教

育等公益事業。

總而言之，現代家庭應該要有宗教的生活，而

佛化家庭的宗教生活，應該由佛化婚禮開始，然

後用佛教化的觀念和生活方式來教育子女，同時

每天要有定時定數的修持恆課。

（摘錄自聖嚴法師《平安的人間》）



如何建立美滿婚姻？

很多人以為，佛教是出世的，不主張有家庭，

不希望人家結婚，這好像是說，信了佛教的人都

應該出家，這絕對是錯誤的觀念。其實，唐宋時

代，在家的佛教非常興盛，我們可以從敦煌石

窟、文字記載、圖畫或雕刻中，看到許多關於在

家居士家庭生活及婚姻生活的描述。元朝以後，

佛教漸漸隱遁山林，與人世間漸漸疏遠，因而造

成一般人認為佛教是消極的、逃避現實的錯誤觀

念。很多父母，如果發現自己的子女親近道場、

親近法師，就會很擔心他們出家。事實上並不盡

然，許多人經常親近寺院，卻沒有因此而準備出

家，而且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適合出家。

在家居士是佛教的基礎，而且在釋迦牟尼佛的

時候，就非常的重視家庭生活，重視夫妻之間的

相待及小孩的照顧和教育。甚至還有幾部經典專

門講結婚之後懷孕、生子的事，由此可知，佛教

並不是與世隔絕的。諸位菩薩很幸運，能夠參加

如何建立美滿婚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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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第一屆的佛化婚禮。今天請諸位來上課，就

是從佛教徒的立場，從要踏入人生另一境界的立

場來認識婚姻。

一、婚姻的意義

婚姻本身是責任和義務的肯定與承擔。通常一

般人結婚之前，認為自己還沒有結婚，可以什麼

都不管，不但沒有想到如何讓父母頤養晚年，甚

至還一直接受父母的呵護照顧；可是，結婚之後

因為有了家室，同時因為孩子的誕生，才真正體

會到父母的辛勞，而產生家庭的責任感。所以結

婚和沒結婚是完全不一樣的人，婚姻本身是責任

的肯定與開始。

有人說「婚姻是鎖鍊」、「婚姻是愛情的墳

墓」，也有人認為反正結了婚還可以離婚，為什

麼一定要結婚，不結婚不是很自由嗎？這是不負

責任、過分浪漫而不務實的態度。如果結婚的時

候就準備離婚，最好還是不要結婚，婚姻是一份

責任，豈能兒戲？



現今社會問題最多的，莫過於金錢及男女色。

印度因為氣候炎熱，一般人都很早熟，女孩子

十二、三歲就能結婚，甚至更早。加上居住空間

小，所以一般人多半在樹下或門前露天而眠，因

此男女之間的性行為非常混亂。釋尊看到這個問

題的嚴重性，因而規定在家居士一定要守五戒，

尤其是不邪淫戒更是非守不可。由此可見佛教對

婚姻的重視，及夫婦彼此之間要守信諾、守貞操

等觀念的強調。

可是，中國自五四新思想的學者們提倡「守

貞操是吃人的禮教」，及毛澤東「破四舊」的

主張，因此把中國弄得家庭不像家庭，夫妻不

像夫妻。

站在佛教徒的立場，五戒的不邪淫戒，是夫妻

共守。因為邪淫不僅是家庭問題，同時也破壞了

社會的和諧及穩定，這種罪業是很重的。大家千

萬不要認為逢場作戲沒有關係，假戲真演，終會

導致婚姻破裂；而且以生理健康而言，男人在外

面嫖女人，可能感染花柳病、梅毒、愛滋病的病

如何建立美滿婚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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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而帶回家傳染給太太。再就心理層面而言，

一個人有了外遇，會造成另一半的不平衡，因而

第四者也可能接著出現，問題不斷衍生，造成社

會的動盪不安，這個責任太大了。所以婚姻的社

會責任是不容忽視的！

結婚是兩個家族結合，人際關係因之擴大而改

變。面對人生的新境界，更應秉持慈悲的精神，

來對待、照顧另一半、公公婆婆及岳父岳母，同

時也應以智慧處理事，以理性教育小孩。這是在

婚姻過程中，應該學習的態度與義務。

二、建立佛化家庭的意義

（一）以宗教信仰來促進家庭生活的幸福美滿

宗教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法鼓山農禪寺的聯合

婚禮都會贈送新婚夫婦一尊觀世音菩薩像，是我

們特別請藝術家設計、雕塑後製成白瓷觀音像，

希望你們不論居家空間的大小，都能虔誠供奉此

尊觀音菩薩像。從此家庭不僅是你的家，也是修

行的道場。



供奉觀世音菩薩有兩種意義，一是學習、模

仿觀世音菩薩的慈悲精神。如果我們像觀世音菩

薩那樣慈悲，夫妻還會吵架嗎？還會打小孩嗎？

還會棄父母於不顧、對朋友有不忠誠嗎？不會

的。第二種意義是，菩薩的確是有感應，當我們

有困難、有麻煩時，我們要以佛菩薩為模範，同

時祈求佛菩薩給我們力量和信心，讓我們平順地

共度一生。夫妻雙方由於生活背景、出生環境的

不同，性格、想法都不一樣，所以，同床異夢、

意見不合是正常的。我們要互相的調和，彼此包

容，否則就不要結婚。

有的人結了婚以後夫妻吵架，就來找我，通

常我是誰來就罵誰，「有理扁擔三，無理三扁

擔」，因為吵架是兩張嘴吵的，如果只有一個人

在吵，一會兒就吵不下去了，有了這種認知，就

算對方不改變，家庭也不致於破裂。結婚本身很

簡單，但未來則是一段很長的路，彼此一定要以

宗教的信仰為準，有共同宗教信仰的家庭，一定

會美滿、幸福。 

如何建立美滿婚姻？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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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家庭的淨化，提昇人品、淨化人間

淨化人間要從淨化家庭開始，也就是要從建立

佛化家庭開始。以佛菩薩的慈悲及處事的智慧，

為我們學習的對象。提昇自己，淨化家庭，進而

影響周遭的親人、朋友，再擴及至社會，達到淨

化人間、建設人間淨土的目標。

三、如何建立佛化家庭

（一）建立婚姻的共識

我們講建立佛化家庭，是希望從夫婦兩個結婚

開始，就是一個佛教家庭。如何建立佛教的家庭

呢？首先需要建立婚姻的共識。婚姻的共識是關

懷、是互敬、是禮讓、是互為同修菩薩，互為善

友，彼此相互提攜、共同的成長。

如果遇到另一半很消極、很無奈、很孤單的

時候，我們應該鼓勵他（她）：「留得青山在，

不怕沒柴燒，暫時的挫折無所謂，我們再好好努

力，你千萬不要灰心！我會陪著你共同度過難

關，而且我們的孩子也需要你的照顧！」這就是



互相關懷。釋尊教導我們，眾生皆有佛性，一切

眾生皆有成佛的可能，皆是未來的佛。

所以我們要尊敬對方，即使對方不尊敬我們，

也要認為這是成長的逆增上緣。我們不是教大家逆

來順受，而是倘若實在無法避免的時候，就要學習

接受事實，並由衷感謝一切成長的順逆因緣。「山

不轉路轉，路不轉人轉」，如果對方一時無法改

變，一定要調整自己，時時以尊敬、尊重的態度，

來與對方相處，視其為未來佛、為菩薩。互敬、互

重，對家庭生活的和諧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家庭問題的發生，來自於夫婦雙方不能相

互禮讓。曾經有一位先生在禪七期間痛哭流涕，

他說：「一味嫌棄太太是我這一生最大的罪惡，

出禪堂後，我一定要跪在太太面前，好好地賠

罪、懺悔，並由衷謝謝她多年來的包容。」第二

天他的太太跑來告訴我：「感謝師父！本來我先

生已經準備和我離婚，如今，我撿回我的先生。

謝謝師父！」這是很不容易的。夫婦之間一定要

互相禮讓，尤其是先生對太太，因為一般而言，

如何建立美滿婚姻？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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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禮讓太太比較困難。

（二）懷胎之教育

結婚不要孩子，這是不負責任的行為，也是拒

絕成長的舉動；不過，拚命生孩子也是不負責任

的事。有了孩子，我們才會深刻體會到父母生養

我們是多麼的不容易。從懷孕到生產，從生產到

小孩上學、結婚、成家，成家之後，還要幫他立

業，牽腸掛肚、萬般呵護。沒有孩子，不會知道

為人父母的責任，也不知道為人父母的辛苦。

但是現在不論中國人也好、西方人也好，結

婚之後，非但忽略了雙親的奉養，還因忙著事

業，而把小孩交給父母去「孝順」，這絕對是

錯誤的。

懷胎的時候要想：這是菩薩來入胎，我們懷

的是一尊小菩薩。千萬不要認為：「生孩子嘛！

把小鬼生出來就好了。」如果你認為那是小鬼，

他真的會變成小鬼；如果你視他為菩薩，他會是

個菩薩。心的念頭是非常重要的。懷孕時，心中



常念觀世音菩薩，多看觀世音菩薩像，經常觀想

菩薩慈祥的面容，對胎兒很有用；我們要經常保

持心平氣和，想要生氣的時候，就趕快念觀世音

菩薩。懷胎時，不可以暴飲暴食、生活不正常。

我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表情及心理現象，

都會對胎兒產生直接的影響。先生們可能認為自

己跟胎教沒有關係，其實你的身心狀態會影響太

太，也就會影響到腹中的胎兒。所以良好的胎教

是夫妻雙方共同的責任。

（三）小菩薩的培育

當小菩薩會爬行時，就要教他拜佛；在還未識

字之前，可以讓他看兒童佛教書籍上的圖畫，例

如〈本生談〉—講佛往昔生中種種愛護動物、

救度眾生的故事，培養慈悲對待一切眾生的胸

懷。有人主張讓小孩長大後自己選擇宗教，其實

這絕對是錯誤的。佛教的信仰應該從小時候就開

始建立，更何況母親懷胎時，就已經在念觀世音

菩薩聖號，其實孩子在母親胎裡就是佛教徒了，

為什麼還要等他長大再讓他信佛？這是父母未盡

如何建立美滿婚姻？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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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及責任。多給小孩一點時間，小孩才能健康

地長大，心理上才不會古怪。

（四）夫婦的生活

「原諒對方」這句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我有一對皈依弟子結婚四年了，有一次來跟我說

他們要離婚了，我問他們為什麼？丈夫說：「性

格不合，生活方式不一樣。我這個太太，吃蘋果

不削皮，吃橘子不吐絲，還常常把擦桌子的抹布

拿來擦碗筷。」太太也說：「我先生每天晚上睡

覺前不漱口也不洗腳的，上臭下臭，我覺得跟死

屍睡在一起，我還能睡得著覺嗎？」

這個好玩了，吃蘋果不削皮，吃橘子不吐絲，

不漱口不洗腳，都變成了離婚的理由。夫妻之間

原本就不會有什麼大事，但是最討厭的就是這些

雞毛蒜皮、芝麻綠豆的事，因為太煩太雜了。其

實夫婦的共同生活，要包容對方，能改就改，不

能改也是小問題，只要太太不紅杏出牆，先生不

拈花惹草，其他都是小事。

還有，要諒解對方、不要懷疑對方；夫妻之



間要互信、互愛，不能猜疑，就算先生在外面真

的有一點事情，妳也要相信他，久了他會覺得慚

愧：「太太這麼相信我，對我這麼好，我竟對太

太不忠實，實在太不像話了。」夫妻雙方彼此要

絕對信任，而互信是從諒解、原諒來的。作為一

個佛教徒，你要相信對方，相信他絕對會守五戒

中的不邪淫戒，相信他會念觀世音菩薩，學習原

諒對方，這個非常重要。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講於農禪寺，原收錄於《一九九四法鼓

山禮儀環保年禮儀環保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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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美滿婚姻的原則—

一九九四年佛化聯合婚禮致詞

夫婦的結合，是同舟共濟、相依為命的兩個

人。

夫婦的相處，除了彼此相愛，也要彼此學習著

從衝突與矛盾中，做統一與調和的努力；在不斷

地溝通、協調、妥協、適應之中，幫助彼此的成

長，促進家庭的和樂。

夫妻相待當遵守六個原則：

一、互相感謝，不要計較，但是要有接受對方

計較的寬大心懷。

二、互相尊敬，不要輕慢，但是要有接受對方

輕慢的寬大心懷。

三、互相禮讓，不要侵犯，但是要有接受對方

侵犯的寬容心懷。

四、互相關懷，不要冷漠，但是要有接受對方

冷漠的心理準備。



五、互相信賴，不要懷疑，但是要有接受對方

懷疑的心理準備。

六、互相諒解，不要誤會，但是要有接受對方

誤會的寬宏大量。

因為婚姻關係是終身相守相助的大事，兩個

不同的人，生活在一起，由於各自身心的失調

以及環境的衝擊，難免會有意見及性格上的小

磨擦，只要有一方能包容對方，就可以維繫夫

婦間的和諧。

佛化的婚姻，是共同修行菩薩道的終身伴侶，

菩薩是有慈悲和智慧的，學佛的夫妻當以慈悲照

顧對方，以智慧照顧自己，如此便能慈悲沒有敵

人，智慧不起煩惱。

佛化的家庭是夫婦共同修行菩薩行的道場，所

以要學習著用慈悲心、柔軟語，用感激、奉獻和

報答的態度，盡心盡力為每一個家庭成員服務。

以佛化婚禮結合的夫妻，一旦有了磨擦吵了

嘴，要趕緊念佛，多多拜佛，至誠懺悔。要記

得，自己是在佛前宣誓結婚的，所以要隨時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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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用佛化婚禮誓詞中的兩句話「無論富貴貧

窮，此誓終身不渝」來共同勉勵。

我在這裡，完成佛化婚禮的新人祝福，祝福你

們的幸福人生，祝福你們的美滿婚姻。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講於農禪寺，原收錄於《一九九四法鼓

山禮儀環保年禮儀環保實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