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作：佛教教育与文化   

  

 

盂兰文化的意义   

                             在丹戎马林马华公会讲 

    七月十五日，为佛教的盂兰节。每年到了这一节日，大家都忙著打算 超荐祖先，所以世俗也叫做「鬼

节」，意思是施食度鬼；其实「盂兰」与 「施食」的起源和意义是有差别的。又道家的「中元普度」，亦

是号召度 鬼，但其性质与作法，亦与佛教的盂兰异趣；可是世俗的人都囫囵吞枣似 的，把这三件事混为一

谈。现在趁这盂兰胜会的节日，我想把盂兰的意义 与施食，中元普度的不同之处，略为一说： 

一、盂兰盆会的起源 

 

    「盂兰」二字是印度语，译成中国的意义为「救倒悬」。古代有些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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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把犯罪的人头向下，脚朝上倒挂起来，时间一久，生理组织反常，非 常痛苦，极需要人来设法解救。

「盆」是摆设供果的器具。即是当这个日 子，把珍馐百味的供品，摆在盆中，供养三宝，仰仗佛力、法

力、众圣僧 力，帮助受难者解除倒悬一样的痛苦。  

1.目连得道救母 

 

    目连是印度语，中国义译「采菽氏」，因他的上代祖宗是在山中采种菽豆为生的。他是佛陀的十大弟

子之一。未出家时是婆罗门教徒，与舍利弗一样，是印度著名的青年宗教学者。後来接受佛陀的教化，归

依佛教，成为佛陀的左右手，大力推动法轮，助扬佛教文化，创下了不少的丰功伟绩。目连後来殉教，为

真理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又为救母，孝行动天，创下了盂兰的遗教；所以亦叫做「大目犍连」，正显

示了他的为教为人的伟大精神！ 



    但是目连为何会要救母呢？原因在他皈依了佛教，对於真理的渴求，勤奋为道，不久断惑证真，获得

六种神通，得到「道眼」，可以远望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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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愉快，得未曾有！毕竟他是一个孝子，即时想到父母，关心父母生 活的苦乐，就把道眼仰视天堂，

打量一番，看到他的父亲因生前为善，生 忉利天宫，享著天上的福乐；心中很是快活。可是他的母亲在那

里呢？望 遍三界二十八天，也望不到她的影子！後来把视线移下望，望遍地狱道和 畜生道中，亦望不到

她；结果呢，在饿鬼道中看到他的母亲，腹大如山， 喉细似针，无饮无食，只剩一片皮包瘦骨，无限凄

惨，悲痛欲绝！目连为 报亲恩，就盛一钵菜饭，以他的神通力，拿去给母亲吃。他的母亲自堕入 饿鬼，

不闻浆水之名已久，饥渴已极，今见满钵菜饭，即以手去拿，往口 中吞咽；不料饭到嘴边，忽化火炭，烧

得唇焦口烂。目连睹此惨景，不觉 失声痛哭。没有办法，只得归告佛陀，恳求解求他母亲的痛苦，佛陀告

诉 目连，他母亲在生之日，造下许多悭贪的罪业，非他一人力量所能救度， 亦非其他一切天神地只所能

为力，须仗十方得道圣僧之力，方得解脱；如 此，非在七月十五佛欢喜日广施盂兰盆供，祈福灭罪不可

了。  

2.诸佛欢喜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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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五在佛经中叫做「佛欢喜日」，亦叫做「僧自恣日」。为什  缘故呢？因佛在世时，佛徒有「结

夏安居」的制度。每年四月十五至七月 十五夏天的三个月内，为印度多雨的季节，佛徒在外托钵生活，不

大方便 ，故规定这三个月内，大众安住下来专做禅功，到时得道的圣众特别多， 所以十方诸佛，皆悉欢

喜。又在这一日，亦正是诸僧圣众，三月结夏期满 ，大众集会，当众坦白，各陈自己的功过得失，自由发

表意见的日子，所 以亦叫做「僧自恣日」。  

    总而言之，这个日子，多的是得道圣众，故能广施供养，必可培植福 报。佛法说一个人布施供养的种

福，犹如种田一样，下了善的种子必得善 果，下了恶的种子必得恶果。对贫苦的大众布施，以哀愍心下了

善种而得 福，叫做「悲田」；对「生我者父母」，感恩供养而得福，叫做「恩田」 ；对三宝师长尊贤敬德

故供养而得福，叫做「敬田」。现在在盂兰盆经中 ，佛叫目连，在七月十五众僧得道，佛欢喜日，广设百

味五果，床 卧具 等等，所谓「尽世甘美以著盆中，供养十方大德圣众」倚仗他们的威神之 力，使亡母得

以解脱，这是三种福田中的敬田，所谓「佛法在恭敬中求」 ，因供养恭敬故而获福消灾，得到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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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青提悭习难除 

 

    在盂兰盆经中，佛对目连说：「汝母罪根深结！」所以目连虽得神通，想救他的母亲，亦感到力不从

心，爱莫能助；想求其他的天神地只，邪魔鬼怪帮忙，自然更不可能了。这因为目连的母亲，不但一生两

生，侵凌他人财物，自己悭贪不舍，而且自有目连以来，五百生中都是一个「吝啬鬼」，所以佛说她是

「罪根深结」，不易解脱。 

    在经中有记载：远在定光古佛时代，目连其时为一商人，名叫罗卜；他的母亲，名叫青提。一天罗卜

出外经商，把钱交给母亲说：「如果我的朋友来时，请你买东西招待他们」。他的母亲虽然答应下来，可

是当目连朋友来时，她没有招待他们，把钱吞没了。等到目连回来，问她有没有招待他的朋友，她装诈

说：「你不看到那桌子上的碗筷尚摆著未收吗？怎 不招待呢！」原来她知道目连将要回来，先把碗筷摆

在桌子上，装作人客吃完刚走了的样子。就由这时贪利开始，五百世中贪疾愈转愈深，陷入泥淖，故佛说

她「罪根深结」，牢不可拔。你看经中上的记载，当目连盛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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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钵饭菜给她，她「便以左手障钵，右手揣食」，是贪心又起，恐怕其他 在旁的饿鬼向她抢食，自己就食

得少了。谁知就由这贪习一起，饭菜顿时 变成火炭，连自己也吃不到了。这正是有如是因，招如是果，其

理昭昭， 毫厘无差的。  

4.神通不敌业力   

    目连尊者，在佛陀的十大弟子中，向以「神通第一」著名，可是以他 的神通大力，无能救得他的母

亲，足见业力比神通还要来得大，来得惊人 。太虚大师曾说：「业力是佛法中重要的一法」，是很对的！

什 神力， 什 主宰，都不能操纵我们，惟有我们自己做了业力，能操纵系缚了自己 ：你造做了极善的

善业，善业力能牵引你上天堂净土；你造作了极恶的恶 业，恶业力就会带你入地狱恶处。甚 梵天上帝的

大力之神，都无法更改 了你既造的业因而不受业果的，除非是你自己感悟忏悔，才有更生解脱的 机

会。  

    从前目连在佛世的时代，碰到印度 萨罗国的琉璃王率领大军包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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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祖国??迦毗罗城，目连为营救全城人民的性命，在琉璃王五百万 大军围困中单独升腾空中，飞入城

内，挑选释迦族中五百个优秀份子，以 神通力把他们摄入钵中，再飞到安全的地带，把钵打开来一看，原

来五百 释种已经化成一堆血水了。本来佛陀事前已经告诉目连：这次迦毗罗城的 大屠杀，是众生共业所

感的劫数，难可挽回；只是目连或为好奇心所驱策 ，试一下自己的神力，看看自己的神通是否能敌胜业

力，结果是失败了。  

    目连的神通，说来亦够惊人，有一次佛知道外道们要用法术移动一座 大山，这样做必然要伤好多

生命，就叫目连去阻止。目连静静地腾空坐在 山顶，山就丝毫不能移动。外道们甚为惊异，因为本来经已

移动的山，现 在却移不动。目连笑著说：「你们看，大山自己移走了」。话声未完，大 家即见巍巍的大

山，顿时化为平地。当时外道们惊叹佛法无边，都要皈依 目连。目连说：「你们如有心弃暗投明，修行上

善，应来皈依我们的老师「 佛陀」！他们问道：「佛陀的本领会胜过你以前的老师吗？」目连答道：

「 佛陀如须弥，我等似芥子，芥子那能比须弥？佛陀如大海，我等是河流， 河流亦不能比大海」。结果

外道们都归投在佛陀的座下，沐著佛陀的慈辉 ，过著新的人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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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连为何在佛陀的十大弟子中被尊为「神通第一」呢？在佛经说，原 来目连过去曾做一个渔夫，

残杀生灵。後来感悔这种剥夺其他生命的行为 过於残忍，一念向善，另改行业。不久，遇到一位有道的罗

汉，请回家中 ，欢喜供养。这位罗汉不善说法，却能现神通，飞腾空中，上下神变，使 目连不但惊异欢

喜，并发愿自己学佛，将来亦要获得这样的神通。有志竟 成，後来他果然能修学佛法，又得到神通第一的

荣衔。  

二、盂兰与孝道文化   

    佛嘱目连举行盂兰盆会，设供祈福，超荐父母，含有报恩的意义，也 是孝道思想的提倡。人生在世，

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长，恩德不可不报 。尤其是父母，养育之恩更大，故诗经云：「哀哀父母，生我劬

劳；欲报 之恩，昊天罔极」。古德亦有诗道：「欲把亲恩数一回，天高地厚终难猜 ，吾能数尽青丝发，

惟有亲恩数不来」！同时报恩，也是众生界至性至情 的流露，并非用专制的旧脑筋强迫去做可能凑效的。

如乌有反哺之情，羊 有跪乳之恩，都是天性至情的漾溢；何况生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反而忘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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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义，不如禽兽，真是给文明世界的人类一大讽剌！  

1.儒家孝道为本 

 

    中国的固有文化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以来，都是提倡孝道，所谓「百行孝为先」。孝经说：

「君子之教以孝」。又在第九孝治章说：「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以致天下和平，灾乱不出，祸乱不

作」。所以历朝的贤君圣主，都效法明王以孝治天下，希冀德化政治，庶民和乐。沿至孔孟时代，中国的

社会，更以孝道为维持文化的核心，使人人知孝行孝，家族自然和好，社会自然安宁。论语说：「孝悌也

者，其为仁之本欤」？仁者人也，即以孝悌为做人的根本，人不务本，则四维不张，道义路绝，伦理丧

亡，欲世界之不斗争，人生之不受苦，恐也不可得了！论语上说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也是这

个孝道的注重。 

    儒家实行孝道的要件，大概有几种：一、孝经上的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因每个父母都是疼

爱自己的子女，故惜身亦是孝顺。二、不孝有三，无後为大。要娶亲继承宗祠，以投父母之欢心。三、父

母在，不远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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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来君子，多有因父母年老，守孝在家，不入仕途。四、晨昏定省，侍奉甘 旨。五、生事之以礼，死葬之

以礼，祭之以礼。由於这些条件，古来的圣贤 君子，有逢食思亲，遇节思亲，安乐思亲，忧患思亲，诞日

思亲等孝思的 流露。有些孝子，甚至有减寿益亲，割股疗病等的孝行表现。如二十四孝中 的王祥卧冰，

孟宗哭笋，丁兰刻木，董永卖身等孝行，民间早已传为美 谈。  

    汉朝有个孝子韩伯俞，受了母亲很严的家教，成为一个正人君子。有 一次他犯了过失，母亲引用

家法，用板打了他几下，他低著头悲伤地哭泣 了。母亲问他：「以前我打你，你都不哭，为何今天打你，

你哭得这 伤心」 ？他回答道：「母亲以前打我，我觉得很痛，知道母亲体健力强；现在打 我不觉得

痛，知道母亲年老力衰，禁不住心中悲酸，不觉泪下了」！这是 多 感人的孝心，从诚挚的语言中流露

呀！  

2.佛教孝名为戒 

 

佛教的戒律，对於孝道，极为重视。梵网戒经说：「释迦牟尼佛，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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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树下成无上正觉，初结菩萨婆罗提木叉（戒），孝顺父母师僧三宝。 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亦名

制止」。又说：「孝顺心、慈悲心、显示 佛性」。根据这些圣训，为弟子建立孝道的基本观念。从这观念

思想表现 出来，便是报恩的行动。凡是佛徒，必须报答四恩：一报生我者的父母恩 ；二报教我者的师长

恩；三报令我安住生活的国主恩；四报互助於我，有 德於我的众生恩。华严经上说：「不知恩者，多遭横

死」。不过佛教的报 恩行孝，是从大处著眼，不拘小节。如儒家的不伤发肤，无後为大，佛教 认为是小

节，不很重视；佛教所重视的如何使父母生有所安，死有所托， 像莲池大师说的：「父母恩重，过於山

邱，五鼎三牲未足酬，亲得离尘垢 子道方成就」。也即是「欲度父母者，意令得道」，究竟离菩得乐，才

是 全孝；不然，纵使晨昏定省，福禄侍养，都是一时的孝顺，不是永久性的 使父母获得安乐。所谓「大

孝释迦尊，累劫报亲恩」。佛教认为我们多生 多劫以来，轮回六道，生死循环，可能每个人都互相做过我

的父母师长， 兄妹亲友，於我皆有恩德，皆要报答。故佛菩萨的大愿，都是要「普度众 生，离苦得

乐」。如观音大士的「普门示现，寻声救苦」，地藏菩萨的「 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等等，无不是从「报

众生恩」的含义中演绎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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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孝之行。  

    这样看来，佛教的孝行，是有狭义的和广义的，狭义的孝，只为现世 的父母生求安乐，死求往

生。不思议光经说：「非饮食及宝，能报父母恩 ，引导於正法，便为供双亲」。如南岳的懒残禅师，虽然

出家不问世事， 但常把自己省吃减用的一点积蓄，用来养活父母。有时穷得一文不得，又 不忍看父母亲

饿肚，只好把袈裟典当，买米养亲。在他的一首哀悼母亲的 诗里，可以看出他的孝心。诗云：「霜殒芦花

泪湿衣，白头无复倚柴扉； 去年五月黄梅雨，曾典袈裟籴米归」。广义的孝，如盂兰盆经所说，广设 妙

品，虔诚供养，蒙三宝功德之力，众望威神之力，不但使现世父母长寿 无病，亦使七世父母离饿鬼苦，生

人天中，福乐无极；若再推广之，将所 有功德，回向众生，普遍济度，其孝行更漫汗无际了。  

    又佛教的孝道，还可分成三级： 

    （一）人天法的孝道，与世间行孝的原则 相同，不同的是世间人的孝顺父母，只顾父母物质上的

享受，未能尊重父 母，使父母在精神有安定的快乐。如孔子对曾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 养，至於犬

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一敬字，便是为佛教人天 法的孝道所著重，不如世间一般人的孝行，

或孝而不顺，顺而不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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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小乘法的孝道，先求自己断惑证真，而後谈到度自己的亲族离苦得乐，虽 比世间法的孝行高了

一筹，只是孝义太狭窄，已丧失了大乘孝道原有的光 辉。 

    （三）菩萨的孝道，也是佛陀的孝道，普度三世父母，报答十方众生，实 现平等而高贵的理想，

是人生最彻底究竟的孝道。例如佛陀诞生七天，母 亲摩耶夫人就辞世上忉利天宫，佛陀一直到出家、成

道、说法，将要涅盘 之前，还是挂念母亲，特别上天为母亲讲地藏经，以法化度，藉报恩德， 为後世的

弟子立下知恩报德的榜样，也使地藏经和盂兰盆经一样，同成为 佛门永久的孝经。  

三、盂兰与鬼节施食 

 

    世俗一般人，都以为七月是度鬼的节日。日本更为流行，叫做鬼节。我在夏威夷的时候，亲见许多穿

红著绿的日本男女，老少成群，团团旋转，手舞之，足蹈之，大跳其鬼舞。跳完鬼舞，日籍僧伽跟尾修法

度鬼。这种情形，大概亦是从七月半盂兰盆会目连救母中附会演化出来，就变为施食度鬼的日子；其实施

食度鬼是由於「阿难启教」而来，并不限定在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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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都可以做「焰口施食」或「蒙山施食」的。  

    在「瑜伽焰口施食仪轨」上说：佛的堂弟阿难，跟佛出家用功不久， 证到初果罗汉。一晚林间入

定，忽见一个「身形丑恶」，行起路来，肢节 如破车之声」，而又「饥火交然，咽喉似针锋之细」的丑陋

饿鬼，不禁大 吓一跳，问它叫什 鬼名？它说：「我叫面然，是饿鬼之王。我见你是一 个出家用功的好

人，特来奉告你，你三天後就要短命而死！因你过去世的 悭贪业力，你死了亦会堕到我们饿鬼群中来，和

我们一样身为饿鬼」！阿 难听了又惊又急，既无办法，又无主意，就跑去求救於佛。佛对他说：「 办法

是有的，你要恭请一个有道的圣僧，办些水饭蔬果，请他诵经并加持 真言咒语，然後把这些水饭蔬果拿去

布施那些饿鬼，救济他们的苦难。你 做了这些功德，就可增福延寿，就是将来死了，也不会堕落饿鬼群中

去」 。阿难感激佛陀的开示，遵从他的话去做，果然易短命为长年，免堕饿鬼 之苦难。  

    梵语「瑜伽」，华译「相应」。就是修法的圣僧，手结印，口诵咒， 意作观，三业相应，功勋神

力，可以满足祈求者的愿望和目的。焰口，是 因饿鬼生前悭吝过甚，死後饥渴无比，口中常吐火焰，自遭

焚烧的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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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焰口作法在超度恶鬼，而目连盂兰救母，他的母亲亦是饿鬼，法会性 质和受难者的情形，有些相近，

所以有人就把盂兰与施食混为一谈；其实 是盂兰起於目连，施食起於阿难，两者的缘由与时间，都是不同

的。  

 四、盂兰与中元普度 

 

    每年到了七月半左右，中国民间的习惯，大家忙著拜神祭鬼，烧衣焚锭，去讨好那些鬼神或死者；同

时为了祭祀祖先，超荐亡魂，去做种种宗教上的活动，叫做「中元普度」。而且还把中元普度与盂兰胜会

混在一起，弄得鱼目混珠，奴郎不辨。因两者虽然同为超度亡者，而性质与作法是有些不同，其不同之

处，略举几点如下： 

    1.根据道家的「道藏经」所说：七月十五日，太上老君与元始天尊会集於世界，听取「九地灵官」报

告，核定人间罪福。故道教中人为庆祝其祖先会面，建醮献果，大事铺张。又据唐书所载，中元普度是道

家的产物，因道书中有以正月十五天官赦罪为上元，七月十五地官赦罪为中元，十月十五水官赦罪为下

元。道家以天地水为三元，亦称三官。拜祭之期，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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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牲畜。而佛教盂兰的神圣意义，是在提倡孝道，弘扬佛法，以众圣威德 之力，超度父母上升，旨在报

恩。同时慈悲戒杀，培养仁爱，寓有死者超 升，而生者和乐之意；若杀生祭祀，不但不为祖先父母造福，

反为祖先父 母增多灾殃，与盂兰救苦之义，全然相违了。  

    2.中国民间，有许多地方盛传七月十五中元节，是阎罗王下令打开鬼 门关的日子，放出许多饿鬼

四处活动，碰到人一个不小心，就要给鬼找去 做替身。或说目连救母，锡杖振开地狱之门，许多鬼都趁机

会逃出来了。 而这些鬼里面也可能混杂了饿鬼、吊死鬼、落水鬼等等，为了要讨好这些 鬼，就不惜花了

许多有用的金钱，杀鸡宰鸭，梵衣烧箔去巴结他们，这与 盂兰盆会的供僧行孝，布施获福的意义，又是大

不相同。  

    3.欺善怕恶是人的习气，对人如此，对鬼亦然。那些人既不怕善人， 也不畏正神，只怕恶人，尤

怕恶鬼，只顾向恶神恶鬼献媚，想和恶神恶鬼 拉拉关系，打打交道，希望鬼们大开方便之门，使他们逢凶

化吉，万事平 安。听说在台湾地方，还把七月十五呼做「鬼节」，称鬼为「好兄弟」， 一个月小拜两

次，逢到七月十五大鬼节，便要大拜特拜，尽情挥霍，不惜 巨金。这大约是从道家「中元打醮」穿凿附



会，演变成鬼节，弄得满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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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蒙上迷迷信信的色彩，与佛教盂兰救苦的原意，距离得更远了。  

    4.中国民间还有一种「酆都城望乡台」的传说：在酆都城阴司地府中 有一座「望乡台」，凡死後

进入阴间，在七月十五这一天，皆可登上望乡 台，望到阳世家中的情形。因此许多阳间的人，每在这天像

煞有其事，摆 设鸡鸭，招待亡亲；这与众僧得道以显威神的「佛欢喜日」，「僧自恣日」 ，又是全然异

趣的。 这样，盂兰盆为目连救母，设斋供僧；施食是阿难发起，布施饿鬼； 而中元节是道教中人为庆祝

其祖先相会，设坛建蘸。三者性质有别，不可 混为一谈。为此，凡是正信的佛教徒，应正解盂兰盆的意

义，在供养三宝， 兼施贫苦，行孝祈福，以报亲恩；则其他牵强附会的迷信举动，都可不攻 自破了。   

                               （此文由丘心海译粤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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