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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飲食儀式運用於「飲食教育」之
初探──以禪宗《入眾日用》為例
釋惠敏
法鼓文理學院校長、台北藝術大學名譽教授
20842新北市金山區法鼓路700號
huimin2525@gmail.com

摘要
本論文發現現代韓國佛教禪宗「缽盂供養」儀式的紀錄片內容與南宋宗
壽之《入眾日用》很相近，因此再將其與華人地區漢傳佛教的「飲食供養」
儀式，相互比對考證，有如下兩點結論：1. 現代韓國禪宗「缽盂供養」內容
（B1~2, B4~8）是以南宋《入眾日用》飲食儀式（A1~7）為主體，但是[B3]
「誦10佛名」可能與明末「二時臨齋儀」之「念供養」同源。2. 現代華人佛教
界所用的「二時臨齋儀」可能是以明末雲棲袾宏《雲棲法彙》（1624）「二
時臨齋儀」為主體，再加上明朝性祗《毗尼日用錄》（1633）以及清朝讀體
（1601-1679）《毗尼日用切要》之「結齋先念準提呪後，偈云」的儀式。
依此考察，本文遂提出佛教飲食儀式有助於「飲食教育」的心態與習慣，
有以下四方面：（一）缽器隨身：於食知量、食器自備自洗，（二）食前供
養：等施分享、禪悅法喜，（三）食時五觀：感恩來處、敬業不貪、報答眾
生，（四）食畢祝願：施者安樂、所作皆辦。將此與日本推行的「飲食教育計
畫十五項指標」對照，我們發現食育基本法，可從各級行政機關、個人、家
庭、學校乃至相關行業之廣泛面向實施；而佛教的「飲食供養」儀式等內容，
則可以進一步提供「飲食教育」心態與習慣之深度及細緻處，以作為全面性飲
食教育發展的重要參考。同時，佛教禪宗之「農禪並重」的制度也有助於推行
「食農教育」，如此或更可裨益於「愛地球、愛和平」議題的了解與運用。
關鍵詞：佛教飲食儀式、飲食教育、《入眾日用》、缽盂供養、二時臨齋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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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Diet Education from
Buddhist Diet Ceremony: Take RuZhongRiYong
(the Guidelines for Daily Life in Chan Monastery)
as an Example
Bhikshu, Hui-min
Professor,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
Emeritus Professor,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huimin2525@gmail.com

Abstract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content of the documentary film of “The Food of the
Buddha: Part 2 Offerings for Liberation” in modern Korean Zen Buddhism is similar
to that of RuZhongRiYong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refore, it is compared with
the diet ceremony of modern Chinese Buddhism; two conclusions are found as follows:
1. The content of modern Korean Zen “Offerings for Liberation” is mainly based on
RuZhongRiYong, but “Reciting 10 Different Names of the Buddha” may be homologous
with “ErShiLinZaiYi” (Ceremonies for Morning and Midday Meal) in the Ming Dynasty.
2. Modern Chinese Buddhists use the RuZhongRiYong, possibly based on YunChiFaHui
(1624), as the main body, added with PiNiRiYongLu (1633), etc., to conclude the ceremony
with the Cundī Mantra, etc.
Based on this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also proposed the Buddhist diet ceremony
contributes to the mentality and habits of diet education,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1)
to use bowl to measure the amount of food properly, and to clean the bowl by oneself; (2)
to offer before meal, to share with others equally, and to feel the joy of Zen and dharma;
(3) five contemplations: to be thankful, to be dedicated and not greedy, and to repay living
beings; and (4) to conclude with granting others' wish to accomplish the goal.
In contrast with Japan's 15 Indicators of Diet Education Program, it can be used to
improve the wide range of administrative bodies, individuals, families, schools and even
related industries at all levels. However, the Buddhist diet ceremony can provide diet
education with deep and detailed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system of “valuing
both agriculture and Chan” also helps to promote “food and farming education”, which may
be more beneficial to the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e topic of “Love the Earth,
love peace”.
Keywords: Buddhist Diet Ceremony, Diet Education, RuZhongRiYong (the Guidlines for
Daily Life in Chan Monastery), Offerings for Liberation, ErShiLinZaiYi
(Ceremonies for Morning and Midday M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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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飲食教育
2016年聯合報「願景工程」之「飲食革命」專題， 1 有關「食物零浪
費導讀」中，引用台大農經教授徐世勳團隊規畫的亞太糧損資料庫數據
（the APEC Information Platform on Post Harvest Loss and Waste System, APIPPHLOWS），並據以計算分析，首次呈現台灣食物損耗的驚人事實：「台
灣一年總食物損耗達373萬噸，相當平均每人年損耗158公斤；在零售通路和
消費端浪費的食物占總損耗量6成3，比亞太地區的平均值高出兩成，台灣家
戶個人損耗食物更過半。」 2 若將全台每人平均年損耗一百五十八公斤換算
成一個四百五十克的國民便當，台灣人每人每天約浪費一個便當的食物。台
灣農產品從產地到餐桌損耗也很嚴重，每天的廚餘量若用每桶高九十公分、
容量一百五十五公斤的桶子裝，可堆到六十座101大樓高。3
此外，更令人憂心的是孕育國家未來主人翁的小學校園的狀況。北市餐
盒食品公會統計，北市一百多所公私立學校每天外訂團膳（營養午餐）約七
萬份，因學生挑食，一年有二千零四十噸廚餘，約等於三百四十萬個便當；
以一餐平均五十五元計算，一年約浪費十八億零七百萬元；反觀中南部偏鄉
學校孩子們，除了享受營養午餐外，學校還打包剩下飯菜讓清寒學生帶回家
當晚餐，或成為社區弱勢家庭的餐食。 4 此食物損耗及利用的情況，隨著城
鄉區域的不同而有明顯的落差。
我們的鄰國日本，在2005年通過「食育基本法」， 5 政府強調「（前
言）將食育視為生存的基礎，並應成為智育、德育、體育的基礎」。此立法
的目的是「（第一條）鑑於近年國民飲食生活隨著周遭環境變化而改變，國

1

聯合報「願景工程」之「飲食革命」專題，https://vision.udn.com/vision/cate/8104

2

〈【食物零浪費】導讀〉，聯合報「願景工程」之「飲食革命」專題，https://vision.udn.com/vision/

3

〈台灣食物損耗嚴重 每天廚餘可堆60座101〉，聯合報「願景工程」之「飲食革命」專題，https://vision.

4

〈北市最浪費！ 營養午餐1年倒掉1.8億〉，聯合影音，https://video.udn.com/news/498507

story/10130/2355773
udn.com/vision/story/10130/1861969
5

平成十七年法律第六十三号：食育基本法，https://goo.gl/vKPYpG（http://elaws.e-gov.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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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生命歷程中要培養健全身心及豐富的人性，這是推行飲食教育的重要
課題。關於飲食教育基本理念之制定，以及中央、地方自治體等之職責明確
化，並訂定食育相關政策的基本事項，食育相關政策的整合並有計畫地推
行，從現在到未來以實現具有健康和文化涵養的國民生活，建立豐裕有活力
之社會。」「（第三條）之所以推行飲食教育，是國民的飲食生活，受惠於
自然的恩惠，再者也受益於飲食相關人員的努力，必須充滿感謝心情與深刻
理解心。」6 例如：日本福岡縣的櫻野小學之餐前廣播，先介紹當日營養午
餐的菜單及生產者，接著響起老師譜曲、學生填詞歌唱之「謝謝生產者，青
菜好好吃……」感謝歌。此外，也包含認識食材、產季、運銷、理解日本飲
食文化，以及培養尊重大自然、勞動者的態度，藉以重新建立人與食物、土
地的關係。7
關於飲食教育的議題，目前學術界的研究成果，若根據C i N i i（讀
音「sigh-knee」，日本國立情報學研究所論文情報資料庫，http://ci.nii.
ac.jp/） 8，以「食育」為關鍵詞檢索（2017/11/22），有六千七百四十筆論
文；9 但若加上「佛教」的檢索結果只有兩篇，10 若加上「禪」的檢索結果則

6

「日本食育法」的中文翻譯，是採用姚文智立法委員辦公室副主任許文媛翻譯版本。

7

〈日本食育立法……營養失衡、孤食者增 是社會問題〉，聯合報「願景工程」之「飲食革命」專題，
https://vision.udn.com/vision/story/8372/1064935

8

CiNii（讀音「sigh-knee」，國立情報學研究所論文情報資料庫）是日本學術期刊與著作之最大的查詢入
口網站，由日本國立情報學研究中心（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tics，簡稱NII）所建置，收錄各學科領
域的學術期刊、大學紀要與專書，每週末更新，現在（2017/11/24）約有一千七百萬筆論文資料，其中約
有三百七十萬筆（2011/10/01）附有全文，並且提供「論文引用資訊」（citation information）。

9

以「飲食教育」為關鍵詞檢索（2017/11/22），只有一篇 。皮文昊、赤松純子（2015），〈小学校におけ
る食に関する教育 : 日本の『食育』と中国の『飲食教育』を中心に〉，《学芸》（和歌山大学学芸学
会）， 61，頁139-141。或許可以看出日本與華文學術界對於「食育」或「飲食教育」用語的習慣差異。

10

佐藤達全（2014）， 〈仏教保育と食育について: 「いのち」を大切にする心を育てるために〉
（Buddhist Nursery and Kindergarten and nutrition education: How to foster a caring mind that cherishes life）
，《鶴見大学仏教文化研究所紀要》，19，頁164-187；仙田考（2017），〈保育における栽培．食育活
動と園庭環境についての一考察 : 仏教保育との関連を踏まえて〉（A Consideration on Growing and Eating
Vegetable Activities 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and School Grounds : Through Relationship with
Buddhism Childcare and Education），《鶴見大学仏教文化研究所紀要》，22，頁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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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篇。11
再根據「華藝線上圖書館」的華文期刊資料庫，以「食育」為關鍵詞檢
索（2017/11/24），計有五百五十五筆期刊論文，一百零九筆博碩士論文；
但以「飲食教育」為關鍵詞檢索（2017/11/24），則有一千六百九十五筆期
刊論文，一百一十四筆會議論文，九十九筆博碩士論文；而加上「佛教」或
「禪」的檢索，似乎沒有結果。或許對於「飲食教育」與佛教或禪的關聯性
研究，還沒有被注意。
筆者曾發表「身心健康五戒：微笑、刷牙、運動、吃對、睡好」 12、
「身心健康『五戒』四句偈」13 兩篇。其中，「吃對」以「素食少鹽、低脂
少糖、全穀根莖、多色喝水」飲食習慣來說明。2017年，筆者有緣受邀擔
任在台灣所播出韓國佛教14「缽盂供養」儀式紀錄片之導讀，15 深受「飲食
供養」法門的感動，覺得對於現代社會「飲食教育」的推動，具有深廣的參
考價值，因此進一步探討其儀式內容，發現其與南宋宗壽之《入眾日用》
（1209）很相近。筆者也曾從「供養、感恩、禪悅」三方面，論述佛教飲食
教育之淺見16。
本論文以此為基礎，將現存最早期的禪宗日常生活規範禪宗《入眾日
用》的「飲食供養」儀式，與現代韓國佛教禪寺的紀錄片資料，以及華人地
區漢傳佛教的「飲食供養」儀式，作分析、比對與考證，延伸論述如下，希
望有助於大家對日本之食育基本法所謂「將食育視為生存的基礎，並應成為
智育、德育、體育的基礎」的體認與實踐，也可裨益於「愛地球、愛和平」

11

岩本一（2010），〈禅と健康(1)典座教訓と赴粥飲法〉（Z e n a n d H e a l t h (2) Te n z o k y o k u n a n d
Fushukuhanpo），Journal of human life design，6，頁57-71。

12

釋惠敏（2010），〈身心健康五戒：微笑、刷牙、運動、吃對、睡好〉，《人生》，326，頁90-93。

13

釋惠敏（2011），〈身心健康「五戒」四句偈〉，《人生》，337，頁90-95。

14

東晉，中國佛教傳到朝鮮半島；唐朝，佛教各宗傳入朝鮮佛教，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政權也派僧侶到
中國求法，曾有多采多姿的發展。目前，韓國佛教是以華嚴思想與禪宗實踐為特色。

15

The Food of the Buddha: Part 2 Offerings for Liberation（《地球證詞》）播出時間：2017年5月15日，
週一，00:40／07:00／13:30／20:00，大愛二台／HD頻道／線上直播，http://www.daai.tv/daai-web/live/
hd.php，《地球證詞》導讀節目清單連結，https://goo.gl/64h4Fy

16

釋惠敏（2017），〈飲食教育：供養、感恩、禪悅〉，《人生》，408，頁1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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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的了解與運用。

貳、《入眾日用》與現代韓國、華人佛教之飲食儀式比對
南宋臨濟宗大慧派「宗壽」之《入眾日用》全一卷，又作《無量壽禪師
日用小清規》、《日用清規》、《入眾日用小清規》、《日用小清規》。17
宗壽禪師於寧宗嘉定二年（1209）佛誕日，在江西龜峰18 以《百丈清規》19
為準，說示禪林一日之規矩，使入眾之學人得以日夜遵守，其內容包括：起
床、洗面、著袈裟、進食、如廁、入浴、臥相乃至看經、步行等諸種法則。20
南宋宗壽（號「無量」，世稱「無量壽禪師」）之《入眾日用》所參
考的《百丈清規》，原為唐朝百丈懷海（720-814）所制訂之清規（世稱古
清規）。禪宗形成初期，禪林尚無制度、儀式，故該清規設有法堂、僧堂、
方丈等制度，又規定眾僧分別擔任東序、寮元、堂主、化主等各種職務，為
八、九世紀間中國禪宗脫離律寺，維持獨自教團生活之必要規範。但是懷海
所訂之清規原型已於宋代失軼，直至元順帝至元元年（1335），東陽德輝奉
順帝之敕命，以北宋宗賾之《禪苑清規》（1103）及南宋惟勉之《叢林校定
清規》（1274）21 等為藍本，重新編輯二卷本《敕修百丈清規》。22

17 《入眾日用》現存收載於卍續藏第111冊。（CBETA，X63，no.1246，p556ff // Z 2：16，p472ff // R111，
p943ff）
18

根據如下的元朝文獻，「信之龜峰」可能是指「信州（江西）龜峰（江西省弋陽縣）」，元朝弌咸《禪
林備用清規》卷10：「日用清規：無量壽禪師，嘉定間，分座信之龜峰時述也，茲筆以備日用。」
（CBETA，X63，no.1250，p660，b22-24 // Z 2：17，p68，d13-15 // R112，p136，b13-15）元朝省悟《律
苑事規》卷8：「日用清規：夫律乃戒也，禪乃定也，非戒則不生定，非律制則不成禪規，其實皆一也。
無量壽禪師，宋嘉定間，分座信之龜峰，而筆《日用清規》，多符律範，余令取其相同者，以備日用，
庶完吾宗，行事中間，或有新學，得箇入處，而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自然而然矣。」（CBETA，X60，
no.1113，p125，c23-p126，a4 // Z 2：11，p34，b17-c4 // R106，p67， b17-p68，a4）

19 《入眾日用》卷1：「屢見尋常目前過患，遂集《百丈》，見成揩模。」（CBETA，X63，no.1246，
p556，b12 // Z 2：16，p472，a6 // R111，p943，a6）
20

cf.《佛光大辭典》，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

21 《叢林校定清規總要》卷1：「咸淳十年【1274年】甲戌歲，結制前二日，后湖比丘（惟勉）書于寄玩
軒。」（CBETA，X63，no.1249，p592，a13-14 // Z 2：17，p1，a10-11 // R112，p1，a10-11）
22

cf.《佛光大辭典》，https://www.fgs.org.tw/fgs_book/fgs_drse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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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元朝二卷本《敕修百丈清規》也有以《日用軌範》的名稱，收載南
宋宗壽禪師之《入眾日用》。23 現存的《入眾日用》之序文如下：
出塵離俗，圓頂方袍。大率經歷叢林，切要洞明規矩。舉措
未諳法度，動止不合律儀。雖是善友良朋，詎肯深錐痛劄，循襲
成弊，改革固難。致令叢席荒涼，轉使人心懈怠。屢見尋常目前
過患，遂集《百丈》，見成揩模。原始要終，從朝至暮，要免頭
頭敗闕，直須一一遵行，然後敢言究己明心，了生達死。世間法
即是出世間法，行脚人可貽未行脚人，庶幾不負出家身心，亦抑
同報佛祖恩德，謹具于后。
從此序文，可知南宋宗壽禪師從「世間法即是出世間法」的觀點，
提醒修行人應該「從朝至暮」一一遵行生活規範，才能說「究己明心，了
生達死」。不能忽略遵循日常生活的好習慣，而只是口說「明心見性」或
「了生達死」得解脫。以下的文本分析，以飲食儀式為主，並搭配介紹現
存韓國佛教的飲食文化紀錄片（The Food of the Buddha: Part 2 Offerings for
Liberation／《韓國佛教飲食：缽盂供養》）24 的說明字幕，以及現代華人
佛教界所用《佛門必備課誦本》的「二時臨齋儀」25（可能出自明末《諸經
日誦集要》、《雲棲法彙》內容），以便了解現存儀式的狀況與意義：

一、內容比對
A1.【取鉢偈：佛生迦毗羅】26

23 《敕修百丈清規》卷6：「《日用軌範》無量壽禪師述序曰……」（CBETA，T48，no.2025，p1144，
b5-6）
24 《地球證詞》播出時間：2017年5月15日，週一，大愛二台／HD頻道／線上直播，http://www.daai.tv/daaiweb/live/hd.php
25 「二時臨齋儀」的用語可能出自明末《諸經日誦集要》（1600）卷3：「二時臨齋儀」（CBETA，J19，
no.B044，p180，b9），以及明末雲棲袾宏（1624）《雲棲法彙（選錄）（第1卷－第11卷）》卷2：「二
時臨齋儀。」（CBETA，J32，no.B277，p581，b26）
26

以【】表達是筆者參考內文而添加的標題，例如：「取鉢偈」是從「取鉢安坐前，聞槌聲，合掌想念偈」
內文之簡稱，再將該偈之第一句「佛生迦毗羅」或關鍵詞作為標題之提示，以便記憶與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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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缽安坐前，聞槌聲，合掌想念偈云：「佛生迦毗羅，成道摩竭陀，說
法波羅奈，入滅俱絺羅27。」
【韓佛B1.28（Gatha retelling the origin of the Alms Bowl，複誦缽盂起源偈）

當木魚聲響起，所有僧人停下手邊的事，全體僧眾都到僧堂集合，缽
盂供養是寺院的用餐儀式，目的是促進僧團的團結與和諧，用餐儀式以一
首回顧佛陀生平的偈文（Gatha retelling the origin of the Alms Bowl；複誦缽
盂之起源的詩偈）開場：佛生迦毘羅，成道摩竭陀，說法波羅奈，入滅俱
尸羅 29 。在擺開缽具前，僧眾要先回顧佛教的四大聖地，他們不只唸誦地
名，也回顧佛陀從降生到涅槃，一生的經歷，並發誓永不忘記。 】
【臨齋儀：無】30
A2.【展鉢偈：願共一切眾】
展缽之法，先合掌想念偈：「如來應量器，我今得敷展，願共一切眾，
等三輪空寂。」
【韓佛B2. （Gatha of laying out alms bowls，展鉢偈）

如來應量器，我今得敷展，願共一切衆，等三輪空寂。
在領到飯後，僧人會把缽舉至齊眉後再放下，然後僧人再依個人食
量，將菜夾到最小的缽裡，當領到的飯太多或太少們，僧人會依自己的意
願調整。湯和菜由僧人自取，僧人會保留一片蘿蔔或泡菜，用來在飯後擦

27

「入滅俱絺羅」應是「入滅拘尸那」，因為「拘尸那」又名「拘尸那揭羅」（Kuśinagara），佛陀入涅
槃（滅）之處。所謂「俱絺羅」（Kotthila，膝），可能是受到「摩訶俱絺羅」（Mahā-Kotthila）人名
的影響而誤傳，摩訶俱絺羅是舍利弗的舅舅，又稱「長爪婆羅門」，後為佛弟子，問答第一。清朝書玉
（1645-1721）《沙彌律儀要略述義》卷2如下的敘述則是正確：「《清規》云：聞楗槌聲，想念偈云：佛
生迦毗羅，成道摩竭陀，說法波羅奈，入滅拘尸那。《犍度》云：聞楗槌聲，即當著衣持鉢，猶如雁行，
行至齋堂，隨次而坐，勿令參差。不如法也。」（CBETA，X60，no.1119，p311，a21-24 // Z 2：11，
p218，a15-18 // R106，p435，a15-18）

28 【韓佛】之斜體字句是引用「韓國佛教」飲食文化紀錄片（The Food of the Buddha: Part 2 Offerings for
Liberation／《韓國佛教飲食：缽盂供養》）的說明字幕。下線部分表示韓國佛教紀錄片製作單位添加的
說明。
29 【韓佛】是「入滅俱尸羅」，比《入眾日用》「入滅俱絺羅」正確些，但應改為「入滅拘尸那」才正確。
30 【臨齋儀：無】表示現代華人佛教界所用的「二時臨齋儀」中並沒有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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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缽具。 】
【臨齋儀：無】
【案】31 以下的虛線括弧內的部分是《入眾日用》沒有，但是現存韓國
佛教的飲食文化紀錄片，以及現代華人佛教界的「二時臨齋儀」中有。
【韓佛B3. （Reciting 10 Different Names of the Buddha，誦10佛名）

由四個缽組成的缽具，從最小的開始被依序拿出，所有的缽都擺開
後，接著再唸另一首偈文：
淸淨法身毘盧遮那佛、圓滿報身盧舍那佛、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
當來下生彌勒尊佛、十方三世一切諸佛、十方三世一切尊法。
從代表究竟實相的毘盧遮那佛，到當來下生彌勒尊佛，僧眾稱念諸佛
的名號，並回憶祂們的教法，接著稱念諸大菩薩的名號，從文殊師利到地
藏菩薩，僧眾藉此宣示皈依三寶。
大智文殊師利菩薩、大行普賢菩薩、大悲觀世音菩薩、大願本尊地藏
菩薩。 】
【臨齋儀C1. （供養三寶）32

33

供養 32 清淨法身毗盧那佛、圓滿報身盧舍那佛、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
佛、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當來下生彌勒尊佛、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大智文殊
師利菩薩、大行普賢菩薩、大悲觀音菩薩、大願地藏王菩薩、諸尊菩薩摩訶
薩、摩訶般若波羅蜜。三德六味，供佛及僧，法界人天，普同供養。 33 】

31 【案】是筆者的補充說明，以下線標示。
32 相對於韓國佛教的用語，「臨齋儀」開頭有「供養」的用語。這可能是來自明末《諸經日誦集要》卷
3：「二時臨齋儀。念供養：供養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CBETA，J19，no.B044，p180，b9-11）
以及《雲棲法彙（選錄）（第1卷－第11卷）》卷2：「二時臨齋儀。供養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
（CBETA，J32，no.B277，p581，b26-27）
33 「三德六味，供佛及僧，法界人天，普同供養」的段落，是韓國佛教所沒有唱誦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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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解複帕……盛生飯不得以匙筯，出生飯不過七粒，太少為慳食。
維那念佛時合掌，手指不得參差，須當胸，高低得所。不得以手托口邊。
古云：「參差合掌不當胸，十指交加插鼻中，拖履揭簾無款細，嘔聲泄氣
逞英雄。」
A3.【捧鉢受食偈：禪悅、法喜】
兩手捧缽受食，想念偈云：「若受食時，當願眾生，禪悅為食，法喜
充滿。」或多或少，即以右手起止之。聞遍食槌，看上下肩，以面相朝。
挹食不得正面，以手搖兩邊。
【韓佛B4.（Gatha venerating the Balwoo Bowl，敬奉鉢偈）

若受食時，當願衆生，禪悅爲食，法喜充滿。 】
【臨齋儀C2.

若飯食時，當願眾生，禪悅為食，法喜充滿。
（遇粥則云：）粥有十利，饒益行人，果報無邊，究竟常樂。 34 】
【案】若比對北宋宗賾《（重雕補註）禪苑清規》卷1「赴粥飯」的條
目：「首座施食（粥云：粥有十利，饒益行人，果報生天，究竟常樂。又
云：粥是大良藥，能除消飢渴，施受獲清凉，共成無上道。齋云：三德六
味，施佛及僧，法界人天，普同供養。鑽飰云：施者受者，俱獲五常，色
力命安，得無礙辯。已上竝引聲高唱也）。」35 之說明，可知華人佛教現
行此段的內容與北宋《禪苑清規》稍不同（但「C1供養三寶」之「三德
六味……普同供養」的部分與《禪苑清規》相同），與明末《諸經日誦集
要》或《雲棲法彙》相同。

34

明末《諸經日誦集要》卷3：「粥：粥有十利饒益行人果報無邊究竟常樂。」（CBETA，J19，no.B044，
p180，b22-23）明末《雲棲法彙（選錄）（第1卷－第11卷）》卷2：「（遇粥則云）。粥有十利。饒益行
人。果報無邊。究竟常樂。」（CBETA，J32， no.B277，p581，c3-4）

35

CBETA，X63，no.1245，p525，b10-12 // Z 2：16，p441，b3-5 // R111，p881，b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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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五觀想】
挹罷，作五觀想云：「一、計『工』 36 多少，量彼來處。二、忖己德
行，全缺應供。三、防心離過，貪等為宗。四、正『似』良藥，為療形枯。
五、為成道業，應受此食。」
【韓佛B5. （Gatha of Five Contemplations）
「計『功』多少，量彼來處。忖己德行，全缺應供。防心離過，貪等爲

宗。正『思』良藥，爲療形枯。爲成道業，應受此食。 』」
在釋迦牟尼佛修極端苦行時，一日只以一麻一麥為食。但他最終明白
這種苦行無益於證悟，並開始適量進食養護身體。在我們進食時會宣言：
我們以此食物，為恢復體力的藥石，並只吃所需的量，以求悟道與廣度一
切有情。
我們僧眾進食，是為了有體力修行證道，缽盂供養就強調了這種精神。
每個人都會吃東西，而且吃的方式都一樣。但僧眾進食的目的為何呢？僧眾
進食是為了追求成為開悟聖者，為了證得自有的佛性，身體垮了就無法修
行。所以僧人為成就道業而進食，這就是缽盂供養的精義所在。
在 飯 菜 都 分好 後 ， 尼 眾 整 齊 劃 一 的 將 缽 舉 至 齊 眉 ， 並 唸 誦 奉 缽 偈
（B4），接著尼眾放下缽並唸誦五觀偈（B5），偈文表達了對所受飲食的
感恩，精進修行的道心，還有誓度一切眾生的菩薩誓願。這偈文的內容不只
是佛教的飲食觀，還教導了佛弟子，生命該有的正確方向。 】

36 對於「計『工』多少」或是「計『功』多少」的討論，也請參考本文第肆節「肆、佛教飲食儀式有助於
「飲食教育」的心態與習慣」之（三）「食時五觀」段落中所引用宋朝《釋氏要覽》解釋：「如《大智
度論》所說：此食墾植，收穫舂磨，淘汰炊煑，及成，用『工』甚多，量彼來處不易。《孟子》也說 ：
『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說明個人所需，須依賴大自然的材料、各行各業（百工）合作才能完
備。」因此計「工」多少比較理想，而且若是「計『功』多少」似乎會與「忖己『德』行」的意義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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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齋儀C3. 受食偈37 （僧䟦云 38：）
「佛 制 比 丘 ， 食 存 五 觀 ， 散 心 雜 話 ， 信 施 難 消 ， 大 眾 聞 磬 聲 ， 各

正念。 」】
【案】（1）華人佛教現行此段，由維那法師唱如上的「僧䟦」文句，
沒有如韓國佛教有念出「五觀想」的內容。
（2）所謂「五觀想」內容之用字，如下諸文獻有微小差異，其中特別
需要注意的用字，以『 』（例如：『功』）標示。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卷2：「七、食須觀門五別。一、計『功』
多少，量彼來處。二、自忖己德行，全缺多減。三、防心顯過，不過三毒。
四、正『事』良藥，取濟形苦。五、為成道業，世報非意。」39
《敕修百丈清規》卷6：「揖罷，作五觀想念云（一、計『功』多少，
量彼來處。二、忖己德行，全缺應供。三、防心離過，貪等為宗。四、正
『事』良藥，為療形枯。五、為成道業故，應受此食）。」40
A5.【出生偈：汝等鬼神眾】

37

明末雲棲袾宏（1535-1615），《雲棲法彙（選錄）（第12卷－第25卷）》，卷22：「受食偈：佛制
比丘，食存五觀，散心雜話，信施難消，大眾聞磬聲，各正念。」（CBETA，J33，no.B277，p164，
a13-15）

38

明末鼓山湧泉寺元賢（1578-1657）《律學發軔》卷3：（CBETA，X60，no.1125，p570，b19-20 // Z 2：
11，p478，d8-9 // R106，p956，b8-9）清朝書玉（1645-1721），《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記》卷2：「僧跋
【記】僧䟦者，即等供之唱法也。《梵摩難國王經》云：梵摩難王太子，名均鄰儒，出家得道。王時不
知，每往供養，異於眾僧。佛知王用恩愛，故告言：一切眾生，皆我親屬。夫欲施者，皆當平等，不問
大小。佛勅阿難臨飯唱僧跋：令眾僧飯皆平等。《寄歸傳》云：三鉢羅佉多，此云善至，或是密語。能
除毒故。義如後釋。佛制比丘，食存五觀，散心雜話，信施難消，大眾聞磬聲，各正念。」（CBETA，
X60，no.1116，p191，a21-b5 // Z 2：11，p98，b15-c5 // R106，p195，b15-p196，a5）、三鉢羅佉多
（梵／saṃprāgata）。

39 （CBETA，T40，no.1804，p84，a9-12）[2]若＝苦【甲】。
40

CBETA，T48，no.2025，p1145，a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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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41 偈云：「汝等鬼神眾，我今施汝供，此食遍十方，一切鬼神共。」
【韓佛B6. （Gatha of offering rice，供米偈／生飯42 偈）
[每個僧眾從自己的缽盂中，以竹片取出少許米飯，置於缽邊的布巾上。 ]

汝等鬼神眾，我今施汝供，43 此食遍十方，一切鬼神共。嗡 悉利 悉利 薩
婆訶；嗡 悉利 悉利 薩婆訶；嗡 悉利 悉利 薩婆訶。
這頓飯我不只是自己吃，也邀請所有無形的靈體，與一切肉眼不可見的
眾生，來共享這一餐。在出食時，我們的對象包括了所有鬼神，還有一切不

41 「出生」是「出眾生食」之略，《佛光大辭典》「出生」：禪林僧堂中，于進食之時，從應量器中取出
「生飯」，施與大鵬金翅鳥、曠野鬼神眾、訶利帝母等羅剎鬼子母諸鬼神，稱為出生。生飯，意指施與鬼
神眾生之飯，為「眾生食」之略稱，而非指未經煮熟之飯。專門用來出生（放置生飯）之台，稱為出生
台、生台。出生之時所唱之偈，稱為出生偈。
《禪苑清規》卷一，赴粥飯條（卍續──．四四一上）：「汝等鬼神眾，我今施汝供；此食遍十方，一切
鬼神共。」今一般稱為出食。
《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卷3：「二、明出眾生食。或在食前，唱等得已，出之。或在食後。經論無
文，隨情安置。《涅槃》因曠野鬼為受不殺戒已，告鬼言：我今當勅聲聞弟子，隨有佛法處，悉施汝食。
若有住處不能施者，即是天魔徒黨，非我弟子。」（CBETA，T40，no.1804，p137，a11-15）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31：「時訶利底母親於佛所受三歸依并五學處，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前
白佛言：『世尊！我及諸兒從今已去何所食噉？』佛言：『善女！汝不須憂，於贍部洲所有我諸聲聞弟
子，每於食次出眾生食，并於行末設食一盤，呼汝名字并諸兒子，皆令飽食永無飢苦』……佛告訶利底：
『又復我今付囑於汝，於我法中若諸伽藍僧尼住處，汝及諸兒常於晝夜勤心擁護，勿令衰損令得安樂。乃
至我法未滅已來，於贍部洲應如是作。』爾時世尊說是語已，時訶利底母五百諸兒，及以諸來藥叉等眾，
皆大歡喜頂禮奉行。」（CBETA，T24，no.1451，p362，b22-c6）
北宋天禧三年（1019）道誠《釋氏要覽》卷1：「出生：《律》云：眾生食即為鬼子母也。毘奈耶云：訶
利帝母為求愛兒，佛為受三歸五戒已。白佛言從今何食？佛言：勿憂！於剡部洲有我弟子每食次，出眾生
食施汝。皆令飽滿○鈔云。出生，或在等供前後隨情安置。今詳若食是米麫所成者。方可出之。或蔬茹不
用。緣物類不食，翻成棄也。如愛道經云：出生餅如指甲大。又出生偈云：汝等鬼神眾，我今施汝供，七
粒遍十方，一切鬼神共（以食出生時。默誦此偈）。」（CBETA，T54，no.2127，p275，a16-25）
《四教儀註彙補輔宏記》卷3：「出生偈曰：大鵬金翅鳥。曠野鬼神眾。羅剎鬼子母。悉皆得飽滿。是
也」（CBETA，X57，no.980，p750，c4-6 // Z 2：7，p202，a4-6 // R102， p403，a4-6）
元泰定二年（1325），省悟《律苑事規》卷10：「（次出）生偈。汝等鬼神眾，我今施汝供，此食遍十
方，一切鬼神共，願以此功德（云云至十方三世云云）。」（CBETA， X60，no.1113，p138，c18-20 // Z
2：11，p 47，b9-11 // R106，p93，b9-11）
42 《佛光大辭典》生飯：于食前為眾生出少許食物而供養之。因散食施予曠野鬼神，故又稱散飯。供養之對
象，通常為大鵬金翅鳥、曠野鬼神眾、羅剎鬼子母。若供養三寶、不動明王與鬼子母神，則稱三飯（或三
把）。又含有拿出食物施予眾生之意，故又稱出食、出生、生食、眾生食。
43

紀錄片沒有出現「汝等鬼神眾，我今施汝供」的音像與字幕，筆者向法鼓文理學院韓國留學僧鍊玉法師請
問，他確認也有唸此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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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溫飽的人與孩童，即便我無法實際到他們身邊，我每餐都會在心中，與他
們分享這一餐。 】
【臨齋儀：無。改於晚課「蒙山施食儀」44 中唱誦】
【案】但是《諸經日誦集要》卷3有類似「出生」儀式：「出生（以
箸挑飯五七粒，近左手掌中點念云：）法力不思議，大悲無障礙，七粒遍
十方，普施周沙界。大鵬金翅鳥，鬼子母曠野神皆得飽滿。唵（度利曳沙
訶）。」45 但是《雲棲法彙（選錄）卷2之「二時臨齋儀」則沒有，46 因此
現代華人佛教界所用的「二時臨齋儀」可能比較是以雲棲袾宏《雲棲法彙》
「二時臨齋儀」為主體。
喫食之法：將食就口。不得將口就食。取缽、放缽并匙筯，不得有聲。
不得咳嗽。不得搐鼻涕。若噴嚏，當以衣袖掩鼻。不得抓頭，恐風屑落鄰缽
中。不得以手挑牙。不得嚼食啜羮作聲。不得缽中央挑飯。不得大團食。不
得張口待食。不得遺落飯食。不得手把散飯食。
如有菜滓安缽後屏處。不得以風扇鄰位。如自己怕風，即白維那於堂外
坐。不得以手枕膝上。隨量受食。不得請折。不得將「頭缽」47 盛濕食。不
得將羮汁頭缽內淘飯。不得挑菜。
頭缽內和飯喫食時，須看上下，不得太緩。未再請，不得刷缽盂。不得
吮缽刷作聲。食未至，不得生煩惱。古云：「獃獃內顧起悲嗔，念食吞津咳
嗽頻，漉粥啜羮包滿口，開單展鉢響諸隣。」
洗缽以頭缽盛水，次第洗鐼子。不得於頭缽內洗匙筯并鐼子，仍屈第四

44

《雲棲法彙（選錄）（第1卷－第11卷）》卷1：「蒙山施食儀：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
一切惟心造（以下俱各三稱）……」（CBETA，J32，no.B277，p573，a20-22）《雲棲法彙（選錄）（第
1卷－第11卷）》卷1：「汝等佛子眾，我今施汝供，此食遍十方，一切佛子共。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
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CBETA，J32，no.B277，p573，c5-6）

45 CBETA，J19，no.B044，p180，b17-19。
46 CBETA，J32，no.B277，p581，b26。
47 根據韓國留學僧鍊玉法師的說明：韓國的缽一套有四種，大小不同。最大的是「頭缽」（어시발우／
oshibaru），只盛飯，不能裝其他的菜或湯、羹豆。第二種是羹缽（或湯缽），可以裝麵、湯等東西。第
三種是清水缽，用作洗缽的水。第四種是菜缽，是裝菜的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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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指。不得灌漱作聲，不得吐水缽中。不得先盛熟水，洗缽未折水。不得
先收盖膝巾。不得以膝巾拭汗，不煎以餘水瀝地上。
A6.【折水偈：我此洗鉢水】
想念折水偈 48：「我此洗鉢水，如天甘露味，施汝諸鬼眾，悉令得飽
滿。唵！摩休羅細娑訶。」
【韓佛B7. （Gatha on saving water，蓄水偈）

用完齋後，僧人將熱洗米水倒進缽裡，並用一片泡菜將缽擦洗乾淨。然
後將洗米水全喝下，再用清水洗缽，洗完缽後，連一粒辣椒粉都不能留下。
缽盂供養不只有用餐，也包含洗缽與善後。透過用齋儀式，每個步驟都變成
修行，從屋頂上大悲咒輪的倒影，能看出洗缽水有多乾淨。若水很乾淨 倒
影就會很清晰。
在將洗缽水倒掉之前，僧人會唸一首相關的偈文：
我此洗缽水，如天甘露味，施與餓鬼衆，皆令得飽滿。唵 摩休囉悉
莎訶。
乾淨的洗缽水被施給餓鬼眾，它們肚大如山，卻喉細如針，因此只吞得
下乾淨的洗缽水。缽盂供養後不需洗碗，這是一種徹頭徹尾都清淨環保的用
餐方式。沒有廚餘，所有殘餘都被擦淨吃下，連最後一粒辣椒粉都是。】
【臨齋儀：無】
A7.【收鉢：飯食訖已色力充】
收缽以兩手頭指拼定，次第而入，複畢合掌想念食畢偈云：「飯食訖已

48

《佛光大辭典》折水：其義有二：（1）指叢林齋粥之後，將洗滌缽、盂、匙、箸等器之水棄之。（2）指
洗滌缽、盂等之水。又稱棄缽水。折，即毀棄、舍棄之意。折水之時，子（缽之一種）之口須向內傾。據
宗壽之《入眾須知》記載，不可使用熟水（開水）來洗缽折水，折水之時，勿使餘水濺濕地上，亦不可發
出任何聲音，而未折水時，不收蓋膝之巾。在倒水入折水桶時，所唱之偈，稱為折水偈。此外，容納折水
之器，稱為折水器。此器多使用桶子，故又稱折水桶；其形狀似普通之小桶，然桶之一邊附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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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力充，威震十方三世雄，迴因轉果不『在』49 念，一切眾生獲神通。」
【韓佛B8. （Gatha concluding the meal ceremony，結齋偈）

飯食已訖色力充，威震十方三世雄，迴因轉果不在念，一切眾生獲
神通。 】
【臨齋儀C4. 食畢結齋50 偈
（1）薩 哆 喃 ， 三 藐 三 菩 陀 ， 俱 胝 喃 。 怛 姪 他 ， 唵 ， 折 隸 主 隸 準

提，娑婆訶。
（2）所「謂」 51 布施者，必獲其利益，若為樂故施，後必得安樂。
（3）飯食已訖，當願眾生，所作皆辦，具諸佛法。 】
【案】現行的「二時臨齋儀」分為三段，相關文獻考察如下：
（1）開頭增加「佛母準提神咒」，上述明末《諸經日誦集要》
（1600）、《雲棲法彙》（1624）「二時臨齋儀」文獻中沒有唱誦「佛母
準提神咒」，是在「朝課」內容中唱誦，咒文內容很類似。例如：《諸經
日誦集要》卷3：「佛母準提神咒：稽首皈依蘇悉帝，頭面頂禮七俱胝，
我今稱讚大準提，惟願慈悲垂加護。南無 薩哆喃，三藐三菩陀，俱胝喃。
怛姪他：唵 折隸主隸，準提娑婆訶」。 52 但是明朝性祗《毗尼日用錄》

49

元代至正七年（1347）天竺大圓覺教寺之雲外法師自慶編《增修教苑清規》卷2：「飯食訖已色力充，
依止十方三世雄，回因轉果不『待』念，一切眾生獲神通。」（CBETA， X57，no.968，p341，b8-9 //
Z 2：6，p387，b2-3 // R101，p773，b2-3）《禪門諸祖師偈頌》卷2：「飲食訖已色力充，威震十方三
世雄。回因轉果不『妄』念，一切眾住獲神通。」（CBETA，X66，no.1298，p751，c1-2 // Z 2：21，
p486，a6-7 // R116，p 971， a6-7）

50 《諸經日誦集要》卷3：「結齋：飯食以訖，當願眾生，所作皆辦，具諸佛法。」（CBETA， J19，
no.B044，p180，b20-21）明末袾宏《雲棲法彙（選錄）（第1卷－第11卷）》卷2：「食畢結齋偈：飯食
已訖，當願眾生，所作皆辦，具諸佛法。」（CBETA，J32， no.B277，p581，c4-5）
51

或是「所『為』布施者」，如《四分律》卷31（CBETA，T22，no.1428，p782，a6-9）或唐朝義淨《說罪
要行法》卷1（CBETA，T45，no.1903，p904，b24-29）。

52

CBETA，J19，no.B044，p171，a13-17。《雲棲法彙（選錄）（第1卷－第11卷）》卷1：「佛母準提神
咒：稽首皈依蘇悉帝，頭面頂禮七俱胝，我今稱讚大準提，惟願慈悲垂加護。南無薩哆喃，三藐三菩陀，
俱胝喃。怛姪他：唵，折隸主隸準提娑婆訶。」（CBETA，J32，no.B277，p569，c29-p570，a3）《毗
尼日用切要》卷1：「結齋先念準提呪。次念此偈云。所謂布施者，必獲其利益，若為樂故施，後必得安
樂。」（CBETA， X60，no.1115，p159，b21-23 // Z 2：11，p67，c6-8 // R106，p134，a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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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3）卷1：「結齋先念準提呪後，偈云」53 以及清朝讀體（1601-1679）
《毗尼日用切要》卷1：「結齋先念準提呪，次念此偈云」等文獻有「結齋
先念準提呪後，偈云……」54，因此可能這是現行的「臨齋儀」的依據。
（2）中段「所謂布施者，必獲其利益，若為樂故施，後必得安樂。」
與上述明朝性祗《毗尼日用錄》（1633）卷1：「結齋先念準提呪後，偈
云。所謂布施者，必獲其義利，若為樂故施，後必得安樂。飯食已訖，當
願眾生，所作皆辦，具諸佛法」55 以及清朝讀體（1601-1679）《毗尼日用
切要》卷1：「結齋先念準提呪，次念此偈云：所謂布施者，必獲其利益，
若為樂故施，後必得安樂」等文獻類似。56 但可以追溯到《四分律》卷31
中，世尊成道不久，接受兩個兄弟商人供養的願偈：「所『為』布施者，
必獲其利義；若為樂故施，後必得安樂。」57
(3) 後段「飯食已訖，當願眾生，所作皆辦，具諸佛法」與明末《諸經
日誦集要》（1600）之「結齋」以及雲棲袾宏（1624）《雲棲法彙》「二
時臨齋儀」之「食畢結齋偈」內容類似。
若參考唐朝義淨《說罪要行法》卷1，（2）與（3）的順序則相反：
「每食罷發願法：准如律教，若苾芻食了之時，若須誦持『欹拏伽他』，
謂『施頌』也。隨於靜處或坐或立，或可經行。先誦小經一紙半紙。
次誦伽他云：飯食已訖，當願眾生，德行充盈，成十種力。

53

CBETA，X60，no.1114，p147，c11-12 // Z 2：11，p55，c14-15 // R106，p110，a14-15。 《毗尼日用錄》
卷1：「崇禎癸酉年（1633年）孟夏黃檗山比丘隆瑞纂集。」（CBETA，X60，no.1114，p156，c12 // Z
2：11，p64，c5 // R106，p128，a5）

54

CBETA，X60，no.1115，p159，b21 // Z 2：11，p67，c6 // R106，p134，a6。

55

CBETA，X60，no.1114，p147，c11-15 // Z 2：11，p55，c14-18 // R106，p110，a14-18。

56

CBETA，X60，no.1115，p159，b21-23 // Z 2：11，p67，c6-8 // R106，p134，a6-8。

57

這是敘述世尊成道不久，接受兩個兄弟商人供養的呪願偈，《四分律》卷31：「爾時世尊，於彼處盡一切
漏，除一切結使。即於菩提樹下結加趺坐，七日不動，受解脫樂。爾時世尊，過七日已，從定意起，於七
日中未有所食。時有二賈客兄弟二人：一名瓜、二名優波離，將五百乘車載財寶，去菩提樹不遠而過。」
（CBETA，T22，no.1428，p781，c11-17）《四分律》卷31：「受彼賈人麨蜜已，以此勸喻，而開化
之。即呪願言：「所為布施者，必獲其利義；若為樂故施，後必得安樂。」（CBETA，T22，no.1428，
p782，a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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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為』布施者，必獲其義利，若為樂故施，後必得安樂。」58

二、對照簡表
為了簡明了解上述南宋宗壽之《入眾日用》飲食儀式與現代韓國佛教的
飲食文化紀錄片，以及現代華人佛教界所用的「二時臨齋儀」之內容比對，
將三者的分段重點，製作如下的對照簡表：
表1：《入眾日用》、「缽盂供養」、「二時臨齋儀」對照簡表
南宋《入眾日用》

現代韓國禪宗
「缽盂供養」

[A1]【取鉢偈】

[B1] Gatha retelling the

佛生迦毗羅，成道摩竭

origin of the Alms Bowl

陀，說法波羅奈，入滅俱

（複誦缽盂起源偈）：佛生

絺羅。

迦毘羅，成道摩竭陀，說法

[A2]【展鉢偈】如來應量

波羅奈，入滅俱尸羅。
[B2] Gatha of laying out alms

器，我今得敷展，願共一

bowls（展鉢偈）：如來應

切眾，等三輪空寂。

量器，我今得敷展，願共

現代「二時臨齋儀」

一切衆，等三輪空寂。
[B3] Reciting 10 Different

[C1] 【供養三寶】供養清

Names of the Buddha（誦10 淨法身毗盧那佛、圓滿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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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名）：

身盧舍那佛、千百億化身

淸淨法身毘盧遮那佛

釋迦牟尼佛、極樂世界阿

圓滿報身盧舍那佛

彌陀佛、當來下生彌勒尊

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

佛、十方三世一切諸佛。

當來下生彌勒尊佛

大智文殊師利菩薩、大行

十方三世一切諸佛

普賢菩 薩、 大悲 觀音 菩

十方三世一切尊法

薩、 大願 地藏 王 菩薩 、

大智文殊師利菩薩

諸尊 菩薩 摩訶 薩 、摩 訶

普賢菩薩

般若 波羅 蜜。 三 德六

大悲觀世音菩薩

味， 供佛 及僧 ， 法界 人

大願本尊地藏菩薩

天， 普同 供養 。

CBETA，T45，no.1903，p904，b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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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若飯食時，當願眾生，

[A3]【捧鉢受食偈偈】

[B4] G at h a v e n e r a t in g

若受食時，當願眾生，禪

the Balw o o Bo wl （敬 奉 禪悅為食，法喜充滿。

悅為食，法喜充滿。

鉢偈 ）： 若 受 食時 ，當
願衆生， 禪悅 爲 食 ， 法
喜充 滿。

[A4]【五觀想偈】

[B5] Gatha of Five

[C3] 【受食偈】

Contemplations（五觀偈）： （ 僧 䟦 云 ： 佛 制比 丘 ，
處。（2）忖己德行，全缺 計功多少，量彼來處。忖己 食 存 五 觀， 散 心 雜 話，
（1）計工多少，量彼來

應供。（3）防心離過，貪 德行，全缺應供。防心離

信 施 難 消 ， 大眾 聞 磬

等為宗。（4）正似良藥， 過，貪等爲宗。正思良藥， 聲 ， 各 正念 。
為療形枯。（5）為成道

爲療形枯。爲成道業，應受

業，應受此食。

此食。

[A5]【出生偈】

[B6] Gatha of offering rice

現行的二時臨齋儀與明末

汝等鬼神眾，我今施汝

（生飯偈）：汝等鬼神

《雲棲法彙》（1624）的

供，此食遍十方，一切鬼

眾，我今施汝供，此食遍

二時臨齋儀皆無此段，改

神共。

十方，一切鬼神共。嗡 悉

於晚課「蒙山施食儀」 中

利 悉利 薩婆訶。

唱誦。但是明末《諸經日
誦集要》（1600）卷3有
「出生」儀式。

[A6]【折水偈】

[B7] Gatha on saving water

我 此 洗缽水 ，如 天甘露

（絕水偈）：我此洗缽

味 ，施汝 諸鬼 眾，悉

水，如天甘露味，施與餓

令 得飽 滿。 唵！摩休羅

鬼衆，皆令得飽滿。唵！

細 ， 娑訶。

摩休囉悉，莎訶。

[A7]【收缽偈】

[B8] Gatha concluding

[C4] 【食畢結齋偈】

飯食訖已色力充，威震十

the meal ceremony（食

薩哆喃．三藐三菩陀．俱

方三世雄，迴因轉果不在

畢偈）：飯食已訖色力

胝喃．怛姪他．唵．折隸

念 ，一切眾生獲神通。

充，威震十方三世雄，迴 主隸準提娑婆訶。所謂布
因轉果不在念，一切眾生 施者，必獲其利益，若為
獲神通。

樂故施，後必得安樂。飯
食已訖，當願眾生，所作
皆辦，具諸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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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一）內容比對以及（二）對照簡表，我們可知有如下幾項重要
的異同點：
1. 現代韓國禪宗所謂「缽盂供養」內容（B1~8）與南宋宗壽之《入眾
日用》飲食儀式（A1~7）相近，但前者多了[B3] Reciting 10 Different Names
of the Buddha（誦10佛名），這與明末《諸經日誦集要》以及雲棲袾宏
（1624）《雲棲法彙》「二時臨齋儀」之「念供養」的儀式有關。因此，或
許可以說：現代韓國禪宗「缽盂供養」內容是以南宋《入眾日用》飲食儀式
為主體，但是[B3]可能與明末「二時臨齋儀」之「念供養」同源。
2. 現代華人佛教界所用的「二時臨齋儀」，以明末《諸經日誦集要》以
及雲棲袾宏《雲棲法彙》「二時臨齋儀」為主體，但是：
（1）現行的二時臨齋儀與明末《雲棲法彙》（1624）的二時臨齋儀皆
無「出生」（A5或B6）儀式，改於晚課「蒙山施食儀」中唱誦。但是明末
《諸經日誦集要》（1600）卷3有「出生」儀式。
（2）相對於明末《諸經日誦集要》與《雲棲法彙》之「結齋」，現行
的 [C4]「食畢結齋偈」之開頭增加「佛母準提神咒」，中段增加「所謂布
施者，必獲其利益，若為樂故施，後必得安樂」偈文，可能是依據明朝性祗
《毗尼日用錄》（1633）卷1：「結齋先念準提呪後，偈云」 以及清朝讀體
（1601-1679）《毗尼日用切要》卷1：「結齋先念準提呪，次念此偈云」等
文獻。但是「所謂布施者……後必得安樂」偈文可以追溯到《四分律》卷
31：世尊成道不久，接受兩個兄弟商人供養的呪願偈：「所『為』布施者，
必獲其利義；若為樂故施，後必得安樂。」的起源。
（3）因此，現代華人佛教界所用的「二時臨齋儀」可能比較是以雲棲
袾宏《雲棲法彙》（1624）「二時臨齋儀」為主體，再加上明朝性祗《毗尼
日用錄》（1633）以及清朝讀體（1601-1679）《毗尼日用切要》之「結齋
先念準提呪後，偈云」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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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日本「食育基本法」簡介
以上，我們將現存最早期的禪宗日常生活規範《入眾日用》的「飲食供
養」儀式，與現代韓國佛教禪寺的紀錄片資料與華人地區漢傳佛教的「飲食
供養」儀式，作分析、比對與考證。對於日本的「食育基本法」（2005年通
過，包含「前言」與三十三個法律條文，以下若有引用，將以L開頭，方形
括弧編號）簡介如下，以便探討飲食教育法規59 與佛教飲食儀式相互參考的
學習要點。

一、前言
為了讓兒童們孕育豐沛健全的人格，全身充滿活力，沒有比飲食更重要
的了。如今要調整的是，將食育視為生存的基礎，並應成為智育、德育、體
育的基本要件。
由於社會經濟情勢瞬息萬變，每天忙碌的生活中，人們常常忘記每天飲
食這件事的重要性。國民的飲食生活中，營養偏差，飲食不規律，肥胖和生
活習慣病的增加，過度瘦身傾向，新的飲食安全問題叢生，過度依賴進口食
物等問題產生。
每個國人修正飲食的意識提高，對於大自然的恩惠，以及和飲食有關的
人們與各樣活動心存感謝的念頭，都應該深深理解，以飲食相關值得信賴的
飲食資訊為基礎，建立適切的判斷力並加以實踐，以增進身心健康的健全飲
食生活實踐，現在，以家庭、學校、保育所、地域為中心，把推行食育計畫
當作全民運動來推動，是大家的重要課題。再者，我國要為推行飲食教育而
更努力的是，透過海外交流，以對國際社會有所貢獻。
以下分為：第一章「總則」（第1〜15條），第二章「食育推進基本計
畫等」（第16〜18條），第三章「基本性施策」（第19〜25條），第四章
「食育推進會議等」（第26〜33條）以及附則抄錄。限於篇幅，只介紹第一

59

參考：陳建宏（2013），日本「食育基本法」之概要（https://goo.gl/wX9JqJ）以及《日本食育法》（姚文
智立法委員辦公室副主任許文媛之中譯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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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總則」（第1〜15條），如下：

二、目的與基本理念（第1〜8條）
1. 此法的目的是鑑於近年國民飲食生活隨著周遭環境變化而改變，國
民在生命歷程中要培養健全身心及豐富的人性，這是推行飲食教育的重要課
題。關於飲食教育基本理念之制定，以及中央、地方自治體等之職責明確
化，並訂定食育相關政策的基本事項，食育相關政策的整合並有計畫地推
行，從現在到未來以實現具有健康和文化涵養的國民生活，建立豐裕有活力
之社會。
2. 飲食教育是對於培養飲食的正確判斷力，在生命歷程中對健全飲食生
活之實現，對國民身心健康之增進、豐富人性之養成，是不可或缺的。
3. 之所以推行飲食教育，是國民的飲食生活，受惠於自然的恩惠。再者
也受益於飲食相關人員的努力，必須充滿感謝心情與深刻理解心。
4. 飲食教育推行運動，尊重國民、民間團體的自發意願，考慮地區特
性，在地區居民及社會構成的多樣性主體的參與和配合協助下，必須攜手合
作在全國推展。
5. 全體國民利用從家庭、學校、幼稚園等所有機會和場所，自食材生產
到消費過程的各種與飲食有關的體驗活動，親自實踐飲食教育，加深對飲食
相關資訊的理解。
6. 國民必須利用各種機會和場所，參與推行食品自生產到消費過程的各
種體驗活動，加深對飲食相關資訊的理解。
7. 飲食教育可維護傳統良好的飲食文化，而有效利用地區特性的飲食生
活，與環境調和的糧食生產和消費，可使國民理解國內糧食需求及供給的狀
況，並藉由糧食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交流，以促進農山漁村的活性化和糧食自
給率的提高。
8. 確保食品的安全性及安心消費乃健全飲食生活的基礎，因此藉由飲
食教育的推行，對於食品的安全性，提供飲食相關資訊與意見交換，以深
入了解食品相關的知識，並有助於國民適當飲食生活的實踐，並積極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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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合作。

三、各單位與國民之責任（第9〜13條）
9. 國家根據自第2至8條所定有關飲食教育的基本理念，有責任制定有關
飲食教育之政策與總和計畫，並加以實施。
10. 地方自治體，有關推行飲食教育的基本理念，有責任與中央政府配
合，根據地方自治體的區域特性，訂定自主性對策，並加以實施。
11. 幼稚園、照護及社會福利、醫療保健等教育有關人員與團體，對於
飲食的關心及理解的增進，有其重要角色，為了遵循基本理念，因此必須利
用所有機會和場所，積極在有助於推行飲食教育的活動上努力。
農林漁業者及其相關團體，在農林漁業的相關體驗活動，讓國人對有關
飲食的關心及增進理解這方面是很有意義的，遵循基本理念，積極提供關於
農林漁業的多樣體驗機會，對自然的恩惠和飲食相關活動的重要性，讓國民
更深刻理解而一起努力，並與教育相關團體及有關人員相互配合，努力推行
飲食教育。
12. 食品製造、加工、流通、販賣等相關事業者在事業活動上，必須遵
循基本理念，在相關的事業活動上，自主積極地在推行飲食教育上共同努
力，並協助中央及地方公共團體之飲食教育的推行。
13. 國民，不論在家庭、學校、幼稚園、各地區等所有分類，必須遵循
基本理念，以實現終生健全的飲食生活，並為協助飲食教育貢獻心力。

四、法制措施與年度報告（第14〜15條）
14. 政府，為了推動飲食教育相關的基本政策，須在法制與財政上提出
必要措施。
15. 政府須向國會提出有關推行飲食教育的施政報告書。
此外，第二章「食育推進基本計畫等」第16條與第四章「食育推進會議
等」第26〜28條，內閣府設置「食育推進會議」（設會長與委員二十五人，
會長由總理大臣任命之），為謀求有關推行飲食教育之全面向、計畫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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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擬定「食育推進基本計畫」。第一次食育推進會議於平成17年（2005）10
月19日舉行，於2006年3月舉行第二次食育推進會議，完成第一次、五年期
的食育推展基本計畫，並於2011-2015年實施第二次食育推展基本計畫。日
本政府認為食育推展的成果仍存在諸多問題，為使食育政策能夠更綜合且有
計畫地推行，故從平成28年至32年（2016-2020）五年期間推行第三次的食
育推展基本計畫， 60 限於篇幅，以下只介紹所擬定達成的十五項指標。

五、飲食教育計畫十五項指標
為達成國民身心健康，並使國民對食物懷有感恩的心及理解，第三次
食育計畫擬定十五項指標（以J開頭，方形括弧編號），包括「增加」如下
十四項比例或次數：[J1]關心食育國民的比例、[J2]與家人共餐的次數、[J3]
各地想要與人一起用餐而能如願的比例、[J4]國中階段由學校提供午餐的比
例、[J5]學校所提供餐點中使用當地食材的比例、[J6]實踐兼顧營養均衡飲
食生活之國民的比例、[J7]從平時就維持適量體重或注意少鹽飲食生活國民
的比例、[J8]以慢嚼細嚥進食的國民比例、[J9]推行食育志工的人數、[J10]
參加過農家體驗國民的比例、[J11]為減少食物浪費而做出行動國民的比例、
[J12]傳承地方或家庭傳統料理或作法國民的比例、[J13]擁有對食品安全性
基礎常識及能夠自我判斷國民的比例、[J14]完成實施計畫並實施鄉鎮區的比
例、[J15]「減少」不吃早餐國民的比例。

肆、佛教飲食儀式有助於「飲食教育」的心態與習慣
若配合上禪宗《入眾日用》（A1〜7）與現代韓國佛教禪寺的紀錄片資
料（B1〜8）與華人地區漢傳佛教（C1〜4）的「飲食供養」儀式的分析考
察，佛教飲食儀式有助於「飲食教育」的心態與習慣，或可整理為如下四
方面：（一）缽器隨身（A1〜3; B1, 2, 4）、（二）食前供養（A2, 3, 5,

60

李 伊 、 許 聖 章 編 譯 （ 2 0 1 6 ） ， 日 本 第 三 次 食 育 推 展 基 本 計 畫 之 介 紹 ， h t t p s : / / w w w. c o a . g o v. t w /
ws.php?id=2504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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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3, 4, 6, 7; C1, 2）、（三）食時五觀（A4; B5; C3）、（四）食畢祝願
（A7; B8; C4），與上述日本推行「飲食教育計畫十五項指標[J1~15]」對
照，分述如下：

（一）缽器隨身（A1 〜 3; B1, 2, 4）：於食知量、食器自備自洗
（A6; B7）
《入眾日用》與現代韓國佛教之「A1; B1取鉢偈」、「A2; B2展鉢
偈」、「A3; B4捧鉢受食偈」、「A6; B7折水偈：我此洗鉢水」都是以
「缽」食器為主的飲食儀式，當木魚聲響起，全體僧眾都到僧堂集合（J2, 3
共食），目的是促進僧團的團結與和諧。
「A1; B1取鉢偈」是以一首回顧佛陀生平（從降生到涅槃）的偈文
（Gatha retelling the origin of the Alms Bowl：複誦缽盂之起源的詩偈），回
顧缽盂起源於佛陀的托缽飲食生活形式，以感恩心，如日本「食育基本法」
「L3：國民的飲食生活，受惠於自然的恩惠，再者也受益於飲食相關人員的
努力，必須充滿感謝心情與深刻理解心。」發誓永不忘記，學習缽器（A2;
B2 如來應量器）隨身，這種「於食知量61、食器自備自洗（A6; B7）」的飲
食習慣，有助於「不浪費食物、節省水資源」的飲食教育的學習。
因為以「缽」（應量器）之總量管制[J7維持適量體重; J11減少食物浪
費]，如韓國佛教飲食紀錄片B2之說明：「在領到飯後，僧人會把缽舉至齊
眉後再放下，然後僧人再依個人食量，將菜夾到最小的缽裡，當領到的飯太
多或太少，僧人會依自己的意願調整。湯和菜由僧人自取，僧人會保留一片

61 「於食知量」（bhojane mātrajñatā）或「知量而食」的飲食習慣，是：於飲食不得貪多、貪味，只為維持
生命、治療飢渴而適當地攝食，「阿含」中以「塗以膏油車」、「用脂膏拔瘡」為比喻來教示。如：「難
陀比丘：1. 於食繫數，2. 不自高，3. 不放逸，不著色，不著莊嚴，4. 支身而已，任其所得，5. 為止飢渴，
6. 修梵行故，7. 故起苦覺，令息滅，8. 未起苦覺，令不起故，9. 成其崇向故、氣力安樂，無聞獨住故。如
人乘車，塗以膏油，不為自高乃至莊嚴，為載運故。又如塗瘡，不貪其味，為息苦故……是名難陀知量而
食。」《雜含》275（大2，73b，AN8.9 Nanda，AN 9.4 Nandaka）《瑜伽師地論．聲聞地》卷21：「云何
於食知量？謂彼如是守諸根已。1. 以正思擇食於所食，2. 不為倡蕩，3. 不為憍逸、不為飾好、不為端嚴，
4. 為身安住，5. 為暫支持，6. 為除飢渴，7. 為攝梵行，8. 為斷故受，9. 為令新受當不更生，10. 為當存
養、力、樂、無罪、安隱而住。如是名為於食知量。」（CBETA，T30，no.1579，p397， b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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蘿蔔或泡菜，用來在飯後擦洗缽具。」以及B7之說明「用完齋後，僧人將
熱洗米水倒進缽裡，並用一片泡菜將缽擦洗乾淨。然後將洗米水全喝下，再
用清水洗缽，洗完缽後，連一粒辣椒粉都不能留下。缽盂供養不只有用餐，
也包含洗缽與善後。」如此的飲食習慣，很合乎現代社會所推行「不浪費食
物、自備自洗環保碗筷、節省水資源」的好習慣。

（二）食前供養：等施（A2; B3; C1）分享（A5, 6; B6, 7）、禪悅法
喜（A3; B4; C2）
用齋飲食前，將眼前的飯菜（或許菲薄），觀想是「三德六味」，以
最大誠意，無分別、平等供養佛及僧（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菩薩、大智慧），
平等布施（A2; B3; C1）一切有情，將飲食分享給弱者、異己者（A5, 6;
B6,7；以鬼神眾代表弱者、異己者），從此學習「有福他先」、「利他為
先」的心態。這也是古代中國「孔融四歲，能讓梨」或「後天下之樂而樂」
所傳頌的美德，也可說是食育成為德育、群育的基礎方式之一。
這種飲食文化在災難發生時，更可凸顯其可貴。例如東日本311大地震
時，各處避難所，即使條件再差，難民也都能跟別人合作分享，在領取食
物、飲水時都會好好排隊，有力氣的人則協助其他老弱避難者。
2010年8月5日，智利北部科皮亞波市（Copiapó）發生礦災（Mina San
José），三十三位金礦工深陷七百公尺地下的礦坑，專家估計只有1％的機
會救援可能成功。七十天（10月13日）之後，三十三位礦工全部被救出，這
項救援工作算是奇蹟，因為受難礦工只有足夠十人撐兩天的食物及四十天的
水。幸好，工頭厄蘇（Luis Urzúa）迅速領導大家了解困境，共同承諾一起
面對問題，群策群力，平等分享僅有的食物（每人四十八小時的飲食量是：
兩湯匙鮪魚罐頭、一口牛奶、一塊餅乾、一小片桃子），並堅持到底。雖然
每人的體重大約減輕八公斤，但最後全體獲救。62

62 〈2010年科皮亞波礦難〉，維基百科，https://goo.gl/NIA1Un（日語版https://goo.gl/86b13Z，英語版https://
goo.gl/FxC7J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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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地區漢傳佛教現行的「二時臨齋儀」之「供養三寶」（C1），其
所謂「三德六味」是出自《大般涅槃經》序品。佛臨涅槃時，諸優婆塞爲佛
及僧準備種種具三德六味之飲食。所謂三德，（1）淨潔，清潔無穢。（2）
輕軟，柔軟不粗澀。（3）如法，時間與製作適宜；六味，是指食物「苦、
醋、甘、辛、醎、淡」兼備周到。現代生理學認為「鹹、酸、甜、苦、鮮」
五種味覺，個別對於「鈉離子、氫離子、糖類、生物鹼、麩胺酸」化學物刺
激的感覺，讓我們辨識養分（例如：作為能源的糖類）或毒物（例如：許多
毒素屬於生物鹼）。最近（2017年5月），科學家（Scientists discover a sixth
sense on the tongue－for water，https://goo.gl/8NuGpL）發現了第六種味覺是
「水」味，或許可以讓我們作為對碳酸飲料、現代速食、工業化食品控制自
身味蕾的反思，也是「六味」之「淡」的現代意義 [J7少鹽飲食]，或是《禮
記》「君子以道義交故，其淡如水」之古典。
佛教飲食儀式，除了物質性食物的受用之外，還有精神性食物「禪悅
法喜」（A3; B4; C2）的學習。《雜阿含經》卷15：「有四食資益眾生，令
得住世，攝受長養。何等為四？謂一、麤摶食，二、細觸食，三、意思食，
四、識食。」第一種是物質性食物，「味覺」是大腦之動機推進、行為獎勵
機制之深層古老部分。受用時，若能用心體會飲食之「視覺、嗅覺、味覺、
觸覺」感官之交互作用，特別是慢嚼細嚥時，香味可從「鼻後通道」感受。
此通道隨著人類頜骨變小、面部變平之演化而變短，讓味道更明顯，刻入記
憶、思想、心識之關聯中，如此更能夠欣賞食物的真實味道，覺觀「糖、
鹽、脂肪」快速刺激大腦的「愉悅回路」（pleasure circuit）乃至類似成癮
之過患，體會遠離貪欲與減輕我執之禪悅的喜樂，養成良好飲食習慣，重新
建立人與食物、土地、社會、環境的互相資益法則，因而法喜充滿。

（三）食時五觀（A4; B5; C3）：感恩來處、敬業不貪、報答眾生
《入眾日用》與現代韓國佛教之「A1; B1取鉢偈」，是以一首回顧佛陀
生平（從降生到涅槃）的偈文（Gatha retelling the origin of the Alms Bowl：
複誦缽盂之起源的詩偈），回顧缽盂起源於佛陀的托缽飲食生活形式，使

72

新世紀宗教研究

第十六卷第二期

人抱以感恩心，發誓永不忘記，或許也是一種感恩來處的觀想。此外，佛
陀制定修行者飯食時，不應散心雜話，應作如下五種觀想（A4; B5; C3）：
（1）計「工」多少，量彼來處。（2）忖己德行，全缺應供。（3）防心離
過，貪等為宗。（4）正事良藥，為療形枯。（5）為成道業，應受此食。分
述如下：
（1）宋朝《釋氏要覽》解釋，如《大智度論》所說：「此食墾植，收
穫舂磨，淘汰炊煑，及成，用『工』甚多，量彼來處不易。」《孟子》也
說：「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說明個人所需，皆須依賴大自然的
材料、各行各業（百工）合作才能完備。如此感恩來處不易，可培養珍惜
[J11 不浪費]與報恩[L3]之心。
因爲我們會（2）忖思自己的德行，是完全？或欠缺？是否值得（報
答）眾生的供養？如此各行各業也可培養敬業精神，不偷工減料，童叟無
欺，服務社會。用餐時（3）防心離過，避免對上味食起貪、下味食起嗔、
中味食起癡，不挑食或偏食[J6均衡飲食]。如此平等心，慢嚼細嚥[J8]，飲
食消化吸收良好，猶如（4）正事良藥，為療形體枯瘦，不食成病，（5）為
成道業，報答眾生，應受此食。

（四）食畢祝願（A7; B8; C4）：施者安樂、所作皆辦
佛教飲食儀式結束前，有「食畢祝願」（A7; B8; C4）結齋唱頌：「所
謂布施者，必獲其利益，若為樂故施，後必得安樂」、「飯食已迄，當願眾
生，所作皆辦，具足佛法。」以此學習從食物的「布施者」與「接受者」，
擴及世間各行各業的分工分享、互助合作、互相成就的關係。
從人類演化的科學角度來看，美國人類學家龐澤爾（Herman Pontzer）
在Scientific American（2017年2月，中文版《科學人》、2017年3月，no.
181）The Exercise Paradox（〈運動未必減重，演化告訴你〉）的文章63 也
提到：「能量消耗增加對人類造成的影響，除了營養需求和脂肪囤積之外，
最深刻的改變或許是迫使人類必須『合作』。演化提高代謝速率，把我們的
63 〈運動未必減重，演化告訴你〉，科學人雜誌，https://goo.gl/cvDbr2（英文原版：Herman Pontzer (2017),
the excercise paradox, Scientific American, https://goo.gl/EjlRQ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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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運彼此牢牢相繫，我們必須合作，否則必死無疑。」這種「互助合作」的
精神也有「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意涵。
龐澤爾長期研究人類與猿類的能量消耗，以驗證關於人類生理學與解剖
學演化的各種假設。他的團隊募集二十多名坦尚比亞的狩獵採集民族（哈扎
族，Hadza）男女，以二重標識水法（doubly labeled water method，公共衛
生學研究中用來測量一般生活常態下每日能量消耗的基準做法），分析每位
受試者尿液樣本中的同位素濃度，計算其身體每天產生二氧化碳的速率，並
推估每日能量消耗。發現「過著傳統狩獵採集生活的人儘管體能需求較為吃
重，燃燒的熱量卻與過著現代便利生活的人一樣多。」
因為「哈扎人的生活方式非常耗費體力，每天早上，女性分成幾組各別
離開營地草屋，有些還背著襁褓的嬰兒，為的是尋覓野生漿果或其他可食的
東西。野生塊莖是哈扎人的主食，這些女性可能得花上好幾個小時用棍棒把
它們從岩石地裡挖出來。男性則帶著自製的弓箭狩獵，一天要走好幾公里。
獵物稀少時，他們就用簡單的斧具砍斷樹木枝幹採集野生蜂蜜，蜂巢往往位
於離地12公尺高的樹冠層之上。就連小孩也要幫忙用水桶挑水回家，有時，
離營地最近的水池也可能在近兩公里之外甚至更遠。傍晚時分，人們回到營
地，圍著煮食的篝火席地而坐，一邊聊天，一邊分享一天的收穫並照顧小
孩。同樣的生活日復一日，歷經乾季與雨季，持續數千年至今。」可見狩獵
採集生活的辛苦。
龐澤爾說：「狩獵採集生活既費神又危險，是以卡路里為籌碼的高風險
賭局，輸了則意味死亡。像摩瓦沙德這樣的哈扎男性每天消耗數百大卡進行
狩獵及追蹤，希望這場賭注能換得獵物做為報酬。常識與耐力同等重要，其
他掠食動物或許能以速度與力量來獲取獵物，但人類必須在思考判斷上勝過
獵物，了解牠們的生活習性並搜索野地裡的獵物蹤跡。即使如此，哈扎男性
捕獲長頸鹿這類大型獵物的機會，大概一個月只有一次。如果哈扎女性不去
採取同樣複雜精密的覓食策略，運用她們對當地植物的淵博知識，每日持續
帶回足夠食物給家人，哈扎人就會餓死。這種複雜的合作覓食行為正是人類
出奇成功的原因，也是人類之所以有別於其他動物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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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澤爾報告的結論是：「為何哈扎人每天光是體能活動就消耗幾百大
卡，但總能量消耗卻與活動量相對較少的美國和歐洲人一樣呢？……人類和
其他生物似乎都具備了幾種演化策略，以限制每日的總能量消耗。……所有
這些證據指出，肥胖是貪吃造成的疾病，而非懶惰。當人們吃進的卡路里超
過消耗時，體重便會增加。如果每日能量消耗並沒有隨著人類歷史演進而改
變，那麼現代人肥胖盛行，背後主要元凶必然是攝入的熱量。……但證據顯
示，最好還是把飲食和運動當成各具優勢的兩種減重方式：運動能維持健康
和活力，而注重飲食則能控制體重。」從此類的研究，我們也可得知上述佛
教所說「於食知量」的重要性，除了控制體重，也可以增加「合作分享」的
意願，以及「施者安樂、所作皆辦」人類社會發展的核心價值。

伍、結語：全面性之飲食教育、食農教育與農禪並重
我們將現存最早期的禪宗日常生活規範《入眾日用》與現代韓國佛教
禪寺的紀錄片資料，以及華人地區漢傳佛教的「飲食供養」儀式，作初步的
考察，並且與日本的「食育基本法」的相關理念與指標作對照，我們發現
「食育基本法」的立法，可運用公權力與民間自發意願，從中央（L9）到
地方行政機關（L10）、從個人、家庭、學校（L5, L13）到社會福利、醫療
保健等教育有關人員與團體（L11）、從農林漁業者（L11.2）到食品製造、
加工、流通、販賣等相關事業（L12）等廣泛面向實施，有助於提升整體國
民身心健康、對食物懷有感恩的心及理解之飲食教育的量化比例與次數（飲
食教育計畫十五項指標：J1-15），但是佛教的「飲食供養」儀式等內容可
以提供「飲食教育」心態與習慣之深度，以及細緻處發展全面性的飲食教育
參考，例如上述之：（一）缽器隨身（A1〜3; B1, 2, 4）、（二）食前供養
（A2, 3, 5, 6; B3, 4, 6, 7; C1, 2）、（三）食時五觀（A4; B5; C3）、（四）
食畢祝願（A7; B8; C4）。
這種從宗教的層次所發揮之飲食教育深度與細緻處，有助於發展全面性
的飲食教育，例如上述2010年之智利礦災，三十三位金礦工深陷七百公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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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礦坑，經過七十天後，全部被救出的奇蹟，除了大家願意平等分享僅存
食物的紀律之外，礦災的礦工自己設立臨時簡易教堂，由最年長者每日帶領
大家祈禱以及作靈性諮商；教會也為在地面等待的礦工家屬舉行彌撒等祈禱
儀式，讓上下的心靈可以團結一致，突破各種艱難，完成救援任務。64
此外，學者專家也有注意到日本的「食育基本法」包含「飲食教育」及
「食農教育」的面向，65 台灣農業推廣學會也成立「食農教育」的網站，66
說明：食農教育一詞的產生，起源於日本食育基本法的立法，而該立法是經
過多年循序漸進產生的。例如植基於1999年的「食料．農業．農村基本法」
和2000年的「健康日本21」法令，促進了飲食與農業議題結合，也形塑了
2005年的「食育基本法」產生，同時在2006年也延伸了「改正教育基本法」
和「施行有機農業推進法」，食與農之間密不可分，讓食農教育此一名詞，
比食育一詞包含更廣泛的意義。
因此，佛教禪宗之「農禪並重」67 的制度也有助於推行「食農教育」的
參考，如此或更可裨益於「愛地球、愛和平」議題的了解與運用。

64 〈2010年科皮亞波礦難〉，維基百科，https://goo.gl/NIA1Un（日語版https://goo.gl/86b13Z，英語版https://
goo.gl/FxC7Jw）。Robert Sibley (14 October 2010). Reborn from the belly of the Earth: The Chilean miners
could well look back on their ordeal as an experience that revealed something of their soul. Ottawa Citizen.
(Archived from the original on 22 October 2010)
65 張瑋琦（2011），〈向食物學習──認識食農教育〉，台大四健會演講（2011.5.13），清華學院演講
（2011.10.14），宜蘭縣政府演講（2011.10.25）。康以琳，張瑋琦（2013），《人與食物的距離──農村
小學推行食農教育之行動研究》，《教育實踐與研究》，29卷1期，頁1-33。此外，行政院農委會網站推
動「從產地到餐桌－食農教育體驗活動開跑」（https://goo.gl/FVkaYK）。
66 〈我們和農業、食物的關係怎麼了？〉，食農教育，https://goo.gl/amta3v
67 若根據「華藝線上圖書館」的華文期刊資料庫，以「農禪」為關鍵詞檢索（2017/12/01），則有
二百一十七筆期刊論文，十六篇碩博士論文。此外，現代韓國佛教飲食「與自然同步／The Food of
Buddha_Part 1」的紀錄片也可參考，《地球證詞》播出時間：2017年5月12日，週五，大愛二台／HD
頻道／線上直播，http://www.daai.tv/daai-web/live/hd.php，《地球證詞》導讀節目清單連結，https://goo.
gl/64h4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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