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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寺饮食

什么是佛寺饮食

韩国佛寺饮食的历史

佛寺饮食所蕴含的精神和价值

钵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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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知道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只需冷静地省察内面的自我就可以了。

和什么样的人合得来，喜欢什么事，对周边的人有什么影响，人生最重要的价值观是什

么……，好好地去省察这些，就能发现自己存在的真实面目。

- 法顶（1932–2010，以实践“无所有”生活，受到韩国民众尊敬的法师）

决定自己是怎样的人，“吃”是最原始基本的元素。同样的一张纸，用来包

香，香气四溢。用来包鱼，则散出腥臊味。吃什么食物必然带给人身体和心理产生

巨大的影响。依据喜欢什么口味，怎么吃，造成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态度，日积月累

便逐渐显现出本人的面目。佛寺饮食是经由法师传承，完整地内含佛教所追求的慈

悲、和平、觉悟等教义和价值，因此吃素可以净化和改变我们的身心。 

1、	 怎么吃决定你是怎样的人

什么是佛寺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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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寺饮食原是法师为达成修行在佛寺里吃的食物。它是含有佛教精神

内涵的饮食生活，是由佛寺传承下来的饮食文化。从国佛教一千七百多年历

史所蕴育出意义深远的文化。

不仅不使用肉类，连五辛类（大蒜、革葱、慈葱、兰葱、兴蕖）也要避

免。虽然是素食，搭配多种植物性食材和烹调、加工等手续，显现出独特的风

味。佛寺饮食是让人惊奇的餐食，它可从豆类摄取优良的蛋白质，各种植物性油

吸收不饱和脂肪酸，各种蔬菜中获取丰富的维他命、无机质、高纤，以及多种药

效成分。

最近为预防治疗成人病，健康的饮食生活受到瞩目。历经千年岁月淬炼，寺

院日常饮食的成效，未来将持续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今天我们所渴望追求的健

康食疗和幸福的饮食生活就在佛寺饮食。

佛寺饮食或被称为“斋饭”，在佛寺经过长久岁月发展成熟。从亲自垦地

栽种作物，到食材的采收烹煮，这些大大小小的事，都是修行的重要过程。用

心完成的食物恭敬地供佛，并与众人分享。这种与一切众生共事，令得利益

的“同事摄”教导，内外都是一种学习修行。同时对成就食物付出心力的

人，时时怀抱感恩之心。取用自己食用的分量，绝不剩余浪费。这是为

精进奋发，默默朝向修行之道，觉悟智慧的出家人所准备的食物。

自然食
健康食
修行食

2、为什么选择佛寺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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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寺饮食是佛教的核心文化。虽是为了生存所需的健康，但内含佛教最终所追求

觉悟的修行。是以环境为中心的饮食文化，教导人和自然环境共存的事实，顺应自然

界万物生长，以及如何去摄取所需。每次受食时必持感恩惜福之心，感谢众人的辛

劳，自然的赐与，以及布施食物者的恩德。

佛寺饮食强调食物的摄取是为了维持修行，不贪恋食物的美味，只摄取身体所

需的清净食物。依季节所生产的农产品，烹调营养可口的食物，如同钵盂承载着

真理一般，让身心得到健康和寄托。调配不同的食材，使其发挥最大功能，融

合成就最完美食物。进而珍惜自然的恩赐和赞叹因缘的交会。

佛寺饮食从自然诞生，最终也回归自然。自然的生灭，让人感受佛寺饮

食是伴随觉悟修行的饮食。以自然为中心的佛寺饮食，对于现代人食用

快餐和添加各种人工调料的饮食生活习惯，提出最根本的质疑，以人

欲望为中心的饮食文化是对的吗？能带给人健康吗？让人感到幸

福吗？

对万物生命感恩，
祈愿世界的和平  

3、佛寺饮食文化内含的精神	

什么是佛寺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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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时，释尊食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

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

-《金刚经》

如经中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当时佛陀托钵乞食的状况。修行者无法从事生产活

动，须仰赖世俗大众的供养，维系生存。一天一次的乞食，僧人一起到村落，列队挨

家挨户乞食，或是分散乞食。对于食物无从选择，人们给什么，就吃什么。也有乞不到

食物的情况，那天就只能挨饿。乞来的食物，回到寺院公平地分配，让生病或者无法外

出托钵的僧侣也能一起围坐食用。吃完这一顿，过午不食。佛教对出家人要求极度的清

贫生活，所允许持有的物品是基本保暖的衣物，乞食的钵盂、药等而已。在乞食型态的

时代，佛寺饮食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

但是从作为修行者食物这一点来看，可以揣测初期佛寺饮食的面貌。首先，可能

是当时某地区人们所食用的日常餐食。也就是说在不能长久储藏，交通不方便的条

件下，食物使用当地所出产的食材，并以当季时令的菜色为主，加上托钵时来自

各家所烹调不同的家常菜，可追溯出佛寺饮食的根源。其次，作为供养修行者，

可知是用心筛选烹调出的食物。遵照佛陀不杀生的戒律，不使用肉类，以蔬菜

类为主，避免刺激性的五辛类，是为累积布施功德恭敬地烹制出的洁净食

物。

1、从乞食发展到日常饮食

韩国佛寺饮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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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佛教宗团教派日渐扩张成长，须建立僧侣共同生活的区域和法

则。僧侣是生活在寺院或参与仪式的群体。至今僧团仍然还维持着这种共同

生活体的精神，对于前来挂单的僧侣，提供最基本的食物、衣物、汤药、住所

（僧房）四样。只要进入共同体区域，与原组织内成员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与待

遇。佛教的这种精神，不局限于特定地区或时代，是后来促成在全世界各地发展

的非常重要基础。玄奘大师远行印度纳兰达大学求学，返国能带回诸多经书；慧

超大师（704—787）由中国经印度诸国，在漫长的参学旅程后撰写出《往五天竺国

传》。如果不是在途经的寺院中受到如同当地僧侣的接待和照顾，恐怕是无法完

成这些壮举的。

随着教法传播至地理条件和风土各异的区域，修行者所食用的食物也出现多

种不同的风貌。农作物发达的区域，可摄取多种丰富的食材，但在寸草不生的

沙漠或高山地带，相较之下，无法取得好的食材。仅能以有限的食物维生的情

况，不在少数。克服这些生活物质上的艰苦，佛教仍在世界各处开花结果。

随着佛寺在各地兴建扩大，僧团生活架构也逐渐组织化。虽还有传承

佛陀时代清晨托钵的地区，但无法托钵的地区，僧侣的衣食，大都仰赖

当地大施主或是信徒布施的财产。因此，在不违戒律的原则之下，使

用当地食材烹调供斋，遂使佛寺饮食萌芽。

2、教派的兴盛和各地教区的扩散
				

各种气候条件与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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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初期传入中国时，佛寺经济受到中央王权和权贵阶层的护持。由

国家主导寺院兴建，贵族地主施舍大量的土地和财物，僧侣们不需托钵，也

能弘法。但到禅宗时却不蹈袭前人，自辟途径。最具代表的人物是百丈怀海

（720－814）。百丈师承马祖道一，制定禅宗佛寺丛林清规，将团体劳动义务

化，率先耕作寺院土地以为规范。至今在北传的大乘佛教当中，百丈清规仍是最

具有代表性的特色，也就是僧人一起劳动的“出坡”。只要是佛寺的一员，皆必

实践每天的礼佛、修行和出坡。

百丈怀海年逾九十，仍每日实践自己所制定的规定。一早便持犁杖锄头到田

地劳动。弟子对高龄白发师父的劳动，忧心忡忡，屡劝不已。最后不得将农具隐藏

起来。一如寻常禅师一早打算至农地作务，却遍寻不着工具，对弟子说：“吾无

德，争合劳于人？”说罢默默地进入禅房。弟子暗中沾沾自喜，以为说服了顽固

的老和尚。没想到师父那天紧闭房门不食一物。这就是一天不工作，一天不吃

饭，禅宗家风“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由来。弟子自知无法违背师父，只

好再将农具拿出来。

在施主布施给佛寺的土地上自力耕作，以种植收获的农产品，烹调僧

侣所需的食物，显现禅宗俭朴的生活态度和劳动的纲常伦纪，这也是禅

宗获得民众的尊敬护持，或在佛教受到迫害打击时期，能够安然度过

难关的重要原因。禅宗将自力更生获取来的作物加以烹调，因此

佛寺饮食特别发达具有特色。

力行亲自栽种，                 
      烹调食材

3、劳动的纲常伦纪

韩国佛寺饮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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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韩国后，初期经由国家认可护持，蕴含佛教精神底蕴的佛寺饮食

也随之扩散流传。据《三国史记》记载，新罗法兴王公认佛教以后，于公元五二

九年下达禁杀生令。《三国遗事》则有〈法王禁杀〉条目，说百济第二十九代法王

（599－600年在位）下禁杀生，促民间饲养的鹰或鹞鸱放生，焚毁捕鱼器具，禁止

捕鱼杀生。

由此可知三国时代佛教传入后，王室和贵族率先带头食素，而后逐渐展开佛教

饮食文化生活。尊崇佛教的高丽时代，节制肉食，倡导素食文化，从各种大规模国家

仪礼的举行，推测佛寺饮食的发展应已朝向更精致化，但可惜无详细的文献纪录可

查。

禅宗在九至十世纪间开始在韩国兴起。中国禅宗的劳动伦纪亦一起传入。初期

禅宗并没在中央活动，而是受到地方仕绅的欢迎，选择在贫瘠的山中修行。在物

资不足，缺乏外力援助的情况之下，于穷乡僻壤自力更生是禅宗选择生存的方

式。结果形成韩国禅宗的劳动不仅是纲纪伦常，也成为修行的核心价值。

在这种环境过程之中，韩国佛寺饮食对于如何适应气候风土栽种农作

物，灵活应用有限的食材，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尊儒抑佛的朝鲜时代，

佛教不但深入一般百姓生活，更是深深影响庶民的饮食文化。

从国家仪礼饮食到
一般百姓日常饮食

4、韩国佛寺饮食

韩国佛寺饮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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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寺饮食是由谁担当及传承下来的呢？如果从食材的生产开始算

的话，一齐劳动僧团的所有成员都得包含在内。烹调制作的过程，如果也

如此细分化，亦是相同的。这是因为所有的修行者在初入佛门时，都得先在

供食的厨房打杂做事。

来到佛寺想要出家，先看看是否能艰熬度过以下的出家生活。以行者身分

在规定的期间内学习“下心”。放下出家前以自我为中心的我，用谦卑的心，看

待世上比我更为珍贵的一切。透过除去障碍自觉的过程，重新架构求道者的新面

目。在寺院行者负责不同的事务，如管理炊事取暖用的木材，叫“火台”，负责

法师或客房挂单就寝事务的叫“看床”。厨房里准备各种饭菜，担任青菜洗、切、

烫、拌、调料等的叫“菜供”，稍熟练后，便可担任煮汤的“羹头”。经过如此的过

程，最后方达行者最后一道关门，便是担任煮饭的“供养主”。

行者在厨房所必须担任的各种职务，本身就是出家修行的重要过程。经常比别

人早起，准备众人的食物。寒冬季节，得先敲碎结冰的水，用冷水洗碗，这些都不

是容易的事。对于刚出家不久在厨房煮饭，饭没熟或烧焦种种的疏失，是出家人

日后津津乐道的往事。默默不作声吃下刚入门行者所做差劲的饭菜，是对后来者

的一种感谢与鼓励，期许在修行的路上一起同行，这是大丛林僧团由来已久的

传统。

但是佛寺也有需要隆重准备食物的时候。即便是微小的差别，也尽心

投注在改善食材味道或如何发酵储存。在特别日子供奉佛的食物，通常

出自代代相传手艺精湛的比丘尼（女性修行者）。哪怕是一道不显

眼的拌菜，为了让法师能享用更美味的食物，于是竭尽心思烹制

出色香味俱全的食物。以精诚所至传承的传统，不断创新

的研发，让今日的佛寺饮食文化灿烂绽放。

5、佛寺饮食的传承

修行从准备供食开始，
         比丘尼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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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人们对寺院维持始终不变的生活方式，有了新的发现和诠释。对于注

重健康养生的人来说，他们发现寺院的生活作息正是最佳的模范。细细推敲，佛

教的生活方式真是最健康的生活方式。

第一，食材和烹调方法特别。佛寺饮食是经过筛选再食用的。遵照不杀生的原

则，餐桌食物主要以菜类为主。清贫的修行者无法花费太多金钱购买昂贵食材，大

多是亲自栽种蔬菜，或是摘取周边自然的野菜，使用发酵酿造的酱类，烹调豆酱汤之

类。不但没有摄取引起成人病、肥胖主因的肉类，当然也无各种化学添加物或调料。

这样的餐食，不是比花大笔钱买有机农养生食品要好太多吗？所以在家也采用佛寺

饮食方式的话，能预防各种疾病。

第二，养成放下贪欲的清净心。佛门遵行健康饮食的真谛是让人心中放下贪

欲。佛寺饮食的法则，其真正核心是不论眼前的食物有多少营养、味道如何等，

而是以感恩的心，感谢成就食物过程当中所有付出心力的人或物。抱持这种态

度不管吃什么，都能获得健康美味的饮食。

第三，吃起来特别美味。大众在佛寺内吃斋饭，总觉得特别美味，原因

很简单。斋饭特别香，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食材或过人的烹调方法。想

一想，当人在空气清新的山中，汗流浃背饥肠辘辘的上到佛寺，斋饭

哪有不好吃的道理。饿的时候，即使白饭拌酱油也能吃得津津有

味，何况加上无污染的山菜，岂不是如蜂蜜般甜美。

重新发现寺院
的生活方式

佛寺饮食所蕴含的精神和价值

1、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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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朴实不奢华的饮食文化，在佛寺饮食中绵延不绝。那是因为朝鲜王

朝五百年间佛教频受打压，佛教不得不渗入庶民底层，与百姓喜乐哀怨的生活更

紧密衔接在一起的缘故。当佛寺财产遭国家掠取迫害，不能仰赖民众有限的布施

时，寺院对周边山中野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发挥了善加利用的智慧。凶年饥岁粮食

不足，民众采摘草根或树皮赖以生存的方法，流传在佛寺后，再由佛寺反传播至民

间。“这种东西也能吃吗？”人们对佛寺食材总感到新奇惊讶。可以说佛寺饮食的

特别，正是来自这种善用自然的智慧。

透过这样的过程，佛寺饮食的全貌已豁然呈现。它包含了生命价值和感恩的心，

质朴简单的供食，加上最重要修行价值的精神。即使模样或味道不佳，但是亲自酿

造的酱类、当季所出产的地方食材，用心烹调出的食物，已丰富滋润了人们的心。

佛寺饮食的确令人觉得特别，与众不同。它不是为高高在上的人所准备的飨宴，

而仅是作为填饱饥饿肚子的食物。因应季节变化，随手取用周边食材加以活用的

日常饮食文化，保存在佛寺饮食之中。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韩国大量流失原有的传统文化。因战争遭受破坏，

或进入商业社会型态，农业社会中许多饮食的智慧，大都荡然无存。主要

的食品在工厂大批加工制作，流通于市场。家庭之中经由母亲传承给

女儿腌制泡菜或是发酵食品的手艺，已成过去。但在佛寺还是持续

腌制泡菜，发酵酱类，做着吃着自古老以前流传下来的山菜。

至今佛寺仍是活生生呈现传统生活文化的空间，维系着

韩国饮食文化的原型。

佛寺饮食所蕴含的精神和价值

保存传统生活
文化的空间

2、韩国饮食文化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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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四季分明，三面环海。很早就发展了定居农业的生产方式，种植

米谷杂粮，运用不同方法烹调多种菜类。从先史时代所留下的蔚州盘龟台岩刻

线画上刻有狩猎老虎、鹿，以及捕捉鲸鱼的场面，可知久远以来打猎和渔业的发

达。海带、昆布、海苔这些海藻类更是经常被作为食材使用。除此以外，以牛肉来

说，细分120多个部位，可知肉类和鸟肉的烹调也是极为精致。对于腌制研发酱、泡

菜类、鱼虾酱等发酵食品和食品的储存技术，更是早就发展成熟。

在这样的环境和历史传统背景之下，韩国佛寺饮食别具特色。而最重要的是，强

调从慈悲思想出发采不食肉类的纯素，以及是为了成就修行道业摄取的食物。另一方

面，也吸收韩国传统饮食的优点，善加利用在佛寺饮食之中。

佛寺僧侣亲自耕作，依季节所生产的农产品，烹调出符合寺院的饮食。这与作为商

业贩卖的栽培不同，是自种自食，亲环境的绿色生态农业。从原料生产、食材挑选、

烹调、食用的过程和行为，不仅是出家人修行生活的一环，也是以佛寺为中心，结合

周遭村落地区居民所组成的生态圈。佛寺饮食可以说做出文明史上实现息息相续生态

循环圈的重要贡献。

位于深山僻壤的修行佛庵，需储备各种食物来度过寒冬。佛寺不能使用民间

以鱼虾等腌制的醢酱，因此研发使用蔬菜类腌渍的技术，远超过民间。如各种

泡菜、豆酱、辣椒酱、酱油以及用香椿、山椒叶腌渍的咸菜都是佛寺具有代

表性的腌渍食品。除此以外，韩国寺院以醋、盐、酱等来腌制食物的技术

也很发达，各寺院依季节使用当地出产的食材，制出各种具有风味的

腌渍食品。这种腌制食物的优点，不但保存食物原有的营养素，也

能长期存放。更可补充蔬菜类所没有的其他营养素。

息息相续的生
态循环圈

3、随季节变化的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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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寺是亲环境的饮食生活，奉行连一小块也不丢弃的节俭精神。钵盂内

的食物吃完后，倒入开水，轻轻摇动洗净食物残渣，再将碗内的水饮尽。这样

的佛教饮食面貌，提供给人类对未来的深思与对策。

修行者所接受的一切，为的是用来精进修行。能一心无二修行，来自施主的

恩惠，所以更加珍惜。这里所谓的施主，并不单指以金钱财物布施的男女信众，还

包含种植农作物的农夫，孕育农作物的土壤、水，促成生长的阳光，或适时降临的

雨、云。因为有这样诸多的因缘促成，真心惜福感恩。

所以从前有老和尚对弟子说，如果不好好地修行，死后要轮回到山下的村庄变

成牛，用一辈子劳动来报答施主的恩惠。看着师父因做活变粗的指头节，不停地在田

地或院子劳动，任谁都不敢怠慢修行。这千年来传承的智慧，不是来自经书上的字

句，而是在师父平时勤俭，实践劳动，日常的一举一动之中。

很显然的，佛寺饮食不是迎合一般世俗大众所喜爱具有色香味的饮食。在禅宗

所谓的修行，是包含在日常的“行住坐卧，语默动静”。饮食虽是“为成道业，

因受此食”，但与我日常合为一体。因此在材料的选择、处理、烹煮等行为之

中，倾尽最精诚的心意，如此到达禅修，也成就佛寺饮食。

在向前跃进追求物质丰裕和快乐的时代，藉由佛寺饮食，让我们省

思“吃饭”这一件事本来真正的意义。修行者通过自觉，与现代社会的

便利富裕断绝关系，在简陋朴实的居所，种植不施农药的食物，以

健康饮食得到健康的身体，这样的修行者面貌，彷佛不就是青

山里的一道清泉吗？

佛寺饮食所蕴含的精神和价值

饮食的本来意义

4、千年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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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不使用肉类。《梵网经》中如此告诫众生：“若佛子，故食肉。一切

肉不得食，夫食肉者，断大慈悲佛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是故一切菩萨不得

食一切众生肉。”包含韩国的大乘佛教圈国家都严格遵守此一戒律。

第二，不使用五辛菜。五辛菜是指大蒜、革葱、慈葱、兰葱、兴蕖，其中兴蕖不

生长于韩国，色白带蒜味。这些辛辣、味道强烈带刺激性的食物，与其他食材一起烹

调产生刺激味觉效果。经常食用，食髓知味，容易升起对饮食的贪欲之心。又辣味会

使血气上升，带给修行者身体不安。从口中或身上散出异味，在团体生活中也会造成

他人的不便。因此，是出家人绝对禁止的食材。

第三，佛寺饮食不但注重营养，亦精心研发出各种预防或治疗疾病具有药效的饮

食疗法。那是因为首先要有健康的身体，才能谈到修行。佛寺饮食采用了很多山中生

长的药材，这些材料含有可预防现代成人病的各种成分，而受到人们的瞩目。佛寺

饮食对灵活运用各种食材的药理作用，有独到的智慧，是有益健康成效的饮食法。

第四，完全采用天然的调料。不使用人工调味料，使用自昆布、香菇、芝

麻、生豆粉等提炼出的天然调味料，不但全方位营养均衡，也烹调出清淡可口

的味道。

第五，当季时节的饮食发达。顺应自然的变化，使用季节性的食材，

减轻购买食材的费用，具经济效益。由于保存食物技术发达，能将过

季盛产的食材加以腌渍长期使用，使得佛寺各自形成独特的饮食

文化。

佛寺饮食所蕴含的精神和价值

立足于慈悲思想，  
  来自四季孕育的         
              自然风味

5、佛寺饮食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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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佛教所说“钵盂供养”就是过堂用斋

的意思。用斋的钵盂一般由四件或五件组成。

容量由大而小，依序放入迭成一套。最大的钵

称“御侍钵盂”，只能用来盛饭（供养）。下一

个钵是盛汤的“汤钵盂”，其次为盛清水的“千

手钵盂”、盛菜的“菜钵盂”。也有把最大的钵称

是“佛钵盂”，以下依次是“菩萨钵盂”、“声

闻钵盂”、“缘觉钵盂”的说法。五个钵中最小

的是供养地狱、饿鬼、阿修罗的钵盂，因此又

有“施食钵盂”的称呼，较不常使用。

钵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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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师的过堂是极其安静的，在严肃的氛围下进行的。食物入口后，不能让别人看到食物，含在口

中咀嚼吞咽，不可发出呼噜噜或是啧啧的声音。不是说不要咀嚼，而是要慢慢安静地细嚼。拿筷子

和汤匙时不可出声，取用钵盂要小心，不能碰擦出声。同时要求卫生，使用个人的钵，进食完毕后

以清水、手洗净，将残余物饮尽。筷子和汤匙有布套保管，钵盂有清洁用的抹布和包扎的布巾，不

沾染灰尘。抹布三天两头就洗涤，经常是干干净净。钵盂和袈裟一起放在随身携带的背包里，有传

了好几代的钵盂。愈是有历史年代的钵盂，所象征的权威和价值就愈高。

- 知虚法师撰《禅房日记》中所述一九七〇年代韩国禅房的过堂

 

过堂供养是极为单纯的饮食方法。在大小不一的四个钵盂里分别盛饭、汤、菜、

水。如果贪吃饭，菜不够。或者贪吃菜，不但饭不够，还得吃下咸丝丝的菜。取用自己

食用的份量，一点也不剩，这是钵盂供养的真缔。

因为食用后不残留食物，所以过堂是最亲环境的饮食法。即使是洗过数十人用

过的钵盂，水仍是清澈如镜。吃完马上洗净的关系，所以没有污染的余地。钵盂

经常周期性地曝晒太阳消毒，甚至比一般冲洗还要更卫生。

山寺的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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鉢盂

1、香板（竹蓖子）警策三次后，双手合掌，拿出钵盂。

2、放上垫布，依序将钵盂摆好。

3、香板打一响，由行堂（堂中负责添饭菜的人员）依序

加清水、饭、汤、菜。以最先拿到的清水依序将各钵洗

净，完毕清水倒入碗中。饭、汤、菜盛入钵盂。

4、香板一响，高举最大盛饭的钵盂，诵奉钵偈。香板再

打响，放下钵盂，诵五观偈。

5、接着为“献食”。是为普济所有饥饿的众生，从碗中

拿出一点饭粒施食的仪式。香板打一响，诵出生偈，将

饭粒放入献食的器具。

6、香板三响后，双手合掌，开始用斋。用斋时不可出

声，不徐不疾，速度与旁人相同。最后碗内要留下一小

块泡菜，用以擦拭剩余的饭渣。

过堂用斋的顺序和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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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香板两响后，传递白开水。

8、用斋结束时，香板一响。用泡菜和少量开水擦拭钵

后，把泡菜和开水都吃下。

9、香板打一响，钵盂倒入清水，用右手清洗钵碗。回收

洗钵水的法师来到面前时，将钵内的水倒入盆内，此时

钵底若还有食物残渣，要把它吃完。

10、香板一响，诵节水偈。用布巾将筷子和钵盂擦干水

滴，包回原来的形状。

11、香板一响，示意用斋结束，诵食毕偈。

12、香板一响，端起钵盂起立，将钵盂收放在架上，

称“上钵”。香板打三响后，面对面，双手合掌，结束

过堂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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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

不论地位高低，众生毫无差别待遇，公平分食食物。

清洁

使用的钵盂经常保持洁净，取用个人食量的用餐礼节，展现出洁净的钵盂供

养。所有流程均按照香板敲打进行，堂中默语，寂静无声，如从人迹杳然的山脊

吹来一阵清风。

清贫

吃完所取来的食物，连一小块残渣也不留下。最后喝完清洗碗中的开水，不制造残

余垃圾的做法，符合生态主义思想。钵盂经过多道的擦拭清洗，意若修行者丝毫不

染尘埃，清净无瑕的心。盛清水的钵盂透澈如镜，映照出贴在天花板上的〈千手陀

罗尼〉，因此又称为“千手水”。

共同体

所有僧众同时聚在堂中，一起供养由一个大铁锅里所煮出的饭，显现共生

共存的共同体。用斋结束后，讨论寺中大大小小的公事，富有民主主义

的精神。

福德

经常感恩所有辛苦完成食物的人，誓愿完成自己的本分，

是含有积德造福的思想。

钵盂供养所蕴含的意义

鉢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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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知吃食而慰饥肠，不知学法而改痴心。

- 高丽时代野云法师述《自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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钵盂盛满对佛陀的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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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野生蓟菜饭

马蹄叶包饭

煎刺嫩芽

腌防风菜

花椒叶煎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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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吟

绁杖寻幽径。

徘徊独赏春。

归来香满袖。

蝴蝶远随人。

- 唤醒志安（1664–1729，朝鲜中期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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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吃了你肚子没饱吗

朝鲜中期高僧震默（1562–1633）有个姐

姐。姐姐每次来到弟弟的佛寺，总是不认

真修行，还挟势弟弟在佛寺的地位，有恃

无恐。震默多次恳切劝戒，姐姐反逞口舌之

能说：“老弟是大和尚，我总不会下地狱

吧。”震默无可忍耐，一天独自用餐，不给

姐姐饭吃。等不到饭的姐姐，饿着肚子去找

弟弟理论。震默装胡涂地说：“我吃了，姐

姐肚子没饱吗？”姐姐豁然了解话中之意，

从此以后就专心修行。



净厨

净厨者。若新作僧伽蓝。不应在东厢北厢作厨屋。应在南厢西厢

作厨屋。应开风道。通利水道。出荡涤潘水。厨屋中当作食。……净厨

里有种种物。有净油。有七日油。或麨瓶石灰瓶。盐瓶草屑瓶。石蜜瓶。埿瓶

苷蔗束竹束脯束。染树皮束。净屋中在。

《摩诃僧祗律》卷第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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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指轻软、净洁、如法。六味，指苦、醋、甘、辛、咸、淡。出自

《大般涅盘经》卷一序品，说佛陀临涅盘时，诸优婆塞为佛及僧备办种种饮

食，其食甘美，具有三德六味。经云：“诸优婆塞为佛及僧。办诸餐具种种备

足。皆是栴檀沈水香薪。八功德水之所成熟其食甘美有六种味。一苦二醋三甘四

辛五咸六淡。复有三德。一者轻软。二者净洁。三者如法。”

轻软

轻软的意思是说将纤维质粗的食物烹调至柔软能入口。并非所有食物都是柔软或

是容易消化的流体，刺激性强的食物会给修行者肠胃增加负担。因此佛寺饮食讲

究不咸不辣，清淡柔软的口味。

净洁

佛寺是团体生活的地方，更应该注意公共卫生。不但食物要干净，也不能忽略烹

调食物厨房的排水和空调等的清洁。或食材栽种时是否使用为增加产量的化学肥

料，或是人为基因改造等。佛寺只采取生长于自然的食材，追求健康洁净的食

物。

如法

遵循佛所教导的戒律，依自然运行的秩序烹调食物。明白地说，这就

是所谓的均衡。每一顿供食，做到口味不咸不淡，调料适当，准

备需要的份量，绝不浪费。这样的话，即使菜色简单，但营

养均衡。使用调料少，反而能显现出食材的原味。

三德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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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属托钵方式地区的僧人，每早跋涉相当的距离去乞食。所乞得的食物，一般来说，是无法

吃得比周遭的人好。饥旱时，还有可能讨不到。遇到丰年，才能跟着丰盛起来。北传佛教虽不传

承托钵，但所接受的供养物，多来自地域所生产的作物，以维持僧团生活。在交通条件以及无法

经常自外地远处搬运食材的限制之下，多只能就地使用来自当地每一季节所出产的食材。

禅宗佛寺奉行丛林的劳动清规以后，生产劳动成为修行共同体的主体。自辟荒垦地、种

植、到收获的每一过程，均需要全体成员参与。对于送到口中的食物，经过制作、流通过程中

所必须付出辛劳，成员比任人都更知道感恩，且对佛寺外围村庄居民的困难更能体会，与他

们同甘共苦。

当社会正在快速变化转型之际，韩国的传统佛寺仍延续着昔日农耕社会的面貌。舍

弃进步的文明生活，过着堪可忍受各种不方便的“慢生活”世界。虽然今日已迎接产

业化的时代，但山中的佛寺还传承农业社会传统的生活方式。一般家庭使用电力或

正确的修行和
饮食文化

拜膝如冰。无恋火心。饿肠如切。无求食念。 
元晓（617–686，新罗时代高僧）《发心修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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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暖气，佛寺还是以土灶烧材煮饭，或晚上点着煤油灯。如此坚持旧有的生活方式受到大众关

注，带给生活在新文明生活的我们有所启示。

年长的出家人对已经惯于现代便利生活的年轻出家人，认为他们出家穿上僧服以后，仍然还

未达具备修行者的行为举止时，会告诫说：“佛门的生活从不这样。”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东

西，也不允许浪费。总是谆谆教诲，盘中飧的一粒米来自农夫的八十八道功夫，所以“米”字

写成八＋十＋八。做过冬用泡菜摘下剩余的菜叶飘流到溪河，即使跑十里路也要把它捡回来。

厨房掉落地面的一粒米饭要捡起来，真心感谢施主的恩惠。当然最重要的过堂用斋，碗中绝

不剩余饭菜的规矩，就是珍惜万物与节制贪念的教诲。

佛教是修行的宗教。佛教所说修行不光是盘腿打坐，炼丹田数息或进行祈祷的宗教仪

礼行为，而是落实在日常起居作息的修行。人赖以生存的衣食问题，正是修行当中最

基本修行的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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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材料蓟菜180克，米2杯，洗米水2杯，胡麻油1匙，芝麻油½匙，盐¼匙，自酿酱油1匙

作法

1. 将煮过储存冷冻的蓟菜解冻，切成5厘米长段。

2. 米洗净泡水。

3. 锅中放入胡麻油、蓟菜、水、酱油，开中火用手搅拌。

4. 砂锅内放入米、水、芝麻油、盐加火焖煮。

5. 煮熟后打开锅盖，以勺子搅匀，最后放入蓟菜即成。

 学名叫高丽大蓟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冬期根埋入土壤，初春发出新叶，成长至四到六月，可

摘取食用。但尾期茎叶老硬，无法直接食用。佛寺或民间大多采收后，浸泡水中，再水煮使其

软化。经煮过干燥的蓟菜，可收藏一年备用。

在粮食供应不足的年代，从春天播种到秋季收成，经常面临新谷还未成熟，存粮又已经吃完

的“青黄不接”时期。要度过这个难关，就靠遍山遍野满地生长的蓟菜。放入粥饭中取代

谷类的不足，或是用来煮酱汤，或做成拌菜。蓟菜和其他野菜不同，顿顿吃不腻，也不

坏肚子。含丰富的蛋白质、钙质、无机质、维他命，且低热量。最近作为预防成人病

或减肥使用，对治疗便秘、血压等也有很好的药效作用。

野生蓟菜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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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马蹄叶20克，泡开的米2杯，黄豆酱1匙，水饴（麦芽糖）½匙，

芝麻油1匙，盐少许。

作法

1. 将泡过的米煮成松软的白饭。

2. 马蹄叶经汆烫，过冷水，挤出水分。将茎叶分开，茎切短，挤干水分。

3. 豆酱、水饴、芝麻油调制成蘸酱。

4. 饭倒入大碗，调以盐、芝麻油、马蹄叶的茎，拌匀捏成饭团。

5. 马蹄叶铺平，放入饭团和蘸酱，卷起来包好。

  马蹄叶，又称蹄叶橐吾、山紫菀等。生长于高冷山地，一般人不易取得，反而是

山中修行佛寺经常摘取，喜爱食用的食材。听说是度过冬眠刚醒来的黑熊，最先觅

食的植物，所以韩文叫做“熊橐吾”。马蹄叶生吃凉拌两相宜，气味清香。或者

加工制成咸菜。能促进血液循环，也用在消除疼痛的药剂成分，可知药效极

为优秀。维他命C含量比生菜高达六倍，含有高钙等很多对人体有益的各种

成分。

马蹄叶包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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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刺嫩芽120克，面粉2匙，水¼杯，自酿酱油⅔匙，胡麻油。

甜辣椒酱 ：辣椒酱，五味子酵素

作法
1. 刺嫩芽去掉老根，锅中放水烧开汆烫，挤干水分。

2. 面粉，水，酱油混合调匀，拌成面浆。

3. 刺嫩芽裹上面浆。

4. 平底锅内滴少许胡麻油加热，放入刺嫩芽煎香。

5. 蘸甜辣椒酱一起吃。

  刺嫩芽又称刺龙牙，是初春时从楤木长出的新芽，

色香味具全，且营养丰富，难怪有“山菜之王”美称。味

道清新略带苦味，能促进食欲。和人蔘一样含有增强免疫

力的皂苷成份，以及维他命、蛋白质、钙质、维他命A等，对治

疗糖尿病也很有药效。

煎刺嫩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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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防风菜230克，咸酱油⅔杯，自酿酱油⅔杯，水1杯，梅子酵素¼杯，有机黄糖2匙，高浓

缩醋2匙，生姜20克。

作法

1. 生姜去皮，切片待用。

2. 锅中放入咸酱油，酱油，水，梅子酵素，黄糖，醋混合拌匀，姜片入锅一起煮。

3. 防风菜摘掉老的部分，洗净沥干水分。

4. 防风菜装入容器，淋上（2）所调制的酱汁，放置一周左右发酵（期间打开一次稍微翻搅）， 

   便可取出食用。

  在青菜盛产期或是有余时，做成咸菜可长久保存食用。蔬菜类多是晒干，或以盐渍去

掉水分，再用豆酱、辣椒酱、酱油等腌制，需要时再取出。

依使用酱类的不同，有酱油、黄豆酱、辣椒酱等不同的腌渍物。最常见的方法是将

新鲜食材以黄豆酱腌制，也有先用豆酱腌后，取出放到辣椒酱里再腌制的做法。

芝麻叶、豆叶、香椿、萝卜、青椒等直接以豆酱腌渍，做酸黄瓜或渍萝卜时

要先盐渍去水分，再埋入豆酱或辣椒酱里。咸菜含盐份高，吃时宜少

量，调入香油、芝麻盐、辣椒粉、糖等拌成小菜。

腌防风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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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花椒叶50克，辣椒酱20克，豆酱60克，马铃薯70克，

青红椒各2个，面粉38克。辣椒粉5克，荞麦粉30克，水104克，

黄糖1克，煎油少许。

作法

1. 花椒叶洗净，沥干水分，切碎。

2. 马铃薯去皮，捣碎成泥。

3. 青、红椒洗净，沥干水分，切碎。

4. 将捣碎的花椒叶，马铃薯泥，青、红椒盛入容器，加入辣椒

   酱，豆酱，辣椒粉，水，面粉，荞麦粉等搅拌均匀。

5. 平底锅烧热，滴入食油，拌好的面饼料圈成直径约5厘米的

   圆饼，两面煎至金黄盛起。

花椒叶煎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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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受食，但疗形枯，为成道业。 

普照知讷（1158–1210，高丽时代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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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执着食物的色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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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马铃薯煎饼

莴苣莖泡菜

嫩瓜豆酱汤

莲叶饭

豆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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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扫衣能治比丘为衣恶欲，乞食能破为食恶欲，树下能破卧具恶欲，身心寂静能破比丘为

有恶欲。是故以是四药除是四病，是名圣行。如是圣行。则得名为少欲知足。

《涅盘经》

性彻法师鹑衣百结的长衫（白莲佛教文化财团提供)

少欲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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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恋世俗所追求的衣欲，食欲，卧具欲，是无法成就道业的。心中抱持“少欲

知足”，欲望少，没有贪求，即使少得亦觉满足，如此方能成道。

继承百丈怀海禅师所制定修行和劳动合为一体的丛林清规，这种“农禅合一”精

神，在韩国发展成“半农半禅”的禅风。也就是白天合力出坡劳动，晚上集合在一起修

行的生活。

日本强占韩国时期，白羊寺住持曼庵法师，在任住持数十年间，始终遵守戒律，过着

刻苦俭朴的生活。即便一瞬间，也未曾遗忘坚守禅家本然的真面目。每天从凌晨开始穿着

袈裟长衫，以直挺的姿势参禅打坐。

寺里的生计和各种佛事，也不完全仰赖信徒的布施。让僧侣亲自养蜂，采收蜂蜜，或

编竹笼席子，或卖木炭块，将所得作为佛寺各种支出使用。虽然白羊寺在全国寺院中财务

最为捉襟见肘，但一有灾旱，经常挺身帮助乡里居民。只要佛寺周边村庄遭遇饥荒，便

把寺里的粮食拿出来救济，煮粥与乡民共度艰辛。

然而佛寺救济照顾困难的乡民，有一定的法则。那就是让受者以劳动代价换取接

济。诸如请乡民整理佛寺耕作田地，或是种植果树等。每年请乡民帮忙清理佛寺的

莲池后，一定分送米粮，让大众不会有白白接受施舍的感觉。如此，还在距离白

羊寺不远的地方，创办叫“清凉院”的养老院，不仅积极参与社会福祉、教育

工作，后来更成为支持独立运动的重要支柱。从日本强占期到解放后，曼

庵法师在佛教界被推崇为新宗团德高望重的大师。

半农半禅

齐心合力，
         与民众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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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海光天 

琳宫梵语罢，

天色净琉璃。

郑知常（？–1135，高丽时代文人）



如山泉清澈 

层峦耸翠，幽深山谷，山寺座落在青山碧水中。四季四时，清泉潺潺不息。山泉清凉如甘露，

不论法师、信徒还是来此参访的人，均沾分享。为方便大众取用山泉，把水道引到寺里。引来的

水源固定一处，自是细水涓涓涌出。水流底下放置中间挖空的大石，叫做石槽。用石槽来接

水，有一个好处。当水波静止不动时，水中含有的细沙沉淀槽底，使水质更加清澈。所

以有的石槽有两、三层，上层溢满，往下流，可以过滤杂质。

佛寺石槽用来洗菜，洗碗，当发生火灾时，也能用来灭火，可说是

佛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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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露未干之前，清晨的茶树正绽放出一朵朵的

嫩芽。韩国传统的茶烘培法，要经过各九次的揉捻蒸晒，

称为“九蒸九曝”。其中，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影响到茶的香气

和味道，最需要费心。过度的烘培，含有焦铁味。不够的话，会有

生涩味。

遵照这样古老的制茶方法，相较于所花费的功夫，仅能生产出少量

的茶叶。这些珍贵的茶以感恩的心呈献给佛，或是法师在修行精进时饮

用，或用来招待客人。一杯茶的香气，也能远传千里。

历史悠久的佛寺通常后山都有很多茶树。那是自久远以前，由法师所亲

自播种栽植。随着岁月沧桑，物换星移，成为野生茶园。每到初春，茶树总是

不吝绽放鲜绿的新芽，供人采取。

野生茶



诸法不二，禅茶一如。

草衣意洵（1786–1866，朝鲜后期高僧)

依文献的记载，可知茶是随着佛教一起传入韩国。茶初传是在三国时

代，极为珍贵，只有在佛寺或是王室才能饮用。后来广为栽培，才逐渐普

及至民间。佛教兴盛的高丽时代，饮茶文化已达相当高水平，与茶文化大

国的中国可说毫不逊色。而最后总其大成的是朝鲜时代被尊为茶圣的草衣

禅师。

草衣禅师诗书画三绝，是复兴韩国茶文化的宗师。最后于海南大兴寺一

枝庵圆寂。草衣禅师生前所在的一枝庵，至今庵主仍是由茶道造诣精深的法师

担任，延续着佛寺茶文化的传统。

草衣禅师撰有〈东茶颂〉，内容是与海居道人洪显周针对茶的各种问答。此处“东茶”

的“东”是指东国、海东，也就是韩国的意思。“东茶”就是韩国自制生产的茶叶。〈东茶

颂〉作为偈颂诵读，所以称为〈东茶颂〉。

〈东茶颂〉中鼓励人应多多饮茶，有三个理由。第一，茶如良药，对人体非常好。第

二，东茶不论在味道或药效功能均非常优秀，不比中国茶逊色，兼备六安茶的味和蒙山

茶的药效。第三，茶有如禅一般玄妙至极的境界，称为茶道。

草衣禅师的茶思想还说茶有八德，“采尽其妙，造尽其精，水得其眞，泡得其

中，体与神相和，健与灵相倂，至此而茶道尽矣。”透过茶可到达不执着一切法

的波罗蜜境地，和经由修禅所获得的觉悟并无不同。

禅茶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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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马铃薯6个，盐2匙，水¼杯，煎油：胡麻油1匙，大豆油1匙。

作法

1. 马铃薯去皮，磨刨器下铺上麻布，将成马铃薯磨成渣泥。麻布滤出的汁液，不要丢弃。

2. 将磨好的马铃薯泥、汁、盐混合拌匀。

3. 起锅烧热，滴煎油，倒入马铃薯面糊，煎至两面金黄即可出锅。

  炎热的夏天是马铃薯收获的季节，从栽种的黄土挖出

一粒粒饱实的马铃薯。蒸来吃，烤来吃，或煮来吃……

马铃薯的吃法可说有各种方式，但也有另创新意的做

法。将马铃薯磨成渣，滤出汁，再混合煎成饼。虽然

形状单纯，但咀嚼带有粘劲，别具一番风味。想象着

大家吃得开口笑，做时就不禁付出更多心意。

马铃薯煎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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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带粗茎莴苣300克，面粉2匙，糯米粉1匙，生姜汁2匙，辣椒粉½杯，红椒3支，

青椒3支，盐4匙。

作法

1. 带茎莴苣洗净，茎粗硬的话，可削掉部分外皮，用刀背或槌子轻轻拍打。

2. 面粉、糯米粉混和，煮成面糊，放凉一下。

3. 青、红椒切半，去籽，切成长条状。

4. 做好的面糊里放入辣椒粉，姜汁，加少许盐调味。

5. 莴苣、青、红椒拌入（4）腌料，轻轻拌匀，装入储藏容器，上面用石块压住。

  过春天以后莴苣菜叶陆续摘完以后，茎逐渐变粗，

农家一般多废弃或拔掉，改种其他蔬菜。但是节俭

成性的法师，仍拿来当作食材使用。莴苣茎较

硬，拍打软化后，裹上面衣煎成饼，或腌制成

泡菜。这种惜物不浪费的吃法，最近在民

间也开始仿效。

莴苣莖泡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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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嫩西葫芦瓜1条，青椒5支，干香菇3朵，豆酱3匙，

昆布1片，香菇粉1匙，辣椒粉1/2匙，水3杯。

作法

1.干香菇冲水洗净，用手掰成几片，放入锅中和昆布、水一起煮。

2.青椒切丝，西葫芦瓜用汤匙挖成一块块，调入豆酱，香菇粉拌匀。

3.锅煮沸后，捞出昆布，放入先前腌好的西葫芦瓜。瓜熟时投入青椒丝，辣椒粉。

  稍煮片刻，即可熄火。

  嫩西葫芦瓜是在佛寺或民间经常使用的食材。人们爱用才刚长出的嫩瓜做菜，完全

成熟的被称是老瓜，量少用途不大，也不受青睐。西葫芦瓜能助消化系统，滋补养

气，适合做孩童的营养食物，老年人也容易吸收消化。对于精进之中的法师，理

所当然是最佳的食材。

嫩瓜豆酱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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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莲叶2大片，糯米4杯，红枣4粒，松子1匙，白果12粒，栗子4颗，盐水。

作法

1.糯米洗净，稍加浸泡后，放入容器内蒸熟。

2.莲叶切成两半待用。

3.煮熟糯米饭洒上盐水，加以搅拌。

4.莲叶铺平，放入一碗糯米饭份量，上铺红枣，松子，白果，栗子，将所有 

  材料裹包起来。

5.蒸锅水气上升时，放入做好的莲叶饭，再蒸一下。

  看似简单的餐点，但需花费不少的时间和心力准备。用莲叶包

得密实的莲叶饭，里面到底放了什么，能引起人的好奇心，这

也是在享用时的另一种趣味。

莲叶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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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白豆1杯，中面1袋，樱桃小蕃茄5粒，小黄瓜半条，盐2匙，水。

作法

1.白豆洗净，入锅煮熟，豆放凉备用。

2.煮过的白豆，以豆1杯水5杯比例，打成豆汁。

3.豆汁完成后。起锅煮面条，豆汁面用粗的面条较好吃。

4.每煮沸一次加一杯冷水，煮开两次后捞起面条。用冷水冲几遍，置于竹筐箩，沥去水分。

5.面条盛入面碗，淋上豆汁，可加点冰块，更为清凉。

 （豆汁够浓的话，即使冰块融化，汤汁依然浓郁。）

6.上桌前缀以小蕃茄、黄瓜丝，加点盐调咸淡。

  眉开眼笑的“僧笑面”
受到气候土壤条件的限制，韩国适合耕作稻米，无法大量种植小麦类。因此面粉加工的面

条类，是只有在特别的节庆日，才能吃到的特别风味饮食。当一成不变的菜色，令人没

胃口时，端上来一碗面食，即使平日道貌岸然的法师，也喜笑颜开，忍不住流口水。

所以又叫“僧笑面”。

面条多在中午食用。民间使用小鱼干或鸡汤做汤底，但佛寺禁用肉类，所以用

干香菇、昆布或是晒干的香椿替代，熬出清汤。清爽可口的汤汁搭配素净

白面，是从佛寺所发展形成的面食文化。

豆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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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功多少，量彼来处。

忖己德行，全缺应供。

防心离过，贪等为宗。

正事良药，为疗形枯。

为成道业，应受此食。

过堂用斋时所诵〈五观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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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不吝施予的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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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炸海苔

干烧红椒

煎萝卜

油煎白菜

酱烧牛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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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佛门的出家人，不能拥有太多物品。在无所有的修行生活当

中，除了遮蔽保暖身子的三套僧服以外，就是供养的钵盂而已，称为  

“三衣一钵”。因此在北传佛教中，由师父所授的衣钵含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能得到师父仅有的衣钵，象征得到师父真传道法，衣钵相传就是由此而

来。

以衣钵相传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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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子，吃了饭就要付出代价!
- 性彻法师（1912–1993） 

海印寺僧侣在参禅修行时若不小心打瞌睡，保准会听到性彻法师大

声呵叱。接受施主食物供养，恩重如山，修行岂可偷懒，法师的当头棒喝阵

阵回响在伽耶山溪谷。法师留下许多让人津津乐道的轶事。如八年期间长坐不卧

修行，为阻挡慕名而来的访客，不得不架上铁丝网围住通路，以及要求见法师得先行

三千拜等。即使被推举为佛教界最受尊崇“宗正”的领导地位时，也不出佛寺大门，仅

以“山是山，水是水”，一偈，警惕世人追求名利和权力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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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食物给出家修行者，在佛教是解释为延续肉身的生命，所

以称供养。修行者接受食物是为了成就道业，救度一切众生。因此食

物的布施，被视为是积聚功德。尤其是对伟大修行者佛陀的供养（佛

供）更是极大的功德。

农民将秋天辛苦收成的新粮，首先拿去拜佛。烘制茶叶的人，当

年的新茶也是呈献给佛陀。在佛寺佛坛上总是摆着各式各样人们诚心

供养的物品。种种丰盛的食物，祈祷众生解脱饥饿之苦，也希望这功

德将来回向给自己或别人，“供养”蕴含着人们善良美好的心地。

后来供养的意义逐渐扩大，在佛寺用斋也称为供养。只是吃

顿饭，为什么说是供养呢？深入思考的话，可以发现内含着大乘

佛教深刻的教义。

我是未来的佛陀，随时皆能成佛所存在的个体。在我

内心具有珍贵的佛性，接受每一顿供养的剎那间，那一

餐形同是对佛陀的供养。所以，为了成佛，更要不

断地保持精进之心。

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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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献上千年的供养也……

经过千年漫长岁月的供养，如何报答得了母亲生前的养育之恩？

站在四层石塔下手持莲花的母亲，向跪着顶住石灯献上孝心的儿子，

绽放出微笑。

缘起大师的孝心



佛寺饮食受到食材的限制，要

发挥出色香味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主要靠着

研制天然调料来增添食物的美味。寺院代代相传的天然调料或烹调

手法，大都靠师父口传给弟子，是没有文献记录的。因此也促成佛寺各自形成

具有特色的饮食。

韩国佛寺为了调出咸、甜、辣、酸等味道，基本上都会使用酱油、豆酱、辣椒酱等酱类，

或是采用果实、香菇等来制作天然调味。同时为各种汤底以及增加食物的味道，运用不同材料来

表现不同的味道。

除了基本的酱类以外，以下介绍一些佛寺经常使用的调料：

浓酱油 . . 浓酱油糯米，黑豆，昆布，干香菇泡开，加水煮后，捞出材料，留

下汁液。倒入朝鲜酱油，煮一下，调入水饴。最后再煮过一次，冷却后就可

使用。

腌豆腐酱 . . 腌豆腐酱豆腐用布包好，挤出水分。放在石臼，加盐垂捣。注

意要够咸，才能保存不坏。将捣好的豆腐装入麻袋，放入豆酱缸腌渍。待溢

出酱味时取出，调入芝麻，芝麻油，辣椒粉。重新盛入麻袋，再度腌埋到豆酱

缸。约经一个月，出现黄色光泽时就可取出食用。

腌花椒叶 . . 腌花椒叶花椒叶用豆酱拌匀过，再放入酱缸，紧紧挤压，约放两天

就可以吃了。

土酱 . . 用提取出酱油后副产品的豆粕，和豆曲、盐水一起发酵，或是仅使

用豆曲和豆酱放在常温下长期发酵。

粉酱 . . 如同土酱将生豆曲捣过，放入盐水搅烂发酵，或是混掺豆曲粉的大

麦饭，放入盐水内发酵。因含有较多水分，所以宜放在阳光充足或是暖

和的地方促进发酵。属于短时间内速成的豆酱，常和大麦，小麦等含

淀粉质谷类一起腌制。因此主要在韩国生产大麦的南部地区

制作。

佛寺的
天然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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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椒粉 . . 利用山椒果实皮磨成的粉末。

佛寺腌制泡菜时，用山椒粉替代葱和蒜。山椒具有

特殊香味，最好少量。山椒叶可用酱油腌渍，做成酱菜，或添加在

豆酱汤里，或混面糊油煎做成饼。

生豆粉 . . 采收的大豆晒干捣磨成粉，做艾草汤或泡菜汤时可用。

藿香 . . 叶子干燥后，煮汤时用。

昆布粉 . . 昆布磨成细粉，做菜时使用。炖烧也可用，煮成茶喝服用都行。

胡麻粉. . 胡麻磨成细粉，拌山菜或煮汤时添加。

胡麻汁 . . 胡麻充分浸泡，滤过捞起，用榨汁机打碎，滤掉渣，留下汁液。拌甘藷茎或野菜时添加，煮汤时亦用。

姜粉 . . 将生姜磨成细粉，随时可以使用。

松叶粉 . . 松针所含松脂成分对人体产生非常好的营养保健作用，做成粉后可添加在各种食物当中。亦可当染色剂使用，

调在面粉类等可揉成绿色面团。

银杏粉 . . 银杏自古以来被当药材使用，特别对慢性疾病气喘有止咳功效，用来治疗呼吸道困难极为

良好。做油煎类时可添加在荞麦或面粉里。

香菇粉 . . 香菇干燥后打碎成细粉，调各种食物时都可使用，是佛寺中最有代表性的天然调味

料。拌菜或是煮汤等使用，能增添食物美味。

山椒粉 . . 具有优秀的杀菌力，佛寺用来替代葱、大蒜。香、味强烈，具刺激性，宜少量使

用。山椒用酱油腌渍，炎炎夏日没有胃口时，最能促进食欲。

松花粉 . . 具有与松针同样的药理成分，可直接服用或是调蜂蜜做成糕点。夏天添加在梅子

茶里饮用，可预防消除暑热。

百年草粉 . . 用梨果仙人掌制成的粉末，自古以来当药材使用。放入食物当中显现紫红色。

含丰富的高钙质，和牛奶不相上下。还含有大量维他命C，药理作用极优。

桂皮粉 . . 桂树表皮干燥后做成粉末，用在糕点、韩式果饼类等。或

将桂皮泡开，加水熬煮成柿饼糖水（水正果）或是桂皮

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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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海苔30张，糯米粉100克，芝麻3匙，昆布高汤，水2匙，盐少许。

作法

1.锅内倒入糯米粉，水2匙，以及用昆布熬出的汤汁，搅匀加盐，熬成糊状放凉。

2.海苔铺平抹上一层糯米糊，覆盖上一张，上抹糯米糊，再放一张，抹上糯米糊，将三张压 

  合成一，撒上芝麻，放在架上风干。

3.海苔还没完全干硬之前，剪成适当大小。

4.完全风干后，以油炸香食用。

  油炸和鬪藿
油炸是将食材裹上面衣放在热油中炸出。鬪藿是将食材抹上糯米糊，晾干后再油炸

的食物。两者都是油炸物，刚好可补充佛寺素食里所缺少的脂肪，是非常有智

慧的饮食方法。做鬪藿时海苔要一张张抹上糯米糊，非常费时又费工夫。但

是风干后体积重量减小，可长期存放。对于远行的出家人来说，是既轻

巧又方便携带的食物。

炸海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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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辣椒鬪藿80克

调料 ：浓酱油2匙，自制酱油，梅子酵素1匙，水饴1匙，辣椒酱1匙，辣椒粉1匙，黄

糖1匙，芝麻1匙，细盐1匙。

作法

1.将事先做好的辣椒鬪藿放入热油中炸出。

2.锅中先倒入浓酱油，自制酱油，梅子酵素，水饴，以小火搅拌。接着倒入辣椒

  酱，辣椒粉，黄糖。最后加入辣椒鬪藿，撒上芝麻、盐拌匀。

  这是将已经做好的辣椒鬪藿调拌酱汁再干烧。虽然经过多道的手工，但是

香辣下饭，即使花费心力也颇为值得。不但保持鬪藿的香脆，酱汁又辣又

甜，搭配相宜。

干烧红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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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萝卜半条，自制酱油1匙，胡麻油1匙

煎油 ：胡麻油3匙，大豆油3匙

面糊 ：面粉  ½杯，白米粉1匙，甘薯粉1匙，水⅓杯，盐少许。

作法

1.萝卜充分洗净，切成稍有厚度的长方块。

2.锅中放入胡麻油，自制酱油搅拌。切好的萝卜整齐地迭放，加水淹过，盖上锅盖，以中火焖

  烧软后，取出备用。

3.面粉，白米粉，甘薯粉，水，盐充分拌匀做成面糊。

4.平底锅烧热，滴入煎油，萝卜裹上面衣，煎至两面金黄。

  漫漫寒冬隐身在深山厚雪积盖的佛寺，唯一能吃的是在做过冬泡菜时腌渍的萝卜。虽然

修行的僧侣可以忍受，但是负责炊事的法师却是为每天一成不变的菜单，烦恼不已。只有

腌渍的萝卜可用，早上是切成丁块，中午是切成细丝，晚上干脆大块摆上。要不拌上辣

椒粉，绞尽脑汁也要变出不同的菜色。也因如此，让人好奇下一餐萝卜将以什么烹调方

式出现，给用餐带来一些乐趣。

煎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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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白菜叶4片

煎油 ：胡麻油3匙，大豆油3匙

面糊 ：面粉½杯，白米粉1匙，甘薯粉1匙，水⅓杯，盐少许。

作法

1.白菜叶充分洗净备用。

2.菜叶梗部分，稍加拍打使其软化。大叶子可切成2至3等份。

3.将面粉等充分拌匀做成面糊。

4.平底锅烧热，滴入煎油，白菜裹上面衣，煎至两面金黄。

  裹面衣或蛋汁油煎时要维持小火，火太大，里物不熟，外皮先烧焦。所用的锅具也很

重要，使用不沾黏的锅底，做起来才顺手。以铁铸造的大铁镬锅盖，不管是重量或是厚

度，用来油煎最为合适。佛寺出坡劳动后经常做煎饼类当点心吃。

油煎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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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牛蒡400克

酱汁 ：干香菇10朵，昆布10片，自制酱油3匙，水2杯，水饴2匙。

作法

1.牛蒡去皮，充分洗净，切1厘米小块备用。

2.锅中倒入干香菇，昆布，自制酱油，水烹煮成调料酱汁。

3.牛蒡倒入做好的酱汁，咸的话可加水调淡。

4.以中火炖烧约20分钟。酱汁快收干时倒入水饴，再稍加焖烧即可。

  牛蒡为菊科牛蒡属二年生植物，独特的香味和清脆的口感，

是吸引人的食材。在亚洲早就当药材广泛使用。含有丰富植物

纤维素，能促进肠的消化机能，预防成人病很有药效。

酱烧牛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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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食台

佛寺院子一角落石台上的几粒米饭。

过堂供养时特别取出的饭粒，把它放在献食台上。

小松鼠来吃，鸟也来啄食，与万物生灵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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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去烦恼贪欲，修得清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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동안거 수행 

“선객은 모름지기 “三不足”을 운명처럼 받아들여야 하는 것이 불문율로 되어있다. 

식부족(食不足) 의부족(依不足) 수부족(睡不足)이 바로 그것이다.” 

「 선방일기 」

지허스님은 말한다. “선방의 하루 급식량은 주식이 일인당 세 홉(한 홉은 한 되의 10분의 1로 약 180g에 해당

한다.) 이다. 아침에는 조죽(朝粥)이라 하여 죽을 먹고 점심에는 오공(午供)이라 하여 쌀밥을 먹고 저녁

에는 약석(藥石)이라 하여 잡곡밥을 약간 먹는다. 부식은 채소류가 위주고 가끔 특식으로 콩을 

원료로 한 두부와 김과 미역이 보름달을 보듯 맛볼 수 있다.”

수행은 욕망과의 싸움이다. 먹을 것과 옷과 잠이 절대적으로 부족한 수행의 

길은 각오를 단단히 하지 않고서는 견뎌낼 수 없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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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菜粥

梨白泡菜

盐水萝卜泡菜

卤萝卜

烧干菜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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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安居修行

禅修的人命中注定得接受“三不足”不成文的规定，也就是食不足、衣不足、睡不足。

《禅房日记》

知虚法师又说：“禅房一天供应一人的主食为三合米（一合为一升的十分之一，大约为一百八十毫升）。

早餐喝粥称“朝粥”，午餐吃米饭称“午供”，晚餐称“药石”，吃少许杂粮饭。副食以蔬菜类为主，

豆腐、海苔、海带等在初十五加菜时才能吃得到。”

修行是和欲望的搏斗。食、衣、睡绝对是无法得到满足的，没有坚定的觉悟和决心，

是难以煎熬的。



头凉足暖腹八分

“头凉足暖腹八分”是来自禅房的格言，就是不可以吃太饱。要

学习，要健康，要修行的话，要让肚子清空出来。

头凉是头脑清醒，足暖是保持足部温暖，腹八分是不可饱腹，只要吃到

八分饱即可。身体维持这种状态，学习和健康才能收到成效。也就是“少欲知

足”的意思，教导我们生活减低欲望，即使得到的微少，也要满足。

佛教出世间的教导，是因为拒绝沦落在世间对欲望的追求。当世间人汲汲皇皇

追求名利，佛教告诉我们应该暂时停下来，好好想一想永无止尽的欲望，到底是否给

人带来幸福和成就感？

盖事先本从于隐微，而至于显著。功有以些小，而至广大，亦皆积累而成。
《禅林宝训》

当我们检视自己身体的健康状况时，可发现每个人生活的习性和欲望。一开始自衣

食生活细节所出现的小差别，最后皆积累成大不相同的结果。

佛寺饮食禁止使用五种香料，反而让味道清爽。无法靠人工调料提味，必须借

助烹调者更多的精诚和精湛的手艺，而这些都显现在制作食物的过程。减轻胃的负

担，不刻意追求味道，更可专注于修行。

身体如同是乘载“心”的大饭碗。因此佛寺饮食采取素食和不杀生的戒

律。能多让一个生命存活，都是值得的。藉此预防带给现代人的成人病，

拥有健康的身体。透过素食，调息身子；透过修行，专注心性涵养。

佛教可说是最为和平的宗教。

禅房的格言

对吃饭的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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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药

文殊一日令善财去采药云。

不是药者采将来。善财遍采。无不是药。却来白云。

无不是药者。文殊云。是药者采将来。善财乃拈一枝草。

度与文殊。文殊提起示众云。此药亦能杀人。亦能活人。

《禅门拈颂》话头第六十五则 



腌好泡菜以后，祖室法师（禅院中地位最高的僧人）还在准备要丢弃的菜根叶堆中仔细地

挑拣。别的法师在一旁休息，看都不看一眼。祖室法师自顾不暇地再挑出其中勉强还可用的

菜叶……。

“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珍惜食物。我们不可忘记人为获取食物之前，对食物所耗费的时间

和劳力。何况，经由别人手中完成的食物，更应该加以珍惜才是。”真理之前，无需赘语，在沉

默当中我安静地翻拣还可以吃的剩菜根叶。

–知虚法师《禅房日记》所述一九七〇年代韩国禅房的面貌–

佛寺饮食有很重要的饮食哲学，那就是摄取全食物的“惜物”。也就是对于材料物尽其

用，能吃的都要拿来吃。虽然是为了不要浪费可以食用的东西，但也含有要均衡多元地摄取

各种营养素的目的。

谷类不要过度碾米，以防营养素的流失。可能的话，水果连皮一起吃。洗米水或泡香

菇的水可用在煮汤。汆烫青菜的水不丢弃，用来煮汤或是做带汤水的泡菜，这样做的道

理都是一样的。在营养学界提出果皮含有更丰富的营养素之前，佛寺却早已知道并实

践力行。

干菜帮可说是将“惜物”理念发挥地淋漓尽致的最佳例子。干菜帮来自白

萝卜头部的梗叶，大部分都切掉丢弃。但是将它风干收藏后，需要时可拿来

烹煮。取用食材所需要的部分以后，剩余的残渣，想尽办法，也要加以利

用。这样的“惜物”理念，是回报自然不吝施给修行者的尊重，和充

满感恩的心。

干菜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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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胚芽糙米1杯，黄豆芽200克，酸泡菜50克，泡菜汤汁½杯，水4杯。

作法

1.胚芽糙米充分浸泡三小时。

2.黄豆芽去尾洗净。拿发酵熟的酸白菜泡菜，去里面腌料，菜叶切细。

3.大铁锅加水沸腾后倒入泡开的糙米。糙米煮快熟时，放入黄豆芽、泡菜，淋入泡菜汤汁。

4.火关小继续煮，在泡沫升起时，加以搅拌。注意泡菜不要煮太烂，咀嚼脆生才好吃。

  食用之前，以盐稍加调味。

  早上喫粥
丹霞天然（739–824，中国唐代禅师）在佛寺当了两年行者，有一天石头禅师对大家说：“

明早吃完朝粥以后，把堂前的杂草除掉。”第二天一早大伙吃完早饭，都拿锹带锄在佛殿

前铲草。此时丹霞却端了一盆水把头洗净，然后跪在石头禅师面前。石头见了哈哈大笑，

于是为他剃度。

韩国佛寺里所食用的粥品，经调查种类多达六十余种。只要是周边可以取得的食材

都能熬成粥品。可见在佛寺粥是非常普遍化的日常饮食。重要的是，因有这些

粥品的供养，成就了许多修行者的道业。经中曾说吃粥有十种好处，熬得

浓稠的粥，不但可节省米粮，对身体也有益。

泡菜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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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梨2个，白菜半颗，水芹菜200克，栗子4粒，白萝卜半条，红萝卜半条，姜半块，盐

泡菜汤水 ：盐½匙，水1杯，梨汁3杯

作法

1.白菜摘除外叶，从菜心切成四等份。浸泡盐水腌约半天。

2.盐渍过的白菜冲洗干净，沥干水分。

3.萝卜工整地切成丝，水芹切3厘米长小段。

4.栗子切成细丝，红萝卜去皮，切3厘米长小段，再切成细丝。

5.将所有材料混合，加上捣碎的姜末，均匀搅拌，做成馅料。

6.将做好的馅料搀入白菜叶里。

7.梨整颗去皮，用汤匙把籽挖出来，尽量挖大些。

8.将泡菜塞进挖空的梨心里，泡菜一等分可塞两个梨。做好收放在容器内，倒入泡菜汤

  水淹没。大约经五天发酵后，放入冰箱冷藏。

9.食用之前，横切成三等份，装盘端上桌。

梨白泡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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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白萝卜2条，生姜2块，辣椒籽½杯，刺松藻（青角）50克，

青辣椒20支，梨1个，苹果1个，粗盐适量。

作法

1.选购小且坚硬的萝卜，留表皮洗净，滚上盐腌约三两天。

2.姜去皮切片。

3.梨，苹果去籽，切大块待用。

4.生姜，辣椒籽，梨，苹果等放入小麻袋里，置于腌缸底。

  再依序放入萝卜嫩茎，刺松藻，青辣椒。

5.萝卜用水冲洗干净，放入瓮缸迭放整齐。腌萝卜时渍出的盐 

  水加水调适当咸淡，浇入缸内，封存缸口放置发酵。

  冰天雪窖的萝卜泡菜上漂浮着晶莹剔透的结冰，吃

起来爽口沁心。汤汁可用来拌面条吃，或是做其他食

物时用来提味，用途相当广泛。   

盐水萝卜泡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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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萝卜半条，干香菇3朵，昆布3片，干红椒2支，姜2块，红萝卜⅓条，大枣2粒，胡麻

油2匙，辣椒粉3匙，盐少许，自制酱油2匙。

作法

1.干香菇放在温水浸泡。

2.萝卜冲洗干净，连皮切小块。

3.红萝卜削皮，切成适当大小。

4.姜去皮，切薄片。

5.干红椒对切一半，去籽，切三、四等份长。

6.昆布擦拭干净，剪成适当大小。大枣洗净，去籽。

7.捞出泡开的干香菇，切三、四等份。泡香菇的水留着。

8.锅烧热滴入胡麻油，油烧热放入萝卜。

9.萝卜略为炒香，放辣椒粉和其他准备好的食材，炒至萝卜通红。

10.清水和酱油依喜好调适当口味，浇入锅中，充分淹盖萝卜。以小火焖烧30~40分钟。

   萝卜软化之前，尽量不要搅拌，让酱汁沁透入味，形状才好看。

卤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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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干菜帮30克，干香菇5朵，昆布5片，青椒2支，红椒1支，胡麻油少许，水。

干菜帮拌料 ：豆酱1匙，胡麻油1匙

调料 ：辣椒粉1匙，辣椒酱1匙，豆酱1匙，豆水1匙，高汤1杯。

作法

1.锅倒入6杯水，放入干香菇、昆布。煮约7分钟后熄火，捞出香菇、昆布，留下汤汁。

2.香菇切片，青红椒切细丝。

3.干菜帮充分煮沸后，冲净，沥去水分。切成5厘米适当大小。与（2）的香菇、青红椒，调入豆酱，

  胡麻油充分拌匀。

4.取少许高汤，放入辣椒粉，辣椒酱，豆酱，搅拌均匀，作成调料。

5.取适量高汤，调入胡麻粉，准备好胡麻汤汁。

6.锅滴入胡麻油，水2匙，放入拌了调料的干菜帮、香菇，炒香后倒入（4）调料。

7.煮开后，倒入豆水、胡麻汤汁，以小火稍煮片刻即可。

 豆酱的五德
第一，丹心—即使和别的食物一起烹调，还是不失原味。

第二，恒心—长久储存也不会坏掉。

第三，佛心—能去除腥膻和油腻味。

第四，善心—能调和辣味的刺激性。

第五，和心—可以搭配任何食物。

豆酱比蔬菜含有更多的纤维质，具有抗癌成分和修护细胞的功能，是治疗便秘，胰腺

癌，高血压等神奇的食物。—前美国慈爱医疗财团（Mercy Hospital）抗癌中心副院

长李揆学博士论文豆酱所含有的亚麻油酸以及其他许多成分，有助于排除致癌

物质，效能高达90%以上。每100克豆酱所含对人体有益的酵素菌约一千

亿，能保持皮肤细致，提高消化率（达85%）。

烧干菜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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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主法师和年轻力壮的法师前往江陵市购买腌制泡菜的佐料。其它法师则合力摘拔白菜和萝

卜，之后依体力分配工作。年轻的法师负责挖掩埋萝卜白菜的窟窿，年长的法师挑拣菜叶根，

冲洗菜叶及盐渍的事则由中年法师担当。休息时间吃白菜根及水煮马铃薯，趁天黑之前干活得麻

利点，五台山本来就昼短夜长，日落后气温骤降，寒气逼人。

–知虚法师《禅房日记》所述一九七〇年代韩国禅房的面貌–

佛教在朝鲜半岛传播过程当中，采用素食不肉食的戒律，深深影响了人们的饮食习

惯，也改变了韩国人的身体构造。听说由于韩国人喜爱摄取蔬菜，是世界上肠子最长的

民族。原因是来自食用高纤促使肠子消化蠕动的关系。

泡菜是在韩国高度发达的发酵食品。依不同地区和气候条件发展出各具风味的泡

菜。初冬做的过冬泡菜虽长期保存，但是在其他季节多使用当季出产的新鲜蔬菜腌

制。因此时令泡菜别有风味，也有不同的地方特色。刚腌好的泡菜或是发酵成熟还

没出现气泡之前最为美味。传统储存方法是在地底挖洞，将泡菜瓮埋在里面。上

面搭棚架，避免阳光直接照射。维持一定的温度利于泡菜的发酵和存放。

刚做好的泡菜，还带有生菜味，这种泡菜叫“暴腌儿咸菜”。相反

地，完全发酵熟透长期存放食用的是陈年酸泡菜。酸泡菜为了长久存

放，不加太多腌料。

腌制泡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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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泡菜是最家常基本的食物，但是要腌出好吃的泡菜不容易。不是光靠

费心或是手艺，食材的生长也须要依不同气候，土壤，以及山中清净水质等条

件的配合。

泡菜是佛寺最重要的副食。依据佛寺饮食研究者的调查，佛寺所腌制的泡菜

种类多达48种。最多的是白菜、萝卜，还用苦菜、茄子、芥菜、野生芹菜、桔梗等

各种材料腌制。比一般家庭腌制的种类繁多。

冬天即将来临之际，腌制泡菜在佛寺是一件大事。佛寺的泡菜不使用鱼虾酱、

葱、蒜，因此没有膻腥味，清爽可口。不放属于五辛类的葱、蒜、韭菜，多以盐、

辣椒粉、姜等作成调料使用。有时添加芥菜、芹菜、刺松藻、红萝卜、水梨等副

材料。同时佛寺都有独家秘方自制的酱油，如以辣椒、香菇、海带、柿醋等酿造

的酱油，是用来增加食材风味的大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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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之中满盈

独自端坐在空荡荡的房里

无中反生有

因为清空

比充满有时

还要更满盈

- 法顶法师〈空之中满盈〉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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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钵盂里所承载的清净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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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位于亚洲大陆东北，处于中国与日本之间。自古以来，发展成特有的

语言和文化。与邻近的中国文明交流，也给日本古代文化的形成带来了影响。

传入和接受佛教文化是韩国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大事。三国时代公元三七二年佛教

正式传入高句丽，之后百济、新罗相继透过佛教的传播，在生活、思想、文化、艺术等

层面，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在上层受到国家和贵族的尊崇，留下精致灿烂的文化遗产。往下与最底层百姓的

生活紧密相系，奠定生活文化的根基。现在韩国五千万人口当中，佛教徒人数超过一千

万，是单一宗教中最大规模。国家所指定保护的文化财，有百分之六十为佛教文物。可

说对韩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莫大贡献。诸如新罗人呕心沥血凿建的石窟庵、佛国寺，以

及佛教文物遗址遍布的庆州一带；或是代表印刷文化史精髓，在高丽时代刻印的海印寺

八万大藏经版等，都经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指定为世界人类文化遗产。

历经一千七百余年岁月的佛教文化已完全渗入韩国人的生活和情感。沉淀在情

感底层的是真实的民族文化原型，也是孕育文化最重要的根源。从生命的诞生开

始，到死亡的过程，无法想象能和佛教分离。所有衣食娱乐生活离不开佛教的

影响，延续了栩栩如生的生活文化脉络。

孕育传统文化的韩国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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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寺是一个什样的地方？  

佛寺是供奉佛陀，接受佛法教导，修行成道神圣的地方。也是具备佛教认为最重

要“三宝”的地方。三宝第一是佛，第二是法，第三是奉行神圣修持的僧。僧团是僧侣为

实践清净生活所结合的共同体。他们在佛寺洗去世间尘埃，获得重生，学习佛陀所教导的清

净心和觉悟。佛寺一天的作息，都是在庄严的修行和追求清净身心之中不断地持续进行。其

中也包含劳动和服务奉献。

道场释　

当所有的人还沉睡在安宁静谧的黎明时刻，在彷佛停止的寂寥之中，唤起生命的清

醒。即使连风还在睡梦当中，清新的空气和清晨的阳光拂面而来，令人全身暖和，调匀气

息，徐步行进。期待黑暗即将随着黎明的来临而消失。

山中佛寺的一天，从黑沉沉的凌晨三点开始。负责道场释的法师要最早起床，穿

好袈裟，手托木鱼。从房里出来，巡回绕着佛寺各处，配着木鱼敲打的声音诵经。

随着木鱼声扬起，从钟楼敲响梵音。沉睡在梦乡的山腰回响着清澈的梵音，将

佛陀之心传到远处。道场释是在早课之前净化道场的一种仪式，除去污秽不

净，让道场成为神圣洁净的场所。

韩国佛教的生活和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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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课礼佛

道场释结束以后，寺内所有僧众聚集在大雄殿。进行感谢佛、菩萨、历代祖师恩德，誓愿

救度众生的早课礼佛。正在禅院精进修行的法师，道场释完以后，在禅院大禅房内以竹蓖进行

礼佛，结束后继续参禅。早课完后，讲院的法师在房里读诵佛经，称为“看经”。透过让道场净

化的道场释诵声琅琅，以及对佛殿佛陀的礼拜仪式，佛寺成为不染世间烦恼，解脱苦海的佛国净

土世界。让在这里的僧众获得安详喜乐，进而精进修行，觉悟成佛。

朝粥和大众公事

做完早课的法师，各自继续禅修，或是读经。朝粥时间一到，才聚集于大众房，开始供早

斋。用斋毕，通常召开“公事”会议。佛寺里大大小小事项都要经过“公事”讨论，公平决

议。一般来说，上午大都是执行经会议通过的出坡事项，如清扫道场，或是整顿田地等。没

有特别的集体劳动时，各自依所担当职责，修行或是处理佛寺事务，开始一天的作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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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时佛供

朝粥供养和出坡结束以后，上午十点三十分在大雄殿进行一天中第二次的礼

佛。根据经书记载，佛陀一天仅外出一次托钵，中午吃过乞来的食物后，便不再进食。

因此在这时间准备食物，虔敬地供佛。清晨和黄昏举行的早晚课，佛坛上则仅献上一杯

清水。供给佛的食物称为“摩旨”，平日是端上白米饭，或是摩旨碗具盛满生大米。在佛

寺特别的日子、斋戒日或是有信徒佛供时，食物就比较丰盛，一般有糕点、水果、各种拌

山菜类等。这些食物在祭拜结束后，一起分食享用。“摩旨”中“摩”意为倾尽最高的敬

意，“旨”是美味的食物，摩旨的意思就是以最高敬意与精诚所做的佳肴。因为要供奉给佛

陀，因此必须非常恭敬用心。在端摩旨前往大殿时，要高高举起，盛摩旨碗具的高度不可低

于肩膀，也是为表现对佛陀的敬意。

晚课礼佛

佛寺通常下午五点就用晚斋。在七点（冬天在天黑之前六点）进行晚课。伴随着梵

钟声响起，如同早课行七顶礼，不同的是早课从献茶的茶偈开始，晚课是从上香的五

分香礼开始。山寺逐渐笼罩在宁静的黑暗之中，法师继续参话头，或者翻阅经书，

过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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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更了解佛寺饮食吗

韩国佛教文化事业团

佛寺饮食组

本单位总管所有佛寺饮食相关事业，包括有关佛教饮食历史、

文化传统的调查、规画、复原、记录，以及介绍推广等。

如果您对佛寺饮食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咨询或访问。

˙

地址：首尔市钟路区邮政局路56，佛寺寄宿信息中心4F

咨询电话：02）2031–2000

www.koreatemplefood.com



想体验佛寺饮食吗

佛寺素斋的专门店

“钵盂供养”

天然的味道，佛寺美食

本店为注重自然养生的现代人，

提供最具有韩国风味健康的素食餐饮。

˙

地址：首尔市钟路区邮政局路56，佛寺寄宿信息中心5F

咨询电话：02）733–2081

www.baru.or.kr



想学佛寺素食吗

佛教饮食培训教育馆

“香积世界”

“香积世界”由大韩佛教曹溪宗韩国佛教文化事业团直营。

占地约65坪，能容纳三十名学员上课。

是韩国最初设立的佛教饮食培训教育机构。

提供简易有系统的各种佛教饮食课程，

任何人只要对佛教饮食有兴趣皆可报名参加。

˙

地址：首尔市阳川区新亭6洞319–11，国际禅修中心B1

咨询电话：香积世界02）2655–2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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