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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探《護生畫集》的護生觀 

高明芳 

摘 要 

《護生畫集》的編繪，最初是來自被尊為律宗第十六代祖師弘一法師

（1879-1942）的構想。而《護生畫集》六集的繪圖者豐子愷（1898-1975），

在三十歲那年也從弘一法師皈依佛門，法名嬰行。因此，漢傳大乘佛法的

護生思想，成為《護生畫集》護生觀重要的精神內涵。 

然而，弘一法師希望《護生畫集》是「通俗的藝術品」，因此，《護生

畫集》的護生觀所傳遞更多的是人間普遍的善念。以詩文配合圖畫，一則

則溫柔敦厚、愛物惜生的故事，便源源而出。這善念，使得人世間充滿了

溫暖、和平與美麗。 

《護生畫集》開展了宏闊的護生視野，其依《華嚴經》義所揭櫫的護

生即護心的護生觀，以及對發自內心救護困厄受苦眾生的良善慈愍之心的

歌頌，無疑的為當代及未來關懷護生者，樹立了足堪借鏡的典範。 

 

 

 

 

 

 

 

關鍵詞：護生畫集、護生觀、豐子愷、弘一法師、放生、

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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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ea of Animal Protection in The Drawings of 
Animal Protection—An Initial Exploration 

Ming-fang Kao * 

The Drawings of Animal Protection was inspired by Master Hung Yi 

(1879-1942), the 16th master of the Vinaya School of Buddhism. The creator of 

the six volumes of the drawings, Feng Tze-kai (1898-1975), followed the great 

master and became a Buddhist at the age of 30, given the name Ying-hsing. As 

it turned out, the animal protection idea of the Mahayana Buddhism became 

the spiritual pivot in the series of drawings. 

But, Master Hung Yi wished the drawings to be popular art so that more 

good thoughts could be spread to more people through their publication. Thus, 

the painter used a combination of short poems and sketches to tell the many 

loving, sincere, and life-valuing stories of animal protection. The intention, of 

course, was to arouse warmth, peace, and beauty in the people. 

The Drawings of Animal Protection developed a wider view of animal 

protection. It explicated the central idea of life-protection as found in The 

Avatamsaka-Sutra (The Hua-yen Sutra or The Flower-adorned Sutra), and the 

idea that to protect life is to protect mind. It also praised the many virtues and 

compassions of the bodhisattva to save the suffered and to protect the painful. 

The book has no doubt set up a good model for the world to follow in terms of 

animal protection. 

Keywords：The Drawings of Animal Protection, the idea of 

animal protection, Feng Tze-kai, Mater Hung Yi, 

life-releasing, vegetarian. 

                                                 
* Associate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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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探《護生畫集》的護生觀* 

高明芳**               

壹、前 言 

《護生畫集》初集於 1929 年 2 月由上海開明書店印行出版，在相距半

個世紀之後，第 6 集也於 1979 年 10 月由香港時代圖書有限公司出版問世。

1《護生畫集》的編繪，最初是來自被尊為律宗第十六代祖師弘一法師

（1879-1942）的構想。而《護生畫集》六集的繪圖者豐子愷（1898-1975），

在三十歲那年也從弘一法師皈依佛門，法名嬰行。豐子愷翻譯過日人湯次

了榮的《大乘起信論新釋》，其本身具有「真常唯心」的觀念。2因此，漢

傳大乘佛法的護生思想，成為《護生畫集》護生觀重要的精神內涵。 

在漢傳佛教的諸多經論中，無論是從慈悲心的培養、戒律的修持，或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6 年 9 月 15 日，通過刊登日期：2007 年 3 月 30 日。 
** 國史館協修 
1  弘一法師屬意豐子愷繪作護生畫，1929 年弘一法師 50 歲那年，豐子愷寄去 50 幅護

生畫，請弘一法師題詞，並承諾每隔十年弘一法師壽辰時，出版一集護生畫集為弘

一法師祝壽，直至法師百歲為止。《護生畫集》6 集的出版始末，可參見陳星：《功

德圓滿—護生畫集創作史話》，臺北：業強出版社，1994 年 6 月，初版；豐一吟等

著：《豐子愷傳》，臺北：蘭亭書局，1987 年；弘一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弘

一大師全集》，第 8 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年 9 月，1 版）弘一大師致豐子

愷等相關人士之信函；拙著：〈豐子愷與《護生畫集》的編繪〉，《國史館學術集

刊》，第 13 期（2007 年 9 月），頁 209-239。 
2  《大乘起信論》為馬鳴菩薩造，梁真諦譯。是大乘佛教中一部重要的論典，內容是以

如來藏思想為中心，也是闡發緣起思想的代表作。豐子愷翻譯此書，也可見其思想

的依歸。參見日．湯次了榮著、豐子愷譯：《大乘起信論新釋》，臺北：天華出版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1 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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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因緣果報的緣起法角度，都清晰的闡明，佛法的修習，無非是以大悲心

來培育灌溉大乘佛種的根苗，使得慈悲與智慧漸次深廣，而圓滿成就福慧

具足的菩提佛果。因此，佛法的修學，首重慈悲心的培養，從佛教的戒律

以戒殺護生為諸戒之首，即可見其端倪。3 

然而一般大眾，多以為所謂的護生，即是指生活中的素食，或未顧全

環境與生態保育的放生，鮮少與慈悲心的培養，或「三輪體空」的空性慧

的成就聯想在一起，致使護生之行，在世人的印象裡，多停留在勸導素食

放生，以及宣說因果業報與護生功德利益的層面。 

由於多年來對豐子愷以及《護生畫集》研究資料持續的關注，進而聯

想到佛法的修持重實踐，探究《護生畫集》的護生觀，若是從佛門祖師躬

身實踐的角度直接切入，或許能獲得比較清晰、周延，甚至是直探《護生

畫集》護生觀本懷的結果。 

在資料蒐集的過程中，筆者發現這樣一個嚴肅且需要釐清的問題，可

供參考與借鏡的文章，卻是稀少、罕見的。本文是筆者從《護生畫集》以

及佛教經論的閱讀中，對《護生畫集》的護生觀和其來自佛門祖師與歷代

帝王實踐護生的歷史淵源，所作的簡要爬梳和個人的詮釋。 

貳、佛門護生淵源 

一、祖師典範 

佛法有所謂八萬四千法門，其實每一法門無非皆是指引眾生去發現世

間生滅現象背後的緣起性，以及超越世間生滅差別現象所引生煩惱的空性

慧。佛教的護生行為，形式上雖然類似一般世間的善行，然而透過眾生平

                                                 
3 《佛說觀無量壽經》（卷 1） 中說：「諸佛心者大慈悲是」，可見慈悲心修持的重要。

參見《CBETA 大正新脩大藏經》電子佛典（以下簡稱 CBETA），T12，no.365，p.343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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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等法義的觀照，使得戒殺與放生成為邁向「悲智

雙運、福慧雙修」佛道的必然修持。4 

在《梵網經》中明確的指出： 

若佛子，故食肉一切肉不得食，斷大慈悲性種子，一切眾生

見而捨去。是故一切菩薩不得食一切眾生肉，食肉得無量罪。5 

經中又說： 

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

故六道眾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食之，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

身。……若見世人殺畜生時，應方便救護解其苦難。6 

因此，佛門人物中力行實踐戒殺放生的範例，可謂不可計數。例如，

懷玉禪師蚤蝨放生。7唐朝永明延壽禪師每日誦經、禮佛、念佛、說戒、施

食、放生，日行利益事一百八件未嘗暫怠。8明朝蕅益大師撰〈勸戒殺文〉，

普願大眾，體天地好生之德，推聖賢惻隱之心，令殺機永斷，天下歸仁。9

近代虛雲和尚到處修造放生園或放生池。今以四位佛門祖師之護生事蹟為

例，亦可探知《護生畫集》護生觀的歷史淵源。 

                                                 
4  《法界次第初門》：「 十善有二種：一止，二行。止則但止前惡，不惱於他。行則

修行勝德，利安一切。……一不殺生  即是止善。止前殺生之惡行，善者當行放生

之善也。」參見 CBETA，T46，no.1925, p.669c-670a。《金光明經文句記》：「不

殺有二，不殺是止善，放生是行善。」參見 CBETA，T39，no.1786，p.112a6-7。 
5  CBETA，T24，no.1484，p.1005b10-12。《入楞伽經》也說：「食肉之人斷大慈種」，

CBETA，T16，no.671，p.561b16。 
6  CBETA，T24，no.1484，p1006b10-15。 
7  參見《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傳》，CBETA，T51，no.2070，p.106a16-20。 
8  參見《廬山蓮宗寶鑑》，CBETA，T47，no.1973，p.325a9-25。 
9  蕅益大於〈勸戒殺文中說： 「觀一切靈蠢，無始以來，恆與我做父母妻子親緣眷屬，

隨業改形，所以不識。」是故應戒殺。又透過緣起法的無我與平等的深觀，覺照到﹕

「觀此身惟四大合成，毫無實我可得，……彼我皆無實，即是同體，何忍殺之。」

參見蕅益大師：《蕅益大師全集》，第 17 集（臺北：佛教書局，1989 年 2 月），頁

10,862-10,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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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者大師 

最早依教奉行提倡放生，成就護生典範的是隋朝天臺的智者大師。他

曾至岳州講《金光明經》，10當時一郡五縣一千餘所的百姓，經他化導，皆

捨棄了漁捕的行業。11他首鑿放生池，勸人放生，畢生造放生池百餘座。12

智者大師並買下沿海連綿亙四百餘里的土地，闢為放生池，同時請敕立碑，

禁止漁捕，直到至唐朝貞觀年間，依然存在。 

（二）蓮池大師 

明朝蓮池大師撰寫多篇文章提倡放生，他最為人稱頌、影響也最廣遠

的，是其撰寫的〈放生文〉。文中以古德放生事蹟為例，並以佛法因果業報

的觀點來論述，文辭優美，寓意深遠。目前坊間就流通著多種，依據其〈放

生文〉重新繪作而成的圖畫版本。 

在〈放生文〉裡，蓮池大師開宗明義地說： 

蓋聞世間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慘者殺傷。是故逢擒則奔，蟣

蝨猶知避死。將雨而徙，螻蟻尚且貪生。何乃網於山，罟於淵，

多方掩取。曲而鉤，直而矢，百計搜羅。使其膽落魂飛，母離子

散。或囚籠檻，則如處囹圄，或被刀砧，則同臨剮戮。憐兒之鹿，

舐瘡痕而寸斷柔腸，畏死之猿，望弓影而雙垂悲淚。恃我強而陵

彼弱，理恐非宜，食他肉而補己身，心將安忍？13 

蓮池大師三十歲時，舉示七條，普勸眾生不宜殺生。包括：（1）生日

不宜殺生。（2）生子不宜殺生。（3）祭先不宜殺生。（4）婚禮不宜殺生。（5）

                                                 
10  智者大師依《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子品第十六〉開鑿放生池，參見 CBETA，T16，

no.663，p.352b2-353c20。 
11  參見《佛祖統記》，CBETA，T49，no.2035，p.455c1-4。 
12 參見《國清百錄》，CBETA，T46，no.1934，p.822b3-823a26。 
13 蓮池大師：〈戒殺文〉，蓮池大師：《蓮池大師全集》，第 3 冊（臺北：東初出版社，

1990 年 4 月，3 版），頁 3,355-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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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客不宜殺生。（6）祈禳不宜殺生。（7）營生不宜殺生。14大師從眾生平

等、同體大悲、無緣大慈、因緣果報的角度做說明。比如對「生子不宜殺

生」這一條，他主張不宜殺生的緣由是： 

凡人無子則悲，有子則喜，不思一切禽畜亦各愛其子。慶我

子生，令他子死，於心安乎。夫嬰孩始生，不為積福，而反殺生

造業，亦太愚矣。15 

從下面幾段文字中，可見蓮池大師勸人戒殺的殷切之心，無論說理或

責備，都可見其赤誠的悲心。在〈戒殺文〉裡，他說： 

世人食肉，咸謂理所應然，……習行既久，不覺其非，反以

為是，又奚怪乎。今有殺人而食者，人必大駭而亟誅之，何也，

不習行故也。使殺人無禁，行之數年，以人肉而供庖廚者遍於天

下矣。故曰舉世習行而不覺其非，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是也。16 

在〈殺生非人所為〉裡，蓮池大師寫道： 

虎豹之食群獸也，鷹鸇之食群鳥也，鱧獺鶿鷺之食魚蝦等諸

水族也。物類之無知則然，具人之形，稟人之性，乃殺諸眾生，

而食其肉，可乎？是人中之虎豹鷹鸇、鱧獺鶿鷺也。雖然，虎之

害不及空飛，鱧之害不及陸走，人則上而天下而淵，中而散殊於

林麓田野者。釣戈網罟，百計取之無遺餘，是人之害甚於物也。

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人而不仁，是尚得為

人乎。既名為人，必無殺生食肉之理矣。17 

〈戒殺〉一文，則從同體大悲的角度，闡釋戒殺之理： 

天地生物以供人食，如種種穀、種種果、種種蔬菜、種種水

                                                 
14  參見蓮池大師：〈戒殺文〉， 蓮池大師：《蓮池大師全集》，第 3 冊，頁 3,345-3,353。 
15  參見蓮池大師：〈戒殺文〉， 蓮池大師：《蓮池大師全集》，第 3 冊，頁 3,347。 
16  蓮池大師：〈戒殺文〉，《蓮池大師全集》，第 3 冊，頁 3,345-3,346。 
17  蓮池大師：〈殺生非人所為〉，《竹窗隨筆》（臺北：臺灣印經處，1958 年 10 月）， 

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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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珍味。而人又以智巧餅之、餌之、鹽之、酢之、烹之、炮之，

可謂千足萬足，何苦復將同有血氣、同有子母、同有知覺、覺痛

覺癢、覺生覺死之物而殺食之，……尋常說：「只要心好，不在齋

素。」嗟呼！戮其身而啖其肉，天下之言凶心、慘心、毒心、惡

心，孰甚焉？ 18 

〈食肉〉一文亦然： 

世人於朋友親屬，見有斷肉茹素者，不驚以為奇，則笑以為

愚。夫人之與畜，同一肉聚耳；肉人不食肉獸，此天理人情之所

必至也，亦何足奇，而況謂之愚乎？19 

於〈殺生人世大惡〉一文裡，蓮池大師從法緣慈的角度勸戒殺： 

或問人所造惡，何者最大。……大莫大於殺生也。……經言

有生之屬，或多夙世父母，殺生者自少至老，所殺無算，則害及

多生父母矣。……殺生之害無終盡也，是故天地之大德曰生，天

地間之大惡曰殺生。20  

對遭逢水旱天災時，官訂「禁屠」之事，蓮池大師質疑其矛盾性： 

祈晴禱雨，官必禁屠。是明知殺生之為不善矣，胡不齋月齋

日，遵古戒殺，而必待難生然後禁。難生而始禁，雖未平而禁已

解，可勝嘆哉。21 

於〈禁屠〉一文再次質疑官訂禁屠的矛盾，他說： 

世人廣殺生命，以供朝夕，備宴賞、奉祭祀，皆謂理所當然。

既其當然，則何為旱乾水溢而官禁屠宰，然後知屠宰之為非

也。……倘其時時戒殺，戶戶持齋，必能感召天和，雨暢時若，

田禾豐穰，海宇清寧。葛天無懷之風再見于今日矣。奈何習俗相

                                                 
18  蓮池大師：〈戒殺〉，《竹窗隨筆》，頁 22。 
19  蓮池大師：〈食肉〉，《竹窗隨筆》，頁 58。 
20  蓮池大師：〈殺生人世大惡〉，《竹窗隨筆》，頁 140。 
21  蓮池大師：〈齋月戒殺〉，《竹窗隨筆》，頁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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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不可救也。哀哉。22 

由於蓮池大師積極提倡戒殺、放生運動，帶動了當時的百姓組織放生

會，以及設置放生池的風氣，可說是今日生命關懷、動物保護等護生運動

的先驅者。 

（三）印光大師 

1920 年代初，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7）的記憶猶新，中國境內

由於一連串的政局紛亂，干戈四起，幾無寧日。23弘揚淨土法門的印光大

師，力倡戒殺放生，囑魏梅生創建南京法雲寺放生念佛道場，由此而起，

在全國各地獲得熱烈迴響。弘一法師因而約請豐子愷作畫，李圓淨任編輯，

籌編《護生畫集》。24 

在印光大師的著作中，有關戒殺放生的護生文字，俯拾皆是。他認為： 

凡有血氣者，必有知覺，既有知覺，則必貪生怕死，趨吉避

凶，鳥獸昆蟲蚤蝨，莫不皆然。25 

也是基於同體大悲的護生理念，因此勸人要： 

護惜物命，體天地好生之德，全吾人惻隱之仁，良以諸物與

我，同生於天地之間，同受天地之化育，而且同知貪生畏死。仁

人……於草木，尚且方長不折，況肯為悅我口腹，令水陸諸物，

受刀砧烹煮之苦哉。26 

                                                 
22 蓮池大師：〈禁屠〉，《竹窗隨筆》，頁 176。 
23 中國近代經歷了日本占領山東半島、袁世凱稱帝、軍閥混戰、南北分裂及後來的北伐。

戰爭的烽火，始終未曾停息。參見李雲漢：《中國近代史》（臺北：三民書局，1985

年 9 月），頁 277-582。 
24 印光大師是弘一法師「於當代善知識中，最服膺者。」弘一法師曾三次致書陳情，希

望列入門下弟子。參見弘一法師致〈姚石子〉函，《弘一大師全集》，第 8 卷，頁

148。 
25 印光法師：〈放生殺生現報錄戒殺放生各文合編序〉，印光法師：《印光法師文鈔續

編》（臺北：中華大典編印會，1968 年），頁 89。 
26 印光法師：〈戒殺誠說〉，釋廣定編：《增訂印光法師全集》，第 5 集（臺北：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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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光大師希望藉著戒殺放生的行為，厚植社會上愛物惜生的風氣，使

萬物並育而不相殘，人與人之間也會因此互相親愛，互相扶持。他認為： 

愛物者方能仁民，仁民者必須愛物，倘於異類之物，尚不忍

戕，決不至反忍戕乎同類之人民。27 

又說： 

夫人物雖異，佛性原同，彼以惡業淪於異類，我以善業幸得

人身。若不加憫恤，恣情食噉，一旦我福或盡，彼罪或畢，難免

重頭償還，充彼口腹。須知刀兵大劫，皆宿世之殺業所感，若無

殺業，縱身遇賊寇，當起善心，不加誅戮。又況瘟疫水火諸災橫

事，戒殺放生者絕少遭逢，是知護生原屬護自。戒殺可免天殺、

鬼神殺、盜賊殺，未來怨怨相報殺。28 

印光大師從「眾生皆具有佛性」的思想襟抱上，意圖喚起每個人內心

本來就具有的「惻隱不忍之念」，29並且最後歸結到，戒殺護生其實就是保

護自己的佛教因果論。 

（四）弘一法師 

李叔同，出家後法名演音，號弘一，被尊為律宗第十六代祖師。不只

是因為他重振南山律，其出家後依律奉行的心行，也樹立了後世學習的典

範。譬如，為了奉行飲水要過濾的比丘戒，弘一法師請人代做漉水囊，漉

水而飲。30 

                                                                                                                                     
出版社，1991 年 4 月，再版），頁 9。 

27 印光法師：〈普勸戒殺吃素挽回劫運說〉，印光法師：《印光法師文鈔上編》（臺北：

中華大典編印會，1968 年 10 月），頁 20。 
28 印光法師：〈南潯極樂寺重修放生池疏〉，《印光法師文鈔》，上編，頁 3。 
29 參見印光法師：〈示戒殺之要〉，《增訂印光法師全集》，第 5 集，頁 126。 
30 弘一法師請人代做漉水囊，說明：「以能漉水，而小蟲不得出者為宜。」參見弘一法

師致〈妙慧法師〉信，《弘一大師全集》，第 8 卷，頁 315。《釋氏要覽》對於漉水

囊這樣記載著﹕「濾水囊  觀其狀雖輕小，察其功用，為護生命。即慈悲之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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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弘一法師更是力行護生，不忽略每一個護生的小動作，

從以下數例，可以約略探知。首先是豐子愷憶及的弘一法師： 

有一天他到我家，我請他藤椅子裡坐。他把藤椅子輕輕搖動，

然後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問，後來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

啟問。法師回答我說：「這椅子裡頭，兩根籐之間，也許有小蟲伏

著。突然坐下來，要把牠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地坐下

去，好讓牠們先避。」31 

弘一法師在〈飼鼠免鼠患之經驗談〉一文中說： 

昔賢謂以飼貓之飯飼鼠，則可無鼠患。常人聞者罕能注意，

而不知其言之確實有據也。余近獨居桃源（永春）山中甚久，山

鼠擾害，晝夜不寧。毀壞衣物等無論矣，甚至嚙佛像手足，並於

像上落糞。因閱舊籍，載飼鼠之法，姑試為之。鼠逐漸能循馴，

不復毀壞衣物，亦不隨處落糞。自是以後，即得彼此相安。現有

鼠六七頭，所飼之飯不多，備供一貓之食量，彼六七鼠即可滿足

矣。……32 

李莉娟於〈對我祖父的思念〉一文中，有段這樣的記載： 

徐悲鴻先生來看望我祖父，他看見一隻猛獸在我祖父跟前走來

走去，沒有傷害人的意思，很感到奇怪。便問：「此獸乃山上野生

猛獸，為何在此不傷人？」我祖父說：「早先他被人擒住，而我又

把牠放了，因此牠不會傷害我。」33 

                                                                                                                                     
在此也。」參見 CBETA，T54，no.2125，p.208a13-208b29；《敕修百丈清規》及〈南

海寄歸內法傳〉，除「濾水囊」外，並舉出另一種慈心取水的用具「濾水羅」。參

見 CBETA，T48，no.2025，p.1139c16-17、CBETA，T54，no.2125，p.208a13-208b29。 
31 豐子愷：〈懷李叔同先生〉，楊牧編：《豐子愷文選》，第 2 冊（臺北：洪範書店，

1982 年 10 月，2 版），頁 156。 
32 參見林子青：《弘一大師年譜》（臺北：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8 年 12 月

1 日，1 版），頁 162。 
33 李莉娟：〈對我祖父的思念〉，陳慧劍編輯：《弘一大師永懷錄》，新篇（臺北：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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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法師的好友夏丏尊，也提到了一則弘一法師異於常人的悲憫惻隱

之情： 

猶憶十年前和尚偶過上海，向坊間購請仿宋活字印經典。病

其字體參差，行列不勻，因發願特寫字模一通，製成大小活字，

以印佛籍。還山依字典部首逐一書寫，聚精會神，……期月後書

至刀部，忽中止。問其故，則曰：刀部之字，多有殺傷意，不忍

下筆耳。其悲憫惻隱，有如此者。34 

弘一法師嚴守「不殺生」的戒律，《護生畫集》第 1 集中的「老鴨造象」，

就是豐子愷採用弘一法師所贖的待宰老鴨，作為圖繪的題材。35 

為了讓一般大眾，明瞭護生的重要，弘一法師懷抱著高遠的理想與悲

心。從第 1 與第 2 集弘一法師自寫與選錄的護生詩，也可以看出弘一法師

的護生觀，所展現的是一份深刻悲憫的同體大悲之心。 

二、歷代帝王的護持 

歷代帝王行放生的事蹟，據《釋氏稽古略》和《佛祖統記》等書的記

載，大約始於隋文帝時。隋文帝為虔誠的佛弟子，他詔書天下，於每年的

正月、五月、九月以及六齋日（每月的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

九、三十日，若月小，則最後二齋日改為二十八、二十九日），不得殺生命。 

其實，在此之前，北齊文宣帝因為本身不食肉，因此禁止境內屠殺。

梁武帝亦曾出家並開始放生，他敕太醫不得以生類為藥。郊廟牲牷，皆代

以麥，宗廟用蔬果。北魏獻文帝也曾敕祭天地宗社，不得用牲畜，每年可

                                                                                                                                     
樹出版社，1991 年 9 月，初版），頁 37。 

34 夏丏尊：〈序文〉，參見豐子愷繪、弘一法師書：《護生畫集》，第 2 集（臺北：純

文學出版社，1981 年 8 月），頁 41。《護生畫集》版本甚多，本文所引及所附《護

生畫集》六集中之圖文，多出自純文學出版社 1981 年 8 月之版本。以下若屬同版本

者，則不再重複版本出處。 
35 《護生畫集》，第 1 集，頁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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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七萬五千牲畜活命。皆立下護生典範。 

唐高宗時詔書天下，於每年的正月、五月、九月以及十齋日（每月的

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

十日），不得屠宰和漁釣。武則天時代，敕斷天下屠釣。唐肅宗於乾元二年

三月詔天下諸州各置放生池，凡 81 所。十月敕昇州刺史顏真卿，撰有唐天

下放生池碑銘。 

宋太祖詔民間於每年二月至九月，不許採捕彈射。宋仁宗詔天下立放

生池。縱魚鳥為放生事，自述放生文。宋真宗詔天下州郡放生池悉與興復，

無池之處沿江淮州郡近城五里，並禁漁捕。現今西湖原為放生池，是在宋

真宗時，由慈雲禪師奏請設置，每年四月初八日佛誕日，郡人會湖上縱魚

鳥，並為真宗祝壽。宋仁宗法智法師，每年佛生日也會放魚鳥，並為仁宗

祝壽。36 

唐朝曾是中國佛教發展的鼎盛時期，唐人在正月、五月、九月三個月

中不行死刑，禁屠宰，宮中請俸不支羊肉錢，家家吃素行善。37明朝蓮池

大師：〈齋月戒殺〉中也記載：「唐制，正五九月官不蒞任，以蒞任必多宴

饗。宴饗必多宰牲。不蒞任者，戒殺也。……今時亦戒正五九月，及十齋

日，不得行刑。」38可見直至明朝仍有齋月及齋日戒殺的制度。 

由於歷代帝王的護持佛法，制定齋月與齋日，也助長了護生觀念在民

間普遍的滋長。清朝雍正年間御纂的《圖書集成》，於佛教門類，特立放生

一門。39可見遠從梁武帝時帝王率先行放生，對民間護生多半強調放生的

                                                 
36 參見印光法師：〈南潯極樂寺重修放生池疏〉，印光法師：《印光法師文鈔上編》（臺

北：中華大典編印會），頁 2-3；蓮池大師：〈重修上方寺鑿放生池記〉，《蓮池大

師全集》，第 3 冊（臺北：東初出版社，1990 年 4 月，3 版），頁 3,386-3,387；蓮

池大師：〈放生文〉，同前書，頁 3,362；《釋氏稽古略》，CBETA，T49，no.2037，

p.827c24-28；《佛祖統紀》，CBETA，T49，no.2035，p.249c19-23、p.455c1-23。 
37 千島小慧：〈喫齋食素〉，《南海雜誌》，第 77 期（1993 年 2 月），頁 8。 
38 蓮池大師：〈齋月戒殺〉，《竹窗隨筆》，頁 107-108。 
39 蔡運辰：《護生百講》（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 年 7 月），頁 1,252。 



228                                                                    第十四期  

 

觀念不無影響。 

《護生畫集》也選錄了在民間廣為流傳的護生詩文。如《護生畫集》

第 1 集中願雲禪師的〈戒殺詩〉： 

千百年來碗裏羹 

冤深如海恨難平 

欲知世上刀兵劫 

但聽屠門夜半聲40 

同集中也選錄了流傳民間的明朝紫柏大師同樣具有因果輪迴意涵的

〈豬偈〉： 

養豬充口腹  因愛結成仇 

豬若知此意  終朝不食愁 

頗賴豬未知  肥肉過汝喉 

將來汝作豬  還須償豬油 

此裡果弗謬  勸汝養豬休41 

此與〈普庵祖師戒殺文〉中所說： 

畜生本是人來做，人畜輪迴古到今。不要披毛並戴角，勸君

休使畜生心。42 

的因果勸善之心，皆有異曲同工之處。 

而〈憨山大師放生功德偈〉更清晰地列舉了包括延壽等十種放生可獲

致的善果，偈文這樣寫著： 

人既愛其壽，生物愛其命。放生和天心，放生順佛命。放生

免三災，放生離九橫。放生壽命長，放生官祿盛。放生子孫昌，

                                                 
40 《護生畫集》，第 1 集，頁 41。 
41 《護生畫集》，第 1 集，頁 67。 
42 〈普庵祖師戒殺文〉，法界佛教總會、法界佛教大學：《誌公禪師因果經》（臺北：

法界佛教印經會，1993 年 5 月），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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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生家門慶。放生無憂惱，放生少疾病。放生解冤結，放生罪垢

淨，放生觀音慈，放生普賢行，放生與殺生，果報明如鏡。43 

成為民間朗朗上口的護生偈。44 

無論是祖師的躬身實踐，或以功德利益慈悲善巧的勸化眾生戒殺護

生，以及歷代帝王的護持。佛門中的戒殺放生與生活中奉行素食，長久以

來便形成社會大眾對護生意涵一般性的認知。 

叁、《護生畫集》的護生觀 

《護生畫集》先後出版了六集，每集皆以單頁為護生詩，雙頁搭配護

生畫的排版方式呈現，總共包含了 450 幅豐子愷繪作的護生畫，以及 450

首護生的詩文。弘一法師不僅為第 1 與第 2 集創作了 33 首護生詩，並親自

為兩集書寫。豐子愷自己所作的護生詩，在第 2 集中有 32 首，第 3 集中有

22 首，第 5 集中有 44 首。 

此外，還選用了許多古詩與古籍中的故事。例如陸游、朱熹、白居易、

蘇東坡、王昌齡、陶周望、寒山子……的護生詩，尚有《虞初新志》、《閱

微草堂筆記》、《梅溪叢話》、呂祖謙《臥遊錄》、《俞曲園筆記》、《說苑》、《周

書》、《西湖竹枝詞》、《春秋繁錄》、《警心錄》、《內觀日疏》、《江南餘載》、

《勸世叢談》、《慈心實錄》、《人譜》、《孔子家語》……等古籍中所載流傳

於民間有關護生的軼文野史。 

《護生畫集》選用的詩文涵蓋的層面很廣，雖非全來自佛教的經籍，

                                                 
43 憨山大師：〈憨山大師放生功德偈〉，圓因法師：《放生問答—放生文集》（臺北：

佛陀教育基金會，2000 年 5 月），頁 62。 
44 關於放生可延年益壽，佛門祖師於論疏中多有記述。如四明尊者：「修菩薩行，發慈

愍心，行放生業，作長壽因。」參見《四明尊者教行錄》，CBETA，T46，no.1937，

p.863b8-9；《金光明經文句記》，CBETA，T39，no.1786，p.112a7-9；「放生止殺，

得未來命堅。」參見《維摩經略疏》，CBETA，T38，no.1778，p.644c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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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都寓意深遠。有古聖先賢仁心的呼喚，有文人墨客愛物惜生的惻隱之情，

還有通俗傳說中輪迴與報應的故事。使得它有如一部宏闊的護生史詩，匯

集了由古至今，各個階層護生的心聲。 

豐子愷除了為《護生畫集》六集繪作圖畫，並負責出版，無疑是全集

的靈魂人物。此外，尚有馬一浮（1883-1967）、李圓淨（生卒年不詳）、夏

丏尊（1886-1946）、葉恭綽（1909-1968）、朱幼蘭（1909-1990）、虞愚

（1909-1989）、廣洽法師（1900-1994）等人，為畫集的出版，共同奉獻心

力。從畫集的序文與跋文裡，更可以探知諸位參與先賢的護生理念，並且

對《護生畫集》的流通、發行，所給予的讚嘆與支持。 

不過，豐子愷的護生之聲，仍是畫集裡最超拔的高音。豐子愷奉行素

食，45從他的護生詩畫裡，可以看出豐子愷的護生思想，蘊含了濃厚的佛

教「眾生平等皆有佛性」、「同體大悲」、「無緣大慈」的精神，46而豐子愷

性情中的仁厚與善良，也在《護生畫集》的扉頁間，熠熠的閃動著華采。 

豐子愷寄寓四川時，曾經飼養過一隻白鵝，從觀察白鵝的生活，他體

會到： 

原來一切眾生，本是同根，凡屬血氣，皆有共感，所以這禽

鳥比這房屋，更是牽惹人情，更能使人留戀。47 

「凡屬血氣，皆有共感」的發現，可以與憨山大師所言相互呼應： 

夫物雖至微，未有不貪生惡死者。……吾人貪生惡死，情與

物同。48 

                                                 
45 參見豐子愷：〈素食以後〉，豐陳寶．豐一吟編：《豐子愷文集》，第 5 集（浙江：

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 年 6 月），頁 400-402。 
46  馬志蓉認為豐子愷含有佛教「眾生皆有佛性」的如來藏思想，筆者亦有同感。參見

馬志蓉：〈豐子愷散文護生思想之研究〉（臺北：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2000 年（民國 89 年）），頁 58。（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 
47 豐子愷：〈沙坪小屋的鵝〉，〈豐子愷文選〉，第 1 冊，頁 111。 
48 淨業同仁編輯、印光大師鑑定：《淨業良導》（臺北：佛教出版社，1976 年 6 月），

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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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正因為豐子愷是藝術家，又具有豐厚的愛心，所以他說：「藝術家

看見花笑聽見鳥語，舉杯邀明月，開門迎白雲，能把自然當作人看，能化

無情為有情，這便是『物我一體』的境界。」49「普通人的同情只能及於

同類的人，或至多及於動物；但藝術家的同情非常深廣，能普及於有情非

有情的一切物類。……犬馬花草，在美的世界中均是有靈魂而能泣能笑的

活物了。」50這是因為「人具有別的動物所沒有的一件寶貝，這寶貝名叫

『同情』。同情就是用自己的心來推諒別人的心。人間一切道德、一切文明，

皆從這點出發。」51 

他並說：「把世間一切現象，看作與人同類平等的生物，便是把同情心

範圍擴大，推心置腹，及於一切被造物。這不但是『恩及禽獸』而已，正

是『萬物一體』。」52又更進一步指出：「『朋，同類也。』並育於大地上的

人，都是同類的朋友。」53 

《護生畫集》因為有了弘一法師這樣的修行者，以及學者馬一浮、書

法家葉恭綽和藝術家豐子愷等人共同的參與，除了令畫集呈現清新、雅潔

的外在藝術形貌；而內在詩文也以更自覺、更無我的護生精神，脫離一般

民間強調因果勸善的善書層次。 

一、護生即護心的護生觀 

馬一浮在《護生畫集》第 1 集〈序文〉裡開宗明義地說：「華嚴家言：

心如工畫師，能出一切象，此謂心猶畫也。……是故心生法生。」接著明

                                                 
49 豐子愷：〈我與弘一法師〉，豐陳寶、豐一吟編：《豐子愷文集》，第 6 集（浙江：

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 年 6 月），頁 401。 
50 豐子愷：〈美與同情〉，《豐子愷文選》，第 3 冊，頁 185-186。 
51 豐子愷：〈殺身成仁〉，《豐子愷文集》，第 5 集，頁 721。 
52 豐子愷：〈殺身成仁〉，《豐子愷文集》，第 5 集，頁 721。 
53 豐子愷：〈兒女〉，《豐子愷文選》，第 1 冊，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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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指出：「知護心則知護生矣。吾願讀是畫者，善護其心。」54 

《護生畫集》表面上看來，是宣揚戒殺護生。實際上，圖畫的真正意

涵，主要著重在宣揚「護心」。由於抱持「護生」即「護心」的觀點，豐子

愷說：「人要殺螞蟻，既不犯法，又不費力……我們所惜的……是人類的同

情心。」55 

為了曹聚仁在抗戰期間揚言《護生畫集》可以燒毀了，豐子愷為護生

即護心作了更詳盡的解釋： 

《護生畫集》中所寫的，都是愛護生靈的畫。淺見的人看了

這些畫，常作種種可笑的非難：有一種人說「今恩足於及禽獸，

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歟？」又有一種人說「用顯微鏡看，一

滴水裡有無數小蟲，護生不能澈底。」又有一種人說「供養蒼蠅，

讓它傳染虎列拉嗎？」他們都是但看皮毛，未加深思；因而拘泥

小節，不知大體的。《護生畫集》的序文中，分明說是：「護生」

就是「護心」。愛護生靈，勸戒殘殺，可以涵養人心的「仁愛」，

可以誘致世界的「和平」。故我們屬愛護的，其實不是禽獸蟲魚的

本身（小節），而是自己的心（大體）。換言之，救護禽獸蟲魚是

手段，倡導仁愛和平是目的。再換言之，護生是「事」，護心是

「理」。……我希望讀《護生畫集》的人，須得體會上述的意旨，

勿可但看皮毛，拘泥小節。……在現今這窮兵黷武、慘無人道的

世間，我正希望它……為世界人類保留一線生機呢！56 

又說：  

護生是護自己的心，並不是護動植物。再詳言之，殘殺動植

物這種舉動，足以養成人的殘忍心，而把這殘忍心移用於同類的

                                                 
54 馬一浮：〈序文〉，豐子愷繪、弘一法師書：《護生畫集》，第 1 集（深圳：海天出

版社，1993 年 3 月），頁 17-21。（以下簡稱海天版） 
55 豐子愷：〈清晨〉，《豐子愷文選》，第 1 冊，頁 19。 
56 豐子愷：〈一飯之恩〉，《豐子愷文集》，第 5 集，頁 656-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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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故護生實在是為人生，不是為動植物。普勸世間讀此書者，

切勿拘泥字面。倘拘泥字面，而欲保護一切動植物，那麼，你開

水不得喝，飯也不得吃。因為用放大鏡看，一滴水中有無數微生

物和細菌。……故我們對於動物的護生，即使吃齋，也是不澈底，

也只是「眼勿見為淨」，或者「掩耳盜鈴」而已。……至於對植物

呢，非不得已，非必要，亦不可傷害。非不得已非必要而無端傷

害植物（例如散步園中，看見花草隨手摘取以為好玩之類），亦足

以養成人的殘忍心。此心擴充起來，亦可以移用於動物，乃至同

類的人。……我在這畫集中勸人素食，同時又勸人勿傷害植物，

並不衝突，並不矛盾。57 

章錫琛在其〈序文〉裡，也同樣表達了護生即護心的護生觀，他說： 

護生畫集決不是一道靈符，可永保世界和平，用了「不除窗

草」，「不踐蟲蟻」等等的說教態度，決不足以打動好戰分子的惻

隱之心，…護生的意義，就在培養個人的同情心。58 

《護生畫集》在一般提倡戒殺、放生、素食、不殘害生命這些護生的

內容之外，依《華嚴經》的文義，又提出了「護生即護心」的護生觀。 

二、《護生畫集》呈顯的護生世界 

《護生畫集》因採取圖文對照的形式，為閱讀者的心靈，提供了更廣

大的馳騁空間。除了標舉出護生即護心的護生觀，又帶引讀者走入一個新

奇、華美的護生世界。那裡不僅感受得到佛法平等慈悲的智慧、察知人類

本具的惻隱之心，還能發現被人們漠視與遺忘了的動物的靈性世界，並且

含藏著對人世間高貴的理想與憧憬。 

（一）佛教平等慈悲的智慧 

                                                 
57 〈豐子愷序〉，豐子愷繪、葉恭綽書：《護生畫集》，第 3 集，頁 7-8。 
58 章錫琛：〈序文〉，《護生畫集》，第 3 集，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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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圓淨為《護生畫集》第 1 集撰寫的〈護生痛言〉，充塞著洞悉眾生平

等所展露的智慧與悲心，諸如： 

世間一切有生命的動物，自人類以至水陸飛行等類，雖然在

形體上有大小的不同，那靈性總是一般的。換句話說，物雖不具

人之形體，卻具有人之情。無不愛其生命，知痛怕死，……我們

至少該認定生物界中最根本的原則，就是同稟天地間生生之氣，

彼此息息相通，而絕對無可歧視。 

殺生這種罪惡，就是缺乏同情心所致。同情心之所以缺乏，

就是因為毫無眾生一體的觀念。 

貪生畏死，人與物同。愛戀親屬，人與物同。當殺戮而知痛

苦，人與物同。所不同的，不過人有智物則無智。人能言物則不

能言，人力強物之力則微弱罷了。59 

馬一浮說《護生畫集》是「緣起無礙、以畫說法」60，弘一法師說《護

生畫集》是「以藝術作方便、以人道主義為宗趣」61，因此書中傳達的護

生觀，多了一份佛法智慧的觀照與人生的哲思。 

弘一法師為《護生畫集》第 1 集，撰寫的第 1 首護生詩中寫道： 

是亦眾生  與我同體 

應起悲心  憐彼昏蒙 

普勸世人  放生戒殺 

不食其肉  乃謂愛物 

又引用宋朝黃庭堅的護生詩： 

我肉眾生肉 

名殊體不殊 

                                                 
59 參見李圓淨：〈護生痛言〉，《護生畫集》，第 1 集（臺北：揚善雜誌社，1986 年 2

月）（以下簡稱揚善版），頁 1-14。 
60 馬一浮：〈序文〉，《護生畫集》，第 1 集，頁 19。（海天版） 
61 弘一法師：〈跋文〉，《護生畫集》，第 1 集，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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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同一種性 

只是別形軀62 

在在提醒世人眾生平等，必須對一切生命愛惜尊重。豐子愷在這樣的

護生基礎上，寫了〈製標本聯想〉，他說：  

形狀何裊娜  顏色何繽紛   

誰知製造時  個個受極刑 

兩針釘胸腹  不死又不生   

遲遲三日後  足節猶兢兢   

我游博物館  歸來一夢驚 

夢見諸蝴蝶  盡變女孩嬰   

嚎哭呼父母  其聲不忍聞63 

豐子愷以「同體大悲」之心提醒讀者，昆蟲也是有生命的，一樣會感

受恐懼與痛楚。若能自覺到傷害生靈的殘忍，自然不忍去殘害任何的眾生。 

（二）人類天性中本具的仁愛與惻隱之情 

儒家講求仁愛，孔子主張釣而不網、弋不射宿，又說始作俑者其無後

乎。孟子則主張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古

來聖賢如「解網著於成湯、畜魚興於子產。」64「嚴魯公隨所守郡縣，立

放生池至八十一所，白樂天亦有放生儀，東坡集中多載放生詩。」65可見

古來聖賢、士君子的仁民愛物之心。《護生畫集》裡歌頌的，顯然是一份儒

家也讚嘆的，人類天性中本具的仁愛與惻隱之情。 

《護生畫集》第 1 集中，弘一法師改寫了孟子之語： 

                                                 
62《護生畫集》，第 1 集，頁 87。「平等」圖見同書，頁 88。 
63《護生畫集》，第 3 集，頁 107。「製標本聯想」圖見同書，頁 108。 
64 蓮池大師：〈放生文〉，《蓮池大師全集》，第 3 冊，頁 3,359-3,360。 
65 參見楊日禮：〈小雲棲放生記〉，《蓮池大師全集》，第 3 冊，頁 3,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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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其生  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  不忍食其肉 

應起悲心  莫貪口腹66 

將最後一句「是故君子遠庖廚」改為「應起悲心、勿貪口腹」。又引蘇

軾的詩句： 

愛鼠常留飯   

憐蛾不點燈67 

以及白居易的護生詩： 

誰道群生性命微 

一般骨肉一般皮 

勸君莫打枝頭鳥 

子在巢中望母歸68 

弘一法師又自寫護生詩言： 

莫謂蟲命微 

沈溺而不援 

應知惻隱心 

是為仁之端69 

從豐子愷的自身，更可以親切的看到這人間最溫暖、美麗的善念與仁

心。豐子愷幼年時便觀察到，每當燕子出入堂前紙窗上為牠們開的洞口時，

竟懂得稍稍斂翼，似乎頗通人意。他曾為便利螞蟻運糧過水灘，為牠們架

設橋樑，提醒路人注意，勿踏傷螞蟻。豐子愷對於微小的動物，也能自然

                                                 
66 《孟子》〈梁惠王章〉中說：「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

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參見《孟子》（臺北：眾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6 年

9 月），頁 100；《護生畫集》，第 1 集，頁 73。 
67 《護生畫集》，第 1 集，頁 83。」，「拾遺」圖見同書，頁 84。 
68 《護生畫集》，第 1 集，頁 25。 
69 《護生畫集》，第 1 集，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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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露出深切的友愛和同情。例如，豐子愷在〈將裝義肢的蜻蜓〉詩中，描

述如何用玻璃紙，為蜻蜓裝義肢：  

日暮秋風清  一葉落我襟  細看不是葉 

赫然一蜻蜓  左翼已破碎  右翼尚完好   

定是速襲擊  失事向地崩  墜落在我懷 

不救豈忍心  畜之在庭園  恐被鳥雀吞 

養之在房櫳  又恐螻蟻侵  沈吟想多時 

妙計忽然生  我有玻璃紙  堅薄而透明 

裁剪而膠黏  假翅亦猶真  我口鑲義齒 

頗能咬菜根  汝身裝義翅  亦必能飛行 

靜待膠汁乾  放之在中庭  須臾蜻蜓飛 

悠然入青雲70 

在〈卻羨蝸牛自有家〉的詩中，豐子愷讓讀者分享到他護惜物類敏感

細緻的心靈： 

 

閒看蝸牛走 

親為築坦塗 

此君家累重 

莫教步崎嶇71 

 

 

於〈上坡〉的詩裡，豐子愷體恤車重老驢上高坡的辛苦：  

 

                                                 
70 《護生畫集》，第 3 集，頁 103。「將裝義翅的蜻蜓」圖見同書，頁 104。 
71 《護生畫集》，第 3 集，頁 113。「卻羨蝸牛自有家」圖見同書，頁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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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驢贏瘦頸皮穿 

車重坡高欲上難 

多謝路人垂愛惜 

肯將一臂挽車欄72 

 

豐子愷看見蜜蜂困在屋內飛不出戶外而感到「求生活真不容易」。73對

於豬羊之受刀割，魚蝦之受烹煮，鳥猴等母為獵人所獲，其子嗷嗷待哺，

哀嚎無所之。或子為獵人所獲，其母痛不欲生，也都能想彼所受，其苦莫

不如人倫。豐子愷可以稱得上是動物的知音，在其自然流露的護生心行中，

透現出人類高貴的惻隱之情。  

（三）動物的靈性世界 

《護生畫集》讓我們也感受到動物們雖然形體有別，牠們所表現的仁、

義、禮、智、信諸種美德，卻宛如人類世界般具有靈性。全集用欣賞的眼

光，看動物祥和自娛，猶如人類的生活趣味。對動物之間的鶼鰈之情、舐

犢之愛、朋友之義，作了生動的描述。 

慧道人的護生詩這樣描寫著動物世界裡的母愛： 

畜生亦有母子情  犬知護兒牛舐犢 

雞為守雛身不離  鱔因愛子常縮惴 

人貪滋味美口腹  何苦拆開他眷屬 

畜生哀痛盡如人  只差有淚不能哭74 

從豐子愷〈螞蟻的救護〉詩中，可見患難扶持的友愛： 

階下有小蟲  蠕蠕形細長   

                                                 
72 豐子愷繪、虞愚書：《護生畫集》，第 5 集，頁 153。「上坡」圖見同書，頁 154。 
73 豐子愷：〈蜜蜂〉，《豐子愷文選》，第 1 冊，頁 52。 
74 《護生畫集》，第 1 集，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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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蠅不是蠅  似虻益非虻 

就近仔細看  兩蟻相扶持  

頗像交際舞  幾步一迴翔 

速取放大鏡  我欲窺其詳   

原來兩蟻中  一蟻已受傷 

後腳被切斷  腹破將見腸   

一蟻銜其手  行步甚踉蹌 

不聞呻吟聲  惟見色倉皇   

我欲施救助  束手苦無力 

目送兩蟻行  直到進泥牆   

是過已三日  我心猶未忘   

不知負傷者  是否已起床75 

豐子愷在〈風雨之夜的候門者〉詩裡，描繪家犬的忠義： 

為人看門   

為人守閭 

日夜皇皇   

食人唾餘 

我心如矢   

唯知忠義 

努力負責   

不希報賜76 

 

在〈襁負其子〉的詩畫中，豐子愷生動的對照出幼兒與雞雛的愛嬌： 

                                                 
75 《護生畫集》，第 3 集，頁 117。「螞蟻救護」圖見同書，頁 118。 
76 《護生畫集》，第 2 集，頁 41。「風雨之夜的候門者」圖見同書，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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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雞有群兒 

一兒最偏愛                 

嬌疼不肯行                      

常伏母親背77                     

                       

在《護生畫集》的詩文裡，把人的道德觀念投射到動物世界中去，使

人們發現原來動物世界，也處處洋溢著令人動容的靈性與溫情。無疑的為

佛法「眾生平等」的真如佛性觀，做了貼切的闡釋。 

（四）護生善念的啟發與教化 

弘一法師在《護生畫集》第 1 集自題詩中說： 

教育子女  宜在幼時  先入為主  終身不移 

長養慈心  勿傷物命   充此一念   可為仁聖78 

印光大師也說： 

小兒平民，皆能實行愛物之事，行之既久，滿腔仁慈，日後

得位行政，便可大庇群黎。即隱居一鄉，亦可以身率物，移風易

俗，如是則仁民之道，自愛物培植而來者，方可周遍圓滿而無弊。

79 

二位先賢都認為護生愛物的培養，應在幼年時期，所以《護生畫集》

多以兒童作為描繪的主題。一方面喚起讀者的赤子之心，另方面也易引起

兒童讀者的共鳴和閱讀的興趣，進而達到潛移默化培護善良、仁愛之心的

理想。豐子愷〈蝶之墓〉是這樣寫的： 

小小蝴蝶墓  左右種冬青 

                                                 
77 《護生畫集》，第 2 集，頁 15。「襁負其子」圖見同書，頁 16。 
78 《護生畫集》，第 1 集，頁 19。 
79  印光大師：〈常熟蓮花庵放生池碑記〉，《印光法師文鈔續編》，頁 17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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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作兒戲想  獨存愛物情80 

對於孩童「獨存愛物情」的舉動，在大人眼裡或許是兒戲，但是兒戲

背後所隱含的卻是最真誠可貴的愛物之情。 

在〈此路不通〉的畫裡，兩隻蜜蜂，被緊閉的玻璃窗阻隔了外面的世

界，那原本是牠們自由飛翔的家。豐子愷頗能體會任何受困或受到束縛的

生命，都會展露不顧性命，冀望逃離的本能。他在詩中這樣寫著：  

蜜蜂嗡嗡飛  頻撲玻璃窗 

不知玻璃堅  但慕窗外光 

此路原不通 何苦費力量 

我告蜜蜂言  左門通迴廊 

蜜蜂不聽話  碰壁力轉強 

行將效處柱  頭破流腦漿 

求生不顧死  可笑亦可傷 

快把窗子開  放他回故鄉81 

豐子愷在詩句的最後，彷彿提醒讀者，應「快把窗子開，放他回故鄉。」

日常生活中舉手之勞的一個小動作，往往能輕易的挽回蜜蜂或任何飛蟲禽

鳥的性命。 

「喜慶的代價」，圖畫的是遭宰殺的動物和家禽吊掛著的屍首。諷喻人

們為歡度喜慶而大肆殺戮，家中成了人間 

煉獄卻渾然不自覺。題詞是：  

喜慶溢門楣 

如何慘殺戮 

惟欲家人歡 

那管畜生哭82 

                                                 
80 《護生畫集》，第 2 集，頁 35。 
81 《護生畫集》，第 5 集，頁 101。「此路不通」圖見同書，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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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道盡人類往往將歡樂，建築在其他生靈的痛苦上。圖文相照之下，

必然會觸動讀者內心的省思。 

《護生畫集》第 4 集的詩文，多選自古籍。豐子愷在〈後記〉中說明

此集的故事，「雖有若干則近似玄祕，然古來人類愛護生靈之心，歷歷可見，

請勿拘泥其事實可也。」83希望讀者對於近似玄祕的故事內容，不要拘泥

其真實性與否，主要的是去體察自古以來那歷歷可見的人類愛護生靈的心。 

《護生畫集》除了愛護動物，也旁及草木林樹的保育諸如：  

豐子愷在〈方長不折〉的詩中寫到： 

道旁楊柳枝   

青青不可攀 

回看攀折處   

傷痕如淚痕 

古人愛生物   

仁德至今傳 

草木未搖落   

斧斤不入山84 

清朝王淑〈采蓮詞〉：      

蓮華蓮葉滿池塘                

不但花香水亦香                 

姊妹折時休折盡             

留花幾朵護鴛鴦85 

 

                                                                                                                                     
82 《護生畫集》，第 1 集，頁 43。「喜慶的代價」圖見同書，頁 44。 
83  豐子愷：〈後記〉，《護生畫集》，第 4 集，頁 161。 
84 《護生畫集》，第 2 集，頁 61。「方長不折」圖見同書，頁 62。 
85 《護生畫集》，第 3 集，頁 93。「留花幾朶護鴛鴦」圖見同書，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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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領受到由古至今，人類對於一切動植物不趕盡殺絕的敦厚善良。

豐子愷以新穎、富有現實和生活化的白描，圖繪這些護生惜物的老故事，

也間接為它們披上了新時代的外衣。 

良善是人心最彌足珍貴的瑰寶，《護生畫集》處處充盈著心靈美善的精

靈，以及真誠質樸的赤子情懷，寓有深濃的教化與啟迪心智的意涵。 

（五）護生世界的理想藍圖 

孔子在《禮記》〈禮運篇〉裡有：「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86的理想

藍圖。子思在《中庸》也思及：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87 

的理想世界。弘一法師為《護生畫集》 

第 1 集的題詩中寫道：                

人不害物                            

物不驚擾                            

猶如明月                             

眾星圍繞。88                           

從《護生畫集》所呈現的護生世界與護生觀裡，可以發現人與動物的

競爭、對立隱退了。彼此如同生活在一個大家庭裡，只有相互的包容和友

愛的互動。這也是自古以來智者仁人對幸福、祥和的生活，從未停息過的

信念和追尋。而瀰漫在畫幅裡，那份引人的閒逸之趣，不禁使人省覺到，

原來人世間的和平與安寧，往往是來自與周遭一切物類的和樂共處。人類

的快樂，經常是感染自我們生活週遭一切物類的自在與愜意。 

                                                 
86 參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文獻> /十三經注（1815 年阮元刻本）/ 禮

記注疏/禮運/卷二十二-441（網址：http：//www.sinica.edu.tw/～tdbproj/handy1/）。 
87 子思﹕〈中庸〉，《學庸論語》（臺北：眾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5 年 9 月），

頁 50。 
88 《護生畫集》，第 1 集，頁 57。「雀巢可俯而窺」圖見同書，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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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幅中的田園、山野與村屋的景色，以及人畜和樂相依的畫面使人深

感沒有殺戮和刀俎下生靈驚怖的哀嚎，紅塵便是祥和的淨土。弘一法師對

於萬物一家親的太平盛世有詩言：  

盛世樂太平                      

民康而物阜                   

萬類咸喁喁                       

同浴仁厚恩                         

昔日互殘殺                        

而今共愛親                          

何分物與我   

大地一家春89 

〈阿黃啣傘遠來迎〉詩中豐子愷描繪著人畜之間溫暖的情誼： 

黃梅時節綠成陰 

貪看青山坐小亭 

驀地雲騰時雨降 

阿黃啣傘遠來迎90                         

〈牛的星期日〉詩中豐子愷寫道：           

耕牛雖異類                    

好逸與人同                             

願得星期日                               

閒眠楊柳風91                            

豐子愷曾說，他在為《護生畫集》「校閱稿樣之夜，夢見千禽萬獸，拜

                                                 
89《護生畫集》，第 1 集，頁 93。「冬日的同樂」圖見同書，頁 94。 
90《護生畫集》，第 5 集，頁 133。 
91《護生畫集》，第 2 集，頁 47。「牛的星期日」圖見同書，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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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於前。」92百獸拜舞的景象，也許正是豐子愷真實人生的夢想，夢想這

世間是一個人類與萬物祥和共處的世界。這也是弘一大師、馬一浮、李圓

淨，眾人樂見的世界，豐子愷集合了眾人的夢想，把這圖景繪作出來，以

期共創這樣的樂土。 

肆、結 語 

從目前坊間的書報雜誌上，尤其是佛教的期刊，經常可見豐子愷的護

生畫穿插期間。《揚善月刊》至今仍每月固定刊載《護生畫集》中的一則圖

文，93《弘裔雜誌》中更時見《護生畫集》的護生畫作，94《慈雲雜誌》亦

有當代漫畫家繪作的護生畫。95 

秉持「建立人間淨土、拯救苦難眾生」的信念，「中華民國關懷生命協

會」以「關懷生命、尊重生命」為宗旨，於 1993 年 1 月 16 日成立了，96並

發行《臺灣動物之聲》季刊，以報導、推廣護生理念。97 

該協會除了推動修正「野生動物保育法」與「動物保護法」，並著作或

翻譯一些與動物保護或生態保育相關的書籍，像《動物解放》就是一本國

際知名的動保經典之作。林建隆的《動物新世紀》，是臺灣文學史上第一本

                                                 
92 豐子愷：〈後記〉，《護生畫集》，第 4 集，頁 161。（海天版） 
93 例如豐子愷繪、虞愚書﹕《護生畫集》，《楊善月刊》，第 793 期（2007 年 3 月），

版 6。 
94 例如陳聰德﹕〈耕耘心田，菩提萌芽〉，《弘裔》，第 63 期（2004 年 7 月），版 4。 
95 例如于居士繪：〈動物鑑〉（卅五），《慈雲雜誌》，第 342 期（2004 年 12 月），

頁 139-143。 
96 參見釋昭慧：《活水源頭》（臺北：法界出版社，2003 年 3 月），頁 6；黃美珠：〈中

華民國關懷生命協會成立〉，《佛教新聞週刊》，第 143、144 期合刊（1993 年 1

月 25 日至 2 月 7 日），頁 18-19。 
97 《臺灣動物之聲》（季刊），於 1993 年 7 月 1 日創刊，至 2006 年 10 月秋季號，總

共出版 42 期。此季刊仍繼續發行中。 



246                                                                    第十四期  

 

動物詩集，也由該協會出版。98 

廣化法師以自身經歷，為文倡導素食戒殺。99懺雲長老、妙蓮長老與

圓因法師、會宗法師等，均勸導大眾素食、放生。海濤法師於 2002 年 7

月 20 日成立「中華護生協會」，於臺灣省宜蘭縣三星鄉大義村等地設立護

生園區。100 2004 年 1 月 19 日，以「為救護一切生命」為宗旨創立「生命

電視臺」，更加積極推廣戒殺、素食與護生。其所主持的「中華護生協會」

與「生命傳播文化志業基金會」（簡稱生命基金會）並製作與護生相關之影

音光碟（DVD）、錄音帶。同時出版護生漫畫、書籍，免費與大眾結緣。1012006

年 11 月 5 日又正式成立了「臺灣救狗協會」，於各地的「護生狗園」養護

流浪犬。102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慈雲雜誌社、揚善雜誌社等，著重於護生

                                                 
98 林建隆：《動物新世紀》，臺北：關懷生命協會，1999 年 6 月，初版。 
99 參見廣化法師：《素食的利益》，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2000 年 7 月。 
100 護生園區尚有：宜蘭縣員山鄉蓁港村、花蓮縣光復鄉大豐村、臺南縣玉井鄉、臺南

縣歸仁鄉、臺南縣麻豆鎮、屏東縣東港鎮、屏東縣內埔鄉、屏東縣鹽埔鄉、嘉義縣

梅山交流道 22 公里處、彰化縣福興鄉、臺中縣大甲鎮、苗栗縣獅潭鄉等地。參見〈護

生園地〉，《護生》會刊，創刊號（2003 年 5 月），頁 17-24；〈全省護生園區護

養概況表〉，《生命會訊》，創刊號（2006 年 6 月），封底內頁。海濤法師並往來

於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以及中國大陸各地，宣導護生，成立護生園區。

參見〈海濤法師弘法行程表—2005 年 1 月至 2006 年 12 月〉，《生命電視臺》，（網

址﹕http﹕//www.lifetv.org.tw/support.htm）。 
101 2001 年 12 月 8 日海濤法師成立「中華印經協會」，其有關護生方面較具代表性之出

版品，可參見海濤法師輯：《放生手冊》，第 1 集，臺南：佛陀教育中心．中華護

生協會，2003 年 7 月，2 版；海濤法師輯：《放生手冊》，第 2 集，宜蘭：生命基

金會．中華護生協會，2005 年 9 月，3 版；海濤法師編著：《護生手冊》， 宜蘭：

生命基金會．中華護生協會，2006 年 1 月，2 版；海濤法師選輯：《素食主義》，

宜蘭：生命基金會．中華護生協會，2006 年 4 月，4 版；索達吉堪布著：《藏密素

食觀》，宜蘭：生命電視臺．中華護生協會，2006 年 3 月，2 版；丹增嘉措活佛著、

索達吉堪布譯：《眾生如己—藏傳佛教的放生觀》，宜蘭：生命基金會．中華護生

協會，2006 年 3 月，初版。 
102 「臺灣救狗協會」會址設在臺北，同時在屏東、宜蘭成立分會。參見《生命會訊》

（2006 年 12 月），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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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導與教育。出版護生漫畫、護生詩鈔、護生素食食譜，以及印行月曆

免費結緣，並且每月固定贊助流浪動物收養中心等。新店的大光寺，也定

期舉行放生。103各地之「淨宗學會」也有將廣化法師的《素食的利益》與

李炳南老居士的《如何避免刀兵劫》等著作，製作成影音光碟（VCD）免

費結緣，甚至私人或出版社，也不乏自願印製護生書籍免費與民眾結緣。 

現今由於時代和生活環境的轉變，藏傳佛教的僧侶，也有發願並宏揚

推廣素食者。如目前暫居印度的藏傳噶舉派，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鄔

金欽列多傑，在多次與海濤法師的電視座談中，均談及對素食與放生的護

持與讚嘆。2007 年元月 3 日，第十七世大寶法王於印度菩提迦耶正覺大塔

舉行的祈願法會圓滿日，親自給予岡倉噶舉的四眾弟子「素食」的箴言，

法王說：「最殊勝的放生就是斷葷」。104無疑的為未來的護生，智慧且堅定

的注入了一股旺盛的生命力。 

此外，藏傳寧瑪白玉傳承晉美彭措法王座下的慈誠羅珠堪布、索達吉

堪布與益西彭措堪布，對於慈心不殺及素食與放生，也為文講述，極力宣

導。105至於漢傳佛寺奉行素食，慈悲護生，就更不在話下。 

                                                 
103 有關諸雜誌社護生放生之詳情，參見目前仍每月定期發行之《佛陀教育月刊》、《慈

雲雜誌》以及《揚善月刊》。以《佛陀教育月刊》，第 240 期（2004 年 12 月）為例，

版 1 及版 4 分別刊載護生書籍出版及放生訊息。新店大光寺每月定期舉行放生，詳

細放生日期可參見釋峰定：〈新店大光寺長壽放生（徵信）〉，《長壽放生救濟雜

誌》，創刊號至第 64 期（1982 年 3 月至 2006 年 8 月）。此雜誌仍定期發行中。 
104 參見宜蘭縣生命電視臺暨中華護生協會 2006 年 6 月發行之《尊貴的第十七世大寶法

王與海濤法師智慧座談》及《第十七世大寶法王與海濤法師中文對談》弘法影音

DVD，以及生命基金會於 2007 年 4 月發行之《尊勝第十七世噶瑪巴大寶法王與海濤

法師 2007 慈悲座談》及《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吃素開示》弘法影音 DVD。 
105  三位堪布的《勸誡放生聯名信》，參見《佛網 Life 論壇》，（網址：

http://www.buddhanet.com.tw）。慈誠羅珠堪布開示之〈放生的意義〉，參見《佛網

Life 論壇》，（網址：http://www.buddha.net.idv.tw）；慈誠羅珠堪布開示之〈素食

的意義〉，及其他有關戒殺放生的開示，參見《 Xuite 日誌》，（網址：

http://blog.xuite.net）。索達吉堪布有關藏傳佛教素食觀與放生觀的論著與譯著，參

見註 101；其〈關於食素問題〉的問答錄，參見〈喇嘛教室〉，《化育資訊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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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每一時代護生的音聲，都隨著人類世界對祥和、仁愛和幸福生活

的嚮往與追求而同聲唱和；又因著人類的惻隱之心仍在每一個人的心中躍

動，護生的呼籲也就伴隨著不曾止息。 

弘一法師希望《護生畫集》是「通俗的藝術品」，106因此，《護生畫集》

的護生觀所傳遞更多的是人間普遍的善念。以詩文配合圖畫，一則則溫柔

敦厚、愛物惜生的故事，便源源而出。這善念，使得人世間充滿了溫暖、

和平與美麗。唯識學的經論中指出：人有八識如田，以善惡之念為種子。107

《護生畫集》弘揚的護生觀，也就是希望在讀者的心中，種植、培養這樣

一方慈憫悲懷的心田。 

《護生畫集》開展了宏闊的護生視野，馬一浮依《華嚴經》義所揭櫫

的護生即護心的護生觀，以及對發自內心救護困厄受苦眾生的良善慈愍之

心的歌頌，無疑的為當代及未來關懷護生者，樹立了足堪借鏡的典範。惟

盼隨著時代腳步的前移，世人對佛法緣起平等、「悲智雙運、福慧雙修」的

法義有日漸深刻的瞭解，並配合生態保育和維護環境的宣導與教育。108期

能以護生之仁這高華的情操，引領世界邁向真正安祥、和樂與幸福的境域。 

 

 

 

                                                                                                                                     
址：http://www.hayue.org.tw/lama/guestion4_01.htm）。益西彭措堪布之《放生開示》，

偶見於《生命電視台》製播之節目，（網址：http://www.lifefv.org.tw），以及《Xuite

日誌》中。 
106 參見弘一法師 1928 年舊曆 8 月 21 日致〈豐子愷〉函，《弘一大師全集》，第 8 卷，

頁 196。 
107 李圓淨：「佛說人具八識如田，起善惡之念為種，如果起了一念好殺之心，薰入八

識田中，便累劫永為輪迴之種。那被殺的起了一念忿恨之心，薰入八識田中，便累

劫永為怨恨之種。生生世世，因緣會遇，報復就永無窮期了。」參見李圓淨：〈護

生痛言〉，《護生畫集》，第 1 集，頁 12。（揚善版） 
108 參見〈媒體舉行高峰會座談護生與放生〉，《揚善月刊》，第 772 期（2005 年 6 月

28 日），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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