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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三聚淨戒」：攝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攝眾生戒)，是菩薩戒重
要的核心思想，亦是在整個菩薩道的實踐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據。但一般
對「三聚淨戒」大多僅停留在斷惡、修善、度眾生的概念之中，没有作更深入的
探討。故本文對「三聚淨戒」作系統性的論述，首先解析〈戒品〉「三聚淨戒」
的意義，接著論證「三聚淨戒」本身就是菩薩道，最後論述〈戒品〉
「三聚淨戒」
論菩薩道實踐的意義為：一、以唯識心所認識煩惱所在，並闡明菩薩戒制心之因。
二、將菩薩道化為戒律實踐，更具積極性。三、「三聚淨戒」具時代的實踐力。
「攝律儀戒」包括七眾別解脫律儀和菩薩律儀，所要表明的是菩薩必需具有
止惡的能力，方能往上修行。大乘戒法雖廣大，但仍必須以七眾別解脫戒為根基，
其中有修學的次第性。「攝善法戒」以六度為內容開為十相，其所要表明的是：
成熟自己及成熟眾生的菩薩行。「饒益有情戒」以四攝為內容開為十一相，其所
要表明的是：利益眾生的利他行為。
菩薩「三聚淨戒」是為自利利他深廣的菩提道而存在的。行者在持戒的過程
中，藉著持戒的行為來增長內心善良的功能，進而成就六度、四攝菩薩行，成就
無上菩提道。此即是「三聚淨戒」開顯大乘思想的實踐意義。

關鍵字：
「三聚淨戒」
、菩薩戒、六度、四攝、唯識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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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三聚淨戒」：攝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攝眾生戒)，是菩薩戒重
要的核心思想，亦是在整個菩薩道的實踐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據。菩薩戒
的出現乃是應運大乘佛教菩薩的需求而生，其內在理論乃是依循著大乘思想而
發，其本身自有其一套完整的修學體系。如瑜伽菩薩戒即是出自於《瑜伽師地論‧
菩薩地》，此論是一部完整的菩薩道的修行次第指南，其中〈戒品〉可稱為菩薩
戒的正系。
《瑜伽師地論》中的〈戒品〉，自中國南北朝開始，就常以「菩薩戒本」單
獨流通。〈戒品〉首先先闡釋「三聚淨戒」的內容和成就之因，再以此精神統攝
戒文；並包含受戒、懺悔羯磨；對於四重四十三輕戒文的開遮持犯，解說亦甚為
清楚。菩薩戒所明正是一位菩薩行者應有的行為。唯有透過菩薩戒的行持，去增
長內心善良的功能，才能將菩薩的精神真正變為我們的人格。因此，其重要性可
見一斑。
中國菩薩戒之流傳開始於南北朝，北涼曇無讖譯《菩薩地持經》、劉宋求那
跋摩譯《菩薩善戒經》即是《瑜伽師地論‧菩薩地》的同本異譯。當時還有《梵
網經》
、
《菩薩瓔珞本業經》
、
《優婆塞戒經》等。菩薩戒是從以上經論，獨立出來
流通，並於中國大約五世紀流傳，成為在家、出家共同遵守的戒條。目前比較盛
行的菩薩戒本是梵網戒、瑜伽戒、地持戒。
「三聚淨戒」只是平常我們所知道的斷惡、修善、度眾生而已嗎？它是不是
還有其它更深刻的內涵？三者之間的內在關係如何？又菩薩戒可脫離聲聞戒而
存在？為何菩薩「三聚淨戒」會出現，其意義是什麼？以上是本文的研究動機。
當代中文學界有關〈戒品〉
「三聚淨戒」的研究，聖嚴法師〈從「三聚淨戒」
論菩薩戒的時空適應〉，此文主要是透過對菩薩戒由簡而繁的過程，對各個菩薩
戒作簡明概述，認為菩薩「三聚淨戒」是有收有放，今後應在「三聚淨戒」的原
則下予以簡化。所謂的由簡而繁，即是從十善戒到〈戒品〉的四重四十三輕、
《優
婆塞戒經》六重二十八失意罪、《梵網經》十重四十八輕戒的開展。此文只是對
菩薩戒作概述的介紹，並非專對〈戒品〉作論述。釋體韜《六度四攝與《瑜珈論．
戒品》之關係》
，本書主要是探討六度四攝在《瑜伽師地論》中的〈本地分〉
、
〈攝
決擇分〉的意義，再以此為基礎，討論六度四攝與〈戒品〉四十七則學處的關係。
因此，此書的重點不是〈戒品〉的「三聚淨戒」，而是在其後的「四重四十三輕
戒」
。綜合以上的論述，發現〈戒品〉「三聚淨戒」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考察各個菩薩戒本中的「三聚淨戒」
，解說最為詳盡的當屬〈戒品〉
。為了確
切的認識三聚淨戒的真實內涵，以及它在整個菩薩道中的重要性。本文即以《瑜
伽師地論‧戒品》為主要文獻，論說「三聚淨戒」的思想。其目的為：闡析其精
義，並加入古德的注解；另輔以唯識心所闡明菩薩戒制心之因，以期開顯大乘思
想的實踐意義。本文對「三聚淨戒」作系統性的論述，首先解析〈戒品〉「三聚
淨戒」的意義，接著論證「三聚淨戒」本身就是菩薩道，最後論述〈戒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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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淨戒」論菩薩道實踐的意義為：一、以唯識心所認識煩惱所在，並闡明菩薩戒
制心之因。二、將菩薩道化為戒律實踐，更具積極性。三、「三聚淨戒」具時代
的實踐力。

貳、瑜伽〈戒品〉中的「三聚淨戒」
「三聚淨戒」一名，正式出現於玄奘譯《最無比經》1、
《菩薩戒羯磨文》2之
中。在這之前並没有此名稱，
〈戒品〉僅以「三種」淨戒表示(梵文 tri-vidham3)。
「聚」
有種類之意，故三聚淨戒即三種淨戒。
本節主要是探討「三聚淨戒」在菩薩戒之中的意義，先將不同戒本的「三聚
淨戒」作一討論，再將〈戒品〉的意義呈現出來，並以此思想作為開展以下各節
的重要依據。
一、菩薩戒經之「三聚淨戒」
此處討論各個菩薩戒經的「三聚淨戒」，以做為〈戒品〉的對照。考察《梵
網經》
、
《優婆塞戒經》雖無三聚淨戒的名目或內容，但其戒相條文不出三聚淨戒
的範圍。至於《菩薩地持經》
、
《菩薩善戒經》為《瑜伽師地論‧戒品》的同本異
譯，同屬瑜伽菩薩戒系統，將於〈戒品〉之「三聚淨戒」作說明，故於此不再累
述。
《菩薩瓔珞本業經》中有提到三聚淨戒的內容：自性戒、受善法戒、利益衆
生戒。在〈大衆受學品第七〉：
攝善法戒，所謂八萬四千法門；攝衆生戒，所謂慈悲喜捨化及一切衆生皆
得安樂；攝律儀戒，所謂十波羅夷。4
三聚淨戒在此處有明確的定義。攝善法戒就是八萬四千法門，此乃意謂範圍極
廣，數目極大之意。也就是一切的世間、出世間的善法都應該學習。攝衆生戒就
是以慈悲喜捨之心，度化眾生。攝律儀戒是指十波羅夷重罪，即「不殺、不盜、
不妄語、不婬、不沽酒、不説在家出家菩薩罪過、不慳、不瞋、不自讃毀他、不
謗三寶，是十波羅夷不可悔法。」5此包含聲聞戒及增設的菩薩戒，而且後四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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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於〈戒品〉的四波羅夷。此雖點出三聚淨戒的內容，但攝善法戒、攝衆生戒、
攝律儀戒的內容太過簡短，不夠具體清楚。因此，我們必需從〈戒品〉中去理解。
二、《瑜伽師地論‧戒品》之「三聚淨戒」
〈戒品〉首先即指出「菩薩戒波羅蜜多」6，意指通過菩薩戒的修行，可讓
凡夫從生死此岸到達無上菩提的彼岸。此菩薩戒與無上菩提相應，故稱波羅蜜
多。
「菩薩戒波羅蜜多」有九種相，7其中第二相的「一切戒」廣明三聚淨戒：
云何菩薩一切戒？謂菩薩戒略有二種：一在家分戒，二出家分戒，是名一
切戒。又即依此在家出家二分淨戒，略説三種：一律儀戒。二攝善法戒。
三饒益有情戒。

8

此說明菩薩戒通出家、在家受持，故分出家菩薩和在家菩薩，而此出家在家二分，
是菩薩依各自所持的戒律而說，亦即受菩薩戒之前，必須先具備在家二眾或出家
五眾律儀。又菩薩戒攝盡所有的廣大之佛戒，簡單地說就是三聚淨戒：一律儀戒、
二攝善法戒、三饒益有情戒，此是菩薩戒全部的內容。此乃揀別小乘戒律非是一
切戒，因它僅具律儀戒，未包含攝善法戒和饒益有情戒。律儀是止惡，攝善法是
修善，饒益有情是利益眾生，因此而說菩薩戒包含一切戒。
(一)攝律儀戒
律儀戒者，謂諸菩薩所受七衆別解脱律儀。即是苾芻戒、苾芻尼戒、正學
戒、勤策男戒、勤策女戒、近事男戒、近事女戒。如是七種，依止在家出
家二分，如應當知，是名菩薩律儀戒。9
所謂律儀戒是指七眾別解脫律儀：比丘、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優
婆塞、優婆夷。但是菩薩的律儀戒中只有七眾別解脫律儀？根據《菩薩戒品釋》
的說法：
「別解脫律儀，即是為菩薩律儀之支，是為一分。故若具足別解脫律儀，
即成正受菩薩律儀之器。」10此說將菩薩律儀與別解脫律儀區分出來，菩薩律儀
的內容更為廣泛。此從〈戒品〉四重戒的內容專為菩薩行者所設，及從下文成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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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彌勒講堂，2010)，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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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儀戒的原因，皆可證明之。
以上說明攝律儀戒的內容之後，現在更進一步闡述攝成就律儀戒的原因。由
此更能看出菩薩律儀與別解脫律儀的不同及二者的關係，方能正確理解菩薩「攝
律儀戒」的真正義涵。此十個原因是：1.不顧過去諸欲。2.不貪著未來諸欲。3.
不執著現在諸欲。4.樂住遠離，勤修無量菩薩戒。5.言論、尋思皆清淨。6.不自
輕蔑。7.具柔和素養。8.具堪忍素養。9.具不放逸素養。10.軌則正命清淨。
以上十項之中與七眾別解脫律儀要求一致的是第 1、2、3、5、9、10，屬菩
薩律儀的是第 4、6、7、8。11此中如何分別？七眾別解脫律儀戒是為小乘戒，著
重戒相，以身口不犯為原則；又因聲聞以出離為目標，故著重戒貪，因貪愛為輪
迴之根。以是之故，別解脫律儀的重要特點是：重身口七支不犯、以戒貪為根本。
就一位凡夫而言，先從粗重的身口規範起，使令漸漸調熟，斷除慾望。故這六項
與別解脫律儀要求相同即：斷除諸欲、處雜眾不樂不正的言論，及居遠離處不起
少分不善的思維、不放逸、發露己惡覆藏自善、離諸邪命。
然而菩薩為上求下化，廣發菩提心，以自利利人為己任，故所修所學自當更
為廣大。以下分別說明這四項不共法，第 4 項樂住遠離，勤修無量菩薩戒：
又諸菩薩常樂遠離，若獨靜處，若在衆中，於一切時，心專遠離寂靜而住，
不唯於是尸羅律儀而生喜足。依戒住戒勤修無量菩薩等持，爲欲引發證得自
在。12
此文指出不能僅於尸羅律儀而生滿足，應當更進一步勤修無量菩薩律儀。此即說
明尸羅律儀尚未圓滿，必須進求最勝功德的菩薩律儀，方能成就佛道。
第 6 項不自輕蔑：
又諸菩薩於諸菩薩一切學處，及聞已入大地菩薩，廣大無量不可思議長時
最極難行學處，心無驚懼亦不怯劣。唯作是念：彼既是人，漸次修學，於
諸菩薩一切學處，廣大無量不可思議淨身語等諸律儀戒，成就圓滿。我亦
是人，漸次修學，決定無疑，當得如彼淨身語等諸律儀戒成就圓滿。13
此乃說明菩薩學處雖廣大無量，但身為一位菩薩行者，決不可因此而退怯，應勇
於承擔，發起意樂心。但是瑜伽行者如何把廣大無量的學處化為戒條？一旦落入
11

釋體韜：
《六度四攝與《瑜伽論‧戒品》之關係》
，(台北：法鼓文化，1997)，頁 37。文中將第
8 項具堪忍素養，歸為七眾別解脫律儀，但筆者認第 7、第 8 性質相近，皆應為菩薩律儀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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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譯：《瑜伽師地論‧戒品》
，《大正藏》第 30 冊，頁 5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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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藏》第 30 冊，頁 5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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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條即成為有限，如何說廣大？「三聚淨戒」是菩薩戒的核心精神，若能確切認
識到「三聚淨戒」的思想所在，便能以此精神統攝這無量無邊的學處了。
第 7 項具柔和素養、第 8 項具堪忍素養
又諸菩薩住律儀戒，常察己過，不伺他非。普於一切兇暴犯戒諸有情所，
無損害心，無瞋恚心。菩薩於彼，由懷上品法大悲故，現前發起深憐愍心、
欲饒益心。
又諸菩薩住律儀戒，雖復遭他手足、塊石、刀杖等，觸之所加害，於彼尚
無少恚恨心。況當於彼欲出惡言，欲行加害，況復發言毀辱訶責，以少苦
觸作不饒益。14
第 7、8 項皆於諸凶暴有情，不起瞋恚，心懷慈悲。而菩薩為何能做到如此？首
先是透過覺察力和觀照力，使令心不致陷入於一種無明的狀態之中，然後再運用
觀想和思維就能消除瞋恨心，同時引發內在的慈悲心。
菩薩以利生、度眾為目標，故重在戒瞋，因瞋心斷慈悲且使人不敢接近；而
聲聞以出離、自我解脫為目標，故重在戒貪，因貪愛使人沉淪。因此，消除瞋恚
成為菩薩的首要之務。
菩薩必須具備以上所說的這十種素養，才能持好律儀戒。因為瑜伽菩薩戒是
建立在七眾別解脫戒的基礎之上，故四波羅夷僅列出別解脫戒所没有的部分。此
與《菩薩瓔珞本業經》所說的十波羅夷不同，見表格：
《瑜伽師地論‧戒品》
四波羅

1.貪求利養恭敬，自讚毀他

夷

2.他求財法，慳吝不施

(四種他

3.忿惱有情，不受諌謝

勝處法)

4.謗大乘法，說相似法

《菩薩瓔珞本業經》

十波羅

1.殺、2.盜、3.妄語、4.婬、5.沽酒、

夷

6.説在家出家菩薩罪過、7.自讃毀
他、8.慳、9.瞋、10.謗三寶

「攝律儀戒」的開展即是波羅夷，從表中可看出二者的不同。《瓔珞經》的十波
羅夷包含別解脫律儀，即前五項；後四項則為菩薩律儀，相等於〈戒品〉四波羅
夷，第六項「説在家出家菩薩罪過」屬菩薩輕戒所攝。雖同樣是「攝律儀戒」，
14

玄奘譯：《瑜伽師地論‧戒品》
，《大正藏》第 30 冊，頁 512a。
6

二者皆包括別解脫律儀和菩薩律儀二部分，但《瓔珞經》的別解脫律儀僅指性戒
15

的部分，且並未說明受菩薩戒之前，得先具備優婆塞（夷）或五眾出家戒的身

份，此與瑜伽菩薩戒有很大的不同。
「攝律儀戒」是通往「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的根基，缺一不可。另
外，大乘戒著重制心，以心不犯為清淨，身為一位菩薩，必須先具備身口二業的
清淨，再進一步守護淨心。
(二)攝善法戒
上文所說的律儀戒是止惡，此所言攝善法戒是作善。攝善法戒乃是就積極行
持善法而言，是菩薩為成就自己內在佛法而積聚的資糧。攝善法戒的「善法」該
如何定義？廣義的說善法包括世出世間的一切善法，即五戒、十善、三學、六度
等。如《菩薩瓔珞本業經》云：
「攝善法戒，所謂八萬四千法門。」但是〈戒品〉
中善法的內容是依著菩提道而說：
攝善法戒者，謂諸菩薩受律儀戒後，所有一切爲大菩提。由身語意積集諸
善，總説名爲攝善法戒。16
首先揀別身份，是受過律儀戒之後的菩薩，唯有通過身口意的清淨，方能真正攝
持善法，不令喪失。今謂「諸菩薩受律儀戒後」，此是意義上的前後，並不是受
戒的前後。17次者就目標而言，為了成就自內菩提與利他之行，使令身語意廣積
諸善法。此中的善法是與菩提道之行持有關。故攝善法的內容是：
於聞、於思、於修止觀、於樂獨處，精勤修學。如是時時於諸尊長，精勤
修習合掌起迎問訊禮拜恭敬之業，即於尊長勤修敬事，於疾病者，悲愍殷
重瞻侍供給。於諸妙説，施以善哉！於有功徳補特伽羅，眞誠讃美。於十
方界，一切有情，一切福業，以勝意樂起淨信心發言隨喜。…親近善士，
依止善友。於自愆犯，審諦了知，深見過失。既審了知，深見過已，其未
犯者，專意護持；其已犯者，於佛菩薩同法者所，至心發露如法悔除。18
因文長故省略一部分。概括有八項：1.勤修聞思修。2.積集資糧。3.隨喜功德。4.
15

戒罪分為性罪、遮罪二種。性罪：本性就是罪惡，如殺、盜、淫、妄，本體是惡法，不待佛
制，犯了就會得到罪報；如果違犯則是性罪。傷戒律是指遮罪：飲酒是被遮的，喝酒本質上不是
罪惡，但因飲酒迷亂心性，會延伸犯下許多惡行，所以要遮止，因此叫做遮戒，如果受了戒，一
旦違犯遮戒就會有遮罪。出自於聖嚴法師：《戒律學綱要》
，(臺北市 : 東初，1993)，頁 59。
16
玄奘譯：《瑜伽師地論‧戒品》
，《大正藏》第 30 冊，頁 511a。
17
遁倫集撰：《瑜伽論記》
：「此是義説前後，非受前後。」
《大正藏》第 42 冊，頁 533c。
18
玄奘譯：《瑜伽師地論‧戒品》
，《大正藏》第 30 冊，頁 511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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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堪忍。5.回向發願。6.供養三寶。7.修不放逸。8.修資糧道所依之善。係菩薩
勤修三慧，以修身口意之善回向正等菩提，供養三寶，心不放逸，若犯錯如法懺
悔等。這些都是善法的內容，能使令菩薩成就內在的菩提之心。
若於身財少生顧戀，尚不忍受，何況其多。又於一切犯戒因縁，根本煩惱，
少分煩惱忿恨等生，亦不忍受。又於他所發生恚害怨恨等心，亦不忍受。
又於所起懈怠懶惰，亦不忍受。又於所起等至味著，等至煩惱，亦不忍受。
又於五處如實了知，謂如實知善果勝利，又能如實了知善因，又能如實知
善因果倒與無倒，又如實知攝善法障。19
攝善法的圓滿之因，主要有十種相：1.對身財不忍受。2.對根本煩惱少分煩惱不
忍受。3.起恚害怨恨不忍受。4.起懈怠懶惰不忍受。5.起等至味著等至煩惱不忍
受。6.五處如實了知：(1)善果勝利(2)善因(3)知善因果顛倒(4)知善因果正確(5)攝
善法障。攝善法戒的內容重點主要是六度，第一項若對身體、財富有所貪戀，則
會障礙布施。第二項根本煩惱、少分煩惱障礙的是，戒波羅蜜多的圓滿。在菩薩
戒裏最根本的犯戒因緣是我們內心的煩惱，所以根本煩惱和隨煩惱，恰恰就是菩
薩修習攝善法戒的重要障緣。第三項若起恚害怨恨，則障忍辱。第四項若起懈怠
懶惰，則障精進。第五項若起等至味著、等至煩惱，則障禪定。第六項若於五處
不如實知則障般若。菩薩為攝善法，故能如實了知善因果的顛倒與善因果的正
確，以獲得善果。所謂顛倒即是：於無常妄見為常、於苦妄見為樂、於不淨妄見
為淨、於無我妄見為我。如實了知攝善法的障礙，即是了知障礙六度的因素。這
十種相的修習過程，其實就是對治六度修習過程中的種種障礙。三聚淨戒主要是
幫助我們了解菩薩戒主要的內容和精神。
(三)饒益有情戒
饒益有情戒主要是就菩薩行門的四攝法而說，四攝法為布施、同事、愛語、
利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是諸菩薩摩訶薩衆精勤修學菩薩道時，爲欲饒益
無量百千諸有情故，以四攝事而攝受之。一者布施。二者愛語。三者利行。四者
同事。是菩薩摩訶薩。」20此就成熟有情而言，菩薩為利益一切有情，令得離生
死苦所應行之事。《菩薩瓔珞本業經》：「攝衆生戒，所謂慈悲喜捨化及一切衆生
皆得安樂。」此以慈悲捨四無量心作為攝眾生戒的內容，四無量心是就菩薩內心
的而言，而四攝法是就菩薩外行而言，二者是內外的關係。
〈戒品〉將此四攝法之精神，納入三聚淨之中，並以十一相來說明之。1.給

19
20

玄奘譯：《瑜伽師地論‧戒品》
，《大正藏》第 30 冊，頁 512b。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大正藏》第 7 冊，頁 59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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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做助伴。2.為說法要。3.知恩報恩。4.救濟佈畏。5.開解憂愁。6.施與資具。
7.作眾生的依止。8.隨順有情的願望。9.讚揚正行。10.調伏有過的眾生。11.現神
通調伏有情。其與四攝法的關係如下：
同事

愛語

布施

利行

1.給眾生做助伴

2.為說法要

3.知恩報恩

8.隨順有情的願望

4.救濟佈畏

9.讚揚正行

5.開解憂愁

10.調伏有過的眾

6.施與資具

生

7.作眾生的依止

11.現神通調伏有
情

(此依據《瑜伽論記》的說法。)

21

〈戒品〉將四攝法更具體化的表述出來。所謂同事：就是作為眾生開展事業及作
為眾生在痛苦中的助伴。但前提是無顛倒的事業，有利於眾生、社會的事業。所
謂愛語：以如理說法，開解那些不明佛法智慧、正確道理的人，使令離諸惡趣。
所謂布施：第 3 項是報恩施，第 4、5 是無畏施，第 6 項是財施，第 7 項是法施。
所謂利行：利行是菩薩利益眾生的行為，菩薩以悲愍心，攝眾生離苦得安穩。隨
著眾生的心而轉的菩薩，無非是要「令其出不善處，安立善處」；菩薩性好讚揚
真實功德，令他歡喜；菩薩以悲愍心調伏有過的眾生；菩薩現神通乃為方便引攝
行惡的眾生。饒益有情的這十一個內容，體現出四攝法的內涵。
攝律儀戒包含七眾別解脫律儀和菩薩律儀戒，攝善法戒主要以六度為內容；
饒益有情戒以四攝法為內容，三者之間的關係是有次第性的，一層比一層難，從
自利的攝律儀戒、自利利他的攝善法戒，到完全利他的饒益有情戒，雖三種戒皆
須修學，但最重的是律儀戒的攝持。如果能精進守護律儀戒，就能精進守護其它
二戒。

參、〈戒品〉「三聚淨戒」與菩薩道之開展
從以上分析，攝善法戒與饒益有情戒，具有六度四攝的主要內涵。此亦是古
來諸位大德所一致認為的。本節主要證明〈戒品〉「三聚淨戒」具有完整的菩薩
道思想，並與般若經論作對照，以求其〈戒品〉「三聚淨戒」的特色。六度四攝
是菩薩修行菩提道的重要的內容，其同時奠基在菩提心之上。即先發上求下化之
心，再以六度四攝作為開展菩薩道的根基。本節主要先將大乘菩薩道的開展作一
21

遁倫集撰：《瑜伽論記》
，《大正藏》第 42 冊，頁 535c。
9

闡述，再從〈戒品〉「三聚淨戒」的六度四攝，論述菩提道的實踐。首先指出六
度四攝是大乘佛教行菩薩道的主要理論，據此，即能到達究竟彼岸；次就《瑜伽
師地論》對六度四攝所賦予的意義作論述。
菩薩(bodhisattva)，意為覺悟的有情，以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為己任。菩薩一
開始就以發菩提心為首，並以智慧為指導及心量的開發為前提，透過六度四攝的
修持展開菩薩利生的志業，最後自利利他皆圓滿，達至無上菩提。因此菩提心、
般若智和菩薩行，是修習菩薩道的三個重要內容。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發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開發覺醒的心，欲成為菩薩的第一步，便是要認識到這個覺醒的
心的重要性。因此菩薩選擇發菩提心，作為生命的目標和方向。又發菩提心亦是
一種發願，下定決心在生命當中完成自利利他的崇高願望。在大乘經論之中，皆
有論說菩提心的重要性。如：
(問)是諸菩薩發菩提心，欲趣菩提甚爲難事。佛告善現：「如是！如是！
諸菩薩衆所作甚難，謂爲利樂諸世間故，發趣無上正等菩提。作是誓言：
『我爲濟拔諸世間故，爲諸世間作舍宅故，爲諸世間作歸依故，爲諸世間
作洲渚故，示諸世間究竟道故，爲諸世間作導師故，爲諸世間作所趣故，
發勤精進趣大菩提。』」22
菩薩所作的志業上求下化，是一件極為艱難之事。但是菩薩以菩提心，作為心中
的誓願，發起一種願為眾生做一切事的崇高之心。而此誓願終將引領菩薩完成利
樂眾生、趣入無上菩提之大業。
我從初發無上正等菩提心來，於一切時更無餘想，唯求無上正等菩提。…
善現！是菩薩摩訶薩專求無上正等菩提，於一切時心無散亂，諸有發起身
語意業，無不皆與菩提心倶。善現！是菩薩摩訶薩住菩提心起菩提道，不
爲餘事擾亂其心。23
菩提道的第一步便是發菩提心，次為守護菩提心。如何守護？重要的是心不散
亂，身口意三業必須與菩提心相應，一心一意求無上正等菩提。由以上可知菩薩
之所以為菩薩乃是發菩提心之故，若退失菩提心就不名為菩薩。

22
23

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大正藏》第 7 冊，頁 897b。
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大正藏》第 7 冊，頁 4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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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菩提心、行菩薩道、成就佛道」是大乘佛教共同的目標。
《瑜伽師地論》
亦極重視發菩提心，在其〈發心品〉說：「發心能為無上菩提根本」。24所謂發心
就是確認自己的目標和選擇。一旦下定決心，此心願會帶領行者趣入無上菩提。
因此發心顯得格外的重要，一切的成就始於當下一念心願。〈發心品〉云：
復次菩薩最初發心於諸菩薩所有正願，是初正願普能攝受其餘正願，是故
發心以初正願爲其自性。25
所謂初正願就是最初發起的正願。所謂正願簡單地說即是發菩提心，此菩提心可
主導一切的願行。所以菩薩發心，必須在最初發正願時，即以菩提心為其內涵。
此強調發菩提心的重要性。
大乘菩薩戒重視的是心地的法門，特別強調菩提心。〈戒品〉在發心乞戒時
說到：菩薩欲受菩薩戒，修學「三聚淨戒」時，當發無上正等菩提弘願，再求受
菩薩戒。26這個發願非常重要，意味行者必須先確立願望，是出自內心的一種弘
願，方能產生一股強大的力量成為無作戒體。如能真正領納無作戒體，就能如上
《大般若經》所言：身口意業時時與菩提心相應。換句話說，能發心乞戒表示我
們真正認識到菩提心，及深刻體認到菩提道的重要性。
又〈戒品〉在自性戒具足四種功德說到：
云何菩薩自性戒？謂若略説具四功徳，當知是名菩薩自性戒。何等爲四？
一從他正受，二善淨意樂，三犯已還淨，四深敬專念無有違犯。27
「從他正受」及「善淨意樂」是就受戒時而說，前項是所受，後項是能受。即作
為受戒的人，在受戒當下，所發的心是善的、清淨的意願，亦即是發菩提心。
受持菩薩「三聚淨戒」以發菩提心為關鍵，若缺少此一殷重心，則不得戒。
因此發菩提心是菩薩戒的整個靈魂所在，缺一不可。這與大乘菩薩道強調發菩提
心是一致的，但〈戒品〉將發菩提心以一種強而有力的具體方式呈現出來，使令
行者真實的感受到堅固的菩提心願，透過發心乞戒的方式，自內心而生。
二、般若空智
般若的重要常以「五度如盲，般若如導」28來表示。五度如果没有般若空智
24
25
26
27

玄奘譯：《瑜伽師地論‧發心品》，
《大正藏》第 30 冊，頁 480c。
玄奘譯：《瑜伽師地論‧發心品》，
《大正藏》第 30 冊，頁 480b。
玄奘譯：《瑜伽師地論‧戒品》
，《大正藏》第 30 冊，頁 514b。
玄奘譯：《瑜伽師地論‧戒品》
，《大正藏》第 30 冊，頁 51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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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導則僅是人天福德，不能進入無上菩提之果。因此般若智是引導行者悟入實
相，了脫生死的唯一德目。又大品般若經云：「般若波羅蜜是諸菩薩摩訶薩母，
能生諸佛法故。」29 般若是菩薩之母，因為從般若能生出諸佛正法。此經已明白
告訴我們，般若智與菩薩之間的緊密關聯，菩薩的內證外用皆是由有般若智而顯
現。
般若經典是大乘佛教早期重要的經典，此中明菩薩的深廣大行「上求佛道、
下化眾生」之偉業。自此佛教進入了迥異於小乘自我解脫的菩薩道思想。而且亦
是闡述般若思想的代表性經典。大乘佛教後期的《瑜伽師地論》仍以此一菩薩精
神為其根基，並對其般若思想加以繼承與闡發。
《瑜伽師地論》云：「菩提以慧為體」30 菩提的體性是智慧，就是說菩薩
的菩提心必須建立在智慧之上。若無般若智，菩薩不能真正發起菩提心。在上文
提到攝善法戒即是六度的開顯，其中的「五處如實了知」即是般若波羅蜜。般若
究竟是什麼呢？〈戒品〉明白的告訴我們：如實了知善果的殊勝利益、了知善因
的殊勝利益、了知善因果的不顛倒、了知善因果的顛倒、如實知攝善法的障礙。
一位具智慧的菩薩即能從善果見到善因；反之從善因可見到善果。所謂因果的不
顛倒就是：「不於無常妄見為常、不於其苦妄見為樂、不於不淨妄見為淨、不於
無我妄見為我。」31如果菩薩能在這五處如實的了知，則能獲得實相。此說明能
正確的了知善因果就是智慧。所謂善果即是實相，善因即是六度。當菩薩在修六
度時，即知能至究竟彼岸。
「三聚淨戒」的攝善法戒，說明攝善法仍須具足般若智慧，方能攝受一切善
法。此處的善法是指六度，亦即是般若為引導五度之首。
三、菩薩行─六度、四攝
菩薩行的內容主要是六度、四攝。六度即六波羅蜜，
「度」是意譯，
「波羅蜜」
是音譯，梵語 Pāramitā，度到彼岸之意。此是菩薩修行的法門，成就無上菩提的
方法。
《大般涅槃經》
：
「菩薩及佛具足成就六波羅蜜名到彼岸。」32六度是到達彼
岸之因，是成就佛道的主要因素。為什麼六度如此重要？從《瑜伽師地論》可得
到答案。文中指出有二因緣：
「一者饒益諸有情故，二者對治諸煩惱故。」33六度
能增長行者的悲心而使之利益眾生，並且可對治內心的煩惱。關於對治煩惱，布
28

《小品般若》卷 3 云：
「五波羅蜜離般若波羅蜜，亦如盲人無導，不能修道至薩婆若。」《大
正藏》第 8 冊，頁 550a。
29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大正藏》第 8 冊，頁 302a。
30
玄奘譯：《瑜伽師地論‧發心品》，
《大正藏》第 30 冊，頁 739a。
31
玄奘譯：《瑜伽師地論‧戒品》
，《大正藏》第 30 冊，512b 頁。
32
《大般涅槃經》
，《大正藏》第 12 冊，頁 580a。
33
玄奘譯：《瑜伽師地論》
，《大正藏》第 30 冊，頁 73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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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對治慳貪心、持戒對治破戒心、忍辱對治瞋恚心、精進對治懈怠心、禪定對治
散亂心、般若對治愚痴心。34六度是在幫助行者解除內心的六種障礙。
〈戒品〉
「攝善法戒」的內容重點主要是六度。
「攝善法戒」的圓滿之因主要
有十種相。這十種相的次第修因：布施、持戒、忍辱、精進、靜慮、五種慧共十
種相。這十種相的修習過程，實際上就是行者成熟眾生及對治內心種種障礙的過
程。六度前三屬利他，後三屬自利。〈戒品〉將六度開展為十相：(一)對身體和
財富的少分貪戀的不認可，因為貪戀障礙布施。(二)對內心生起根本煩惱、少分
煩惱的不認可。煩惱在菩薩戒裏是最根本的犯戒因緣，而此煩惱通常是一種驕慢
心、嫌恨心，因而使令行者不去行善。所以根本煩惱和隨煩惱，正是菩薩修習攝
善法戒的重要障緣。(三)對生起恚、害等心的不認可，因為會障礙忍辱。害就是
想著報復。此煩惱心所將使令行者不樂意行善。(四)對起懈怠、懶惰亦不認可，
因為障礙精進。(五)對貪著禪定而引發的煩惱不認可。(六)於五處如實了知，此
即是般若智慧，共五項，如上所言。由此即知「攝善法戒」包含自利利他二部分。
菩薩學六種波羅蜜多，復以四攝事方便攝受有情。所謂四攝法：即布施、愛
語、利行、同事。此四攝完全是就饒益有情而言，給與有情利益、安樂。
〈戒品〉
將四攝開展為十一相：(一)給眾生做助伴 (二)為說法要(三)知恩報恩(四)救濟佈畏
(五)開解憂愁(六)施與資具(七)作眾生的依止(八)饒益求隨心轉(九)饒益正行(十)
調伏有過的眾生(十一)現神通調伏有情。〈戒品〉將四攝以具體的方式說出，無
非是令行者有所依循。此四攝完全是利樂眾生的行為，純粹是菩薩在廣修一切善
法時(六度)，再以四攝法利益眾生。
「攝善法戒」以六度為內容開為十相，其所要表明的是：成熟自己及成熟眾
生的菩薩行。「饒益有情戒」以四攝為內容開為十一相，其所要表明的是：利益
眾生的利他行為。其實「攝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此三者是有
次第性的，一層比一層難修，四攝比六度難，因為要真正做到完全利益有情的無
上悲心，須經過前面的修學方有可能。這樣的次第性在般若經典之中，並未明白
地闡述出來。但在〈戒品〉即把六度、四攝之間的差異區分出來。

肆、〈戒品〉「三聚淨戒」論菩薩道實踐的意義
前文解析〈戒品〉「三聚淨戒」的意義，同時分析出其具有六度、四攝的內
容；接著闡述由六度、四攝開展出的菩薩道：菩提心、般若智、菩薩行－六度、
四攝。其中「攝善法戒」即六度的展開，「饒益有情戒」即四攝的展開，明白說
出大乘經論與〈戒品〉所要表達的菩提道是一致的。然而，為何要以「三聚淨戒」
34

六蔽為：「菩薩摩訶薩欲不起慳心破戒心瞋恚心懈怠心亂心癡心者，當學般
若波羅蜜。論是六種心惡故，能障蔽六波羅蜜門。」
《大智度論》
，
《大正藏》第 25 冊，頁 30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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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菩薩道的實踐？此是本節欲闡述的問題。本文以〈戒品〉「三聚淨戒」論菩薩
道實踐的意義在於：一、以唯識心所認識煩惱所在。二、將菩薩道化為戒律實踐，
更具積極性。三、具時代的實踐力。藉此三方面，闡述〈戒品〉「三聚淨戒」論
菩薩道實踐的重要意義。以下分述之：
一、以唯識百法認識煩惱所在
〈戒品〉因是《瑜伽師地論》其中的一品，故應從唯識的立場，就菩薩道實
踐過程中所產生的心理活動，作一論述，以便修習六度四攝的志業。所謂唯識正
見即是萬法唯識的道理。心能造業，亦能轉業，關鍵在心。行者在成就菩提心以
前，必須先認識我們這一念心是淨是染，該如何對治、如何斷除。此是菩薩行者
行菩薩道時，所應重視的事。或者說整個菩薩道的修學過程，其實就是一種對治
煩惱心所的過程，而「三聚淨戒」就是對治習氣的最佳方法。
〈戒品〉「三聚淨戒」的特色，就是採用唯識的五位百法，35幫助行者認識
自身的心和心所，作為有情在尋求解脫的過程之中，清楚自身所經歷的各種心理
活動之中，那一些是障礙行者的心理因素，必須加以對治。我們可從上面提到的
發菩提心和六度善法說起。認識心、善用心即是菩薩道修行的關鍵。
〈戒品〉「先於無上正等菩提發弘願已。」此發願心是一種心理作用，就唯
識百法而言屬思心所，一種發動身語意三業的思願力，思相當於意志力。思有令
心造作為之意，能使役心為善為不善。36另有一說願為「欲」心所，它不是遍起
的而是對境方起的別境之一。故《百法》云：「於所樂境，希望為性。勤依為業。」
37

又另一說為「信」，謂愛佛菩提是一種不染愛的「信」。38綜合以上的說法，發

菩提心是「思」、「欲」、「信」心所共同成就的。
瑜伽行者以「心」為主導，外在的一切皆依心識的作用，而有善法與不善法。
外在的六度善法乃因內在的善心所，而使得善法得以成就。因此，行者應該了知
障礙六度的煩惱是那些，方能一一對治。攝善法的障礙是：貪、瞋、痴、不正見
根本煩惱，忿、恨、害等小隨煩惱，懈怠、放逸、失念等大隨煩惱。39
35

唯識將宇宙萬有分為五位百法，而這五位百法都不離識。第一心法八種，第二心所有法五十
一種：徧行五、別境五、善十一、煩惱六、隨隨煩惱二十、不定四，第三色法十一種，第四心不
相應行法，第五無為法六種。五位百法出自《瑜伽師地論》
，經世親菩薩整理簡化為百法。天親
菩薩造：《大乘百法明門論》，
《大正藏》第 31 冊，頁 855b-855c。
36
于淩波：《百法明門論表解. 八識規矩頌講記. 唯識三十頌講記》
，(台北：佛陀教育基金會，
2003)，頁 36。
37
于淩波：《百法明門論表解. 八識規矩頌講記. 唯識三十頌講記》
，頁 36。
38
遁倫集撰：《瑜伽論記》
：「問已知發心以願爲體。未知此願以何爲體？答曰：薩婆多一處云，
法界有二，謂相應不相應；相應者，思願等。不相應，謂得等。故知以思爲願。一處云：希求。
希求與願相順，故知是欲。一處云：愛有二種。一染愛是貪，二不染愛是信。謂愛佛菩提等，故
知是信。」
《大正藏》第 42 冊，頁 492a-492b
39
所謂根本煩惱是一切煩惱的根本，隨根本煩惱而起稱隨煩惱。隨煩惱分為：大隨煩惱、中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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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利用唯識百法說明菩薩道的實踐。行者必須認識自己的煩惱心，再以
「三聚淨戒」的力量約束煩惱，菩薩道的成就才有可能。由此亦知菩薩戒制心之
理由。
二、將菩薩道化為戒律實踐，更具積極性
「三聚淨戒」本身就是自利利他的菩薩道。從初發心到菩薩行，完整地表現
在「攝善法戒」六度的自利利他；「饒益有情戒」四攝的利他之上。這種將菩薩
精神與戒律相結合，是有其深刻的意涵在。菩薩如何將所發的菩提心願加以堅
固，如何將自利利他之行轉成責任感與使命感？答案是增上菩薩戒學。戒律的功
能便是制約行者，從身口意三管齊下，藉由持守戒律不斷反覆地增長善法。
〈戒品〉不僅讓行者認識到「三聚淨戒」的重要性，更將深廣的菩薩道化作
戒律，規範著菩薩的行為，使令我們修學種種的六度善法，及修學四攝的利生事
業。如果不依戒律而行就犯戒，則將促使菩薩勇猛精進的修學，形成一種積極的
意義。另外，菩薩在發心乞戒時，透過身口二業與發起菩提心而得無作戒體。此
戒體會產生防非止惡的功能，讓行者自內心生起持戒的意志力。此意志力使令行
者廣行六度四攝而不疲倦。
菩薩思想分散於大乘經典之中，此只具備化教功能，本身没有制約性，藉由
菩薩的「三聚淨戒」，使之具有制教的功能。由於菩薩戒具化教、制教，所以其
戒定慧是相互生發的，並非如小乘的次第分明。蕅益大師在《靈峰宗論》說到：
菩薩的戒定慧三學是相輔相成的。40
「三聚淨戒」是為實踐菩薩道的修行而設立的，菩薩的行為是六度四攝，但
如何更好地去實踐？「三聚淨戒」成為菩薩行實踐的保障，此是將原本的道德力
加上法律的制約，從而使得實踐力加深。此真正將菩薩思想，落實在日常生活之
中的最佳表現。
三、「三聚淨戒」具時代的實踐力
「三聚淨戒」乃因菩薩道的盛行，在菩薩行者的需求之下而出現。此亦意謂
突破傳統戒律，開展另一新的戒律的契機，因此具有時代性。本文在此論述「三
聚淨戒」取代十善法，成為菩薩行者所依循的原因。乃因「三聚淨戒」清楚、具
體地指出自利利他的精神，及方便新學菩薩學習、實踐的特點。
菩薩「三聚淨戒」未出現之前，僅以十善法作為菩薩持守的戒規。根據經典
出現的先後來看，菩薩「三聚淨戒」是繼十善法才有，此似乎表示十善法不能滿
煩惱、小隨煩惱。
40
蕅益大師：
《靈峰宗論》
：
「没有出世的妙戒，絕無出世的定慧；没有出世的定慧，併失出世的
妙戒。」此為淨界法師講述《瑜伽菩薩戒本》第五卷 http://wuming.xuefo.net/nr/2/212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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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時人的需求。回顧十善法的歷史，它在原始佛教就已出現，各種大小經論的相
關記載相當豐富。無疑地，十善法是佛教非常重要的善法，不論大小乘皆共同遵
守。十善法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根據前人的研究，有善行、戒律、業道、六波
羅密中的戒波羅密、菩薩戒等等。41十善法由最初的人天善法演變為戒律乃至菩
薩戒。若說十善法是一切戒的基礎，當之無愧。
既然十善法是一切戒，為何還要菩薩戒？應該說菩薩戒的出現是有其時節因
緣的。事實上，身三口四屬於別解脫律儀的性戒所攝，不待佛制，做了即犯業報
罪；後三的無貪無瞋無痴屬意業。前七項與度眾生、修習一切善法較無明顯關係，
而後三雖似乎有關係，但這涉及到認知及悟道深淺的問題。如果是利根菩薩，這
十善法皆可是自利利他的善法；如果是新學菩薩或聲聞行者，則會比較偏向自利
看待。雖說修布施是為了對治內心的貪慾，但無貪的人不一定會行布施，如阿羅
漢。如果就實際的層面來說，無貪的人不一定會去布施，會布施的人不一定無貪，
無貪與布施不能劃上等號，所以利生的意義不是那麼明顯，此是隨不同人的解讀
而有不同的意義存在。或者可以說十善法的「利生」較隱，「三聚淨戒」的「利
生」較顯。因此，就文義來看，十善法不如「三聚淨戒」自利利他的明確清楚。
六度四攝是專為修習大乘行者所提供的法門，以六度為內容的「攝善法戒」，以
四攝為內容的「饒益有情戒」，大乘佛教的立場鮮明，方便新學菩薩修學。
〈戒品〉在原有的「攝律儀戒」之上加入「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成為
「三聚淨戒」。此將三種戒結結合在一起的作法，是開創大乘戒律的先峰，標幟
著菩薩道實踐的一個新的契機。

伍、結論
〈戒品〉「三聚淨戒」本身即是一個菩薩道的修行次第，先以七眾別解脫律
儀為基礎，再以菩提心願與般若空慧為前導，廣行六度四攝。其中並以唯識正見：
萬法唯識，以百法對治煩惱，使令無我、無我所。
「攝律儀戒」包括七眾別解脫律儀和菩薩律儀，所要表明的是菩薩必需具有
止惡的能力，方能往上修行。大乘戒法雖廣大，但仍必須以七眾別解脫戒為根基，
其中有修學的次第性。「攝善法戒」以六度為內容開為十相，其所要表明的是：
成熟自己及成熟眾生的菩薩行。「饒益有情戒」以四攝為內容開為十一相，其所
要表明的是：利益眾生的利他行為。將六度四攝納入三聚淨戒之中，乃因六度四
攝為菩薩行的主要內容，故結合戒條的規範，使其真正落實於菩薩行者的生命之
中。
41

聖嚴法師著：
《菩薩戒指要》
，
《法鼓全集》第一輯‧第六冊，(台北：法鼓文化，1999)，7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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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聚淨戒」的出現，具時代實踐意義，從最初的十善法到菩薩戒，顯示菩
薩行者的需求。主要是十善法較簡略，因它只是總綱，未若「三聚淨戒」的具體、
詳細、清楚，從發菩提心、自利、自利利他到完全利他，皆有完整的次序，此適
合凡夫菩薩修行。又菩薩行者在長期的修習過程之中，為防止懈怠、放逸，故需
尋求更有保障、實踐力強的菩薩戒。
當知菩薩是為成就佛道，修習種種善法，廣行利他志業。但是其先決條件必
需是先認識我們這一念心，了知唯識百法的心、心所法，方能有利地伏斷煩惱。
如果菩薩不對治煩惱，縱容煩惱的現行，如此則會影響菩薩道的圓滿。因此菩薩
「三聚淨戒」是就自利利他深廣的菩提道而存在的。行者在持戒的過程中，藉著
持戒的行為來增長內心善良的功能，進而成就六度、四攝菩薩行，成就無上菩提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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