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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本文之動機 

鑒於社會環境日衰敗壞，人們欲念日益加強，佛教的義理似乎不合時宜，佛

教的戒條快要被遺忘了，站在佛教式微的當下，面對真如解脫之正路，學佛者不

禁有岐路亡羊之感。 

自古以來，佛法住世至今，無不是以戒律來攝領僧眾，眾所周知，戒律為佛

法的生命，佛法能否長存，戒律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關係著佛法能否住世，

確是非常重要的。這乃是出家僧尼們所應當關心，並且共同來守份護持的。而要

正確的持守戒律，則需先對戒律有正確的認知，故本文以此為題來探討佛教的戒

律觀。 

另一方面，由於正要提出一篇有關華嚴思想的大學部畢業論文，因此想趁這

機緣從華嚴的戒來著手。在這過程中，發現於《華嚴經》各處都有談論到「戒」，

而最突顯華嚴菩薩戒之殊勝的，就是＜十地品＞第二離垢地菩薩的戒波羅蜜。故

此本文將以《八十華嚴》＜十地品＞中的「離垢地」為主要內容來加以申述。 

所謂「離垢地」之「離」是指離卻一切起誤犯戒之心；「垢」即所有煩惱塵

垢；「離垢」就是把這些煩惱塵垢清除掉；「離垢地」是指已達到離絕一切塵垢之

境，亦即已具足一切清淨戒律並遠離一切起誤犯之垢，故名為離垢清淨之地。 

一般大乘菩薩戒都以三聚淨戒（即攝律儀戒、攝善法戒與攝眾生戒）作為菩

薩戒的總綱。《華嚴經》離垢地菩薩戒雖也說三聚淨戒，但卻是以十善法作為其

基礎。這種將十善法配合三聚淨戒的菩薩戒準則，可說就是離垢地之所以能成就

戒波羅蜜的法門，同時也是華嚴戒的特殊性之所在。 

最後，本文亦想試探此種菩薩戒準則的觀念和作法是否適行於世間，並能否

以它為據，為日後大乘菩薩戒法立一個共軌。 

二、本文之結構 

本文所談論的主旨是戒律，故首先介紹戒律之由來及其流傳，以及何謂戒，

進而分析各種不同的戒律。由於本文以菩薩戒為主，故將深入了解菩薩戒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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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意義，並析別其與聲聞戒之差異。進而正式探討《華嚴經》中有關戒律的思想，

並將＜十地品＞「離垢地」中之十善戒相作一整理，而申述尸羅波羅蜜之主要內

容。從介紹第二離垢地中分析此地菩薩的行位所在及如何斷障、證真乃至怎樣成

行、得果等，並說出其所依之十種直心主體的殊勝，至於戒之內容：攝律儀、攝

善法及攝眾生戒亦特作詳盡分析。 

另一方面，筆者亦將搜索歷來祖師對「離垢地」的不同詮釋，此等資料，特

以二祖智儼之《搜玄記》、三祖法藏之《探玄記》及四祖澄觀之《華嚴疏鈔》為

主要的探索資料。 

在本文結束之前，會承接上列之內容，申述華嚴菩薩戒與其他菩薩戒之關

係，尤其分析與三乘戒之差異。在結語中，主要反省自己在進行此論文期中所體

會到的感受，並提及到底菩薩戒能否行於世間，其可能性有多大，是否能以十善

法配合三聚淨戒作為受持菩薩之準則而取代了《梵網經》中所列的菩薩戒法。 

以上內容，是筆者預算之範圍，可能涉及方向頗大，倘若未能一稿述盡，筆

者會列入將來研討的計劃內。 

貳、談戒律之由來 

戒律的根本精神和佛法的修行，是要使眾生如實知解世界人生的實相，斷盡

煩惱，以便離苦得樂。其實踐法門，就在於戒律的守護。因此，佛陀在即將入滅

的時候，曾告誡弟子們說：「汝等比丘，於我滅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如

闇遇明，貧人得寶，當知此則是汝等大師。」1

現就以上，把戒律的流傳及種類作一個簡單的介紹與分析。 

 

一、為何要有戒律 

從修行解脫來說，律並非是必要的，如釋尊的修證，只是法而已。然從佛法

的久住人間而言，律是有其特殊的必要性。 

佛陀成道以後的最初數年之中，並沒有所謂的戒律，因為初期的佛弟子們，

                                                 

1 《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又稱《佛遺教經》）大正一二‧１１０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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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過人生的深切警覺與痛悔。一方面是動機的純正與真切，另一方面則是根器

特別深厚，縱使沒有戒條，也能自然的合律，並且往往聽到釋尊三言兩語的開示

或點化，便能立即入聖位聖果。因此，起初，釋尊為出家弟子，只提示了「法味

同受」、「財利同享」的原則。根據《有部毗奈耶》卷一說，等到佛陀成道的第十

三年，蘇陣那比丘犯了淫，佛這才因之而制定淫戒。此戒即為佛教團中之最初制

禁。 

由於隨佛出家的人多了，不能沒有組織，所以「依法攝僧」而有僧伽（Sajgha）
的制度。這是依於法來組合僧眾的一種制度，是有助身心於法的修證以及佛法的

增長廣大的。 

關於這種攝僧的戒律制度，其主要目的可約略歸為如下四個方面： 

（一）有些出家修行者，有不道德的行為，或追求過份的經濟生活，這不但障礙

個人於法的修證，也障礙了僧伽的和合清淨，所以制立學處（wiksapada
舊譯為戒；即為比丘、比丘尼等所應學之處，亦即戒律）。一條一條的學

處，集成波羅提木叉（pratimoksa），是出家者所應該守護不犯的。 

（二）為了佛法的推行於人間，成立受「具足法」（upasajpnna-dharma），「布

薩法」（posadha-dharma），「安居法」（varsika-dharma），「自恣法」

（pravarana-dharma），「迦絺那衣法」（kathina-dharma）等，僧伽特有

的制度。 

（三）寺院成立了，出家的人多了，就必須有種種僧事及僧伽諍事的處理方法。 

（四）同屬於佛法的出家者，要求行為（儀法）方面的合式與統一，如：行、住、

臥、穿衣、行路、乞食、受用飲食等規制。2

這些僧團生活的行為規制，統稱為「律」，而由於出家僧伽的日漸增加，「律」

也越顯得其重要性，甚至達到與「法」對舉並立的地位。梵語 vinaya，音譯為毗

尼或毗奈耶，譯義為「律」或「調伏」。 

 

律中說：「有十事利益，故諸佛如來為諸弟子制戒，立說波羅提木叉」其十利的

內容： 

                                                 

2 此有關制律的目的參見《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印順著，１９９４‧７‧台北‧七版‧

１７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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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攝僧         二‧極攝僧 

三‧令僧安樂       四‧折伏無羞人 

五‧有慚愧人得安隱住   六‧不信者令得信 

七‧已信者增益信     八‧於現法中得漏盡 

九‧未生諸漏令不生    十‧正法得久住 3

這十項，即是佛陀制戒律的動機與目的。而為使正法久住，可說最終的目的。

要實現這一崇高理想，唯有和樂清淨的僧團，才能外化而使信仰普遍，內證而賢

聖不絕。換言之，正法久住的關鍵在於一個清淨和樂的僧團，而這都是依學處及

波羅提木叉而後能達成的。 

 

所以戒律的制度，不是釋尊對佛弟子們的一種束縛，實是佛弟子的解脫道，

此從其梵文的語源來看，便可清楚地了解到。戒律梵語音譯為「波羅提木叉」

（pratimoksa），「木叉 」（moksa）是解脫的意思。即指以戒律修行，而能棄捨惡

行，破除煩惱所得的果或所證的涅槃。「波羅提「（prati）譯為「別」，即指七眾

弟子所受的戒各自不同、持戒所對的境各別不同。換言之，戒律是佛弟子能得到

斷除煩惱、惡行等所縛的方便法；依其不同的戒法就能別別得解脫。因此佛弟子

若無戒律作為生活軌範的依準，了生脫死是不容易的。此外戒律制度也是僧團的

防腐劑，僧團如無戒律作為統攝教化的綱領，佛教的狀態，將會一盤散沙！因此，

佛教只有戒律存在，佛法才能夠與世長存及增長廣大了。 

二、戒律的流傳─律藏的結集與分化 

釋尊在世時，所說的法（dharma）與所制的戒律（vinaya），都是由口誦記

憶的方式，實行於出家的僧伽（sajgha）中，其中也部分傳誦在民間。釋尊滅度

以後，為了使「法與律」能正確的流傳於後世，並免於各地區及族性的出家者各

行其是，所以舉行結集。結集（sajgiti）是「合誦」的意思。由會中的阿羅漢們

背誦出佛生前所說的法與律，然後再經和合大眾的共同審定，確認是佛說佛制

的，然後加以分類，編成次第，以便傳誦。經此，法與律才有一定的準繩。 

結集的發起，源自於佛剛入滅的近期。在佛入滅後，佛弟子中，有一愚癡比

丘拔難陀，感到非常高興，他告訴同道說：「汝等勿憂，世尊滅度我得自在。彼

                                                 

3 十利內容詳見《摩訶僧祇律》卷一‧大正二二‧２２８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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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常言：當應行是，不應行是。自今已後隨我所為。」4

第一次經律的結集係於佛入滅後的第一結夏安居，在阿闍世王保護之下舉

行。當時有五百阿羅漢會集在摩揭陀國（Magadha）王舍城（Rajagrha）外七葉

窟（Sapta-parna-guha），以摩訶迦葉為上首。當阿難尊者（Ananda）誦完經藏之

後，最初的律部便告完成。但在那時的結集，似乎尚沒有作成文字的記錄，唯統

一由口誦心記而已。《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三十九對當時結集的情形，

有詳細的記載。 

這話傳到迦葉尊者（kasyapa）
的耳中，感到非常悲痛。所以決心召集當時的大弟子們，結集聖典，以免癡人之

穢亂了僧團。 

第二次結集，係於佛滅百年時，毗舍離（Vaisali）附近的跋耆族比丘對戒律

產生異見，行「十事」。如《五分律》說： 

（一）鹽薑合共宿淨       （二）兩指抄食食淨 

（二）復座食淨         （四）越聚落食淨 

（五）酥、油、蜜、石蜜和酪淨  （六）飲闍樓伽酒淨 

（六）作坐具隨意大小淨     （八）習先所習淨 

（九）求聽淨          （十）受畜金銀錢淨 

淨（kapa）是指適宜的，與戒相應而可以做之事。 

七百結集，問題是為了「十事非法」。耶舍伽乾陀子（Yasa-kakandakaputta），
見到毘舍離跋耆(Vajji)族比丘，以銅牒向信眾乞取金錢（主要諍議），耶舍便指斥

為非法，招集同志，準備來東方公論。跋耆比丘知道了，也多方宣傳，爭取同情，

後來西方來了七百多位比丘，在毘舍離集會。採取代表制，由東西雙方，各推出

代表四人，進行論決。結果跋耆比丘乞取金錢（等十）事，被裁定為非法。「十

事非法」；其中除金銀戒之外，大都是些有關飲食方面的小節。跋耆比丘容許這

些，正是「小小戒可捨」的立場。 

因為戒律的問題，在毗舍離城召開的「七百結集」，除了裁定跋耆族比丘「十

                                                 

4 《長阿含遊行經》‧大正一‧２８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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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非法」外，更再集出律藏，最後甚至導至佛教的分裂，這也就是部派佛教的開

始。戒律觀的不同造成了佛教的分裂，其後則由於分裂後的佛教各部派思想發展

的差異，使得戒律的流傳愈形差異。 

在原始結集（五百結集）中，比丘們對於律的傳誦既有了不同的意見。如在

大會上，阿難傳達釋尊的遺命：「小小戒可捨」5引起了摩訶迦葉以及優波離等的

呵斥。阿難依《十誦律》等說法，不是說捨就捨，而是「若僧一心和合籌量，放

捨微細戒」6然而在特別重視戒律的長老，如優波離等，卻認為這是破壞戒法。

迦葉說：「世人既知釋子沙門所當護持之戒矣，今若棄小小戒，人不將謂沙門瞿

曇所設戒法，以師逝而與煙俱消！為免此譏，佛所未制，今不別制，佛所已制，

不可少改」7

五百結集會上，大迦葉與阿難對戒律不同的看法，顯露出僧伽內部的嚴重岐

見。從戒律而論，阿難是「律重根本」的，只要通過商議，小小戒是可以隨時機

而修改。大迦葉與優波離是「輕重等持」的，即使小小戒，也不能捨，否則就是

破壞戒法。這就是「多聞第一」（阿難）的重法系，與「頭陀第一」（大迦葉）、「持

律第一」的重律系的對立。 

。此後，僧制被看作是永恒不變的常法。 

印順導師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中提到，對於「小小戒可捨」的

看法說：「《毘尼母經》說：『吾滅度後，應集眾僧捨微細戒』。8

從史的發展來看，以東方各族比丘為重法的佛教，雖一再被壓制，例如阿難

被責罰，「十事」被判為非法等，但其思想卻始終不斷地在發展著。西方系重律

的佛教，亦同時不斷的向西（南、北）發展。 

這不是隨便放棄，

說捨就捨，而是要僧伽的共同議決，對於某些戒，在適應時地、情況下議決放捨。

戒律中多數有關衣、食、行、住、醫、藥的制度，是因時、因地、因人，為了僧

伽清淨和樂，社會信敬而制立的。』」 

由於戒律的問題，從此「原始佛教」分裂而為「部派佛教」，最初即分為大

眾部（Mahasajghikah）──重法系與上座部（Arya-sthavira-nkiaya）──重律系

的根本二部分化。 

由於部派的分裂，戒律的流傳，也隨著各部派的差別而有所不同。至於初次

                                                 

5 《摩訶僧祇律》卷三二‧大正二二‧４９２頁下。 
6 《十誦律》卷六○‧大正二三‧４４９頁中。 
7 《印度之佛教》‧印順著‧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台北‧三版‧５７頁。 
8 《毗尼母經》卷四‧大正二四‧８１８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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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集的律藏，現在已無法得知它的本來面目。據向來的傳說，律藏初次結集之後，

即由迦葉尊者傳阿難尊者，再傳末田地、舍那波提、優婆崛多（Upagupta）等五

傳。優婆崛多有五位弟子，由於各自對於律藏內容的取捨不同，律藏便分成了五

部： 

一、曇無德部－《四分律》 

二、薩婆多部－《十誦律》 

三、迦葉遺部－《解脫戒本》 

四、彌沙塞部－《五分律》 

五、婆粗富羅部－（未傳） 

五部分派說，載於《大集經》二十卷＜虛空目分、初聲聞品＞，但在該經之

中，雖標五部，卻是說了六部的名目，第六部是《摩訶僧祇部》。各部律當中，

傳到中國的，有四律五論。所謂四律，是薩婆多部的《十誦律》、曇無德部的《四

分律》、窟內上座部的《僧祇律》以及彌沙塞部的《五分律》。所謂五論，即依據

菩婆多律的《毗尼母論》、《摩得勒伽論》、解釋《四分律》的《善見論》、解釋《十

誦律》的《薩婆多論》以及依據正量部律的《明了論》。在現行的世界佛教中，

漢文系的律藏可說是最豐富的一系。 

前面提及由於部派的分裂，而形成部派有各自的戒律，照理各部派也均有各

自應誦的律本，但實際上，能有律本傳誦的卻很少。其中譯成漢文的，只有五個

部派，其分系列表如下： 

     根本有部──《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印度西北境迦濕彌羅新薩婆多

部） 

     有 部 ──《十誦律》（中印度摩偷羅薩婆多部） 

上座部  化地部 ──《五分律》（彌沙塞部） 

     法藏部 ──《四分律》（曇無德部） 

飲光部  ──《解脫戒本經》（迦葉遺部） 

大眾部──摩訶僧祇律 

從表中可看出，這些傳誦下來的律本當中上座部佔了絕大多數，大眾部僅有

一部律而已。大眾部的發展，雖然引出了大乘佛教，大眾部所傳的典集中，有關

律的部份卻相當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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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戒律的種類 

戒原是佛陀對歸依佛教者，隨時制定的規範。起初只是宣示諸惡莫作，但後

來由於僧眾間漸次產生不如法的行為，戒的種類乃陸續增多，所犯戒相，亦日漸

複雜。按佛教的教團中，有出家在家之別。出家而未滿二十歲的男女，需持不殺

生乃至不蓄金銀財寶的十戒。其中的女子，特別是在受具足戒的前二年，即十八

歲時，需另持六法戒。如是，男女眾皆滿二十歲時，男眾需持二五○戒，女眾需

持三四八戒。以上五者（沙彌、沙彌尼、式叉摩那、比丘、比丘尼）稱之為出家

五眾。而在家之男女皆持不殺生乃至不飲酒的五戒，又有持一日一夜出家戒的八

關齋戒。此戒律看似雖多，但總不出五戒、不戒、十戒、具足戒及菩薩戒等五種。

現略分析如下： 

（一）三歸戒（梵 tri-warana-gamana） 

三歸即是「三歸依」，是指歸依佛、法、僧三寶。歸依三寶是一切戒的根本，

是成為佛教徒的基本條件。 

三種歸戒：（一）歸依佛，盡形壽不歸依天魔外道。 

（二）歸依法，盡形壽不歸依外道邪說。 

（三）歸依僧，盡形壽不歸依外道徒眾。 

這也就是立願要歸投、依靠佛、法、僧，而不行外道，不為邪說所惑之意。 

二、五戒（pabnca wilani） 

五戒是一切佛戒的基礎，進入佛門之後的在家男女弟子，便應受持，所以通

常稱之為在家戒。其內容即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及不飲酒。五條戒

中，前四條是性戒。意思是殺生等四種事情，本性上即是一種惡法，不管受不受

戒，誰作了都是惡性的罪行，於此惡性行守護不作，故稱性戒。最後一條，屬於

遮戒。就飲酒的本性而言，不是惡行，本性非罪，故飲酒不是性罪，但飲酒亂性，

可以導致殺、盜、淫、妄的罪行。因此為了防護修行人的淨行，所以制戒，故稱

遮戒。 

（三）八關齋戒（梵 astavga-samanvagatopavasa） 

這是在家男女受持一日一夜的出家戒律。內容就是（一）不殺生、（二）不

盜、（三）不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這五支與五戒相同；但不淫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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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戒的期限內，就是夫婦的正淫，也絕對禁止，與出家人相同。（六）不著香

華鬘，不香油塗身，不歌舞倡伎，不故往觀聽。亦即在齋戒期間，不得塗脂抹粉

插花以及配帶貴重的首飾，並且不聽、看歌舞，當然自己也不歌舞作樂。（七）

不得坐臥高廣瑰麗的床座。（八）不得非時食，就是過午不食。後三戒與出家人

相同。八戒中的不非時食，名為齋。 

在家佛弟子，不能出家修行，而對於出家生活，卻非常欽驀。所以佛制八戒，

為在家弟子的加行一日一夜持戒；開出一個方便法門，以便能種植出世的善根。 

（四）沙彌、沙彌尼戒（梵 wramanera-pravrajya） 

這是沙彌或沙彌尼（即初出家的男子或女子）所應受持的戒律。換言之，是

出家戒的基礎。１．不殺生；２．不偷盜；３．不淫（不非梵行）；４．不妄語；

５．不飲酒；６．不著香花鬘，不香油塗身；７．不歌舞倡伎，不故往觀聽；８．

不坐臥高廣大床；９．不非時食；１０．不捉持生像金銀寶物。 

八戒是一日一夜受持，沙彌戒是終身受持。另有一點不同的是六、七兩戒的

分合互異，八戒把沙彌戒的六、七兩戒合為第六戒的一條，沙彌戒則將八戒的第

六條分為六、七兩戒。沙彌戒又可稱勤策律儀。 

（五）菩薩戒 

菩薩戒是優婆塞、優婆夷、沙彌、沙彌尼、式叉摩那、比丘、比丘尼等七眾

戒之外的波羅提木叉（別解脫戒），菩薩的身分，可在七眾戒之中，也可在七眾

之外，優波塞、優婆夷可受菩薩戒，乃至比丘、比丘尼也可受菩薩戒，這是存在

於七眾之中的加受菩薩戒。 

菩薩戒的內容，是三聚淨戒。即攝律儀戒、攝善法戒及攝眾生戒。這三項即

聚集了持律儀、修善法、度眾生的三大門類的一切佛法，作為禁戒來持守。 

菩薩戒戒相條目的多少，諸經略有出入，《瑜伽師地論》及《菩薩地持經》

稱為四重及四十三犯事，《梵網菩薩戒經》則為十重及四十八輕，《菩薩優婆塞戒

經》卻為六重及二十八輕戒。不過一致以三聚淨戒，作為菩薩戒的總則。除了《菩

薩優婆塞戒經》是僅為在家居士而設之外，其餘不論何經，凡是菩薩，都是為在

家、出家分別受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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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式叉摩那戒 

這是指受具足戒以前仍在學法階段的女性出家人，（式叉摩那義譯為學法

女），在二年內，所受持的六法戒。這是式叉摩那戒除了應嚴持沙彌十戒之外，

尚須加持六法，亦即：１．與染污心男子身相觸；２．盜人四錢以下；３．故斷

畜生命；４．小妄語；５．非時食；６．飲酒。 

此戒的起因是：有曾經結婚的婦女來出家，她早已懷了孕。受比丘尼戒後，

胎相顯現，生了兒子，這是會被俗人誤會譏嫌的，有辱清淨僧團的名譽。因此，

佛制定此六法是為了試驗有沒有胎孕，但後來已為女性學習出家生活的一種嚴格

考驗行法。 

（七）比丘、比丘尼具足戒 

比丘、比丘尼具足戒的條數，由於各部律藏的不同，在全體上的數字也各不

相同。四分律是二百五十條（比丘）和三百四十八條（比丘尼），五分律是二百

五十條和三百七十條，巴利律是二百七十條和三百十一條，十誦律是二百六十一

條和三百五十四條。 

受持此具足戒，必須是年滿二十歲以上，七十歲以下，並且已受持沙彌戒的

出家男女。其內容可分為波羅夷、僧殘、不定、捨墮、單墮、波羅提提舍尼、眾

學、滅諍的八種。 

以上前四種戒均屬於聲聞戒，是以自利的別解脫之戒。而如果廣發菩提心，

以自度度他為己任的，此為菩薩行，這是要用心去領納受持的，其屬於最後一種

的菩薩戒。至於聲聞戒與菩薩戒之分別，本文後作分析。 

佛制的戒律，是作為佛教徒的生活準則，是以清淨身口意三業為目的。因此，

我們應該注重佛陀制定戒律的精神，而不是主張死守著全部的戒律條文。否則將

會有礙於佛法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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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菩薩戒的興起與意義 

大乘佛教在印度教界，只是一種思想運動，並沒有任何教團，其主因是大乘

佛教對於小乘的戒律形式的反動而產生的一種思潮。它認為佛陀平常是採取著實

際性、通融性的態度的，並不是絕對固守戒律的形式的，以戒律為萬能的。如堅

持這種形式主義的態度，就必定會束縛比丘的生活，而終至阻礙佛教原來的慈悲

精神以及其救濟活動。因此反對教條的形式主義，側重其基本精神，而想來實現

佛陀的根本精神，此為大乘運動的根本原因。 

大乘佛教之根本精神，是菩薩道的精神，無論是在家出家，只要發菩提心，

依佛法而求解脫的，同時，又能以利他為主，都可稱為菩薩。換言之，以利他為

主而修行的人叫「菩薩」，依利他為主的這個修行法叫「菩薩道」。菩薩所注重的

是「願行」，而不是「戒律」。這是說菩薩持戒是因為守戒能利他利己、保護他人

保護自己，亦即是出自一種慈悲為懷的行為。而並非一種無意義的形式束縛。菩

薩就是要發大願，並向這廣大願而付出行動，精進不懈地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令

能離苦得樂。此即所謂的「願行」。 

所以當時的大乘佛教，是以「思想」的方法，想來統一極端分裂的部派佛教，

此為其根本精神，它並沒有教團，而只有一種思想的潮流。 

有關大乘佛教的實踐方面的理論，其最根本的學說是六波羅蜜，即布施、持

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大乘的持戒，與小乘最大的差異即是：不僅要止

惡還要積極地行善。另外，不僅出家人要持戒，在家人學佛也有規定的行為。所

以，《優波塞戒經》可以說就是從這大乘運動而後才出現的。不過，至於大乘戒

的思想起源，李世傑認為是《華嚴經》。在《華嚴經》＜十地品＞的「離垢地」

中說的：第一菩薩要行十善業，即後所謂攝善現戒；第二要離十不善業，即後來

的攝律儀戒；第三要發起利益心、開正智、棄捨邪見，即後來的攝眾生戒。這就

是菩薩三聚淨戒（tri-vidhaniwilani）之起源。 

三聚淨戒，是把一切戒律分為三類：第一的攝律儀戒（sajbvara-wila），是舉

戒條，禁止惡行為。這是從原來小乘戒（八丘戒）所立的，選擇出認為大乘教徒

所應該遵守的條文，再加上一些小乘戒中所沒有的。所以是包括大小之一切戒

律。第二的攝善法戒（kuwala-dharma-sajgrahaka-wila），是規定了積極行善的戒律。

使身、口、意所作諸業，都是善法。這裡規定了菩薩應行的一切善法，並修六波

羅蜜等。第三的攝眾生戒（sattvarha-kriya-wila）又名饒益有情戒，是要利益無量

無邊的眾生，去實踐慈悲喜捨的大「願行」。 



 

 - 12 - 

三聚淨戒中，第一是自利行，可說是與小乘戒相同，第二是利他行，第三是自利

利他兼行的戒律。這些也就充分的表達菩薩的本性，是以自利利他的圓滿行為其

理想的，所以要積極來攝取眾生，積極行善（不能僅停留在止惡）來發揮宗教精

神。這就是大乘的戒律思想。例如《華嚴經》或《瑜伽論》即是本著這理念，而

不滿於以自己為是的小乘戒的態度，認為戒是應該行一切善行及社會救濟的活

動，於是說出了三聚淨戒，雖然其攝律儀戒是形同小乘的防非止惡之戒，但其所

守的態度，就大不相同。 

釋尊在世時，所應時而制的戒有在家弟子所受的三歸五戒，以及出家弟子所

受的沙彌、沙彌尼戒、式叉摩那戒、比丘、比丘尼戒。此中可明顯地看出，出家

戒佔多數。然而到了大乘佛教興起，「菩薩」思想產生之後，情況就大不相同。

隨著大乘教及菩薩思想的出現，佛教的戒律也產生了相當的變化，其中菩薩戒的

制定便是其一。因為菩薩戒是屬通戒，不論是男女老少，只要是信佛的弟子們都

可受持。如此一來許多不具備出家因緣的信眾，就能借這方便而居家修行，而佛

法也就更能被眾人所接受以及學習。 

大乘佛教之根本精神，在於菩薩道，行菩薩道就是依菩薩戒的規律來修，也

就是不但要「諸惡莫作」，還要「眾善奉行」。由於是著重在利化他、修善的這種

救世精神，佛法也就更能深入民間，而被眾人所肯定與支持。否則如果只為了個

人的解脫與安樂，那末佛法很可能就會漸漸被社會人世所淘汰。 

小乘戒是積極於個人的了脫生死、出離三界，其修行的最高目標是要成阿羅

漢。大乘戒是強調菩薩道，以救度眾生為目標，以便累積成佛的資糧。從兩者的

究竟目標而言，境界上有點差距，既然大乘戒是有成佛的可能，表示說只要有人

依大乘戒的內容，如法學習，依理成願，依願而行，積極努力，那就有成佛的一

天。所以在凡夫看來，雖然菩薩行（大乘戒）的圓滿是一條很遙遠的路，但至少

有成佛的希望，只要行者願意付出努力及精進。換言之，大乘戒就是將凡夫及佛

果之間距離拉近，此乃大乘戒興起之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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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菩薩戒與聲聞戒之差別，如下表： 

大小乘戒 

分別 

菩薩戒 

（大乘） 

聲聞戒 

（小乘） 

１ 通戒與別戒 是屬通戒，凡是信佛的弟子均可受菩
薩戒，但要先受五戒，才可受菩薩
戒。此戒是不問在家出家，男女老
少，為一切發菩提心者所通受。 

是釋尊應時而制的戒，是屬別戒，
例如：在家受五戒，出家的有沙
彌、沙彌尼受十戒，式叉摩那受六
法戒，比丘比丘尼受具足戒，要分
層次，男女別受，是為七眾弟子。 

２ 攝律儀戒與三聚

戒 

菩薩戒，除攝律儀外，還有攝眾生
戒，攝正法戒，菩薩以化度眾生為
主，所以攝化眾生為願行，受持不
犯，不是離染不作就算了。 

聲聞七眾所受的是攝律儀戒，著重
防非止惡。 

３ 受戒儀式 雖有「受戒」及「懺悔」等法，但不
重儀式及有特別組織及制裁 
《菩薩本業瓔珞經》說： 
「有三品受： 
上品從佛受 
中品從佛弟子受 
下品如佛不出世或佛過去了，千里內
無佛弟子可師，即在佛前受，甚至沒
有佛像也可自己誓願而受，是屬自
受。」 
《普賢觀經》說： 
「可觀想釋迦佛為和尚，文殊為阿闍
黎，彌勒為教授，即可受戒。」 
備註：其實小乘戒裏也有自誓受戒，
而大乘中也有他受得戒。 

聲聞七眾戒，要從師受，尤其具足
戒，要三師七證，得善知識之教誡
而受，是極重儀式，這屬他律。 

４ 新得與熏發 是本有而熏發的，是自心本具的，《本
業瓔珞經》說：「一切菩薩凡聖，盡
心為體；心無盡故，戒亦無盡。」 
《梵網經》也說：「金剛寶戒，是一
切佛本源，一切菩薩本源，佛性種
子。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一切意識色
身，是情是心，皆入佛性戒中。」這
可見，眾生本具如來藏心中，本有防
非止惡的功能，有慈悲益物的功能，
有定慧等無邊淨功德法的功能。受
能，不過熏發，使內心本有戒德的長
養、發達而已。所以心為戒體，一受
以後，即不會再失。死了，戒還是存
在。犯了重戒，或者說失了，但不妨
再受。 

是外鑠的，受儀式而得戒，犯了根
本重戒，戒就失了。同時是盡形
壽，一期生命結束，戒隨之而失，
因此聲聞戒學者，是以戒無表色，
或以為不相應行。 

５ 關於戒條 菩薩戒，如《梵網經》為十重四十八
輕戒；《瑜伽論》為四重五十一輕戒，
出入很大；但重戒也還是大致相近
的。 

比丘戒，通常說有二五○戒。 

６ 注意 願行 戒律 

７ 弊端 疏忽實踐方面，會容易墮落 守形式，忘了戒律的根本精神 

８ 傾向 利他、修善、內容的精神主義之特質 自利、止惡、形式的條文主義之特
質 

９ 立戒原則 是由絕對的常住原理所立，不管其時
處，應用自在。 

是由特殊情形而立，因事情之變化
而變動其開遮持犯 

１０ 持戒利害 守一戒則是一戒之僧，破一戒乃少一
分之僧格，不致破一戒而失掉僧格。 

是僧格的條件，破一戒就不是僧，
甚至被僧團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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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上表中的聲聞戒又稱小乘戒，菩薩戒又稱為大乘戒。大乘與小乘，主要在心

向志趣的不同，大乘志在利他，寓己利於他利之中；小乘意在自了，將他利附於

己利之下，一急在為人，一急在自利。事實上，急在為人者，為己利而為人，自

利者在不礙他中成就己利。因志趣有異，所以行有緩急，並非菩薩學人不求自利，

他並非聲聞學人不務利他。聲聞乘以出離心為主，所以厭生死而欣證涅槃，菩薩

乘以菩提心為念，所以普利眾生而廣集福智。 

 

一般來說七眾別解脫戒是為聲聞戒，三聚淨戒（即攝律儀戒、攝善法戒、饒

益有情戒）為菩薩戒。不過菩薩戒中之攝律儀戒，若依菩薩戒本，即不離七眾別

解脫戒。如云： 

「律儀戒者，謂諸菩薩所受七眾別解脫律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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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中種，依止在家出家二

分，如應當知是名菩薩律儀戒。」10

而菩薩戒中之攝善法戒，七眾弟子也並非全無，如同聲聞之定、慧、忍、進

等，也應是善法所收。所以菩薩戒與聲聞戒之差別，是在於第三聚之饒益有情戒。

而攝儀與攝善法，也比聲聞更為寬廣、更積極於利他的方面。 

 

由此可看出，凡是發菩提心，修菩薩道者，必居於七眾弟子之一，絕沒有不

受七眾律儀而可以遽受菩薩戒的。菩薩戒雖有通受、別受之分，但通受之七眾，

事實上與別受七眾戒之間的差別不大。別受是共門戒，僧俗有別。所以雖然通受

菩薩戒，依事論位，則非僧即俗，因此必屬七眾之一。有一點須注意的，即七眾

律儀不障礙持菩薩戒，而菩薩戒法也通道俗七眾，都可受持。所以大乘戒法能含

攝小乘，小乘戒法是趣入大爍戒法之階梯與方便，是大乘戒之一分。換言之，沒

有大法而不攝小者，也沒有小法而不通大者。進而可以說不能受持小乘戒法，也

就不能進學大戒法。 

聲聞戒既通指七眾別解脫戒，七眾有道、有俗。菩薩戒有在家菩薩與出家菩

薩之分，同樣的，聲聞戒也有在家聲聞與出家聲聞之分。換言之，七眾佛弟子，

可以受持菩薩戒而漸歷大乘之聖位。而七眾弟子受持聲聞戒也可以獲證小乘之聖

                                                 

9 此有關聲聞戒與菩薩戒之差別參見《中華佛教百科全書》‧藍吉富主編‧１９９４年１月台北‧

６０６頁～６０７Ａ頁。《律宗思想論集》‧張曼濤主編‧１９７９年１月台北‧初版‧６５～

９４頁。 
10 《菩薩善戒經》卷四」＜菩薩地戒品＞‧劉宋求那跋摩譯‧大正三○‧９８２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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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因此在發心、趣行、證果上面說，在家與出家是無差別的。 

肆、《華嚴經》＜十地品＞「離垢地」戒的內容 

一、＜十地品＞簡介及「離垢地」之意義 

雖然在上文中清楚的分析了聲聞戒（小乘）及菩薩戒（大乘）之分別，但在

《華嚴經》中並沒有明列大小乘之差異，而大乘戒的精神及思想起源卻盡在＜十

地品＞「離垢地」內。所以要了解戒的殊勝，必要深入經藏，探究其根源。 

《華嚴經》是一部重要的大乘經典，而＜十地品＞即是《華嚴經》之主幹。

前品＜十迴向＞圓滿，即是賢位圓滿。自入十地之初地起，便入聖位，從此智果

漸次圓滿。此十地的修持，是修菩薩行最重要的階段，因為從此分證諸佛智慧法

身而不退聖位。 

＜十地品＞在印度及中國等地流傳相當廣泛，除了在大部的《華嚴經》中之

外，也有許多流通的單行本，並且現存有梵本數種。龍樹時所見的《華嚴經》，

主要是＜十地品＞和＜入法界品＞，他並且為＜十地品＞作注解，即羅什所譯的

《十住毘婆沙論》。另外，世親也為＜十地品＞作注，即《十地經論》，經菩提流

支傳譯至中國後，對中國北方影響深遠，因而出現了地論師及地論宗。從中國華

嚴宗祖師注解《華嚴經》的注疏來看，＜十地品＞的注解所佔的分量幾乎都是最

龐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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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關於「離垢地」之意義，作者表列如下： 

經典資料 

作者 
注釋典釋 「離垢地」解釋 

１ 
龍樹 

西元 150～250 

《十住毘婆沙論》十七

卷──為最早的《華嚴

經》註解，＜十地品＞

之初地、二地注解。 

離垢地者有三義： 

１．地名也。 

２．於此地中離十不善道罪業

之垢。 

３．離貪欲、瞋恚等諸煩惱垢

故。 

２ 
世親 

西元 320～380 

《十地經論》十二卷─

─將《十地經》逐字解

釋。 

菩薩如是已證正位，依出世間道

因清淨戒說第二菩薩離垢地。 

清淨戒有二種淨 

一、發起淨──十種心 

二、自體淨──三聚淨戒。 

３ 
智儼 

西元 602～674 

《搜玄記》五卷──據

《六十華嚴》所作。 

離能起誤心犯戒煩惱垢等，清淨

戒具足故名離垢地。 

所離者──依《地論》邪行於眾

生身等障。依《攝論》依身業等，

諸眾生起邪行。 

４ 
法藏 

西元 644～712 

《探玄記》二十卷──

據《搜玄記》所作，為

《六十華嚴》之注解。 

《唯識》第九：「具淨尸羅遠離

微細犯戒垢故」。 

《十住論》：「行十善道，離諸垢

故」。 

《攝大乘》：「由極遠離犯戒

垢」。 

世親：「性戒成就，非如初地思

擇護戒，無性亦同。」 

《地論》：「如是已證正位，依出

世間道因清淨戒說第二離垢

地」。 

５ 
澄觀 

西元 739～839 

《華嚴經疏》六十卷─

─為《八十華嚴》之注

解。 

《地論》云：「如是已證正位，

依出世間道因清淨戒說第二菩

薩離垢地」。 

正位：即初地見道是出世間，依

此修於三學，戒在初故先來也。 

離垢者── 

慈氏云：「由極遠離犯戒垢故，

謂性戒成就，非如初地思擇護

戒」。 

《唯識》：「遠離微細毀犯煩惱垢

故」。 

《十住論》：「行十善道，離諸垢

故，亦不異戒」。 

《瑜伽》：「亦名增上戒住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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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十住毗婆沙論》的解釋：「離垢地」是此第二地的名稱。處於此地的菩

薩因行十善道，所以能遠離心中的貪欲、瞋恚及愚痴之煩惱垢，以及由此所起的

十不善道業之垢。《攝大乘論》強調「極遠離犯戒垢」，是說不在作意（不須刻意）

就能遠離犯戒垢。亦即能隨所應作而自然行之，所以不會有犯戒垢。這就是依清

淨戒的性戒成就之功能所在。處在這增上戒住中，即止惡行善，能不斷地維護、

提昇身、口、意業的端正與清淨。同時對於一切的業道及其因果關係能夠了知通

達，因此能遠離一切的犯戒垢。 

再依《唯識論》所說：「具淨尸羅，遠離微細毀犯煩惱垢故」。所謂的「具淨

尸羅」含有二意：一、具足別解脫及定共道共故。雖第三地始發定增，能離過時，

此地已滿，故有定共；二、或唯別解脫，亦能全離加行、根本及後起罪故。換言

之，離垢地菩薩不但具備由出離心而發起的防非止惡的作用，更具有定力來厭伏

煩惱而不犯戒，以及智慧力來斷除煩惱面不犯戒。此地菩薩不但能不犯根本罪及

性罪，即一切微細輕罪，亦皆遠離。 

二、十種深心 

前文已介紹過「離垢地」是能離卻一切起誤犯戒的心，而能具足一切清淨戒

律。究竟離垢地菩薩是如何遠離犯戒的煩惱污染，並具性戒的成就呢？ 

經中說：「菩薩摩訶薩已修初地，欲入第二地，當起十種深心。何等為十？

所謂正直心、柔軟心、堪能心、調伏心、寂靜心、純善心、不雜心、無顧戀心、

廣心、大心。菩薩以此十心，得入第二離垢地。」11

所謂「直心即道場」，菩薩欲進入離垢地時，必須先端正心念，使清淨而沒

有心理上貪、瞋、痴、愛染等煩惱污垢。因此依此直心便能持戒純熟（清淨），

甚至不須「思擇」就能自然地「隨所應作」而行之；即性戒成就。由此了斷修惑

的邪行障，遠離那些能起微細毀犯的煩惱垢（初地遠離故意犯，此地遠離誤犯故

稱「細」），便能證得最勝真如，而能在住心中修起十種善業。因此以上十種直心

或深心雖無戒名，但它對於菩薩之所以能圓滿戒度、斷障、證真，是有直接的關

係的。直心者，即是正念真如，是就契理方面而言；又稱深心，即樂修一切善行，

是就契事而說的。這兩者是為說明以上十種心是理、事雙存的。 

 

                                                 

11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四‧唐實叉難陀譯，大正十‧１８５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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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軟真心：直心依《瑜伽》云：「於一切師長尊重福田，不行虛誑

意樂」。 

共喜樂意持戒故。故《瑜伽》云：「於同法菩薩忍辱柔

和易可共住」。 

柔軟即喜樂，則持戒之人，心無惱悔，故生喜樂。 

堪能心：有自在力性善持戒，煩惱魔事不能動轉，難持能持故。 

依此性善持戒，三業即能清淨，因為能離煩惱魔事等等業

因，而堅持禁戒。 

調伏心：守護根門不誤犯戒，如良慧馬性自調伏過故。亦即修方便

法來守住眼、耳、鼻、身的根門，以免不小心犯戒。 

寂靜心：《瑜伽》云：於大涅槃深見勝利者，斯即稱理寂靜。由前

守護根門已能離誤犯戒的過失。進一步，還能了戒如空，

不於能持及所持戒起執著。如此即與涅槃相應。 

 

一、自分攝菩提分善： 

純善心：謂純修妙善菩提分法，能忍諸惱。 

二、上攝佛善： 

不雜心：《論》云：所得功德不生厭足，依清淨戒更求勝戒，

樂寂靜故。 

謂雖得前句妙善，而不厭則不雜懈怠，樂於寂靜則不

雜事亂，身心俱寂即是勝戒。如真金者，雖被鍛鍊，

精純無滅故。 

三、離過： 

無顧戀心：諸有勢力棄而不顧，不似難陀為欲持戒。 

 

廣心：大悲為物不斷有願為廣。 

大心：大智隨有而無染，故能作有情一切義利。智慧為引導，方無

愛見。 

以上十種深心即是離垢地菩薩能於此地中生起正行，亦即三聚淨戒的三種勝

戒成就。 

三、《華嚴經》中之三聚淨戒 

在《華嚴經》＜十地品＞「離垢地」對於菩薩修持之「三聚淨戒」是以十善

業道為主要內容。所謂的「三聚淨戒」就是「攝律儀戒」（自利）、「攝善法戒」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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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事 

寂 

靜 

理
寂
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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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饒 

益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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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及「攝眾生戒」（自他二利兼具）三種： 

就這三個戒法，含攝了自度度人及上求下化的目標，要行持「三聚淨戒」，

其實不出三句話：一、持一切淨戒，無一淨戒不持，此為「攝律儀戒」；二、修

一切善法，無一善法不修，此為「攝善法戒」；三、度一切眾生，無一眾生不度，

此為「攝眾生戒」。現就經文，約略分析如下： 

（一）攝律儀戒 

在經中「攝律儀戒」可分為身三、口四、意三，三業來了解： 

１．身之三種善業：不殺、不偷、不邪淫。經云： 

「性自遠離一切殺生，不畜刀杖，不懷怨恨……性不偷盜，菩薩於自資財，

常知止足……性不邪淫，菩薩於自妻知足，不求他妻……。」12

以上的三個行為，只要不動手去做，那就不會冒犯此三戒。以殺戒來說，殺

人為最重，殺旁生異類較輕。以殺而言，無論是自己親手殺或勸人殺或教人殺或

派人殺等，反正都要有人動手去殺，所以是屬身業。 

 

又偷盜戒，所謂「不與而取」為之盜。凡是未經對方同意擅自取得他人之物

而據為己有者，均屬於偷，經文中說：「乃至草葉，不與不取，何況其餘資生之

具。」13

所以偷回來的物件不管其價值之貴賤，總之都屬於偷，佛陀在世時，印度社

會國法，偷盜五錢以上，即犯死罪，所以佛也制定佛子偷盜五錢以上，亦成重罪

不可悔。然而偷盜不論自身不與而取，教人不與而取或派人不與而取，皆屬於偷

盜，皆要動手去偷。 

  

至於不邪淫這條戒，除了夫妻之間的男女關係，一切不受國家法律或社會道

德所承認的男女關係，均稱為邪淫。古云：「染愛曰淨」，《圓覺經》云：「若諸世

界，一切種性，卵生、胎生、濕生、化生，皆因婬欲而正性命。」14

可知眾生的存在，皆由淫欲而來，若要凡夫眾生，盡斷淫欲，那是不可能的。

 

                                                 

12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四‧唐實叉難陀譯，大正十‧１８５頁上。 
13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四‧唐實叉難陀譯，大正十‧１８５頁上。 
14 《大方廣佛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唐佛陀多羅譯，大正十七‧９１６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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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邪淫主要是身體肌膚相接所得之欲樂，所以也是屬於身業。 

２．口之四種善業：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 

一般五戒來說，妄語是總說，在妄語這條戒中，卻含攝了兩舌、惡口及綺語。

簡單的說，妄語是虛妄不實的語言；兩舌是挑撥離間；惡口是毀謗、諷刺等；綺

語是花言巧語。在《華嚴經》中，沒有特別說明妄語是此四者之總說，其通通收

攝於十善業道中，其持犯之輕重，一律視之平等，經云： 

「性不妄語，菩薩常作實語、真語、時語……性不兩舌，菩薩於諸眾生，

無離間心，……性不惡口，所謂毒害語、粗獷語、苦他語……性不綺語、

菩薩常樂思審語、時語……巧調伏語……。」15

經中之解釋，是說違想背心者，就名之為妄語了；言中帶有和離之意，名為

兩舌，倘若兩舌成事，便能離間；在於惡口來說，言中粗鄙，是為惡口；最後，

言辭不正，就是綺語。 

 

所謂「出得己口，入得人耳」，從上述之四條戒中，無論自行妄語、教人妄

語，遣使妄語或書目妄語等等，都是從口中直接惱害別人，若持戒清淨，即使口

也不得犯戒。 

３．意之三種善業：不貪欲、不瞋恚、不邪見 

雖然「攝律儀戒」是分開身三、口四及意三來說，但此十戒是通徹一切，互

通互融的。然而前身三及口四業提到皆是動身及開口造業，但最歸根究底皆因是

起心動念之故。 

「性不貪欲，菩薩於他財物，他所資用，不生貪心……性離瞋恚，菩薩於

一切眾生，恆起慈心……又離邪見，菩薩住於正道，不行占卜，不取惡

戒……。」16

例如三種身業中之殺生就觸犯了意業之三戒了，殺生有可能是為貪肉味美而

殺此為貪殺；又有可能是為了報仇洩憤，惱差成怒而殺是屬瞋殺；又或者為了祭

祀鬼神而殺害牲畜等，皆屬於邪見殺。 

 

                                                 

15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四‧唐實叉難陀譯，大正十‧１８５頁中。 
16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四‧唐實叉難陀譯，大正十‧１８５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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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言在口四中之妄語，亦是不離意業所起，如貪欲妄語，為貪名聞利養，酒

色財氣，在社會不斷打滾，造業不計；至於瞋恚妄語，因瞋而惡口或兩舌，也常

發生於社會上。又邪見妄語，譬如以為說謊可以避難，罵人可以消災……：等，

都是由於不正見而觸犯妄語戒。 

（二）攝善法戒 

經文：「復作是念，一切眾生墮惡趣者，莫不皆十不善業，是故我當自修正

行，亦勸於他令修正行。何以故？若自不能修行正行，令他修者，無有是處。」17

此是屬於攝善法戒，解釋眾生之所以墮惡道者，實有三種原因：即一者乘惡

行往故，此即集因，正如經文中提到皆以十不善業之過；二者依止自身能生苦惱，

此即能墮一切眾生；三者墮種種苦相處，斯即所墮惡趣。 

 

以上所說的苦果，其實並非沒有因素的，皆是不行十善業才會墮惡道，倘若

要避免生惡道，必須發起廣大願行，要有大悲心，並要利及於人，如經中說：「佛

子！此菩薩摩訶薩復作是念：『十不善業道，是地獄、畜生、餓鬼受生因。』」18

此段是說明要攝受善行，並舉出三塗惡報之原因，有關於下墮三塗之因果，

後有表說明。 

 

經文：「又此上品十善業道，修治清淨，不從他教，自覺悟故，大悲方便，

不具足故，悟解甚深因緣法故，成獨覺乘。」19

再說十善業道是以智慧來修習，即以智慧心中修十善。倘若針對十善業，能

自我修習清淨，那就是自覺乘，此等眾生，異於聲聞，不從他教，自行覺悟，但

於大悲之下不能說法，故是不圓具，卻由於悟解義理極深，所以比聲聞乘較優勝。

在《義鈔》中更解釋緣覺、聲聞，各有二類： 

 

                                                 

1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四‧唐實叉難陀譯，大正十‧１８５頁中。 
18 同上‧１８５頁下。 
19 同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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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聲聞聲聞──謂本求聲聞，亦觀四諦，於最後身，值佛成果。 
兩種聲聞 

二、緣覺聲聞──謂昔求緣覺，觀十二緣，於最後身，值佛為說十

二因緣教，依聲悟故，名緣覺聲聞。 
 
一、緣覺緣覺──謂本求緣覺，於最後身，不值佛世，自藉現事因

緣得道。 
兩種緣覺 

二、聲聞緣覺──謂先求聲聞，悟得初果，未現涅槃，人天七返，

七返滿已，值無佛世，藉現事緣而得道果。20

並不是說，只有聲聞緣覺乘之眾生才要修十善業，其實應由凡夫做起，首先

是修治清淨，心廣無量，具足悲愍之心，要有希求諸佛大智之心等等，雖然這是

二地菩薩本具有的條件，但倘若我們從現在起如此發願，如此實行，大願必成。 

 

經云：「又此上品十善業道，一切種清淨故，乃至證十力、四無畏故，一切

佛法皆得成就，是故我今等十善，應令一切具足清淨，如是方便，菩薩當學。」21

經中更有顯明的說出修滿十善業，即可以證得十力及四無畏，所以此十善

法，人人應當學習。 

 

（三）攝眾生戒 

所謂眾生之因是苦因，眾生之果是苦果，疏文云：倘若護持此戒，有五種義：

一智；二、願；三、行；四、集；五、集果。22

１．智 

現略述如下： 

經文：「佛子！此菩薩摩訶薩又作是念：『十不善業道，上者地獄因，中者

畜生因，下者餓鬼因。』」23

菩薩因性戒具足，便能離一切的犯戒垢，原因是他對一切的業道及其因果都

能了知通達。具備此等智慧，所以絕不會行十不善業道（十惡行），以免召感三

 

                                                 

20 《華嚴疏鈔》卷四十五‧台北華嚴蓮社印行‧第五冊‧４７頁。 
21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四‧唐實叉難陀譯，大正十‧１８５頁中。 
22 《華嚴疏鈔》卷四十五‧台北華嚴蓮社印行‧５１頁。 
23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四‧唐實叉難陀譯，大正十‧１８５頁下。 



 

 - 23 - 

惡塗報。亦即以地獄為首，其次是畜生及餓鬼。 

大迦葉曾於《如來秘密藏經》中問佛：「十惡何者最重？」佛言：「殺及邪見。」

此經中又列舉出十惡中之重者： 

1.父得緣覺道，子斷父命，名殺中重。 
2.奪三寶物，名盜中重。 
3.母若出家，得阿羅漢，共為不淨，是淫中重。 
4.若以不實語謗佛，是妄語中重。 
5.若兩舌語壞賢聖僧，是兩舌中重。 
6.若罵聖人，是惡口中重。 
7.言說壞亂求法之人，是綺語中重。 
8.若五逆初業，是瞋恚中重。 
9.欲劫套持戒人物，是貪中重。 
10.邪見中重，謂之邊見。24

又疏文中解釋十惡行除了會下墮三塗之外，並分析出人中有不同之果報及其

召報之因由，現列表說明如下： 

 

                                                 

24 參見《華嚴疏鈔》卷四十五‧台北華嚴蓮社印行‧５３頁。 

此
為
十
惡
中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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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惡行果報因由表 

性質 

十惡行 
生人中果報 受果報之因由 對外感果 

殺生 短命 殺令夭折，不終天年，故得短命，

即正惡等流 

感外增上，資具

等物，乏少光 

多病 未死受苦，故獲多病，即方便等

流，怖無精光 

偷盜 貧窮 損彼財，故獲貧窮 感外田，曲霜雹 

損耗 
共財不得自在 令其不得稱意受用 

邪淫 妻不貞良 淫中令其妻不貞故 淫之穢考，感外

臭惡塵坌 不得隨意眷屬 方便該誘故 

妄語 多被誹謗 妄語等流又誹謗，約違境被誑 外感農作事業，

多不諧偶 為他所誑 約違心，言無實故 

兩舌 眷屬乖離 兩舌中令他離間故 外多險阻 

親族斃惡 親友成怨故，由出不平之言 

惡口 常聞惡聲 惡口中，語體惡，故語用惡故 外感荊棘砂鹵等

事 言多諍訟 言恆有諍，違惱他人 

綺語 言無人受 機不領故 外感果物不應其

時 語不明了 自綺錯故，以言綺故 

貪欲 心不知足 欲中已得不足故 感外增上，日日

感少 多欲無厭 未得欲求故，貪則念之欲多 

瞋恚 常被他求其長

短 

似前輕後重，見不可意故，求彼長

短 

外感增上，其味

辛苦，又多惡獸

毒蟲 恆被他之惱害 惱害彼故，瞋不順物之情 

邪見 生邪見家 

其心諂曲 

還生邪見之家，若水之流濕，心不

見正，故多諂曲，總由不正故 

外感上妙華果，

悉皆隱沒，似淨

不淨， 似安不

安，是以觀果知

因，應當斷除 

25

                                                 

25 參見《華嚴疏鈔》卷四十五‧台北華嚴蓮社印行‧１３－３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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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願 

經文：「是故菩薩作如是念：『我當遠離十不善道，以十善道為法園苑，愛

樂安住。』」26

願是怎樣來呢？是依智起願。修願並非為自己，而是要為眾生，希望眾生能

遠離惡果，更希望修習善因，善果會日增，即如離惡，不但遠離惡行，更要安住

善行。 

 

３．行 

經文：「自住其中，亦勸他人令住其中。」27

此句是說明依願而起行，有堅固的心一定要修學，首先是依前願，而起自行，

之後依自行，而攝令眾生。 

 

４．集因 

經文：「佛子！此菩薩摩訶薩，復於一切眾生生利益心、安樂心、慈心、

悲心、憐愍心、攝受心、守護心、自己心、師心、大師心。」28

所謂「集」者，是依增上慈悲之心，去憶念眾生，便能生起此十種心，而在

〈疏文〉中舉出十種心是通攝於以下十種眾生： 

 

一、於惡行眾生，令住善行，故名利益；二、為苦眾生，令得安樂；三、於

怨憎眾生，慈不加報；四、於貧苦者，悲欲拔之；五、於樂眾生，愍其放逸；六、

於外道攝令正信；七、於同行者，護令不退；八、於攝一切菩提願眾三，取如自

己，以願同故，復之二心，亦約此類，但後勝於前；九、觀彼眾生乘大乘道，進

趣之者，苟之如師；十、觀集具足功德者，敬如大師。 

然而，這十種心是屬於一種增上，能對每一眾生付於此十種心，便真能守持

攝眾生戒，真能饒益有情了。 

５．集果 

                                                 

26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四‧唐實叉難陀譯，大正十‧１８６頁上。 
27 同上。 
2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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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依前悲心，起勝上欲，欲拔濟故。 

今十類中，一一生所，容有如前十心救拔。 

  初一：解邪 
十中     故論云：依增上顛倒為首。 

餘九：行邪 
        初五 化欲求眾生，求外五欲故。 

    論開為三  次二 化有求眾生，求三有中正報之果故。 
             後二 化梵行求眾生，求出道故。29

總括來說，所謂的「三聚淨戒」就是聚集了持律儀、修善法、度眾生三個目

標。這皆是菩薩行，是要積極地去惡修善。可以說「三聚淨戒」中，攝律儀戒是

包含了大小乘一切的戒律及威儀；攝善法戒，是包含了一切出離之法門；而攝眾

生戒，是含攝了慈、悲、喜、捨，廣度一切眾生。 

 

以上把《華嚴經》＜十地品＞「離垢地」中所提的「三聚淨戒」之主要內容。

然而「三聚淨戒」除了在《華嚴經》中有提及外，在其他經論中也曾講述，如《瑜

伽》、《瓔珞》等。但《華嚴經》中之「三聚淨戒」有何特色？與其他經論所提的

有何不同呢？它殊勝在哪裏呢？ 

四、十善業道與「尸羅波羅蜜」 

《華嚴經》中之三聚淨戒，處處提到十善業道，而十善業道正是「尸羅波羅

蜜」之主要基礎，其理由如下： 

（一）十善總攝一切戒法 

大乘菩薩戒的核心是以「尸羅波羅蜜」為主，既然十善業道中已包括了三聚

淨戒，則無論身、口、意任何一業的一舉手一投足，無不是戒法，《華嚴經》云： 

「性自遠離一切殺生，不畜刀杖，不懷怨恨，有慚有愧，仁恕具足，於一

                                                 

29 《華嚴疏鈔》卷四十五‧台北華嚴蓮社印行‧６１－６１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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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眾生有命之者，常生利益，慈悲之心」30

其實十善業道，並不限於文字上之戒條。以不殺生為例，殺生不但是指「奪

眾生命」那一剎那，其殺生前後之一切身、口、意業都含攝在內，起斷眾生命之

前起的殺心（此為意業），對眾生仗打、折磨、虐待至死（是為身業），繼而死後

之喜悅是意業，口出讚歎是口業。這些合起來都是十善道戒的本體。 

 

經中所說：「不畜刀杖，不懷怨恨，有慚有愧，仁恕具足。」便是充分的說

出此地菩薩不但不殺生，而且對眾生要不加刀杖傷害，身不能懷有怨恨之念，要

有慚愧心，及對眾生要仁義，寬恕具備，這皆是慈悲的表現，是故說：「常生利

益慈悲之心。」 

（二）十善業道是盡未來際 

如前所述，八齋戒之戒體是一日一夜；五戒、比丘戒、比丘尼戒是盡形壽，

但菩薩戒是盡未來世的，經文： 

「於諸佛所，以對尊重心，復更受行十善道法，隨其所受，乃至菩提，終

不忘失。」31

如上述之經文所示，菩薩在無量世中以十善道為基礎，積集無量功德，廣度

一切眾生，因此菩薩的十業道，不是盡形壽受持而已，而是直到成佛為止，可以

說菩薩的「尸羅波羅蜜」是盡未來際的戒法。 

 

（三）十善道是「尸羅」、「尸羅波羅蜜」 

一個具相的菩薩是要身、口、意三業清淨，倘若只是身、口不犯，而意念不

清淨，那不算是戒行清淨。因為十善業道中，身三、口四等七種是戒（尸羅），

至於不貪、不瞋及正見三種善業是守護尸羅，共名為尸羅波羅蜜。經云： 

「作是念言：『眾生可愍，墮於邪見、惡慧、惡欲、惡道稠林。我應令彼，

住於正見，行真實道。』又作是念：『一切眾生，分別彼我，互相破壞，

鬥諍瞋恨，熾然不息。我當令彼住於無上大慈之中。』又作是念：『一切

眾生，貪取無厭，唯求財利，邪命自活。我當令彼，住於清淨身、語、意

                                                 

30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五‧唐實叉難陀譯，大正十‧１８５頁上。 
31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三十五‧唐實叉難陀譯，大正十‧１８６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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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正命法中。』」 

這裏明白地說到有意的三善業才能生身、口等七善業，如果有意的三惡業

（貪、瞋、邪見）的話，則會起身、口等七種惡業，所以意念才是身、口業的原

動力，必須有善的念，才能不起殺、盜、妄語等身、口惡行，所以說三種意的善

業是身、口七種善業的守護者。換言之，僅是身、口清淨，只可以稱為「戒」（尸

羅），而不能稱為「尸羅波羅蜜」，如要具足「尸羅波羅蜜」，就必須要做到意業

清淨。所以說十善道是戒（尸羅）─身三（不殺、不盜、不淫）加上口四（不妄

語、不綺語、不惡口、不兩舌）連同「尸羅波羅蜜」──意三（不貪、不瞋、正

見）才算是圓滿修十善之菩薩。 

總括而言，十善道可作為菩薩尸羅波羅蜜的內容，但如果只以「增上生心」

或「出離心」來修十善道，那不能稱之為菩薩戒，必須要發菩提心及大悲心自行

化他，能具備此心才可算堪稱為菩薩的尸羅波羅蜜。 

五、華嚴菩薩戒之意義 

如上所述，我們知道並非信守十善道就算是菩薩，更重要的是要以菩提心及

大悲心來自行化他，立志上求佛道，不捨菩提心；要自行修十善，要教他行十善；

不能見持戒者而起染心，也不能見破戒者而起慢心。 

想佛陀在世，並未有戒律，後因有弟子犯了淫，才開始「隨犯隨制」。但十

善業道是自受而不須從他受的，如《華嚴經》卷三十四云：上品十善業道，修治

清淨，不從他教，自覺悟故。」32

由此可見，即使不在佛世時，依然有十善道，因此十善道為戒法有其特殊的

意義。 

 

十善業道善惡分明，因為不管受戒、不受戒，不管在家、出家，男女老少，

能守十善道就是善，就是積聚善因。不能堅守而犯十惡業即為惡，是要受惡報。

它是鼓勵人們捨惡業行善業，便可轉墮惡趣而生善趣；從世間善業道轉成出世間

無漏道，乃至到成佛。經云： 

「人中隨意得受生，乃至頂天襌定樂，獨覺、聲聞、佛乘道，皆因十善而

                                                 

32 《大方廣佛華嚴經》‧唐實叉難陀譯，大正十‧１８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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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33

難怪華嚴要說十善是「一切世間利益者，所修菩薩最勝行」

 

34

十善業道雖是在家及出家共修的法門，但佛陀並未有廢棄出家律儀，經云： 

，並以它作為

菩薩三聚淨戒的基礎。 

「是菩薩若欲捨家，於佛法中勤行精進，便能捨家、妻子、五欲。既已出

家已，勤行精進，於一念頃，得千三昧，得見千佛，知千佛神力，能動千

世界，乃至能示現千身，……。」35

佛陀如是鼓勵有條件出家的人，放下萬緣，出家辦道，並讚歎出家菩薩因具

足無量戒律儀比起在家菩薩更能圓滿持戒、守戒。大乘菩薩戒的精神，先要發無

上菩提心，而菩提心之重點是在於利濟眾生，即是說對任何一種眾生均需生起利

濟之心。而《華嚴經》的菩薩戒則具體地主張修十善道。如前所述，十善道是通

於大小乘的別解脫戒，在大乘菩薩立場看十善戒，不但是消極不作十惡，更當要

修十善。正如第一所述，不殺眾生，且當常於眾生起慈悲心，便是菩薩戒的精神。 

 

華嚴以十善作為菩薩戒，有其包容性及彈性，故能作為菩薩的尸羅波羅蜜

多。例如十善的第三不邪淫，當然是對在家男女而訂，出家男女若增受菩薩十善

戒者，自然仍得遵守出家梵行不淫戒，故菩薩十善戒是為適應僧俗七眾的律儀，

可就僧或俗各別原來的身份而守持；佛在經中若對在家男女說十善，便謂不邪

淫，若對出家男女說十善，則說當受持不淫戒。比之於《梵網經菩薩戒本》，其

中十重戒的第三條淫戒是： 

「若佛子自淫、教人淫，乃至一切女人，不得故淫；淫因、淫緣、淫業，

乃至畜生、諸天、鬼神女及非道行淫……是菩薩波羅夷罪。」36

這顯然就是修淨梵行或已離欲的出家戒，已非是凡夫位的在家菩薩所受持之

戒。 

 

在中國佛教史上，菩薩戒的傳授，一向採用《梵網經》，因其主張「孝名為

戒」，頗能迎合中國民族重視孝道的美德。又因其對於受戒者的資格要求，非常

                                                 

33 大正十‧１８７頁上。 
34 大正十‧１８７頁上。 
35 大正十」１８６頁下。 
36 《梵網經菩薩戒本》‧後秦鳩摩羅什譯‧大正二四‧１００４頁中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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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大，不僅未受七種聲聞戒的人類可以受持，甚至連能聽懂法師語的異類眾生，

也都能夠受菩薩戒。可是就失去了華嚴菩薩戒所重視的精神，一條根本無法守持

的戒付於一個不具備持戒條件的受戒者身上，是得不到戒體的，所以本文一再強

調，華嚴戒之殊勝是在於其精神能持、能守、加上智慧、願力，才算具足圓滿，

也是一個華嚴菩薩行者必具的條件，又即是說，能圓滿具足以上等戒行，即是其

殊勝的所在。 

其實《華嚴經》〈離垢地〉中所舉的十善戒的每一戒，都含攝了積極利生的

意義。一些人認為令人難以堅守，為之卻步的戒條，就是殊勝；愈難守、愈不能

守就是殊勝。這都是錯誤的觀念，以《梵網經》為例，當中的十重戒四十八輕戒，

有些條是我們無法遵行的，有許多條則因時代環境及風俗習慣的變遷，已經不切

實際，故在中國雖然形式猶存而精神空虛。像這樣的戒條，即使再殊勝，也是徒

具空談。可是《華嚴經》中所提的戒是屬於劃破時空的，是實實在在的，是能行

能持的戒。 

伍、結語 

大乘戒的興起是對於小乘戒的形式的反對而產生的一種思潮。認為戒律是來

實踐佛法以便斷除煩惱、得解脫的一個方便法門。所以不應該偏重它的形式，而

成為修行者的一種束縛或困擾，否則便會失去它本來應有菩薩精神，亦即上求下

化、自利利他、慈悲喜捨的根本意義。 

由於大乘戒具有實際性、通融性，並且是積極地為善、利濟世人為先，因此

容易受世人的接納與肯定。所以，大乘戒的興起對於佛教的發展與普及化是有正

面的意義。 

從李世傑的觀點，大乘菩薩戒的思想是起源於《華嚴經》，而依筆者之見，《華

嚴經》的菩薩戒在現實的社會裏的可行性最高。原因是它不但含有三聚淨戒的自

利、利他及自利利他兼行的綱要，此外華嚴所強調的十善業道是屬易受、易行、

易持的戒法。雖然《梵網戒經》是所有菩薩戒經在中國流通得最為廣泛的一部，

但就現在來說，其中有許多戒條在目前是礙難奉行的。如《梵網菩薩戒本》第十

五、「僻教戒」中云： 

「若不燒身、臂、指供養諸佛，非出家菩薩，乃至餓虎、狼、獅子、一切

餓鬼，悉應捨身肉手足而供養之……。」 



 

 - 31 - 

於佛陀在世時，作為一個真正的菩薩，應該能夠入水不沉，入火不燒，有人

要腦袋，就給他腦袋；有人要眼珠，就給他眼珠；有人要鼻子、耳朵，就給他鼻

子、耳朵。唯有如此，才是菩薩的尊貴功德，可是就現實而言，這些似乎已變得

不可能，甚至是不合理的。 

無疑菩薩戒是一切諸佛成佛的根本原因，所以一切眾生、一切菩薩、一切諸

佛，無不是由於行持菩薩戒而得成佛，由是可知菩薩戒之功能之大，是不可測的。

到這裏筆者認為以華嚴之十善法配合三聚淨戒作為受持菩薩戒之準則，應可說是

真正回歸到佛陀的本懷了。 

由於本文尚未對華嚴戒與其他大乘菩薩戒作比較，這部份留待將來筆者再作

進一步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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