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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佛經，及闡揚佛法諸書，無不令人趨吉避凶，
改過遷善。明三世之因果，識本具之佛性。出生
死之苦海，生極樂之蓮邦。讀者必須生感恩心，
作難遭想。淨手潔案，主敬存誠。如面佛天，如
臨師保。則無邊利益，自可親得。若肆無忌憚，
任意褻瀆。及固執管見，妄生毀謗，則罪過彌天，
苦報無盡。奉勸世人，當遠罪求益，離苦得樂也。
—恭錄自︽印光大師文鈔三編卷四：靈巖山寺念誦儀規題辭︾

西蓮淨苑是個修學並重的道場，戒律上受持南山律，經法上修學般若
藏，行持上信願持名；末學出家後由圓光寺至此，依於此寺修學，受益良
多，自利和利他也都是朝著這三大方向而努力。
大乘慧學導引出來的行為，應當是菩薩戒行；末學喜愛菩薩戒，也曾
經於民國八十八年九月至十二月為圓光寺清心講堂的居士講過《瑜伽菩薩
戒》，尚不夠成熟，但總算是踏出研戒的第一步；今年，於本書輯錄菩薩
戒，只盼和眾生結下菩薩戒法之緣，利益有緣人；也盼望未來的生命有著
菩薩戒的慈悲戒體，也帶給眾生菩薩戒的慈悲戒體。
本書以闡揚菩薩戒，修習菩提心，受持菩薩行為志，就命名為《菩薩

三

戒燈傳千古》
，文中分為〈概介篇〉
、
〈原典篇〉
、
〈持守篇〉
。本書以菩薩戒

自序

菩薩戒燈傳千古

四

為主，於〈概介篇〉介紹菩薩戒，於〈原典篇〉列明此六種菩薩戒的戒文
及科判，於〈持守篇〉說明菩薩戒的受持和守護；盼望這些內容能夠令讀
者得飲菩薩戒法水，共餐菩薩戒法味，共賞菩薩戒妙華，而在日常生活中
三業清淨，三業慈悲，確實地實踐菩薩戒。
《菩薩戒燈傳千古》能夠順利完成，十分感謝有西蓮淨苑提供我良好
的寫作環境，謝謝大眾僧及十方信眾的護持！
願以此書功德迴向一切眾生得體佛旨，菩薩戒香普熏十方，傳揚千
古—今日共乘不住生死海，不登涅槃岸的菩薩戒船；來日能夠真修實
證、真實益生，同證法性身，成就福慧菩提果！
（一）是誰？慈悲地制戒，和藹地傳戒，那是佛弟子慧命的守護，遊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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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謗三寶戒：不謗三寶，振興聖教，佛弟子戒光無盡，遊明燈！

）瞋心不受悔戒：不忍惱害，寬闊不恨，佛弟子戒光和氣，遊仁恕！

）慳惜加毀戒：不忍毀辱，無貪不慳，佛弟子戒光寬和，遊樂施！

）自讚毀他戒：不忍傷害，淡泊名利，佛弟子戒光清新，遊隨喜！

）說四眾罪過戒：不忍損害，眷顧口業，佛弟子戒光明淨，遊善意！

）酤酒戒：不忍侵害，清明護他，佛弟子戒光善良，遊利人！

）妄語戒：不戀名利，誠正耿直，佛弟子戒光高雅，遊誠正！

）婬戒：不貪節欲，清淨離塵，佛弟子戒光淨潔，遊出俗！

）盜戒：不忍掠取，光明慷慨，佛弟子戒光純正，遊清廉！

）殺戒：不忍奪害，仁慈護生，佛弟子戒光明潔，遊和平！

是誰？殷重地受戒，嚴謹地持戒，那是佛弟子戒命的復活，遊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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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三年六月五日(修訂稿)

於西蓮淨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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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概介篇
一、菩薩戒的重要

一六

《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下云：
「若一切眾生初入三寶海，以信為本，住
在佛家，以戒為本」，即說明了佛教的重視戒，而以戒行為住在佛家的基
本。
在戒律中又以菩薩戒為尊貴，這是三世諸佛共說的菩薩戒，《梵網經
菩薩戒》即提及菩薩戒是「是過去一切佛已說，未來佛當說，現在佛今說，
三世菩薩已學、當學、今學」
；
《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下文中再提及「初發
心出家欲紹菩薩位者，當先受正法戒，戒者是一切行功德藏根本，正向佛

一七

果道一切行本，是戒能除一切大惡，所謂七見、六著」
；
「其受者過度四魔，
越三界苦，從生至生不失此戒，常隨行人乃至成佛」。

壹、概介篇 一、菩薩戒的重要

菩薩戒燈傳千古

一八

《梵網經菩薩戒》云：
「應當尊敬波羅提木叉，波羅提木叉者即是此戒，
持此戒時：如暗遇明，如貧得寶，如病得差，如囚繫出獄，如遠行者得歸，
當知此則是眾等大師，若佛住世無異此也。」
《梵網經菩薩戒》又云：
「若國王、王子、百官、比丘、比丘尼、信男、
信女，受持菩薩戒者，應受持、讀誦、解說、書寫佛性常住戒卷，流通三
世一切眾生，化化不絕，得見千佛，佛佛授手，世世不墮惡道、八難，常
生人道天中」；而提示了受持菩薩戒的殊勝功德。

二、受持菩薩戒的要領
《梵網經菩薩戒》云：
「應當尊敬波羅提木叉」
，持菩薩戒時，應當「勿
輕小罪，以為無殃；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剎那造罪，殃墮無間；一失人
身，萬劫不復；壯色不停，猶如奔馬；人命無常，過於山水；今日雖存，

明亦難保；眾等各各一心勤修精進。」
《梵網經菩薩戒》又云：
「是菩薩十波羅提木叉，應當學，於中不應一
一犯如微塵許，何況具足犯十戒。若有犯者，不得現身發菩提心，亦失國
王位、轉輪王位，亦失比丘、比丘尼位，亦失十發趣、十長養、十金剛、
十地、佛性常住妙果，一切皆失，墮三惡道中，二劫、三劫不聞父母三寶
名字，以是不應一一犯」；而提示了要謹慎護戒的修行態度。
《菩薩善戒經》卷四〈十一˙戒品〉敘述了持守菩薩戒的要領為：
「菩
薩摩訶薩從他受戒生慚愧心，心慚愧故護持不犯。……菩薩從他受持戒時
有四事：一者、慚愧。二者、至心堅持，菩薩摩訶薩至心持戒，終不生於
毀犯之心。三者、受已一心護持。四者、淨心受持。菩薩具足四功德戒能
作四事，何等四？一者、不犯。二者、設犯尋悔。三者、心生慚愧。四者、

一九

不生悔恨。……菩薩受持菩薩戒者，至心專念：自省已過，不訟彼短；見
壹、概介篇 二、受持菩薩戒的要領

菩薩戒燈傳千古

行惡者，心不瞋恨；見破戒者，心生憐愍，無有瞋惱。」

１

聲聞戒

二○

《優婆塞戒經》六重法：
「善男子！若受如是優婆塞戒，能至心持，不
令毀犯，則能獲得如是戒果。」

三、菩薩戒與聲聞戒之異同２
菩薩戒

-

。末學依此文，增添內容而

通戒：任何信佛的佛弟子都能夠受
別戒：七眾弟子各別受得
三聚淨戒：斷惡、修善、度眾生
攝律儀戒：防非止惡
上品從佛受，中品從佛弟子受，下品在佛像
從師受戒：七眾受戒皆從師受，有一定儀式
前受；也有自誓受、從師受
戒體是熏發
戒體是新得

年三刷，頁

18

聲聞戒不可聞讀
聲聞戒待緣制
求受聲聞戒的資質有嚴格的規定
聲聞戒的持守是盡形壽，或一日一夜
聲聞戒是動身發口，才毀戒

１：
《優婆塞戒經》卷三。
２：參考自《梵網經菩薩戒本講記（上）》
，演培法師，民國
另制成此表格。

菩薩戒可以聞讀
菩薩戒不待緣制
但解法師語，即可受菩薩戒
菩薩戒體是盡未來際皆持守
菩薩戒除了防身口，意業也會毀戒

7

壹、概介篇 四、毀犯菩薩戒的懺悔

二一

應直作一犯懺悔，應作念念無量犯悔。何以故？若是多犯作一犯懺者，不

所受戒，心慚愧故，不敢覆藏乃至一宿。菩薩犯戒若經一宿，若欲懺者不

毀所受戒，應當至心慚愧懺悔，悔已專心，更不敢犯。……若心不淨，毀

《菩薩善戒經》卷四〈十一˙戒品〉敘述了懺悔菩薩戒為：
「其心不淨，

悔罪益深。」

二賢聖法」，《梵網經菩薩戒》云：「自知有罪當懺悔，懺悔即安樂，不懺

《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下提及這十無盡戒「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

四、毀犯菩薩戒的懺悔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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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名懺。」

二二

《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下云：
「其受戒者，入諸佛界菩薩數中，超過三
劫生死之苦，是故應受。有而犯者，勝無不犯；有犯名菩薩，無犯名外道，
以是故，有受一分戒，名一分菩薩，乃至二分、三分、四分，十分名具足
受戒，是故菩薩十重八萬威儀戒，十重有犯無悔，得使重受戒，八萬威儀
戒盡名輕，有犯得使悔過首悔滅。」

貳、原典篇
一、各菩薩戒本的重戒
（一）
《菩薩瓔珞本業經》的十無盡戒
《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下：
「〔一、不得故殺生〕
：佛告佛子：從今身至
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殺生，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聖法。
〔二、不得故妄語〕
：佛子！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
妄語，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聖法。
〔三、不得故婬〕
：佛子！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婬，
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聖法。

二三

〔四、不得故盜〕
：佛子！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盜，
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聖法。

貳、原典篇 一、各菩薩戒本的重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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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五、不得沽酒〕
：佛子！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沽酒，
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聖法。
〔六、不得故說在家出家菩薩罪過〕
：佛子！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
於其中間不得故說在家出家菩薩罪過，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聖法。
〔七、不得故慳〕
：佛子！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慳，
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聖法。
〔八、不得故瞋〕
：佛子！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瞋，
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聖法。
〔九、不得故自讚毀他〕
：佛子！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
得故自讚毀他，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聖法。
〔十、不得故謗三寶藏〕
：佛子！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
得故謗三寶藏，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聖法。」

（二）
《梵網經菩薩戒》的菩薩十重戒
《梵網經菩薩戒》的菩薩十重戒：
「〔一、不得故殺〕
：佛言：佛子！若
自殺、教人殺、方便殺、讚歎殺、見作隨喜，乃至咒殺；殺因、殺緣、殺
法、殺業，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殺，是菩薩應起常住慈悲心、孝順心，
方便救護一切眾生，而自恣心快意殺生者，是菩薩波羅夷罪。
〔二、不得故盜〕
：若佛子！自盜、教人盜、方便盜，盜因、盜緣、盜
法、盜業，乃至鬼神、有主劫賊物、一切財物，一針、一草不得故盜；而
菩薩應生佛性孝順慈悲心，常助一切人生福、生樂，而反更盜人財物者，
是菩薩波羅夷罪。
〔三、不得故婬〕
：若佛子！自婬、教人婬，乃至一切女人不得故婬，
婬因、婬緣、婬法、婬業，乃至畜生女、諸天、鬼神女，及非道行婬；而

二五

菩薩應生孝順心，救度一切眾生，淨法與人；而反更起一切人婬，不擇畜
貳、原典篇 一、各菩薩戒本的重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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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生，乃至母女、姊妹、六親行婬，無慈悲心者，是菩薩波羅夷罪。
〔四、不得故妄語〕
：若佛子！自妄語、教人妄語、方便妄語，妄語因、
妄語緣、妄語法、妄語業，乃至不見言見、見言不見，身心妄語；而菩薩
常生正語、正見，亦生一切眾生正語、正見，而反更起一切眾生邪語、邪
見、邪業者，是菩薩波羅夷罪。
〔五、不得酤酒〕
：若佛子！自酤酒、教人酤酒，酤酒因、酤酒緣、酤
酒法、酤酒業，一切酒不得酤，是酒起罪因緣；而菩薩應生一切眾生明達
之慧，而反更生一切眾生顛倒之心者，是菩薩波羅夷罪。
〔六、不得說四眾罪過〕
：若佛子！自說出家、在家菩薩、比丘、比丘
尼罪過，教人說罪過，罪過因、罪過緣、罪過法、罪過業；而菩薩聞外道
惡人及二乘惡人說佛法中非法、非律，常生悲心教化是惡人輩，令生大乘
善信，而菩薩反更自說佛法中罪過者，是菩薩波羅夷罪。

〔七、不得自讚毀他〕
：若佛子！自讚毀他，亦教人自讚毀他，毀他因、
毀他緣、毀他法、毀他業；而菩薩應代一切眾生受加毀辱，惡事自向己，
好事與他人，若自揚己德，隱他人好事，令他人受毀者，是菩薩波羅夷罪。
〔八、不得慳惜加毀〕
：若佛子！自慳、教人慳，慳因、慳緣、慳法、
慳業，而菩薩見一切貧窮人來乞者，隨前人所須一切給與；而菩薩以惡心
瞋心，乃至不施一錢、一針、一草；有求法者，不為說一句、一偈、一微
塵許法，而反更罵辱者，是菩薩波羅夷罪。
〔九、不得瞋心不受悔〕
：若佛子！自瞋、教人瞋，瞋因、瞋緣、瞋法、
瞋業，而菩薩應生一切眾生中善根無諍之事，常生悲心；而反更於一切眾
生中，乃至於非眾生中，以惡口罵辱，加以手打，及以刀杖，意猶不息；
前人求悔，善言懺謝，猶瞋不解者，是菩薩波羅夷罪。

二七

〔十、不得謗三寶〕
：若佛子！自謗三寶、教人謗三寶，謗因、謗緣、
貳、原典篇 一、各菩薩戒本的重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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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謗法、謗業；而菩薩見外道及以惡人一言謗佛音聲，如三百鉾刺心，況口
自謗？不生信心、孝順心，而反更助惡人、邪見人謗者，是菩薩波羅夷罪。」

（三）
《瑜伽菩薩戒》的四種他勝處法
《瑜伽菩薩戒》的四種他勝處法：
「如是菩薩住戒律儀，有其四種他勝
處法。何等為四？
〔一、自讚毀他戒〕
：若諸菩薩為欲貪求利養恭敬，自讚毀他，是名第
一他勝處法。
〔二、故慳戒〕
：若諸菩薩現有資財，性慳財故，有苦、有貧、無依、
無怙，正求財者來現在前，不起哀憐而修惠捨；正求法者來現在前，性慳
法故，雖現有法而不給施，是名第二他勝處法。
〔三、故瞋戒〕
：若諸菩薩長養如是種類忿纏，由是因緣，不唯發起粗
言便息；由忿蔽故，加以手足、塊石、刀杖，捶打、傷害、損惱有情，內

懷猛利忿恨意樂，有所違犯；他來諫謝，不受、不忍、不捨怨結，是名第
三他勝處法。
〔四、謗菩薩藏戒〕
：若諸菩薩謗菩薩藏，愛樂宣說開示建立像似正法，

３

於像似法或自信解或隨他轉，是名第四他勝處法，如是名為菩薩四種他勝
處法。」

（四）
《菩薩地持經》四波羅夷處法
《菩薩地持經》四波羅夷處法：
「如是菩薩住律儀戒者，有四波羅夷處
法。何等為四？

二九

〔一、自讚毀他戒〕
：菩薩為貪利故，自歎己德，毀呰他人，是名第一
波羅夷處法。
３：
《瑜伽菩薩戒》大 30,0515b16

貳、原典篇 一、各菩薩戒本的重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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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二、故慳戒〕
：菩薩自有財物，性慳惜故，貧苦眾生無所依怙來求索
者，不起悲心給施所求；有欲聞法，吝惜不說，是名第二波羅夷處法。
〔三、故瞋戒〕
：菩薩瞋恚，出粗惡言，意猶不息，復以手打，或加杖
石，殘害、恐怖、瞋恨增上；犯者求悔，不受其懺，結恨不捨，是名第三
波羅夷處法。
〔四、謗菩薩藏戒〕
：菩薩謗菩薩藏說，相似法熾然，建立於相似法；
４

若心自解，或從他受，是名第四波羅夷處法，是名菩薩四波羅夷處法。」

（五）
《菩薩善戒經》的八重法
《菩薩善戒經》八重法：「菩薩戒者，有八重法；四重如先。
〔五、自讚其身〕
：菩薩若為貪利養故，自讚其身，得菩薩戒，住菩薩
４：
《菩薩地持經》大 30,0913b01

地，是名菩薩第五重法。
〔六、貪惜不施〕
：若有貧窮受苦惱者，及以病人來從乞索，菩薩貪惜，
不施乃至一錢之物；有求法者，惜不施，乃至一偈，是名菩薩第六重法。
〔七、瞋不受悔〕
：菩薩若瞋，不應加惡，若以手打，或杖，或石，惡
聲罵辱，或時無力不能打罵，心懷瞋忿；若為他人之所打罵，前人求悔，
不受其懺，故懷瞋恨，增長不息，心不淨者，是名菩薩第七重法。
〔八、謗菩薩藏戒〕
：菩薩若有同師、同學誹謗菩薩方等法藏，受學、

５

三一

頂戴相似非法者，不應共住；若定知已，不得向人讚歎其德，是名菩薩第
八重法。」

（六）
《優婆塞戒經》的六重法
５：
《菩薩善戒經》大 30,101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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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優婆塞戒經》六重法：
「優婆塞者有六重法：
〔一、戒殺〕
：善男子！
優婆塞受持戒已，雖為天女乃至蟻子，悉不應殺；若受戒已，若口教殺，
若身自殺，是人即失優婆塞戒；是人尚不能得煖法，況須陀洹至阿那含？
是名破戒優婆塞、臭優婆塞、旃陀羅優婆塞、垢優婆塞、結優婆塞，是名
初重優婆塞戒。
〔二、盜戒〕
：雖為身命，不得偷盜乃至一錢；若破是戒，是人即失優
婆塞戒；是人尚不能得煖法，況須陀洹至阿那含？是名破戒優婆塞、臭旃
陀羅、垢結優婆塞，是名二重優婆塞戒。
〔三、大妄語戒〕
：雖為身命，不得虛說：我得不淨觀，至阿那含；若
破是戒，是人即失優婆塞戒；是人尚不能得煖法，況須陀洹至阿那含？是
名破戒優婆塞、臭旃陀羅、垢結優婆塞，是名三重優婆塞戒。
〔四、邪婬戒〕
：雖為身命，不得邪婬，若破是戒，是人即失優婆塞戒；

是人尚不能得煖法，況須陀洹至阿那含？是名破戒優婆塞、臭、旃陀羅、
垢、結優婆塞，是名四重優婆塞戒。
〔五、說四眾過戒〕
：雖為身命，不得宣說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
婆夷所有過罪；若破是戒，是人即失優婆塞戒；是人尚不能得煖法，況須
陀洹至阿那含？是名破戒優婆塞、臭旃陀羅、垢結優婆塞，是名五重優婆
塞戒。
〔六、酤酒戒〕
：雖為身命不得酤酒，若破是戒，是人即失優婆塞戒；
是人尚不能得煖法，況須陀洹至阿那含？是名破戒優婆塞、臭旃陀羅、垢
結優婆塞，是名六重。

三三

善男子！若受如是優婆塞戒，能至心持，不令毀犯，則能獲得如是戒

貳、原典篇 一、各菩薩戒本的重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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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二、各菩薩戒本的輕戒
７

（一）
《梵網經菩薩戒》之菩薩輕戒

三四

６：
《優婆塞戒經》卷三。
７：
《梵網經菩薩戒》的輕戒立名，有另外一組：一、不敬師友戒。二、飲酒戒。三、食肉戒。四、食五辛
戒。五、不教悔罪戒。六、不供給請法戒。七、懈怠不聽法戒。八、背大向小戒。九、不看病戒。十、
蓄殺眾生具戒。十一、國使戒。十二、敗賣戒。十三、謗毀戒。十四、放火焚燒戒。十五、僻教戒。十
六、為利倒說戒。十七、恃勢乞求戒。十八、無解作師戒。十九、兩舌戒。二十、不行放救戒。二十一、
瞋打報仇戒。二十二、憍慢不請法戒。二十三、憍慢僻說戒。二十四、不習學佛戒。二十五、不善知眾
戒。二十六、獨受利養戒。二十七、受別請戒。二十八、別請僧戒。二十九、邪命自活戒。三十、不敬
好時戒。三十一、不行救贖戒。三十二、損害眾生戒。三十三、邪業覺觀戒。三十四、暫念小乘戒。三
十五、不發願戒。三十六、不發誓戒。三十七、冒難遊行戒。三十八、乖尊卑次序戒。三十九、不修福
慧戒。四十、揀擇受戒戒。四十一、為利作師戒。四十二、為惡人說戒戒。四十三、無慚受施戒。四十
四、不供養經典戒。四十五、不化眾生戒。四十六、說法不如法戒。四十七、非法制限戒。四十八、破
法戒。

〔一、輕慢師長戒〕
：若佛子！欲受國王位時，受轉輪王位時，百官受
位時，應先受菩薩戒，一切鬼神救護王身、百官之身，諸佛歡喜；既得戒
已，生孝順心、恭敬心，見上座、和上、阿闍梨、大乘同學、同見、同行
者，應起承迎、禮拜、問訊；而菩薩反生憍心、慢心、癡心，不起承迎、
禮拜，一一不如法供養，以自賣身、國城、男女、七寶、百物而供給之；
若不爾者，犯輕垢罪。
〔二、飲酒戒〕
：若佛子！故飲酒，而生酒過失無量；若自身手過酒器
與人飲酒者，五百世無手，何況自飲？不得教一切人飲，及一切眾生飲酒，
況自飲酒？若故自飲、教人飲者，犯輕垢罪。
〔三、食肉戒〕
：若佛子！故食肉，一切肉不得食，斷大慈悲性種子，

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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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故食者，犯輕垢罪。
貳、原典篇 二、各菩薩戒本的輕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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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四、食五辛戒〕
：若佛子！不得食五辛：大蒜、革葱、慈葱、蘭葱、
興蕖，是五種一切食中不得食；若故食者，犯輕垢罪。
〔五、不舉教懺戒〕
：若佛子！見一切眾生犯八戒、五戒、十戒，毀禁
七逆、八難、一切犯戒罪，應教懺悔；而菩薩不教懺悔，共住、同僧利養，
而共布薩、同一眾住說戒，而不舉其罪，教悔過者，犯輕垢罪。
〔六、不敬請法戒〕
：若佛子！見大乘法師、大乘同學、同見、同行，
來入僧坊、舍宅、城邑，若百里、千里來者，即起迎來送去、禮拜、供養，
日日三時供養，日食三兩金，百味飲食、床座、醫藥供事法師，一切所須，
盡給與之；常請法師三時說法，日日三時禮拜，不生瞋心、患惱之心，為
法滅身，請法不懈；若不爾者，犯輕垢罪。
〔七、不聽經律戒〕
：若佛子！一切處有講毘尼經律，大宅舍中講法處，
是新學菩薩應持經律卷，至法師所聽受、諮問，若山林樹下僧地房中，一

切說法處悉至聽受；若不至彼聽受者，犯輕垢罪。
〔八、背正向邪戒〕
：若佛子！心背大乘常住經律，言非佛說；而受持
二乘聲聞、外道、惡見、一切禁戒、邪見經律者，犯輕垢罪。
〔九、不瞻病苦戒〕
：若佛子！見一切疾病人，常應供養，如佛無異；
八福田中，看病福田第一福田，若父母、師僧、弟子疾病，諸根不具，百
種病苦惱，皆供養令差；而菩薩以惡心、瞋恨，不至僧房中、城邑、曠野、
山林、道路中，見病不救者，犯輕垢罪。
〔十、畜諸殺具戒〕
：若佛子！不得畜一切刀杖、弓箭、鉾斧、鬪戰之
具，及惡網羅、殺生之器，一切不得畜；而菩薩乃至殺父母，尚不加報，
況餘一切眾生？若故畜一切刀杖者，犯輕垢罪。
〔十一、通國入軍戒〕
：佛子！不得為利養惡心故，通國使命，軍陣合

三七

會，興師相伐，殺無量眾生，而菩薩不得入軍中往來，況故作國賊？若故
貳、原典篇 二、各菩薩戒本的輕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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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犯輕垢罪。

三八

〔十二、傷慈販賣戒〕
：若佛子！故販賣良人、奴婢、六畜，市易棺材
板木盛死之具，尚不自作，況教人作？若故作者，犯輕垢罪。
〔十三、無根謗人戒〕
：若佛子！以惡心故，無事謗他良人、善人、法
師、師僧、國王、貴人，言犯七逆、十重，於父母、兄弟、六親中，應生
孝順心、慈悲心，而反更加於逆害，墮不如意處者，犯輕垢罪。
〔十四、放火損燒戒〕
：若佛子！以惡心故放大火，燒山林、曠野，四
月乃至九月，放火若燒他人家屋宅、城邑、僧房、田木及鬼神官物，一切
有主物，不得故燒；若故燒者，犯輕垢罪。
〔十五、法化違宗戒〕
：若佛子！自佛弟子及外道人、六親、一切善知
識，應一一教受持大乘經律，應教解義理，使發菩提心、十發趣心、十長
養心、十金剛心，三十心中一一解其次第法用，而菩薩以惡心、瞋心，橫

教他二乘聲聞經律、外道邪見論等，犯輕垢罪。
〔十六、惜法規利戒〕
：若佛子！應好心先學大乘威儀經律，廣開解義
味，見後新學菩薩有從百里、千里來求大乘經律，應如法為說一切苦行：
若燒身、燒臂、燒指，若不燒身臂指供養諸佛，非出家菩薩；乃至餓虎狼、
師子、一切餓鬼，悉應捨身肉、手足而供養之；後一一次第為說正法，使
心開意解；而菩薩為利養故，應答不答，倒說經律文字，無前、無後，謗
三寶說者，犯輕垢罪。
〔十七、依官強乞戒〕
：若佛子！自為飲食、錢物、利養、名譽故，親
近國王、王子、大臣、百官，恃作形勢，乞索、打拍、牽挽，橫取錢物，
一切求利，名為惡求、多求、教他人求，都無慈心、無孝順心者。犯輕垢
罪。

三九

〔十八、無知為師戒〕
：若佛子！學誦戒者，日夜六時持菩薩戒，解其
貳、原典篇 二、各菩薩戒本的輕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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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義理，佛性之性，而菩薩不解一句、一偈戒律因緣，詐言能解者，即為自
欺誑，亦欺誑他人，一一不解一切法，而為他人作師授戒者，犯輕垢罪。
〔十九、鬥謗欺賢戒〕
：若佛子！以惡心故，見持戒比丘手捉香爐，行
菩薩行，而鬪搆兩頭，謗欺賢人，無惡不造；若故作者，犯輕垢罪。
〔二十、不能救生戒〕
：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業，一切男子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眾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
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
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住之法，教人放生。若見世人殺畜生時，應方便救
護，解其苦難，常教化講說菩薩戒救度眾生；若父母兄弟死亡之日，應請
法師講菩薩戒經福資亡者，得見諸佛，生人天上；若不爾者，犯輕垢罪。
〔二十一、無慈酬怨戒〕
：佛子！不得以瞋報瞋、以打報打，若殺父母、
兄弟、六親，不得加報；若國主為他人殺者，亦不得加報；殺生報生，不

順孝道，尚不畜奴婢、打拍、罵辱，日日起三業，口罪無量，況故作七逆
之罪？而出家菩薩無慈報讎，乃至六親中故報者，犯輕垢罪。
〔二十二、慢人輕法戒〕
：若佛子！初始出家，未有所解，而自恃聰明
有智，或恃高貴年宿，或恃大姓高門、大解、大福、饒財、七寶，以此憍
慢而不諮受先學法師經律；其法師者，或小姓、年少、卑門、貧窮、諸根
不具，而實有德，一切經律盡解；而新學菩薩不得觀法師種姓，而不來諮
受法師第一義諦者，犯輕垢罪。
〔二十三、輕新求學戒〕
：若佛子！佛滅度後，欲心好心受菩薩戒時，
於佛菩薩形像前自誓受戒；當七日佛前懺悔，得見好相便得戒；若不得好
相，應二七、三七乃至一年，要得好相；得好相已，便得佛菩薩形像前受
戒；若不得好相，雖佛像前受戒，不得戒。若現前先受菩薩戒法師前受戒

四一

時，不須要見好相，何以故；以是法師師師相授故，不須好相；是以法師
貳、原典篇 二、各菩薩戒本的輕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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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受戒即得戒，以生重心故，便得戒。若千里內無能授戒師，得佛菩薩形
像前受戒，而要見好相；若法師自倚解經律、大乘學戒，與國王、太子、
百官以為善友，而新學菩薩來問若經義律義，輕心、惡心、慢心，不一一
好答問者，犯輕垢罪。
〔二十四、背大向小戒〕
：若佛子！有佛經律、大乘正法、正見、正性、
正法身，而不能勤學修習，而捨七寶；反學邪見二乘外道俗典、阿毘曇、
雜論、書記，是斷佛性、障道因緣，非行菩薩道；若故作者，犯輕垢罪。
〔二十五、為主失儀戒〕
：若佛子！佛滅後，為說法主、為僧房主、教
化主、坐禪主、行來主，應生慈心，善和鬪訟；善守三寶物，莫無度用，
如自己有；而反亂眾鬪諍，恣心用三寶物者，犯輕垢罪。
〔二十六、待賓乖式戒〕
：若佛子！先在僧房中住，後見客菩薩比丘來
入僧房、舍宅、城邑、國王宅舍中，乃至夏坐安居處，及大會中；先住僧

應迎來送去，飲食供養、房舍、臥具、繩床，事事給與；若無物，應賣自
身及以男女，供給所須，悉以與之。若有檀越來請眾僧，客僧有利養分，
僧房主應次第差客僧受請；而先住僧獨受請，不差客僧，僧房主得無量罪，
畜生無異，非沙門、非釋種姓；若故作者，犯輕垢罪。
〔二十七、受別請戒〕
：若佛子！一切不得受別請利養入己，而此利養
屬十方僧，而別受請，即取十方僧物入己；八福田：諸佛聖人、一一師僧、
父母、病人物，自己用故，犯輕垢罪。
〔二十八、故別請僧戒〕
：若佛子！有出家菩薩、在家菩薩及一切檀越，
請僧福田求願之時，應入僧房問知事人；今欲次第請者，即得十方賢聖僧，
而世人別請五百羅漢菩薩僧，不如僧次一凡夫僧；若別請僧者，是外道法；
七佛無別請法，不順孝道；若故別請僧者，犯輕垢罪。

四三

〔二十九、惡伎損生戒〕
：若佛子！以惡心故，為利養故，販賣男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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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手作食、自磨、自舂、占相男女、解夢吉凶、是男是女、呪術、工巧、
調鷹方法，和合百種毒藥、千種毒藥、蛇毒、生金銀、蠱毒，都無慈心；
若故作者。犯輕垢罪。
〔三十、違禁行非戒〕
：若佛子！以惡心故，自身謗三寶，詐現親附，
口便說空，行在有中；為白衣通致男女交會、婬色、縛著，於六齋日，年
三長齋月，作殺生、劫盜、破齋、犯戒者，犯輕垢罪。
〔三十一、見厄不救戒〕
：佛言。佛子！佛滅度後，於惡世中，若見外
道、一切惡人、劫賊賣佛菩薩、父母形像，販賣經律，販賣比丘、比丘尼，
亦賣發心菩薩道人，或為官使，與一切人作奴婢者；而菩薩見是事已，應
生慈心方便救護，處處教化，取物贖佛菩薩形像，及比丘、比丘尼、發心
菩薩、一切經律；若不贖者，犯輕垢罪。
〔三十二、畜作非法戒〕
：若佛子！不得畜刀仗、弓箭，販賣輕秤、小

斗；因官形勢取人財物，害心繫縛，破壞成功；長養、狸、猪、狗；若
故作者，犯輕垢罪。
〔三十三、觀聽作惡戒〕
：若佛子！以惡心故觀一切男女等鬪，軍陣、
兵將、劫賊等鬪；亦不得聽吹貝、鼓角、琴瑟、箏笛、箜篌、歌叫、伎樂
之聲；不得摴蒲、圍碁、波羅賽、戲彈碁、六博、拍毬、擲石、投壺、八
道、行城、爪鏡、蓍草、楊枝、鉢盂、髑髏，而作卜筮；不得作盜賊使命，
一一不得作；若故作者，犯輕垢罪。
〔三十四、堅持守心戒〕
：若佛子！護持禁戒，行住坐臥，日夜六時讀
誦是戒；猶如金剛，如帶持浮囊，欲度大海，如草繫比丘；常生大乘善信：
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諸佛是已成之佛；發菩提心，念念不去心；若起一念
二乘外道心者，犯輕垢罪。

四五

〔三十五、不發大願戒〕
：若佛子！常應發一切願：孝順父母、師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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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三寶，願得好師、同學、善友、知識，常教我大乘經律、十發趣、十長養、
十金剛、十地，使我開解，如法修行，堅持佛戒，寧捨身命，念念不去心；
若一切菩薩不發是願者，犯輕垢罪。
〔三十六、不自作誓戒〕
：若佛子！發十大願已，持佛禁戒，作是願言：
寧以此身投熾然猛火大坑刀山，終不毀犯三世諸佛經律，與一切女人作不
淨行。
復作是願：寧以熱鐵羅網千重周匝纏身，終不以破戒之身，受於信心
檀越一切衣服。
復作是願：寧以此口吞熱鐵丸，及大流猛火經百千劫，終不以破戒之
口，食信心檀越百味飲食。
復作是願：寧以此身臥大猛火羅網熱鐵地上，終不以破戒之身，受信
心檀越百種床座。

復作是願：寧以此身受三百鉾刺經一劫二劫，終不以破戒之身，受信
心檀越百味醫藥。
復作是願：寧以此身投熱鐵鑊經百千劫，終不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
越千種房舍屋宅園林田地。
復作是願：寧以鐵鎚打碎此身，從頭至足，令如微塵，終不以破戒之
身，受信心檀越恭敬禮拜。
復作是願：寧以百千熱鐵刀鉾挑其兩目，終不以破戒之心，視他好色。
復作是願：寧以百千鐵錐遍劖刺耳根經一劫二劫，終不以破戒之心，
聽好音聲。
復作是願：寧以百千刃刀割去其鼻，終不以破戒之心，貪嗅諸香。
復作是願：寧以百千刃刀割斷其舌，終不以破戒之心，食人百味淨食。

四七

復作是願：寧以利斧斬斫其身，終不以破戒之心，貪著好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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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復作是願：願一切眾生悉得成佛；而菩薩若不發是願者，犯輕垢罪。
〔三十七、故入難處戒〕
：若佛子！常應二時頭陀，冬夏坐禪、結夏安
居，常用楊枝、澡豆、三衣、瓶、鉢、坐具、錫杖、香爐、漉水囊、手巾、
刀子、火燧、鑷子、繩床、經、律、佛像、菩薩形像；而菩薩行頭陀時，
及遊方時，行來百里千里，此十八種物常隨其身；頭陀者：從正月十五日
至三月十五日，八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五日，是二時中，此十八種物常隨其
身，如鳥二翼。若布薩日，新學菩薩半月半月布薩，誦十重四十八輕戒；
時於諸佛菩薩形像前，一人布薩，即一人誦；若二人三人，乃至百千人，
亦一人誦；誦者高座，聽者下坐；各各披九條、七條、五條袈裟，結夏安
居一一如法。若頭陀時莫入難處，若國難、惡王、土地高下、草木深邃，
師子、虎、狼、水、火、風難，及以劫賊、道路、毒蛇，一切難處悉不得
入；若頭陀行道，乃至夏坐安居，是諸難處悉不得入；若故入者，犯輕垢

罪。
〔三十八、眾坐乖儀戒〕
：若佛子！應如法次第坐，先受戒者在前坐，
後受戒者在後坐，不問老少、比丘、比丘尼、貴人、國王、王，乃至黃門、
奴婢，皆應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次第而坐；莫如外道癡人，若老若
少，無前無後，坐無次第，兵奴之法；我佛法中先者先坐，後者後坐；而
菩薩不次第坐者，犯輕垢罪。
〔三十九、應講不講戒〕
：若佛子！常應教化一切眾生，建立僧房、山
林、園田，立作佛塔；冬夏安居坐禪處所、一切行道處，皆應立之。而菩
薩應為一切眾生講說大乘經律，若疾病、國難、賊難，父母、兄弟、和上、
阿闍梨亡滅之日，及三七日，乃至七七日；亦應讀誦講說大乘經律，齋會
求福，行來治生；大火所燒，大水所漂，黑風所吹，船舫、江河、大海、

四九

羅剎之難，亦應讀誦講說此經律；乃至一切罪報、三報、七逆、八難，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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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械、枷鎖繫縛其身，多婬、多瞋、多愚癡、多疾病，皆應讀誦、講說此經
律；而新學菩薩若不爾者。犯輕垢罪。
〔四十、受戒非儀戒〕
：佛言。佛子！與人受戒時，不得蕑擇一切國王、
王子、大臣、百官，比丘、比丘尼、信男、信女、婬男、婬女，十八梵天、
六欲天子、無根、二根、黃門、奴婢，一切鬼神盡得受戒；應教身所著袈
裟，皆使壞色，與道相應，皆染使青、黃、赤、黑、紫色，一切染衣，乃
至臥具，盡以壞色；身所著衣，一切染色；若一切國土中，國人所著衣服，
比丘皆應與其俗服有異。
若欲受戒時，師應問言：汝現身不作七逆罪耶？菩薩法師不得與七逆
人現身受戒。七逆者，出佛身血、殺父、殺母、殺和上、殺阿闍梨、破羯
磨轉法輪僧、殺聖人；若具七遮，即現身不得戒，餘一切人盡得受戒。
出家人法不向國王禮拜，不向父母禮拜，六親不敬，鬼神不禮，但解

法師語，有百里千里來求法者；而菩薩法師，以惡心而不即與授一切眾生
戒者，犯輕垢罪。
〔四十一、無德詐師戒〕
：若佛子！教化人起信心時，菩薩與他人作教
誡法師者，見欲受戒人，應教請二師：和上、阿闍梨。二師應問言：汝有
七遮罪不？若現身有七遮，師不應與受戒，無七遮者，得受；若有犯十戒
者，應教懺悔；在佛菩薩形像前，日夜六時誦十重四十八輕戒，若到禮三
世千佛，得見好相；若一七日、二三七日，乃至一年，要見好相；好相者，
佛來摩頂、見光、見華、種種異相，便得滅罪；若無好相，雖懺無益，是
人現身亦不得戒，而得增受戒；若犯四十八輕戒者，對首懺罪滅，不同七
遮。而教誡師於是法中一一好解，若不解大乘經律、若輕若重、是非之相，
不解第一義諦、習種性、長養性、不可壞性、道種性、正性，其中多少觀

五一

行出入，十禪支、一切行法，一一不得此法中意；而菩薩為利養故，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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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聞故，惡求、多求、貪利弟子，而詐現解一切經律，為供養故；是自欺詐，
亦欺詐他人，故與人受戒者。犯輕垢罪。
〔四十二、非處說戒戒〕
：若佛子！不得為利養故，於未受菩薩戒者前，
若外道惡人前，說此千佛大戒；邪見人前亦不得說，除國王餘一切不得說；
是惡人輩不受佛戒，名為畜生。生生不見三寶，如木石無心，名為外道、
邪見人輩，木頭無異；而菩薩於是惡人前，說七佛教戒者，犯輕垢罪。
〔四十三、故毀禁戒戒〕
：若佛子！信心出家受佛正戒，故起心毀犯聖
戒者，不得受一切檀越供養，亦不得國王地上行，不得飲國王水；五千大
鬼常遮其前，鬼言大賊，若入房舍、城邑宅中，鬼復常掃其跡；一切世
人罵言：佛法中賊，一切眾生眼不欲見；犯戒之人畜生無異，木頭無異；
若毀正戒者，犯輕垢罪。
〔四十四、不敬經律戒〕
：若佛子！常應一心受持、讀誦大乘經律，剝

皮為紙，刺血為墨，以髓為水，析骨為筆，書寫佛戒，木皮、穀紙、絹素、
竹帛，亦應悉書持；常以七寶無價香花、一切雜寶為箱囊盛經律卷；若不
如法供養者，犯輕垢罪。
〔四十五、不化眾生戒〕
：若佛子！常起大悲心，若入一切城邑、舍宅，
見一切眾生，應當唱言：汝等眾生盡，應受三歸十戒；若見牛、馬、猪、
羊一切畜生，應心念口言：汝是畜生，發菩提心；而菩薩入一切處山林川
野，皆使一切眾生發菩提心；是菩薩若不教化眾生者，犯輕垢罪。
〔四十六、說法乖儀戒〕
：若佛子！常行教化起大悲心，入檀越貴人家，
一切眾中，不得立為白衣說法；應白衣眾前，高座上坐，法師比丘不得地
立為四眾說法；若說法時，法師高座，香花供養，四眾聽者下坐，如孝順
父母、敬順師教，如事火婆羅門；其說法者若不如法，犯輕垢罪。

五三

〔四十七、非法立制戒〕
：若佛子！皆以信心受佛戒者，若國王、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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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百官、四部弟子，自恃高貴，破滅佛法戒律，明作制法；制我四部弟子，
不聽出家行道，亦復不聽造立形像、佛塔、經律，破三寶之罪；而故作破
法者，犯輕垢罪。
〔四十八、自壞內法戒〕
：若佛子！以好心出家，而為名聞利養，於國
王百官前說七佛戒，橫與比丘、比丘尼、菩薩弟子作繫縛事；如師子身中
蟲，自食師子肉，非外道天魔能破。若受佛戒者，應護佛戒，如念一子，
如事父母；而菩薩聞外道惡人以惡言謗佛戒時，如三百鉾刺心，千刀萬杖
打拍其身，等無有異；寧自入地獄經百劫，而不用一聞惡言破佛戒之聲，

８

而況自破佛戒？教人破法因緣，亦無孝順之心。若故作者，犯輕垢罪。

（二）
《瑜伽菩薩戒》之菩薩輕戒
８：
《瑜伽菩薩戒》的輕戒立名，有另外一組：一、慳心不供三寶戒。二、貪名利戒。三、不敬有德同法戒。

〔一、不供三寶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於日日中，若於如
來，或為如來造制多所；若於正法，或為正法造經卷所，謂諸菩薩素怛纜
藏，摩怛理迦；若於僧伽，謂十方界已入大地諸菩薩眾，若不以其或少或
多諸供養具，而為供養：下至以身一拜禮敬，下至以語一四句頌，讚佛法
僧真實功德，下至以心一清淨信，隨念三寶真實功德，空度日夜，是名有

五五

四、不應供受襯戒。五、不受重寶施戒。六、障法施戒。七、障無畏施。八、與聲聞共學戒。九、與聲
聞不共學戒。十、味邪命法戒。十一、掉動嬉戲戒。十二、倒說菩薩法戒。十三、不護雪譏謗戒。十四、
行楚罰戒。十五、報復戒。十六、不悔謝戒。十七、不受懺戒。十八、懷忿不捨戒。十九、染心御眾戒。
二十、非時睡眠戒。二十一、虛談棄時戒。二十二、惰慢不求禪法戒。二十三、不除五蓋定障戒。二十
四、貪味靜慮戒。二十五、不學小乘法戒。二十六、棄大向小戒。二十七、捨內學外戒。二十八、專學
異論戒。二十九、不信深法戒。三十、愛恚讚毀戒。三十一、憍慢不聽正法戒。三十二、輕毀法師戒。
三十三、不為助伴戒。三十四、不往事病戒。三十五、不為宣說障愛語戒。三十六、有恩不報戒。三十
七、患難不慰戒。三十八、希求不給戒。三十九、攝眾不施戒。四十、不隨有情心轉戒。四十一、不隨
喜讚揚戒。四十二、不隨行威折戒。四十三、不隨現神力折攝戒。
《瑜伽菩薩戒》輕戒之標點是參考釋惠敏於《戒律與禪法》
，而另外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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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有所違越。

９

）心狂亂。（

五六

）若已證入淨意樂地，常無違犯；

若不恭敬，嬾惰、懈怠而違犯者，是染違犯。若誤失念而違犯者，非
染違犯。
無違犯者：謂（
2

）謂遭重病。（

）或心狂亂。（

）或自睡眠，他生

五七

）

）或為將護多有情心，而不酬對，皆

）或欲方便調彼伏彼出不善

）或他說法論義決擇屬耳而聽。
（

）或自為他宣說諸法論

3

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非染違犯。
無違犯者：（

）或復與餘談論慶慰。
（

6

覺想，而來親附、語言、談論、慶慰、請問。（
義決擇。
（

）或護僧制。（

7

2

非憍慢制，無嫌恨心，無恚惱心，但由嬾惰、懈怠、忘念、無記之心，

不稱正理，發言酬對，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座。若有他來語言談論、慶慰、請問，憍慢所制，懷嫌恨心、懷恚惱心，

德可敬，同法者來，憍慢所制，懷嫌恨心、懷恚惱心，不起承迎，不推勝

〔三、不敬有德同法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見諸耆長，有

利性惑所蔽，數起現行。

９：
《瑜伽菩薩戒》輕戒的持犯有五種說明，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這二種是指有毀犯；染違犯，非染違犯，
也是指有毀犯，染違犯是出於煩惱心而違犯，非染違犯是指不是出於煩惱心而違犯；無違犯，是指沒有
違犯，屬於戒律上的開緣。

無違犯者：謂為斷彼生起樂欲，發勤精進攝彼對治，雖勤遮遏而為猛

於諸利養及以恭敬生著不捨，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二、貪求名利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有其大欲而無喜足，

供養。

由得清淨意樂菩薩，譬如已得證淨苾芻，恒時法爾於佛法僧以勝供具承事

1

或有違犯說正法者，為欲將護說法者心。（
處安立善處。（

10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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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違犯。

五八

〔四、不應供受襯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他來延請，或往
居家，或往餘寺，奉施飲食，及衣服等諸資生具；憍慢所制，懷嫌恨心、
懷恚惱心，不至其所，不受所請；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由

）或心狂亂。
（

）

嬾惰、懈怠、忘念、無記之心，不至其所，不受所請，是名有犯，有所違
越，非染違犯。
）或無氣力。
（

）

）或欲方便調彼伏彼出不善處，安立善

）或有疾病。（

）或道有怖。（

無違犯者：（
或處懸遠。（
）或為無間修諸善法，欲護善品，令無暫廢。
（

）或餘先請。
（

處。
（

）或為護

）如為所聞法義無退，

）或復知彼懷損惱心，詐來延請。（

13

）或為所聞法義無退。
（

或為引攝未曾有義。
（

3

）或護僧制，不至其所，不受所請，皆無違犯。

論義決擇當知亦爾。（

2

非染違犯。
無違犯者：（
後時，彼定追悔。（

）或心狂亂。（

）或觀受已，心生染著。（

）或觀

）或知此

）或知施主隨捨隨受，
）或知此物是僧伽物、窣堵波物。（

）或復知彼於施迷亂。（

3

）或知此物由是因緣多生過患：或殺、或縛、或罰、或

由是因緣定當貧匱。（
物劫盜他得。（

7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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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六、不施其法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他來求法，懷嫌恨

黜、或嫌、或責，違拒不受，皆無違犯。

8

6

4

1

若由嬾惰、懈怠、忘念、無記之心，違拒不受，是名有犯，有所違越，

情故。

由嫌恨心，或恚惱心，違拒不受，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捨有

可染、末尼、真珠、琉璃等寶，及持種種眾多上妙財利、供具，慇懃奉施，

〔五、不受重寶施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他持種種生色、

他多嫌恨心。（

4
9

6

1
8

5

12 10

14

1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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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心、懷恚惱心，嫉妬變異，不施其法，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或於是法未善通利。
（

）或有重病，或心狂亂。
（
）

）

）或復知彼法至其手轉布非人，而不施與，皆無違犯。
〔七、棄捨惡人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於諸暴惡犯戒有情，

者。
無違犯者：
（

）或欲方便調彼伏彼，廣說如前。
（

3

）

）或護僧制，方便棄捨，不作饒益，皆無違犯。

）謂心狂亂。
（

或為將護多有情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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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

不應等學。何以故？以諸聲聞自利為勝，不顧利他，於利他中少事、少業、

少事、少業、少悕望住建立遮罪，制諸聲聞令不造作，於中菩薩與諸聲聞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如薄伽梵於別解脫毘奈耶中，為令聲聞

者增長學所學處，何況菩薩利他為勝？

何以故？以諸聲聞自利為勝，尚不棄捨將護他行，為令有情未信者信，信

令生淨信，已淨信者令倍增長；於中菩薩與諸聲聞，應等修學無有差別。

脫毘奈耶中，將護他故建立遮罪，制諸聲聞令不造作，諸有情類未淨信者

〔八、遮罪共不共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如薄伽梵於別解

4

1

靜現行，諸有情所起憐愍心欲作饒益，如於暴惡犯戒有情於諸苦因而現轉

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非染違犯。何以故？非諸菩薩於淨持戒身語意業寂

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由嬾惰、懈怠棄捨，由忘念故，不作饒益，

懷嫌恨心、懷恚惱心，由彼暴惡犯戒為緣，方便棄捨，不作饒益，是名有

（

鈍根性，於廣法教得法究竟深生怖畏，當生邪見，增長邪執，衰損惱壞。

）或復知彼是

3

若由嬾惰、懈怠、忘念、無記之心，不施其法，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非

2

染違犯。
）謂諸外道伺求過短。
（

無違犯者：
（
或欲方便調彼伏彼出不善處，安立善處。（

1

或復見彼不生恭敬，無有羞愧，以惡威儀，而來聽受。（

5

6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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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

少悕望住，可名為妙，非諸菩薩利他為勝，不顧自利，於利他中，少事、
少業、少悕望住，得名為妙；如是菩薩為利他故，從非親里長者、居士、
婆羅門等，及恣施家，應求百千種種衣服，觀彼有情有力、無力，隨其所
施如應而受，如說求衣求鉢亦爾；如求衣鉢。如是自求種種絲縷，令非親
里為織作衣；為利他故應畜種種憍世耶衣諸坐臥具，事各至百，生色、可
染百千俱胝，復過是數亦應取積，如是等中少事、少業、少悕望住，制止
遮罪；菩薩不與聲聞共學，安住淨戒律儀菩薩。
於利他中懷嫌恨、心懷恚惱心，少事、少業、少悕望住，是名有犯，
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由嬾惰、懈怠、忘念、無記之心，少事、少業、
少悕望住，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非染違犯。
〔九、性罪不共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善權方便為利他故，

）謂如菩薩見劫盜賊為貪財故，欲殺多生，或復欲害大德、聲聞、

於諸性罪少分現行，由是因緣，於菩薩戒無所違犯，生多功德。

（

）又如菩薩見有增上、增上宰官、上品暴惡於諸有情無有慈愍，

）又如菩薩見劫盜賊奪他財物，若僧伽物、窣堵波物，取多物已，

貳、原典篇 二、各菩薩戒本的輕戒

六三

隨力所能，逼而奪取，勿令受用如是財故，當受長夜無義無利；由此因緣

執為己有，縱情受用；菩薩見已起憐愍心，於彼有情發生利益安樂意樂，

（

黜增上等位；由是因緣於菩薩戒無所違犯，生多功德。

專行逼惱，菩薩見已起憐愍心，發生利益安樂意樂，隨力所能，若廢、若

（

所違犯，生多功德。

此事已，為當來故深生慚愧，以憐愍心而斷彼命，由是因緣，於菩薩戒無

不令其受無間苦；如是菩薩意樂思惟，於彼眾生或以善心，或無記心，知

命，墮那落迦，如其不斷，無間業成，當受大苦；我寧殺彼墮那落迦，終

獨覺、菩薩，或復欲造多無間業；見是事已，發心思惟：我若斷彼惡眾生

1
2a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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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

）又見眾主或園林主，取僧伽物、窣堵波物，言是己有，縱情受

所奪財寶，若僧伽物還復僧伽，窣堵波物還窣堵波，若有情物還復有情。
（

）又如菩薩處在居家，見有母邑現無繫屬，習婬欲法，繼心菩薩

）又如菩薩為多有情，解脫命難、囹圄縛難、刖手足難、劓鼻、

）又如菩薩，見諸有情為惡朋友之所攝受，親愛不捨，菩薩見已

）又如菩薩見諸有情為行越路，非理而行，出麁惡語，猛利訶擯，

）又如菩薩見諸有情信樂倡伎、吟詠、歌諷，或有信樂王、賊、

貳、原典篇 二、各菩薩戒本的輕戒

六五

生利益安樂意樂，現前為作綺語，相應種種倡伎、吟詠、歌諷，王、賊、

飲食、婬蕩、街衢無義之論，菩薩於中皆悉善巧，於彼有情起憐愍心，發

（

無所違犯，生多功德。

方便令其出不善處，安立善處；菩薩如是以饒益心，於諸有情出麁惡語，

（

乖離他愛，無所違犯，生多功德。

愛。勿令有情由近惡友當受長夜無義無利；菩薩如是以饒益心說離間語，

起憐愍心，發生利益安樂意樂，隨能隨力，說離間語，令離惡友，捨相親

（

戒無所違犯，生多功德。

自無染心，唯為饒益諸有情故，覆想正知，而說異語，說是語時，於菩薩

情故，知而思擇，故說妄語；以要言之，菩薩唯觀有情義利，非無義利，

刵耳、剜眼等難，雖諸菩薩為自命難，亦不正知說於妄語；然為救脫彼有

（

不壞滅，一切不應行非梵行。

習如是穢染之法，而無所犯，多生功德；出家菩薩為護聲聞聖所教誡，令

在，方便安處，令種善根，亦當令其捨不善業；住慈愍心，行非梵行；雖

求非梵行。菩薩見已作意思惟：勿令心恚，多生非福，若隨其欲，便得自

（

利，隨力所能廢其所主；菩薩如是雖不與取，而無違犯，生多功德。

用；菩薩見已思擇彼惡，起憐愍心，勿令因此邪受用業，當受長夜無義無

2c
3
4a
4b
4c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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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

飲食、婬、衢等論，令彼有情歡喜，引攝自在隨屬，方便獎導出不善處，
安立善處；菩薩如是現行綺語，無所違犯，生多功德。
〔十、住邪命法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生起詭詐虛談現相，
方便研求假利求利，味邪命法，無有羞恥，堅持不捨；是名有犯，有所違
越，是染違犯。
無違犯者：若為除遣生起樂欲，發勤精進，煩惱熾盛，蔽抑其心，時
時現起。
〔十一、掉動嬉戲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為掉所動，心不

）若欲方便解

寂靜，不樂寂靜；高聲嬉戲，諠譁紛聒，輕躁騰躍，望他歡笑；如此諸緣，

）若為除遣生起樂欲，廣說如前。（

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忘念起，非染違犯。
無違犯者：（
2

）若他有情猜阻菩薩，內懷嫌恨，惡謀憎

）若欲遣他所生愁惱，若他性好如上諸事，方便攝

受，敬慎將護，隨彼而轉。（

他所生嫌恨令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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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

重言，所謂惡聲、惡稱、惡譽，不護、不雪；其事若實，而不避護，是名

〔十三、不護雪譏謗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於自能發不信

薩當勤修集無雜染心，於有漏事隨順而行，成就勝出諸阿羅漢無雜染法。

身證得義利，勤修正行，菩薩普為一切有情證得義利，勤修正行；是故菩

親近，於諸煩惱及隨煩惱深心厭離，其倍過彼百千俱胝。以諸聲聞唯為一

於其涅槃忻樂親近，於諸煩惱及隨煩惱深心厭離，如是菩薩於大涅槃忻樂

菩提」；若作此說，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何以故？如諸聲聞

不應怖畏而求斷滅，不應一向心生厭離，以諸菩薩三無數劫流轉生死求大

如是論：「菩薩不應忻樂涅槃，應於涅槃而生厭背；於諸煩惱及隨煩惱，

〔十二、倒說菩薩法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起如是見，立

背，外現歡顏，表內清淨，如是一切皆無違犯。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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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他憎嫉。（

六八

）若心倒者，謗聲流

）若自出家，因行

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事不實而不清雪，是名有犯，有所違越，

）若他外道。（
）若忿蔽者。（

3

非染違犯。
無違犯者：（
乞行，因修善行，謗聲流布。（
布，皆無違犯。

5

2

名有犯，有所違越，非染違犯。
）若
）若彼有

）若欲方便調彼伏彼出不善處，安立善處。（

）若彼悕望要因現行，非法有罪，方受悔謝。（

無違犯者：（
是外道。（

〔十七、不受悔謝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他所侵犯，彼還

）若必了他因謝侵犯，深生羞恥，而不悔謝，皆無違犯。

）若復知彼為性堪忍，體無嫌恨。

4

2

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由嬾惰、懈怠、放逸，不謝輕捨，是

犯，或自不為，彼疑侵犯；由嫌嫉心，由慢所執，不如理謝，而生輕捨，

〔十六、不行悔謝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於他有情有所侵

報瞋、他打報打、他弄報弄，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十五、瞋打報復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他罵報罵、他瞋

無違犯者：觀由此緣，於現法中少得義利，多生憂惱。

所違越，非染違犯。

種種辛楚加行、猛利加行而得義利，護其憂惱，而不現行，是名有犯，有

〔十四、不折伏眾生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見諸有情應以

4

1
1

情性好鬪諍，因悔謝時，倍增憤怒。
（
（

5

3

六九

）若欲方便調彼伏彼，廣說一切，如前應知。（

亦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無違犯者：（

1

貳、原典篇 二、各菩薩戒本的輕戒

2

）

是染違犯；雖復於彼無嫌恨心，不欲損惱，然由稟性不能堪忍，故不受謝，

如法平等悔謝，懷嫌恨心，欲損惱彼，不受其謝，是名有犯，有所違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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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如法，不平等謝，不受彼謝，亦無違犯。

七○

〔十八、懷忿不捨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於他懷忿，相續
堅持，生已不捨，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無違犯者：為斷彼故，生起樂欲，廣說如前。
〔十九、染心御眾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貪著供事增上力
故，以愛染心，管御徒眾，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無違犯者：不貪供侍，無愛染心，管御徒眾。
〔二十、耽著睡眠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嬾惰、懈怠，耽

）若遭疾病。（

）若無氣力，行路疲極。（

）若為

）見他談說，護彼意故，安住正念，須臾而聽。（

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非染違犯。
無違犯者：（

若事希奇，或暫問他，或答他問，無所違犯。

）

）若知其師顛倒教
）若先已得所應教授，

）若無氣力。（

越，是染違犯；嬾惰、懈怠而不請者，非染違犯。
）若遇疾病。（

）若自多聞，自有智力，能令心定。（

無違犯者：（
授。（

2

受不捨，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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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

〔二十三、不除五蓋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起貪欲蓋，忍

5

3

定其心，心懷嫌恨，憍慢所持，不詣師所，求請教授，是名有犯，有所違

〔二十二、不求禪法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為令心住，欲

2

世事，虛度時日，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由忘念虛度時日，

〔二十一、虛談棄時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懷愛染心談說

3

睡眠樂、臥樂、倚樂，非時、非量，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無違犯者：（
2

斷彼，生起樂欲，廣說一切，如前應知。

1
1
1

而不請者。無所違犯。

4

菩薩戒燈傳千古

七二

無違犯者：若為斷彼生起樂欲，發勤精進，煩惱猛利蔽抑心故，時時
現行，如貪欲蓋如是，瞋恚、惛沈、睡眠、掉舉、惡作，及與疑蓋當知亦
爾。
〔二十四、貪味靜慮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貪味靜慮，於
味靜慮見為功德，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無違犯者：若為斷彼，生起樂欲，廣說如前。
〔二十五、不學小法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起如是見，立
如是論：「菩薩不應聽聲聞乘相應法教，不應受持，不應修學；菩薩何用
於聲聞乘相應法教；聽聞受持；精勤修學？」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
違犯。何以故？菩薩尚於外道書論精勤研究，況於佛語？
無違犯者：為令一向習小法者，捨彼欲故，作如是說。
〔二十六、背大向小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於菩薩藏未精

研究，於菩薩藏一切棄捨，於聲聞藏一向修學，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非
染違犯。
〔二十七、捨內學外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現有佛教，於
佛教中未精研究，於異道論及諸外論精勤修學，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

無違犯者：（

）若於佛教如理觀察，成就俱行，無動覺者，於日日

）若上聰敏，若能速受，若經久時能不忘失，若於其

染違犯。

義能思、能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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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

〔二十九、不信深法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聞菩薩藏，於

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異道論及諸外論研求善巧，深心寶翫，愛樂味著，非如辛藥，而習近之，

〔二十八、專習異論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越菩薩法，於

中，常以二分修學佛語，一分學外，則無違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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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

甚深處，最勝、甚深真實法義，諸佛菩薩難思神力，不生信解，憎背、毀
謗：
「不能引義，不能引法，非如來說，不能利益安樂有情。」是名有犯，
有所違越，是染違犯。如是毀謗，或由自內非理作意，或隨順他，而作是
說。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若聞甚深、最甚深處，心不信解；菩薩
爾時應強信受，應無諂曲，應如是學：我為非善，盲無慧目，於如來眼，
隨所宣說，於諸如來密意語言而生誹謗。菩薩如是自處無知，仰推如來：
於諸佛法無不現知，等隨觀見，如是正行，無所違犯；雖無信解，然不誹
謗。

）若為住持如來聖教。
（

）

〔三十、愛恚讚毀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於他人所，有染

）若為摧伏諸惡外道。
（

）或欲令其未淨信者發生淨信，已淨

3

愛心，有瞋恚心，自讚毀他，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無違犯者：
（

若欲方便調彼伏彼，廣說如前。（
信者倍復增長。

2

）若有疾病。
（

）若無氣力。
（

越，是染違犯。若為嬾惰、懈怠所蔽，而不往聽，非染違犯。
）若不覺知。（

）

）若自了知上品愚鈍，其慧

）若欲無

）若正了知彼所說義，是數所

3

）若已多聞，具足聞持，其聞積集。（

）若為護彼說法者心。（

無違犯者：（
若知倒說。（

2

）若勤引發菩薩勝定。（

聞、所持、所了。（
間於境住心。（

10

8

6

4

議決擇，憍慢所制，懷嫌恨心，懷恚惱心，而不往聽，是名有犯，有所違

〔三十一、不聽正法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聞說正法，論

4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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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

輕毀，不深恭敬，嗤笑調弄：但依於文，不依於義；是名有犯，有所違越，

〔三十二、輕毀法師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於說法師故思

鈍濁，於所聞法難受、難持，難於所緣攝心令定；不往聽者，皆無違犯。

9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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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染違犯。

七六

〔三十三、不為助伴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於諸有情所應
作事，懷嫌恨心，懷恚惱心，不為助伴，謂於：能辦所應作事，或於道路
若往若來，或於正說事業加行，或於掌護所有財寶，或於和好乖離諍訟，

）若轉

）

）若了知彼自能成

或於吉會，或於福業不為助伴，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為嬾
惰、懈怠所蔽，不為助伴，非染違犯。
）若無氣力。（

）若為將護多有情意。（

）若護

）若性愚鈍，

）若先許餘為作助伴。（

）若知所作，能引非義，能引非法。
（

）若有疹疾。（

）若知求者自有依怙。
（

無違犯者：（
辦。
（

3

）若於善品正勤修習，不欲暫廢。（

若欲方便，調彼伏彼，廣說如前。（
請他有力者助。（
於所聞法難受、難持，如前廣說。（

6

2

若為嬾惰、懈怠所蔽，不往供事，非染違犯。
）若無氣力。（

）若轉請他有力隨
）若知病者自有勢力能自供

）若自有病。（

）若為勤修廣大無上殊勝善

）若知病者有依有怙。（

）若了知彼長病所觸堪自支持。（

無違犯者：（

事。（

）若自了知上品愚鈍其慧鈍
）若先許餘為作供

）若欲護持所修善品令無間缺。（

順令往供事。（

品。（

）難於所緣攝心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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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理，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由懶惰、懈怠所蔽，不為宣說，

為求現法、後法事故，廣行非理，懷嫌恨心，懷恚惱心，不為宣說如實正

〔三十五、非理不為說法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見諸有情

事。如於病者，於有苦者，為作助伴，欲除其苦當知亦爾。

濁於所聞法難受難持。（

5

2

7

11

4

1

9
10

6

3

疾病，懷嫌恨心，懷恚惱心，不往供事，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三十四、不往事病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見諸有情遭重

僧制，不為助伴；皆無違犯。

8
12

10

5

1
9

7
11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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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染違犯。
無違犯者：（
）若自無知。（

）若無氣力。（

七八

）若欲方便

）若轉請他有力者

）若彼有餘善友攝受。（

）若知為說如實正理，起嫌恨心，若發惡言，

）若即彼人自有智力。（

調彼伏彼，廣說如前。（

無違犯者：（
）若欲方便

）若欲報恩而彼不受，皆無違犯。

）勤加功用，無力無能，不獲酬報。（

調彼伏彼，廣說如前。（

2

犯。
）若現無有可施財物。（

）若彼悕求不如法物，所
）若來求者，王所匪
）若護僧制，而不惠施，皆無違犯。

）若欲方便調彼伏彼，廣說如前。（

無違犯者：（
不宜物。（

宜，將護王意。（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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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

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如法追求衣服、飲食、諸坐臥具、病緣醫藥、資

懷嫌恨心，而不隨時無倒教授，無倒教誡；知眾匱乏，而不為彼從諸淨信

〔三十九、不如法攝眾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攝受徒眾，

5

3

1

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由懶惰、懈怠、放逸不能施與，非染違

眾具，見有求者來正悕求飲食等事，懷嫌恨心，懷恚惱心，而不給施，是

〔三十八、希求不給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有飲食等資生

無違犯者：應知如前，於他事業不為助伴。

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為懶惰懈怠所蔽，不往開解，非染違犯。

喪失財寶、眷屬、祿位、難處，多生愁惱，懷嫌恨心，不往開解，是名有

〔三十七、患難不慰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見諸有情墮在

3

1

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為嬾惰懈怠所蔽，不現酬報，非染違犯。

情所，不知恩惠，不了恩惠，懷嫌恨心，不欲現前，如應酬報，是名有犯，

〔三十六、有恩不報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於先有恩諸有

）若復知彼性弊龍悷，不為宣說，皆無違犯。

說。（

3

若顛倒受，若無愛敬。（

6

2

7

5

1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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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身什物，隨時供給，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由懶惰、懈怠、
放逸，不往教授，不往教誡，不為追求如法眾具，非染違犯。
）若護僧制。
（
）

）若知眾內有本外道，為竊法

）若隨所

）若轉請餘有勢力者。（

）若欲方便調彼伏彼，廣說如前。
（

）若無氣力，不任加行。（

無違犯者：
（
若有疹疾。（

2

）若彼所愛，非彼所宜。（

不隨其轉，非染違犯。
無違犯者：（
）若護僧制。（

）若有疾病。（
3

）若無

）若欲方便調彼伏彼，廣說如

）若彼所愛，雖彼所宜，而於多眾

氣力不任加行。（

）若為降伏諸惡外道。（
7

）若有疾病。
（

3

實非妙。
（

皆無違犯。

）若為降伏諸惡外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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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為待他言論究竟，不顯揚等，

八一

〔四十二、不行威折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見諸有情，應

9

功德，而非實德；若知彼譽雖似善譽，而非實譽；若知彼說雖似妙說，而

）若知彼德雖似

）

）若護僧制。（

6

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由懶惰懈怠放逸不顯揚等，非染違犯。
）若知其人性好少欲，將護彼意。
（

）若欲方便調彼伏彼，廣說如前。（

無違犯者：
（
若無氣力。（

1

若知由此顯揚等緣，起彼雜染憍舉無義，為遮此過。（

5

2

7

4

）

他實有德，不欲顯揚；他實有譽，不欲稱美。他實妙說，不讚善哉，是名

〔四十一、不隨喜讚揚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懷嫌恨心，

前，不隨心轉，皆無違犯。

非宜非愛。（

1

5

2

他有情不隨心轉，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由懶惰懈怠放逸，

〔四十、不隨順眾生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懷嫌恨心，於

故，來入眾中，無所堪能，不可調伏，皆無違犯。

應教授、教誡，皆已無倒教授、教誡。（

3
6

1

若知徒眾世所共知有大福德，各自有力求衣服等資身眾具。（

5

8

7

4
6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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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

可訶責，應可治罰應可驅擯，懷染污心，而不訶責；或雖訶責，而不治罰，
如法教誡；或雖治罰，如法教誡，而不驅擯，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

）若了知彼不可療治，不可與語，憙出麁言，多生嫌

違犯。若由嬾惰懈怠放逸，而不訶責，乃至驅擯，非染違犯。
無違犯者：（
）若觀

）若觀待時。（

）若觀因此鬪訟、諍競。
（

恨，故應棄捨。（
4

）知彼有情不懷諂曲，成就增上猛利慚愧，

3

）謂若彼心增上狂亂。（

邪見，不現神通恐怖、引攝，無有違犯。

又一切處無違犯者：（

）若未曾受淨戒律儀，當知一切皆無違犯。

（三）
《菩薩善戒經》之菩薩輕戒

逼切。（

1

不名八重。
不犯者：若能定知：以不知足能調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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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重苦受之所

八三

〔二、貪著利養戒〕
：菩薩若不知足，不少欲，貪著利養，是名犯重，

不犯者：若有淨心，常求菩提；淨心者，如須陀洹所有四信。

是名犯輕。

若有所作，無恭敬心；不信故，懈怠故，是名犯重，不名八重。若無念心，

念，是名犯重，不名八重；是名菩薩污心、疑心，有創墮落，起不淨心；

讀誦之人千萬，菩薩不以華香供養、禮拜，不能讚歎，心不歡喜，乃至一

〔一、不供塔像經卷戒〕
：菩薩若受菩薩戒已，若於晝夜，塔像、經卷、

2

無違犯者：若知此中諸有情類，多著僻執，是惡外道誹謗賢聖，成就

避信施故，不現神通恐怖、引攝，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非染違犯。

種神通，變現威力，於諸有情應恐怖者，能恐怖之；應引攝者，能引攝之；

〔四十三、不神力折攝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具足成就種

疾疾還淨；而不訶責，乃至驅擯，皆無違犯。

因此令僧諠雜，令僧破壞。
（

1

5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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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

〔三、不敬宿德同學戒〕
：菩薩若見上座宿德、同學、同師，生憍慢心，
及以惡心，不起承迎、禮拜、設座；不共語言，先意問訊；若問所疑，不

）若眠。（

）防僧制故。（

）若亂心時。（

）護多人故。

）若至心聽

）護說者，心知：

4

為解說；是名犯重，不名八重；是名菩薩污心、疑心。有創墮落，不起不

）若病。（
3

淨，有所作。
不犯者：（

不與語，能令調伏。（
7

法，供養佛時，寫經、讀誦、解說論義，共先客語。
（

2

）若病。
（

）若狂。
（
3

）若遠請。
（

5

）

）若

）若勤修

八五

）若知請主心不真實。
（

）若闇鈍。
（

不犯者：
（

4

）若先受請。
（

）知不受請，令彼調伏。（

）若僧制。

）若未聞義，為欲聞故。（

若道路恐難。（
善法時。（

受彼請，恐多人瞋。（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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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1

7
10

1

若到白衣舍不能說法開示，教化令其供養佛法僧寶，是名犯重，不名八重。

〔六、入白衣舍不能說法戒〕
：若菩薩無伴，獨行至白衣家，得錯謬罪。

賤，不往受者得罪；是罪因煩惱犯。

村落、若國土，供給所須衣服、飲食、臥具、醫藥；菩薩憍慢、瞋恨、輕

〔五、不受檀越供施戒〕
：有篤信檀越來請菩薩，若自舍、若塔寺、若

信者，不應說。

重，若有說者，得僧伽婆尸沙；是故經中作如是言：不信者，不應聽；不

丘犯僧伽婆尸沙罪，不慚愧，不生悔，聽菩薩戒者，得波羅夷罪，謂第八

比丘犯偷羅遮罪，不慚愧，不生悔，聽菩薩戒者，得僧伽婆尸沙罪。若比

若比丘犯波夜提罪，不慚愧，不生悔，聽菩薩戒者，得偷羅遮罪。若

聽菩薩戒；聽者得罪。

教者，及不成就優婆塞戒，不成就沙彌戒，不成就波羅提木叉戒者，不得

〔四、不漸次受戒戒〕
：若比丘為求罪過，聽菩薩戒；不信受者，不信

6

5

1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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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六

〔七、不受重寶施戒〕
：若有檀越以金、銀、真珠、車磲、馬瑙、琉璃、

）若知受已，必生貪著。（

）若知

）若知受已，多得苦

）

）若知受已，

頗梨、奴婢、車乘、象、馬等物，雜色敷具，奉施菩薩，菩薩應受；若不
受者，得罪；是罪因煩惱犯。
）若狂。（
3

）若知受已，施主貧窮。
（

）若知是物是劫奪得。（

）若知施主施已，發狂。
（

2

受已，不能捨用修種福德於良福田。

6

不犯者：（
施主生悔。
（
若知是物是三寶許。（

5

1

惱，所謂：王難、賊盜、死亡、閉繫、惡聲流布、擯令出境。（

8

4

）

）若

）若佛未制。
（

）若病。
（

未聞，菩薩輕心、慢心，不為說者，得罪；是罪因煩惱犯。

）若知不說，令彼調伏。
（

）若知前人是惡邪見，求覓過罪。（

）若狂。
（

不犯者：（
病始差。
（

）若知鈍根，聞

7

）若知聞已，轉向惡人宣說其

）若舉動麁疎。（

）若忍邪見。（

若知前人於三寶所，不生敬重。（
深義已，生於邪見。（
事，破壞正法。

6

2
9

1
）若狂。（

2

）若王制。（

）若知不說，令彼調伏。

不犯者：（
嫌。（

1

3

）若僧制。（

4

）若慮多人

慈悲；若見惡人，能生慈悲。是故菩薩若不為說，則得犯罪。

返，為說正法者，得罪。何以故？菩薩若見持戒、精進、身口意淨，不生

〔九、障無畏施戒〕
：若有惡人能作殺害及旃陀羅，菩薩若不親近、往

11

3

〔八、輕慢障法施戒〕
：若有眾生為解義故，欲得聞法，住菩薩所諮啟

9

7
5

10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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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

菩薩若到檀越邊求索縷線，使非親里織師織，教令緻織，務令廣厚，

如衣鉢線亦如是。

種種衣奉施，菩薩菩薩應受；若菩薩自求多得，亦應受之；如衣鉢亦如是，

〔十、為他乞衣自著戒〕
：若有檀越，非親里：若長者，若婆羅門，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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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

我不自著；汝與檀越，俱亦有福。若檀越言：我為師故，唯願自著；菩薩
得已，若自為身，往織師所，教令緻織，務使廣厚；若得衣已，自著者，
犯重，不名八重。若不教者，不犯。
〔十一、不受貴價衣戒〕
：菩薩若受菩薩戒已，應受、應畜憍奢耶敷具，
至百千萬數金銀亦爾；聲聞之人但為自利，是故如來不聽受畜；菩薩不爾，
為利眾生，是故聽畜，不得不受。若為知足名譽，故不受者，得失意罪，
墮落不起。有所作，有疑，不淨。若菩薩以懈怠因緣，不能利益諸眾生者，
得罪；是罪因煩惱犯。
〔十二、默認是聖賢戒〕
：若菩薩為人所讚言是十住，若阿羅漢，至須
陀洹少欲知足，默然受者，得罪；是罪因煩惱犯。

）為調伏故。
（

）為隨心說法故。
（

4

）

〔十三、非法戲笑不呵戒〕
：若菩薩入僧中時，見有諸人非法戲笑，不

）若聽法時。
（

3

呵責者，得罪。

不犯者：
（
為能利益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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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

他無惡，橫稱他惡者，得犯惡罪；是罪因煩惱犯。若為調伏，加之惡語者，

〔十五、不護雪譏謗戒〕
：若菩薩不畏惡聲，不護惡聲，得失意罪；若

罪。

爾，自利利他故；菩薩雖行有漏，故勝羅漢，終日處漏煩惱不污，是故得

千萬分，乃至無有一分；何以故？聲聞緣覺但為自利，不能利他；菩薩不

覺所不能知；聲聞緣覺呵責畏於煩惱，於菩薩呵責畏於煩惱，百分千分百

於菩薩樂百分千分百千萬分，乃至無有一分。菩薩呵責畏於煩惱，聲聞緣

得罪。何以故？菩薩樂於涅槃，聲聞緣覺所不能知；聲聞緣覺所樂涅槃，

非不樂；不畏煩惱，亦非不畏；何以故？流轉生死故。」若菩薩作是言，

〔十四、妄稱菩薩不樂涅槃不畏煩惱戒〕：若言：「菩薩不樂涅槃，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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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意罪，非是惡罪。

）若顛狂者。（

）若呵外道詐來現受菩薩戒者。（

出惡言。（
）若為護戒，不生瞋者得罪。（

2

九○

）若心本無惡，口
）若知瞋彼，彼

）若知瞋彼得現少利，無

5

不犯者：（

得利益。（

4

）若知彼人由來弊惡，常來求人短。（

得罪；以放逸故，不受歸謝者得罪。
不犯者：（
令彼破惡。

1

故？菩薩摩訶薩發菩提心已，於諸眾生無非親里。

）若為調伏。（

2

）若為護法。（

3

）若知不受，

）若為利益。（

〔二十、染心御眾戒〕：若菩薩為貪作使，多畜弟子，犯罪。
不犯者：（
若無貪心。

1

）若病。（

）若病差，氣力未足時。（

3

得罪。
不犯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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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九一

）

）若遠行時。

〔二十一、非時睡眠戒〕：若菩薩懈怠、懶惰，不勤精進，樂眠臥者，

4

〔十九、不從非親里尼受食戒〕
：若菩薩從非親里尼受食，不犯。何以

不犯者：為調伏故。

有貪心，得罪。

〔十八、與比丘尼同道行戒〕
：若菩薩與比丘尼共同一道行，不犯；若

當罵，不休、不息，不能自調者，犯罪。

〔十七、懷瞋不捨戒〕
：若菩薩於他瞋恨，常生念言：我若見時，當打、

2

謙下歸謝；若不能者，得罪；不受歸謝，是亦得罪。以放逸故，不歸謝者

〔十六、不謙下歸謝戒〕
：若有菩薩共相譏呵，若實、不實，菩薩即應

）若菩薩打者報打，罵者報罵，惱者報惱，得失意罪；是

7

）若知呵責有大利益。（

他世大利。（
8

罪因煩惱犯。

3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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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讀誦疲乏時。（

）若思惟對治時。

）若他問說。（

）若病。（

）若隨他心。（

）若狂。（

3

九二

）為調伏故，說時至

）若癡。（
4

教，得罪。
不犯者：（
3

犯罪。
不犯者：（
發欲心時。

）雖觀對治，煩惱力盛，不能令滅。（

）若大聰明，多

2

（

不犯者：（
2

）若入定時。

2

）若為論議，破於邪見。
（

頌、書疏者，得罪。
不犯者：
（

所輕慢故。

何以故。為知外典是虛妄法，佛法真實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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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故自試，

）若二分佛經，一分外書。
）為知世事故，不為世人

九三

〔二十八、不信深法戒〕
：若菩薩聞菩薩藏、聲聞藏有不可思議事，不

3

2

〔二十七、捨內學外戒〕
：若菩薩不讀、不誦如來正經，讀誦世典、文

不犯者：若不聞知有菩薩藏。

律，得罪。

〔二十六、棄大向小戒〕
：若菩薩不讀不誦菩薩法藏，一向讀誦聲聞經

不犯者：為貪著小乘經律者。

經。何以故？聲聞經律不能利益諸眾生故。」若作是言，犯重，不名八重。

〔二十五、不學聲聞法戒〕：若菩薩言：「不應受聲聞戒，不應讀聲聞

1

〔二十四、不對治欲心戒〕
：若菩薩欲心起時，不觀對治，疾調滅者，

聞有智，為調眾生。（

1

〔二十三、慢心不問師受教戒〕
：若菩薩憍慢心故，不諮問師，不受師

心，莫作增減。

1

〔二十二、虛談棄時戒〕：若菩薩共談世事無益之言，得罪。

5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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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不受，言非佛說。若自謗，若是他謗，得罪。

九四

若菩薩作是言：我智力羸弱，肉眼不淨，不見如來甚深境界；如來境
界佛眼所見，唯佛能知，一切法界非我所及；若能如是思惟觀者，是名實
行，菩薩忍與不忍，二俱不犯。

3

）若為伏

〔二十九、瞋慢讚毀戒〕：若菩薩生瞋慢心，自言持戒、多聞、智慧，

）若為破邪見。（
2

悉勝汝者，得罪；是罪因煩惱犯。
不犯者：（
）為未信者生信心故，已生信者得增長故。

）為破輕蔑於佛法者。（

彼自大心故。（

1

不犯者：（

）若不覺、不知、不聞。（

）若病。（

）若病初差氣

）

）若說一法，

9

3

）若不解彼說。（

）若知說者顛倒不正法，慮說者生羞愧心。
（

）若化眾生。（

力未足。
（

）若修善法。（

更無異義。（
若不能憶念。

8

）若不知作。（

）若喜。
（

）若
）若癡。

）若自營大事。（
）若慮多人瞋。
（

）若僧制。

4

不共同者，得罪。
）若病。（

）若自修善法。
（

）若知不同能調伏彼。（

8

不犯者：（
先許助他（

）若狂。（

貳、原典篇 二、各菩薩戒本的輕戒

但依文辭，不依義者，得罪；是罪因煩惱犯。

（

7

3

九五

〔三十三、辱打法師戒〕
：菩薩若輕說法之人，罵辱打擲，嗤笑所說：

11

6

1

10

5

2

者，得罪；所謂去來入出、擁護財物、和合鬪諍、作諸善事、戒施多聞，

〔三十二、不為助伴戒〕
：菩薩若受菩薩戒已，眾生所作事務，不與同

笑所說辭義不正者，得罪。

〔三十一、輕毀法師戒〕
：若菩薩輕說法者，不生恭敬，不讚其德，嗤

7

5

2

罪；若輕說者，不往得罪；是罪因煩惱犯。若懈怠，不往者得，失意罪。

〔三十、不往聽法戒〕
：若菩薩聞說法處，乃至一由旬，不往聽者，得

4

4

1

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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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

〔三十四、不隨眾生心戒〕
：菩薩若受菩薩戒已，不能隨從眾生心者，
得罪。所謂行住坐臥，修諸善事。

）若無事力，應廣勸化有事力者。（
）

）

〔三十五、不瞻視病人戒〕
：菩薩若受菩薩戒已，見病苦人不能瞻養，

）若自病。（
）若先瞻他病。（

）若自急修無上善法。（

3

作給使者，得罪。
不犯者：（
若彼病者多有宗親。（
6

不能教呵，勸勉之者，得失意罪。

）若有害心。

）若知是人有善知識，能教呵責。（

）若到解語。（

不犯者：（
隨其語。（
4

2

）若知為說，不

〔三十六、不呵勸惡人戒〕
：菩薩若受菩薩戒已，見惡眾生修行惡法，

5

2

若根闇鈍，如病貧窮困苦，亦復如是。

4

1
1

不犯者：（
）若失本器。（

2

）若行路請時。（

3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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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重病。

九七

王、賊、水、火、親屬離別，應往其所說法慰喻；隨其所須，任力給施，

〔四十一、患難不慰〕
：戒菩薩若受菩薩戒已，見有苦人：若死、失物、

不犯者：施主不受。

罪；報者應當持戒，精進，坐禪，讀誦經典，隨施主心所喜之事，而以報

〔四十、有恩不報戒〕
：菩薩若受菩薩戒已，受他恩惠，不能報者，得

因煩惱犯。

〔三十九、受恩不念戒〕
：菩薩若受菩薩戒已，受恩不念，得罪；是罪

1

飲食，所畜銅器不得同彼白衣，木器角器悉不聽用，用者，得罪。

〔三十八、金銀器受食戒〕
：菩薩若受菩薩戒已，不應以金銀盂器受取

得失意罪。

〔三十七、畜白衣物戒〕
：菩薩若受菩薩戒已，所畜之物與白衣同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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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得自在。（

）若王瞋彼人。（

2

）若自重病。
（

）若僧制。

九八

）若不受語。
（
4

若不能者，犯罪。
不犯者：（
若有疑難。（
6

1

3

）若知不能增長佛法。

）若知弟子有大勢力，聰明福德，多諸檀越。（

法教化者，得罪。
不犯者：（
是外道詐來盜法。（

1
）若前人遮。（

）若亂鈍不知。（

）若難了知如菴羅果等。

2

）若重病。（

）

）若

4

若隱他德者，得罪；是罪因煩惱犯。
不犯者：（
若慮他嫌。（

1
）若說法時。（

）若受篤信檀越請時。（

3

得罪。
不犯者：（
祠中坐時。

2

）若待時。（

）

）若至外道

）
）若定了知：以是因緣，

）若知弟子能燒塔寺，作大惡事，或殺師和尚。（

應呵而呵，不應罰而罰，不應擯而擯，得罪。
不犯者：（

若同師、同和尚，若父母。（

）若知後時，自生慚愧。

4

1

可怖者而不怖之，可生信者不令生信，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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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

〔四十六、不隨行現神力折攝戒〕
：菩薩若受菩薩戒已，獲大神足，見

破壞眾僧。（

3

2

應呵不呵，應罰不罰，應擯不擯，得罪；是罪因煩惱犯。不應瞋而瞋，不

〔四十五、不隨行威折戒〕
：菩薩若受菩薩戒已，若弟子中應瞋不瞋，

1

〔四十四、床高過八指戒〕
：菩薩若受菩薩戒已，所坐床榻過八指者，

3

〔四十三、不隨喜讚揚戒〕
：菩薩若受菩薩戒已，應常讚歎他人善事，

3

2

諸篤信檀越求索所須，衣食、臥具、醫藥、房舍，隨時供給：又不隨時說

〔四十二、畜眾不施四事戒〕
：菩薩若受菩薩戒已，若畜弟子，不能從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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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犯者：若知一切信邪倒見，不信佛法。

（四）
《優婆塞戒經》之菩薩輕戒

一○○

〔一、不供養父母師長戒〕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不能供養父母、師長，
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二、耽樂飲酒戒〕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耽樂飲酒，是優婆塞得失意
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三、不瞻病苦戒〕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污惡，不能瞻視病苦，是優
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四、見乞不給戒〕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見有乞者不能多少隨宜分與，
空遣還者，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五、不承迎禮拜尊長戒〕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若見比丘、比丘尼、
長老先宿、諸優婆塞、優婆夷等，不起承迎、禮拜、問訊，是優婆塞得失

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六、見他毀戒心生憍慢戒〕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若見比丘、比丘尼、
優婆塞、優婆夷毀所受戒，心生憍慢，言：我勝彼，彼不如我；是優婆塞
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七、不持六齋戒〕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月月之中，不能六日受持八
戒，供養三寶，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八、不往聽法戒〕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四十里中有講法處，不能往
聽，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九、受僧用物戒〕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受招提僧臥具、床座，是優
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一○一

〔十、飲有蟲水戒〕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疑水有虫，故便飲之，是優
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貳、原典篇 二、各菩薩戒本的輕戒

菩薩戒燈傳千古

一○二

〔十一、險難獨行戒〕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嶮難之處，無伴獨行，是
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十二、獨宿尼寺戒〕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獨宿尼寺，是優婆塞得失
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十三、為財打人戒〕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為於財命，打罵奴婢、僮
僕、外人，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十四、以殘食施四眾戒〕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若以殘食施於比丘、
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十五、蓄狸戒〕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若畜狸，是優婆塞得失意
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十六、蓄獸不淨施戒〕：若優婆塞受持戒已，畜養象、馬、牛、羊、
駝、驢，一切畜獸，不作淨施未受戒者，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

不淨有作。
〔十七、不蓄三衣鉢杖戒〕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若不儲畜僧伽梨衣鉢
盂錫杖，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十八、作田不求淨水陸種處戒〕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若為身命，須
田作者，不求淨水及陸稼處，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十九、販賣斗秤不平戒〕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為於身命，若作市易
斗秤賣物，一說價已，不得前却，捨賤趣貴；斗秤量物，任前平用；如其
不平，應語令平；若不如是，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二十、非處非時行欲戒〕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若於非處、非時行欲，
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二十一、商賈不輸官稅戒〕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商估、販賣，不輸

一○三

官稅，盜棄去者，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貳、原典篇 二、各菩薩戒本的輕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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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二十二、犯國制戒〕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若犯國制，是優婆塞得失
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二十三、得新食不先供三寶戒〕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若得新穀、果
苽、菜茹，不先奉獻供養三寶，先自受者，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
不淨有作。
〔二十四、僧不聽輒自說法戒〕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僧若不聽，說法
讚歎，輒自作者，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二十五、在五眾前行戒〕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道路若在諸比丘前，
沙彌前行，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二十六、僧食不公分戒〕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僧中賦食，若偏為師
選擇美好，過分與之，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二十七、養蠶戒〕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若養蠶者，是優婆塞得失意

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二十八、行路見病捨去戒〕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行路之時，遇見病

一○五

者，不住瞻視，為作方便，付囑所在，而捨去者，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
起墮落，不淨有作。

貳、原典篇 二、各菩薩戒本的輕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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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持守篇
一、菩薩十重戒
（一）菩薩重戒的別名
，《優婆塞

一○六

１０

《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下

１１

《梵網經菩薩戒》以菩薩十重戒為「十重波羅提木叉」
戒經》卷三以菩薩戒的六重戒為「六重法」。

提及讓修行人身口意的十惡業「願畢竟不起盡未來際」
，
「三業清淨如淨琉
璃內外明照」
；而以世尊的菩薩十重戒是「十無盡戒」
，是「從今身至佛身
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殺生」等，「心無盡故，戒亦無盡；六道眾生

一○七

１０：「佛告諸佛子言。有十重波羅提木叉。若受菩薩戒不誦此戒者。非菩薩非佛種子。我亦如是誦。一切
菩薩已學。一切菩薩當學一切菩薩今學。」
《梵網經菩薩戒》。
１１：
「優婆塞者有六重法。」
《優婆塞戒經》卷三。

參、持守篇 一、菩薩十重戒

菩薩戒燈傳千古

一○八

而能夠生生世世無盡期地持守著菩薩戒。

１２

受得戒，但解語，得戒不失」
；
《瑜伽菩薩戒》的菩薩重戒僅制立了四條重戒：一、自讚毀他戒。二、
故慳戒。三、故瞋戒。四、謗菩薩藏戒；由於毀犯菩薩重戒是修行人的清

《菩薩地持經》的菩薩四重戒，相同於《瑜伽菩薩戒》的內容，

１３

淨慧命毀失，而被生死魔軍打了勝戰，而安立這四重戒為「四種他勝處
法」。

１４

不同的是此戒本以四重戒名為「波羅夷處法」
。
《菩薩善戒經》則是以菩薩
戒的重戒為「八重法」。

（二）各菩薩戒本的重戒比較
１２：「若受佛戒者。國王王子百官宰相。比丘比丘尼。十八梵天六欲天子。庶民黃門婬男婬女奴婢。八部
鬼神金剛神畜生乃至變化人。但解法師語。盡受得戒。皆名第一清淨者。」《梵網經菩薩戒》
。
１３：
《瑜伽菩薩戒》大 30,0515b16
１４：
「菩薩戒者。有八重法。」《菩薩地持經》大 30,1015 上。

《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下所敘述的菩薩重戒為「十無盡戒」
：從今身至
佛身盡未來際；一、不得故殺生。二、不得故妄語。三、不得故婬。四、
不得故盜。五、不得沽酒。六、不得故說在家出家菩薩罪過。七、不得故
慳。八、不得故瞋。九、不得故自讚毀他。十、不得故謗三寶藏。
《梵網經菩薩戒》的菩薩十重戒和《菩薩瓔珞本業經》的十無盡戒順
序不同，但內容大致上相同，其菩薩十重戒是：一、不得故殺。二、不得
故盜。三、不得故婬。四、不得故妄語。五、不得酤酒。六、不得說四眾
罪過。七、不得自讚毀他。八、不得慳惜加毀。九、不得瞋心不受悔。十、
不得謗三寶。
《瑜伽菩薩戒》的菩薩重戒缺少了殺、盜、婬、妄這四條重戒，也不
為酤酒和說四眾罪過而制為重戒，也不同於前二者的謗三寶戒，而是制立

一○九

了謗菩薩藏戒，另外制立了菩薩戒的四條重戒：一、自讚毀他戒。二、故
參、持守篇 一、菩薩十重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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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慳戒。三、故瞋戒。四、謗菩薩藏戒；其中的故瞋戒，是等同餘戒本的瞋
不受悔戒。
《菩薩地持經》的菩薩重戒和《瑜伽菩薩戒》相同，也是制立了菩薩
戒的四條重戒：一、自讚毀他戒。二、故慳戒。三、故瞋戒。四、謗菩薩
藏戒；其中的故瞋戒，是等同餘戒本的瞋不受悔戒；謗菩薩藏戒也不同於
前二戒本的謗三寶戒。
《菩薩善戒經》提及菩薩戒有八重法，除了殺盜婬妄這四重戒之外，
另外也制立了其他四重戒：五、自讚其身。六、貪惜不施。七、瞋不受悔。
八、謗菩薩藏戒；自讚其身戒不同於餘戒本的自讚毀他戒；謗菩薩藏戒則
同於前二戒本的謗菩薩藏戒。
《優婆塞戒經》卷三提示了菩薩重戒的六重法，制立了六條菩薩重戒：
一、戒殺。二、戒盜。三、大妄語戒。四、邪婬戒。五、說四眾過戒。六、

酤酒戒。此戒本不同於餘五種戒本的地方，在於四重戒的不妄語戒，《優
婆塞戒經》是制立不得大妄語為菩薩重戒，而其他的《菩薩瓔珞本業經》、
《梵網經菩薩戒》是制立不妄語戒，沒有指明毀犯大妄語才是犯菩薩重戒；
此戒本也制立邪婬為菩薩重戒，不同於餘戒本的制立不婬戒為菩薩重戒；

１５

而且此戒本也不制立自讚毀他戒、故慳戒、故瞋戒、謗菩薩藏戒。
現依各菩薩戒本列表說明各戒本菩薩重戒之異同如下：

3. 2. 1.

3. 2. 1.

3. 2. 1.

參、持守篇 一、菩薩十重戒

一一一

１５：參考自《戒律學綱要》
，聖嚴法師著，天華出版社，頁 ，而為此表另作更正，其中，
《梵網經菩薩戒》
的故瞋戒，應訂正為瞋不受悔戒更理想；《菩薩善戒經》的自讚毀他戒，應訂正為自讚戒才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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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瓔珞本 《梵網經菩薩
《瑜伽菩薩戒》《菩薩地持經》
《菩薩善戒經》《優婆塞戒經》
業經》
戒》
故殺生戒
殺戒
殺戒
殺戒
故妄語戒
盜戒
盜戒
盜戒
故婬戒
婬戒
婬戒
大妄語戒
3. 2. 1.

酤酒戒

故盜戒
酤酒戒

妄語戒

4.

9.

3.

2.

1.

１７

4.

自讚戒

妄語戒

自讚毀他戒

自讚毀他戒

酤酒戒

１６

邪婬戒
說四眾過戒

一一二

5. 4.
6.

（

２０

）殺戒

參、持守篇 一、菩薩十重戒

一一三

２０：《梵網經菩薩戒本彙解》主張：此戒備四緣成重：一、是眾生。二、眾生想。三、殺心。四、前人命
斷。

有命者不得故殺，是菩薩應起常住慈悲心、孝順心，方便救護一切眾生；

方便救護一切眾生，而自恣心快意殺生者，是菩薩波羅夷罪」；提及一切

法、殺業，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殺，是菩薩應起常住慈悲心、孝順心，

自殺、教人殺、方便殺、讚歎殺、見作隨喜，乃至咒殺；殺因、殺緣、殺

《梵網經菩薩戒》的菩薩十重戒：
「〔一、不得故殺〕
：佛言：佛子！若

法」；提及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不得故殺生，若有犯非菩薩行。

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殺生，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聖

《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下：
「〔一、不得故殺生〕
：佛告佛子：從今身至

1

１６：聖嚴法師在《戒律學綱要》的說明有誤差，其中，《優婆塞戒經》的第五條重戒，應是說四眾過戒，
不是酤酒戒，其第六條重戒，應是酤酒戒，不是說四眾過戒。
１７：聖嚴法師在《戒律學綱要》以此戒為「故慳戒」
，末學依戒文內容訂正為「慳惜加毀戒」
。
１８：聖嚴法師在《戒律學綱要》以此戒為「瞋恨不息戒」，末學依戒文內容訂正為「瞋不受悔戒」。
１９：六個菩薩戒本的重戒立名並不同，順序也不同，作者於此依《梵網經菩薩戒》的戒條順序。

謗菩薩藏戒

１８

5.
貪惜不施戒

故慳戒
瞋不受悔戒

慳惜戒

瞋不受悔戒

1.
謗菩薩藏戒

6.
瞋不受悔戒

謗菩薩藏戒

2.

１９

3.

（三）菩薩十重戒的持守

4.

菩薩戒燈傳千古

說四眾過戒
故慳戒

5.
故瞋戒

說四眾過戒
自讚毀他戒
慳惜加毀戒

7. 6.
自讚毀他戒

8.
謗三寶戒

瞋不受悔戒

4.
謗三寶戒

5.

9.

10.

4.
7.
8.

8. 7. 6.

10.

菩薩戒燈傳千古

怎麼可以自恣心快意殺生呢？

一一四

《優婆塞戒經》六重法：
「〔一、殺戒〕
：善男子！優婆塞受持戒已，雖
為天女乃至蟻子，悉不應殺；若受戒已，若口教殺，若身自殺，是人即失
優婆塞戒；是人尚不能得煖法，況須陀洹至阿那含？是名破戒優婆塞、臭
優婆塞、旃陀羅優婆塞、垢優婆塞、結優婆塞，是名初重優婆塞戒」；此
戒本提示著雖為天女乃至蟻子，悉不應殺；若受戒已，若口教殺，若身自
殺，是人即失優婆塞戒。
人身難得，猶如盲龜百年遇浮木孔，一旦我們福緣善報成熟，才能夠
成就人身；諸佛皆在人間成道，也只有得人身才能夠修習菩提道，而成就
道果，所以說人形是道器；倘若佛弟子毀殺人命，令人毀形喪命，會令他
人失去修道證聖之器，所以佛陀制立重戒，不允許佛弟子殺害人命，犯者，
結重罪。

任何有情在面對命終時，都會怕痛、怕死，會存心活命，不甘心就死；
出家人理應與樂、悲愍，慈悲為懷，救護他人性命，成就放生、護命；願

）盜戒

２１

代眾生受苦惱，而給予眾生安樂；怎麼可以存著殺心而斷他人性命呢？
（

參、持守篇 一、菩薩十重戒

一一五

２１：《梵網經菩薩戒本彙解》主張：此戒備五緣成重：一、是有主物。二、有主想。三、盜心。四、直五
錢。五、舉離本處。

教人盜、方便盜，盜因、盜緣、盜法、盜業，乃至鬼神、有主劫賊物、一

《梵網經菩薩戒》的菩薩十重戒：
「〔二、不得故盜〕
：若佛子！自盜、

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不得故殺盜，若有犯非菩薩行。

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盜，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聖法」；提及

《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下：
「〔四、不得故盜〕
：佛子！從今身至佛身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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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六

切財物，一針、一草不得故盜；而菩薩應生佛性孝順慈悲心，常助一切人
生福、生樂，而反更盜人財物者，是菩薩波羅夷罪」；提及乃至鬼神、有
主劫賊物、一切財物，一針、一草不得故盜。
《優婆塞戒經》六重法：
「〔二、戒盜〕
：雖為身命，不得偷盜乃至一錢；
若破是戒，是人即失優婆塞戒；是人尚不能得煖法，況須陀洹至阿那含？
是名破戒優婆塞、臭旃陀羅、垢結優婆塞，是名二重優婆塞戒」；此戒本
宣示著雖為身命，不得偷盜乃至一錢。
資財等物，是主人辛勤賺取得來，有守護心；一旦發現財物等為人所
盜，自會惱怒交加，佛弟子本應捨己物而予濟他人，方合慈悲的佛弟子本
懷，怎可不經他人同意，而盜取有主物呢？
世間君子也有不侵他財，不盜他物的觀念；何況是清淨佛弟子，理應
慈悲為懷，怎可仿小人而盜取他物呢？

凡是動念而欲盜他物，都會內心黑暗；或是曾經在戒光不明的情況
下，而犯過偷盜行為的心，都會在心中形成罪惡的黑暗面，內心悔惱不安，
倘若更加以覆藏，更是懊悔惱亂，不會安隱；有戒心的佛弟子都會坦然的
發露自己的偷盜戒罪，而痛改前非，立誓持清淨佛戒，盡未來際不侵他物，

）婬戒

２２

長養出廉潔的君子心地，培育出光明的佛子戒體，戒香普熏，戒光明朗！
（

參、持守篇 一、菩薩十重戒

一一七

２２：
《梵網經菩薩戒本彙解》主張：此戒備三緣成重：一、是道。二、婬心。三、事遂。

《梵網經菩薩戒》的菩薩十重戒：
「〔三、不得故婬〕
：若佛子！自婬、

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不得故殺婬，若有犯非菩薩行。

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婬，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聖法」；提及

《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下：
「〔三、不得故婬〕
：佛子！從今身至佛身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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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八

教人婬，乃至一切女人不得故婬，婬因、婬緣、婬法、婬業，乃至畜生女、
諸天、鬼神女，及非道行婬；而菩薩應生孝順心，救度一切眾生，淨法與
人；而反更起一切人婬，不擇畜生，乃至母女、姊妹、六親行婬，無慈悲
心者，是菩薩波羅夷罪」；此戒本提示著菩薩應當淨法與人，而自婬、教
人婬，乃至一切女人不得故婬。
《優婆塞戒經》六重法：
「〔四、邪婬戒〕
：雖為身命，不得邪婬，若破
是戒，是人即失優婆塞戒；是人尚不能得煖法，況須陀洹至阿那含？是名
破戒優婆塞、臭旃陀羅、垢結優婆塞，是名四重優婆塞戒」；此戒本是在
家菩薩戒本，而提示著雖為身命，不得邪婬。
世尊在經上提及：「愛欲垢盡，道可見矣！」想要證悟涅槃聖果，想
要見道，自當放捨愛欲，除盡心垢，讓心中明月不被愛欲障雲所覆，心月
頓明，而本來無一物；障雲盡除，愛欲垢盡，而何處惹塵埃？

世尊無數方便勸佛弟子離欲，讚美離欲的殊勝，呵毀欲樂的過患；僧
人既然捨離世間恩愛而剃度為僧，自當放捨障道甚深的婬欲行，而身不犯
婬欲，口不勸人婬欲，意不動婬欲念；三業清淨，自能戒光遍法界。
道心不堅定，則心中戒光暗淡，會欣羨世間男女欲樂；一旦道心堅定，
則心中戒光明亮，不會欣羨世間男女欲樂，對婬欲會視為臭屍繫頸，鐵棒
入身，想離欲就如同我們想要把糞便沖掉而消失於馬桶一樣；嚐到心清淨

）妄語戒

２３

的禪悅法喜，樂於無我明悟，自然會不欣欲樂，而戒光清淨朗朗。
（

參、持守篇 一、菩薩十重戒

一一九

２３：《梵網經菩薩戒本彙解》主張：此戒備五緣成重：一、是眾生。二、眾生想。三、欺誑心。四、說重
具。五、前人領解。

《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下：
「〔二、不得故妄語〕
：佛子！從今身至佛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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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妄語，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聖法」；
此戒本宣示著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妄語。
《梵網經菩薩戒》的菩薩十重戒：
「〔四、不得故妄語〕
：若佛子！自妄
語、教人妄語、方便妄語，妄語因、妄語緣、妄語法、妄語業，乃至不見
言見、見言不見，身心妄語；而菩薩常生正語、正見，亦生一切眾生正語、
正見，而反更起一切眾生邪語、邪見、邪業者，是菩薩波羅夷罪」；依文
觀之，菩薩自妄語、教人妄語、方便妄語，乃至不見言見、見言不見，身
心妄語；而菩薩常生正語、正見，亦生一切眾生正語、正見。
《優婆塞戒經》六重法：
「〔三、大妄語戒〕
：雖為身命，不得虛說：我
得不淨觀，至阿那含；若破是戒，是人即失優婆塞戒；是人尚不能得煖法，
況須陀洹至阿那含？是名破戒優婆塞、臭旃陀羅、垢結優婆塞，是名三重
優婆塞戒」
；此戒本說明著菩薩戒子：雖為身命，不得虛說：我得不淨觀，

至阿那含，明確地指示著不得毀犯大妄語。
佛弟子的修道，本為成就證悟聖果而來，然而在修行程中，卻會可能
出現未證言證的現象，而毀犯大妄語戒。
小妄語戒是制立佛弟子不準許不見言見，見言不見；大妄語則是不允
許佛弟子為了希求名聞利養而不證言證，以誑惑他人的動機，而言了了地
向他人自陳己聖。
佛弟子理應遠離名利，有過人法的修行勝境時，例如成就證悟聖果，
成熟的道格都會埋名隱姓地不陳述自己的過人法，何況是未成道業，更是

一二一

不可以在求名利的情況下自言已證，違失道人本份，所以世尊制立不準佛
弟子違犯大妄語戒。

參、持守篇 一、菩薩十重戒

２４

）酤酒戒

菩薩戒燈傳千古

（

身，菩薩戒有制立不酒酒戒，而且是制立在菩薩十重戒。
參、持守篇 一、菩薩十重戒

一二二

一二三

因為飲酒會來帶來過非，也為了避免別人因為飲酒而毀犯五戒失人

以便防範佛弟子毀犯戒律。

會在迷醉的狀態下毀犯戒律，而造下惡業；因此，佛以不飲酒戒為遮戒，

地；世尊會制立佛弟子不得飲酒，主要是避免人們飲酒後，神智不清醒，

子應當不飲酒而保持神智清明，有著清淨明朗的神智，是將來有智慧的因

世尊制立持守五戒才能夠在將來得人身，不飲酒即是五戒之一，佛弟

雖為身命，不得酤酒。

破戒優婆塞、臭旃陀羅、垢結優婆塞，是名六重」
；此戒本嚴格地說明著：

是戒，是人即失優婆塞戒；是人尚不能得煖法，況須陀洹至阿那含？是名

《優婆塞戒經》六重法：
「〔六、酤酒戒〕
：雖為身命，不得酤酒，若破

切眾生顛倒之心者，結犯菩薩波羅夷罪。

２４：《梵網經菩薩戒本彙解》主張：此戒備五緣成重：一、是眾生。二、眾生想。三、希利貨賣。四、是
真酒。五、授與前人。

一切酒不得酤，是酒起罪因緣；菩薩應生一切眾生明達之慧，而反更生一

菩薩波羅夷罪」
；依文觀之，本戒宣示著菩薩佛子不得自酤酒、教人酤酒，

因緣；而菩薩應生一切眾生明達之慧，而反更生一切眾生顛倒之心者，是

教人酤酒，酤酒因、酤酒緣、酤酒法、酤酒業，一切酒不得酤，是酒起罪

《梵網經菩薩戒》的菩薩十重戒：
「〔五、不得酤酒〕
：若佛子！自酤酒、

本主張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沽酒。

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沽酒，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聖法」；此戒

《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下：
「〔五、不得沽酒〕
：佛子！從今身至佛身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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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四

在菩薩戒本當中，《菩薩瓔珞本業經》、《梵網經菩薩戒》和《優婆塞
戒經》，制立不酤酒為菩薩重戒，不允許受菩薩戒的佛弟子賣酒；就菩薩
戒利他的本懷而言，賣酒給別人，讓別人飲酒，結犯的罪過比自己飲酒更

）說四眾罪過戒

２５

嚴重；所以菩薩戒會為佛弟子制立不酤酒戒。
（

參、持守篇 一、菩薩十重戒

一二五

結優婆塞，是名五重優婆塞戒」；此戒制立雖為身命，不得宣說比丘、比

是人尚不能得煖法，況須陀洹至阿那含？是名破戒優婆塞、臭旃陀羅、垢

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所有過罪；若破是戒，是人即失優婆塞戒；

《優婆塞戒經》六重法：
「〔五、說四眾過戒〕
：雖為身命，不得宣說比

尼罪過，也不可以教人說罪過。

菩薩波羅夷罪」；文中制立佛弟子不得自說出家、在家菩薩、比丘、比丘

生悲心教化是惡人輩，令生大乘善信，而菩薩反更自說佛法中罪過者，是

罪過法、罪過業；而菩薩聞外道惡人及二乘惡人說佛法中非法、非律，常

自說出家、在家菩薩、比丘、比丘尼罪過，教人說罪過，罪過因、罪過緣、

《梵網經菩薩戒》的菩薩十重戒：
「〔六、不得說四眾罪過〕
：若佛子！

不得故說在家出家菩薩罪過。

２５：
《梵網經菩薩戒本彙解》主張：此戒備六緣成重：一、眾生。二、眾生想。三、說罪心。四、所說過。
五、所向人。六、前人領解。
菩薩重戒制立不說四眾過，但是在輕戒有制立以善意的利他心，可以舉過，教其懺悔；也有應呵勸而
不呵勸會結罪的輕戒，也同時制立不應呵勸而呵勸會結罪的內容，可見佛弟子應當以慈悲心，有智慧
地勸導才是正確的應對方法。

菩薩行，失四十二賢聖法」；文中表示著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

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說在家出家菩薩罪過，若有犯非

《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下：
「〔六、不得故說在家出家菩薩罪過〕
：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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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所有過罪。

２６

２７

一二六

我們怎麼不肯

稱人一惡，我有一惡；又何毀焉？我們就應當放下毀罵，不再揚人過
非，免得造下惡業；稱人一善，我有一善，又何妒焉？
放下嫉妒，善揚他長，好好地培植善行呢？
扶人推人，只在一手；我們就應當不造惡業，不再推倒別人，而應當
我們怎麼用一張嘴巴毀罵別人，

２８

學會扶助別人；讚人毀人，只在一口；
把人推倒呢？我們怎麼不肯讚美他人，扶助別人，培養一張善良的嘴巴
呢？
學佛人的人格要清貴，就要有著清淨而慈和的身口意，不得口業不淨
２６：古德法語。《優婆塞戒經》卷三。
２７：古德法語。
２８：古德法語，來自於慧觀法師。

地會宣說他人過非；佛教要興盛，佛弟子就要有清淨而慈和的三業；倘若
佛弟子會宣揚四眾弟子的過非，個個謗聲流佈，佛教如何興盛呢？倘若佛
弟子善於持守菩薩戒，人人不宣他人缺失，個個有堅定的道心和豐碩的道

）自讚毀他戒

２９

糧，佛教才會有個光明的未來。
（

參、持守篇 一、菩薩十重戒

一二七

２９：《梵網經菩薩戒本彙解》主張：此戒備五緣成重：一、是眾生。二、眾生想。三、讚毀心。四、說讚
毀具。五、前人領解。
菩薩重戒制立不得在貪著名利的動機而自讚毀他，可能是基於防範自己貪求名利，而嫉妒他人得名
利，而不允許佛弟子自讚毀他，不過在輕戒有單獨制立貪著名利會結罪，愛恚讚毀也會結下輕戒的罪。

聖法」；此戒本主張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自讚毀他。

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自讚毀他，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

《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下：
「〔九、不得故自讚毀他〕
：佛子！從今身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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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

《梵網經菩薩戒》的菩薩十重戒：
「〔七、不得自讚毀他〕
：若佛子。自
讚毀他，亦教人自讚毀他，毀他因、毀他緣、毀他法、毀他業；而菩薩應
代一切眾生受加毀辱，惡事自向己，好事與他人，若自揚己德，隱他人好
事，令他人受毀者，是菩薩波羅夷罪」；本戒說明了菩薩若自讚毀他，亦
教人自讚毀他；自揚己德，隱他人好事，令他人受毀，會結下菩薩波羅夷
罪。

３０

；文中指示著佛弟子

《瑜伽菩薩戒》的四種他勝處法：
「〔一、自讚毀他戒〕
：若諸菩薩為欲
貪求利養恭敬，自讚毀他，是名第一他勝處法」
的犯戒動機，倘若出於貪求利養恭敬，而自讚毀他，會結下菩薩重罪。

３１

；本戒制立不得為

《菩薩善戒經》八重法：
「〔五、自讚其身〕
：菩薩若為貪利養故，自讚
３０：
《瑜伽菩薩戒》大 30,0515b16

其身：得菩薩戒，住菩薩地，是名菩薩第五重法」

貪利養，而自讚其身；不同於《瑜伽菩薩戒》的出於貪求利養恭敬，而自
讚毀他。

３２

；戒文指出菩薩不得為

《菩薩地持經》四波羅夷處法：
「〔一、自讚毀他戒〕
：菩薩為貪利故，
自歎己德，毀呰他人，是名第一波羅夷處法」
貪利故，自歎己德，毀呰他人。
除了《優婆塞戒經》不制立自讚毀他戒為菩薩重戒，其他五個戒本都

一二九

以制立自讚毀他為菩薩重戒；可見這是學佛人重要的德行，不論我們有沒
有受菩薩戒，都應當在生活中實踐不自讚毀他。

３１：
《菩薩善戒經》大 30,1015 上。
３２：
《菩薩地持經》大 30,0913b01

參、持守篇 一、菩薩十重戒

菩薩戒燈傳千古

一三○

倘若我們有著菩薩戒的慈悲戒體，會不同於尋常世間人一樣爭名奪
利，不再為了貪求利養和恭敬，而讚美自己；也不再嫉妒別人得到利養恭
敬，存心讓別人失去利養恭敬，而毀罵別人；而能夠在人榮辱和得失之際，
不會毀犯自讚毀他，而培育出清貴的菩薩德行。
就修行人的養德而言，我們倘若有毀犯過失，應當不覆己過，不得居
於害怕失去利譽而覆藏己失；倘若別人有毀犯過失，我們應當厚以隱惡，
而不張揚別人缺失，不存心讓別人失去利譽；我們倘若有功德，應當善隱
己德，不得居於貪求得到利譽而張揚己德；倘若別人有功德，我們應當善
揚他德，存心讓別人得到利譽，不應當存心讓別人失去利譽，這是菩薩戒

）慳惜加毀戒

３３

弟子應當修學的生活態度。

（

參、持守篇 一、菩薩十重戒

一三一

３３：《梵網經菩薩戒本彙解》主張：此戒備五緣成重：一、眾生。二、眾生想。三、慳毀心。四、示慳毀
相。五、前人領納。

夷罪」；此戒宣示著佛弟子以惡心和瞋心而不施來乞人，加以罵辱而且不

有求法者，不為說一句、一偈、一微塵許法，而反更罵辱者，是菩薩波羅

前人所須一切給與；而菩薩以惡心、瞋心，乃至不施一錢、一針、一草；

慳、教人慳，慳因、慳緣、慳法、慳業，而菩薩見一切貧窮人來乞者，隨

《梵網經菩薩戒》的菩薩十重戒：
「〔八、不得慳惜加毀〕
：若佛子！自

主張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慳。

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慳，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聖法」；戒文

《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下：
「〔七、不得故慳〕
：佛子！從今身至佛身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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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說法給求法者，會毀犯菩薩重戒。

一三二

《瑜伽菩薩戒》的四種他勝處法：
「〔二、故慳戒〕
：若諸菩薩現有資財，
性慳財故，有苦、有貧、無依、無怙，正求財者來現在前，不起哀憐而修

３４

；本戒介紹著慳財而不修惠施，慳法而不予法施，便算是毀犯

惠捨；正求法者來現在前，性慳法故，雖現有法而不給施，是名第二他勝
處法」
菩薩重戒，不同於《梵網經菩薩戒》的慳吝而且加以瞋心和罵辱。
《菩薩地持經》四波羅夷處法：
「〔二、故慳戒〕
：菩薩自有財物，性慳

；本戒雷同於《瑜伽菩薩戒》，主張慳財

３５

惜故，貧苦眾生無所依怙來求索者，不起悲心給施所求；有欲聞法，吝惜
不說，是名第二波羅夷處法」

３４：
《瑜伽菩薩戒》大 30,0515b16
３５：
《菩薩地持經》大 30,0913b01

而不起悲心給施所求，慳法而不予法施，便算是毀犯菩薩重戒。
《菩薩善戒經》八重法：
「〔六、貪惜不施〕
：若有貧窮、受苦惱者，及

３６

；此戒本說明菩薩戒弟子倘若對於來

以病人來從乞索，菩薩貪惜，不施乃至一錢之物；有求法者，惜不施，
乃至一偈，是名菩薩第六重法」

乞者起貪惜，而不施乃至一錢之物；對於求法者惜，不施乃至一偈，便
算是毀犯菩薩重戒。
此戒和自讚毀他戒一樣，除了《優婆塞戒經》不制立慳惜加毀戒為菩
薩重戒，其他五個戒本都以制立慳惜加毀為菩薩重戒；可見這是學佛人重
要的德行，值得我們用心學習受持此菩薩重戒。

一三三

除了《梵網經菩薩戒》制立此戒為慳惜加毀，必須對求財和求法的人
３６：
《菩薩善戒經》大 30,1015 上。

參、持守篇 一、菩薩十重戒

菩薩戒燈傳千古

一三四

慳吝不施財法，而且起惡心和瞋心，加以辱罵，才算是毀犯菩薩重戒；而
《菩薩瓔珞本業經》是制立不得故慳，
《瑜伽菩薩戒》和《菩薩地持經》都
制立現有資財的菩薩起慳心，不肯對來乞人施財，也不肯對求法人施法，
便毀犯菩薩重戒，並不制立加毀來乞人才毀犯此戒；《菩薩善戒經》則不
強調菩薩現有資財，只要菩薩慳財法，不肯財施和法施，便算毀犯菩薩重
戒。
作為一名菩薩戒弟子，就要用心地學習菩薩利他的慈悲襟懷，倘若佛
弟子具備布施的條件，是應當養成樂善好施的行為，主動地布施財法，當
一名不請之友；探視需要資財的地方，滿足別人物質的基本需求；探視需
要佛法的地方，讓別人能夠歸依三寶而蹅上修行路。
菩薩戒弟子應當有著一顆熱誠的心腸，主動布施財法，歡喜地和別人
結下人緣，結下法緣；何況面對著來乞人和求法者，更是應當慷慨地給予

他人財物和法義，帶給別人衣食的飽足，帶給別人好心情，帶給別人慧命
的覺醒；面對著來乞人和求法者，佛弟子應當以一顆歡喜心布施財法，以

３７

）瞋心不受悔戒

一顆慷慨心布施財法。
（

參、持守篇 一、菩薩十重戒

一三五

３７：《梵網經菩薩戒本彙解》主張：此戒備五緣成重：一、眾生。二、眾生想。三、瞋隔心。四、示不受
相。五、前人領解。

自瞋、教人瞋，瞋因、瞋緣、瞋法、瞋業，而菩薩應生一切眾生中善根無

《梵網經菩薩戒》的菩薩十重戒：
「〔九、不得瞋心不受悔〕
：若佛子！

本制立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瞋。

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瞋，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聖法」；此戒

《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下：
「〔八、不得故瞋〕
：佛子！從今身至佛身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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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六

諍之事，常生悲心；而反更於一切眾生中，乃至於非眾生中，以惡口罵辱，
加以手打，及以刀杖，意猶不息；前人求悔，善言懺謝，猶瞋不解者，是
菩薩波羅夷罪」；此戒本制立菩薩應生一切眾生中善根無諍之事，常生悲
心；倘若佛弟子打罵別人，卻在對方求懺悔時，瞋恨心依然不止息，便算
是毀犯菩薩重戒。
《瑜伽菩薩戒》的四種他勝處法：
「〔三、瞋不受悔戒〕
：若諸菩薩長養
如是種類忿纏，由是因緣，不唯發起粗言便息；由忿蔽故，加以手足、塊

３８

；依文觀之，此

石、刀杖，捶打、傷害、損惱有情，內懷猛利忿恨意樂，有所違犯；他來
諫謝，不受、不忍、不捨怨結，是名第三他勝處法」
戒本和《梵網經菩薩戒》一樣，制立瞋不受悔為毀犯菩薩重戒。
３８：
《瑜伽菩薩戒》大 30,0515b16

《菩薩善戒經》八重法：
「〔七、瞋不受悔〕
：菩薩若瞋，不應加惡，若
以手打，或杖，或石，惡聲罵辱，或時無力不能打罵，心懷瞋忿；若為他

３９

；此戒本和前二戒本同中有異，雖然也是制立瞋不

人之所打罵，前人求悔，不受其懺，故懷瞋恨，增長不息，心不淨者，是
名菩薩第七重法」

受悔，卻說明著二種情況：一種是菩薩對於不應加惡的眾生，瞋恚而打罵，
另一種是為他人打罵；倘若別人表示懺悔，而不接受懺悔，便算是毀犯菩
薩重戒。
《菩薩地持經》四波羅夷處法：
「〔三、瞋不受悔戒〕
：菩薩瞋恚，出粗

一三七

惡言，意猶不息，復以手打，或加杖石，殘害、恐怖、瞋恨增上；犯者求

３９：
《菩薩善戒經》大 30,1015 上。

參、持守篇 一、菩薩十重戒

菩薩戒燈傳千古

悔，不受其懺，結恨不捨，是名第三波羅夷處法」

４０

一三八

；此戒和《梵網經

菩薩戒》及《瑜伽菩薩戒》一樣，制立瞋不受悔為毀犯菩薩重戒。
此戒和慳惜加毀戒、自讚毀他戒一樣，除了《優婆塞戒經》不制立瞋
不受悔戒為菩薩重戒，其他五個戒本都以瞋不受悔為菩薩重戒；可見這是
學佛人重要的德行，值得我們用心學習受持此菩薩重戒。
瞋恚是有情眾生都會起的煩惱，面對著逆境，我們可能以惡口罵辱，
並且加以手打，或者動刀杖，怒火中燒；這是每個世間人及學佛人可能會
面對的情況，瞋不受悔的菩薩重戒主要是防止我們的瞋恨心不止息，就慈
悲地制立瞋不受悔戒，一旦我們瞋恚的人表示道歉，有著懺悔的意思，我
們便應當止息怒火，不再瞋惱；倘若我們依然起瞋恨心，結怨不捨，便會
４０：
《菩薩地持經》大 30,0913b01

毀犯菩薩重戒。
菩薩戒強調慈悲為懷，除了菩薩重戒制立瞋不受悔戒，以便對治瞋恨
心，在菩薩戒的輕戒也有防範佛弟子起瞋恚；各戒本都慈悲地制戒，透過
戒律以便好好地燒熄佛弟子的怒火，好好地止息佛弟子的瞋恚，好好地長

）謗三寶戒

４１

養佛弟子的慈悲心。
（

參、持守篇 一、菩薩十重戒

一三九

４１：
《梵網經菩薩戒本彙解》主張：此戒備五緣成重：一、眾生。二、眾生想。三、欲說心。四、正吐說。
五、前人領解。

聖法」；此戒文主張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謗三寶藏。

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謗三寶藏，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

《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下：
「〔十、不得故謗三寶藏〕
：佛子！從今身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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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梵網經菩薩戒》的菩薩十重戒：
「〔十、不得謗三寶〕
：若佛子！自謗
三寶、教人謗三寶，謗因、謗緣、謗法、謗業；而菩薩見外道及以惡人一
言謗佛音聲，如三百鉾刺心，況口自謗？不生信心、孝順心，而反更助惡
人、邪見人謗者，是菩薩波羅夷罪」
；此戒本宣示著佛弟子不得自謗三寶、
教人謗三寶，反更助惡人、邪見人謗者，是菩薩波羅夷罪。
《瑜伽菩薩戒》的四種他勝處法：
「〔四、謗菩薩藏戒〕
：若諸菩薩謗菩

４２

；依文觀之，倘若謗菩薩藏，愛樂宣說開示建立像似正

薩藏，愛樂宣說開示建立像似正法，於像似法或自信解或隨他轉，是名第
四他勝處法」
法，於像似法或自信解或隨他轉，就毀犯菩薩重戒；《瑜伽菩薩戒》、《菩
薩地持經》及《菩薩善戒經》不同於前二戒本，而制立謗菩薩藏為重戒，
４２：
《瑜伽菩薩戒》大 30,0515b16

而不是制立毀謗三寶為重戒。
《菩薩地持經》四波羅夷處法：
「〔四、謗菩薩藏戒〕
：菩薩謗菩薩藏說，

４３

；此戒本雷同於《瑜伽菩薩戒》，「菩薩謗菩

相似法熾然，建立於相似法；若心自解，或從他受，是名第四波羅夷處法，
是名菩薩四波羅夷處法」

薩藏說，相似法熾然，建立於相似法；若心自解，或從他受，是名第四波
羅夷處法。」
《菩薩善戒經》八重法：
「〔八、謗菩薩藏戒〕
：菩薩若有同師、同學誹

４４

一四一

；此戒本稍異於前二戒本，而介紹

謗菩薩方等法藏，受學、頂戴相似非法者，不應共住；若定知已，不得向
人讚歎其德，是名菩薩第八重法」

４３：
《菩薩地持經》大 30,0913b01
４４：
《菩薩善戒經》大 30,1015 上。

參、持守篇 一、菩薩十重戒

菩薩戒燈傳千古

一四二

著若有同師、同學誹謗菩薩方等法藏，受學、頂戴相似非法者，不應共住；
若定知已，不得向人讚歎其德，以免毀犯菩薩重戒。
在菩薩十重戒當中，毀謗三寶戒，謗菩薩藏戒，看起來似乎輕於殺盜
婬等戒；不過，毀謗三寶戒其實十分嚴重，毀犯殺戒是自己承受短命和多
病的果報，毀犯偷盜是自己承受貧困的果報；而毀謗三寶戒，謗菩薩藏戒，
卻是讓有情眾生失去建立正見，失去成就大乘聖果的機會，而且別人此生
失去建立正見，失去成就大乘聖果的機會，來生也可能依然不信正法，不
信三寶，而起著邪見。
一盲引眾盲，相推入火炕；佛弟子要成就涅槃，就要修習八正道，八
正道當中以正見為首要，菩薩重戒慈悲地制立毀謗三寶戒，謗菩薩藏戒，

４５

《菩薩善戒經》
不供塔像經卷戒
貪著利養戒
不敬宿德同學戒
不漸次受戒戒
不受檀越供施戒
入白衣舍不能說法戒
不受重寶施戒
輕慢障法施戒
障無畏施戒
為他乞衣自著戒
不受貴價衣戒

一四三

，而另制為此表；其中，
《菩薩瓔珞本業經》不

《優婆塞戒經》
不供養父母師長戒
耽樂飲酒戒
不瞻病苦戒
見乞不給戒
不承迎禮拜尊長戒
見他毀戒心生憍慢戒
不持六齋戒
不往聽法戒
受僧用物戒
飲有蟲水戒
險難獨行戒

是為了讓有情眾生能夠信奉三寶，能夠建立大乘正見，成就大乘聖果。

二、菩薩戒的輕戒
《瑜珈菩薩戒》
不供三寶戒
貪求名利戒
不敬有德同法戒
不應供受襯戒
不受重寶施戒
不施其法戒
棄捨惡人戒
遮罪共不共戒
性罪不共戒
住邪命法戒
掉動嬉戲戒

（一）各菩薩戒本的輕戒簡表
《梵網經菩薩戒》
輕慢師長戒
飲酒戒
食肉戒
食五辛戒
不舉教懺戒
不敬請法戒
不聽經律戒
背正向邪戒
不瞻病苦戒
畜諸殺具戒
通國入軍戒

４５：參考《戒律學綱要》
，聖嚴法師著，天華出版社，頁
立輕戒，《菩薩地持經》則雷同於《瑜伽菩薩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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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0. 9. 8. 7. 6. 5. 4. 3. 2. 1.

倒說菩薩法戒
不護雪譏謗戒
不折伏眾生戒
瞋打報復戒
不行悔謝戒
不受悔謝戒
懷忿不捨戒
染心御眾戒
耽著睡眠戒
虛談棄時戒
不求禪法戒
不除五蓋戒
貪味靜慮戒
不學小法戒
背大向小戒
捨內學外戒
專習異論戒
不信深法戒
愛恚讚毀戒

默認是聖賢戒
獨宿尼寺戒
非法戲笑不呵戒
為財打人戒
妄稱菩薩不樂涅槃不畏煩 以殘食施四眾戒
惱戒
蓄猫狸戒
不護雪譏謗戒
蓄獸不淨施戒
不謙下歸謝戒
不蓄三衣鉢杖戒
懷瞋不捨戒
作田不求淨水陸種處戒
販賣斗秤不平戒
與比丘尼同道行戒
不從非親里尼受食戒
非處非時行欲戒
商賈不輸官稅戒
染心御眾戒
犯國制戒
非時睡眠戒
虛談棄時戒
得新食不先供三寶戒
僧不聽輒自說法戒
慢心不問師受教戒
在五眾前行戒
不對治欲心戒
不學聲聞法戒
僧食不公分戒
養蠶戒
棄大向小戒
行路見病捨去戒
捨內學外戒
不信深法戒
瞋慢讚毀戒

一四四

傷慈販賣戒
無根謗人戒
放火損燒戒
法化違宗戒
惜法規利戒
依官強乞戒
無知為師戒
鬥謗欺賢戒
不能救生戒
無慈酬怨戒
慢人輕法戒
輕新求學戒
背大向小戒
為主失儀戒
待賓乖式戒
受別請戒
故別請僧戒
惡伎損生戒
違禁行非戒

不聽正法戒
輕毀法師戒
不為助伴戒
不往事病戒
非理不為說法戒
有恩不報戒
患難不慰戒
希求不給戒
不如法攝眾戒
不隨順眾生戒
不隨喜讚揚戒
不行威折戒
不神力折攝戒

不往聽法戒
輕毀法師戒
不為助伴戒
辱打法師戒
不隨眾生心戒
不瞻視病人戒
不呵勸惡人戒
畜白衣物戒
金銀器受食戒
受恩不念戒
有恩不報戒
患難不慰戒
畜眾不施四事戒
不隨喜讚揚戒
床高過八指戒
不隨行威折戒
不隨行現神力折攝戒

菩薩戒燈傳千古

見厄不救戒
畜作非法戒
觀聽作惡戒
堅持守心戒
不發大願戒
不自作誓戒
故入難處戒
眾坐乖儀戒
應講不講戒
受戒非儀戒
無德詐師戒
非處說戒戒
故毀禁戒戒
不敬經律戒
不化眾生戒
說法乖儀戒
非法立制戒
自壞內法戒

一四五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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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2. 41.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32.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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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六

一四七

輕戒第六條是「入
白衣舍不能說法
戒」：若到白衣舍
不能說法開示，教
化令其供養佛法
僧寶，是名犯重。
輕戒第八條是「輕
慢障法施戒」：菩
薩輕心、慢心，不
為請法者說者，得
罪。

不至其所，不受所 心，懷恚惱心，而不 施其法，是名有犯。
請。
給施，是名有犯。
輕戒第五條是「不
受重寶施戒」：面
對慇懃奉施，由嫌
恨心，或恚惱心，
違拒不受，是名有
犯。
輕戒第五條是「不
受檀越供施戒」：
制立菩薩憍慢、瞋
恨、輕賤，不往受
檀越供施者得罪。
輕戒第七條是「不
受重寶施戒」：重
寶奉施菩薩，菩薩
應受；若不受者，
得罪。

供養三寶
接受供養
希求不給
法施
輕 戒 第 二 十 六 是 輕戒第二十七是「受
「待賓乖式戒」： 別請戒」：應當有利
不得獨受利養，應 養 和 十 方 僧 均 分 的
當 和 客 僧 均 分 利 思想，不得接受各別
養。
的請客，那等同取十
輕 戒 第 二 十 八 是 方僧物入己。
「故別請僧戒」：
制立供養僧人
時，應當次第請，
人人都可以接受
到供養，不得別請
僧人
第一條輕戒是「不供 輕戒第四條是「不 輕 戒 第 三 十 八 條 是 輕戒第六條是「不施
三寶戒」：不得空度 應供受襯戒」：不 「希求不給戒」：面 其法戒」：面對求法
日夜，應當以身口意 得憍慢所制，懷嫌 對 有 求 者 來 正 悕 求 時，懷嫌恨心、懷恚
日日供養三寶。
恨心、懷恚惱心， 飲 食 等 事 ， 懷 嫌 恨 惱心，嫉妬變異，不

（二）菩薩輕戒的布施思想簡表

梵
網
經
菩
薩
戒

瑜
伽
菩
薩
戒

第一條輕戒是「不供
塔像經卷戒」：對塔
像、經卷、讀誦之人
千萬，菩薩不以華香
供養、禮拜，不能讚
菩 歎，心不歡喜，乃至
薩 一念，是名犯重。
善
戒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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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1.

2.
1.
2.

1.

2.

》
《
》
《
》

《

優
婆
塞
戒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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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戒
飲酒戒
食肉戒
食五辛戒
不舉教懺戒
依官強乞戒
為主失儀戒
惡伎損生戒
觀聽作惡戒
故入難處戒
眾坐乖儀戒
無根謗人戒
鬥謗欺賢戒
違禁行非戒
不自作誓戒
貪求名利戒
遮罪共不共
15. 7.

21.

棄捨惡人戒
瞋打報復戒

忍辱
無慈酬怨戒

3.

禪定

一四八

倒說菩薩法
戒
一四九

不求禪法戒
不除五蓋戒

般若
不聽經律戒
法化違宗戒
惜法規利戒
慢人輕法戒
輕新求學戒
背大向小戒
堅持守心戒
故毀禁戒戒
不敬經律戒
說法乖儀戒
非法立制戒
自壞內法戒

輕戒第九條是「障
無畏施戒」：若有
惡人能作殺害及
旃陀羅，菩薩若不
親近、往返，為說
正法者，得罪。
輕戒第四條是「見乞 輕 戒 第 二 十 四 條 是
不給戒」：見有乞者 「 僧 不 聽 輒 自 說 法
不 能 多 少 隨 宜 分 戒」：僧若不聽，說
與，空遣還者，是優 法讚歎，輒自作者，
婆塞得失意罪。
是優婆塞得失意罪。

精進

耽著睡眠戒
虛談棄時戒

23. 22.

第一條輕戒是「不
供養父母師長
戒」：不能供養父
母、師長，是優婆
塞得失意罪。
輕戒第二十三條
是「得新食不先供
三寶戒」：若得新
穀、果苽、菜茹，
不先奉獻供養三
寶，先自受者，是
優婆塞得失意罪。

布施
待賓乖式戒
受別請戒
故別請僧戒
8. 2. 36. 30. 19. 13. 38. 37. 33. 29. 25. 17. 5. 4. 3. 2.

（三）菩薩輕戒的六度思想簡表
28. 27. 26.

不供三寶戒
不應供受襯

48. 47. 46. 44. 43. 34. 24. 23. 22. 16. 15. 7.
12.

梵
網
經
菩
薩
戒

4. 1.

參、持守篇 二、菩薩戒的輕戒

21. 20.

1.
2.

》
《
》
《

瑜
伽
菩
薩
戒

菩
薩
善
戒
經

優
婆
塞
戒
經

戒
性罪不共戒
住邪命法戒
不護雪譏謗
戒
愛恚讚毀戒
不漸次受戒
戒
不受貴價衣
戒
與比丘尼同
道行戒
不從非親里
尼受食戒
畜白衣物戒
金銀器受食
床高過八指
戒
23. 17.

16.

40. 18. 17. 16.

為財打人戒

不謙下歸謝
戒
懷瞋不捨戒
辱打法師戒

不行悔謝戒
不受悔謝戒
懷忿不捨戒
不隨順眾生
戒

非時睡眠戒
虛談棄時戒

31. 29. 28. 27. 26. 25.

不往聽法戒

妄稱菩薩不
樂涅槃不畏
煩惱戒
不學聲聞法
戒
棄大向小戒
捨內學外戒
不信深法戒
不往聽法戒

不學小法戒
背大向小戒
捨內學外戒
專習異論戒
不信深法戒
不聽正法戒

一五○

14.

一五一

貪味靜慮戒

30. 28. 27.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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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
不受重寶施
戒
不施其法戒
希求不給戒

不供塔像經
卷戒
不受檀越供
施戒
入白衣舍不
能說法戒
不受重寶施
戒
輕慢障法施
戒
障無畏施戒

不供養父母
師長戒
見乞不給戒
得新食不先
供三寶戒
僧不聽輒自
說法戒

不護雪譏謗
戒
瞋慢讚毀戒
貪著利養戒
默認是聖賢
戒
不對治欲心
戒
耽樂飲酒戒
不持六齋戒
受僧用物戒
飲有蟲水戒
險難獨行戒
獨宿尼寺戒
以殘食施四
眾戒
不蓄三衣鉢
杖戒
作田不求淨
13.

參、持守篇 二、菩薩戒的輕戒

8.

25.

13. 10. 9.
30.
4.
11.
18.
19.
44. 38. 37.
15.
12. 2. 29.
24.
14. 12. 11. 10. 9. 7. 2.
17.
18.

5.
38. 6.
1.
5.
6.
7.
8.
9.
1.
23. 4.
24.

》
《
》
《
》
《

22. 21.

24.

（
）妄語戒

水陸種處
販賣斗秤不
平戒
非處非時行
欲戒
商賈不輸官
稅戒
在五眾前行
戒
僧食不公分
戒
養蠶戒
見他毀戒心
生憍慢戒

不得故自讚毀他。四、不得故謗三寶藏、菩薩藏。

一五二

佛身盡未來際：一、不得故妄語。二、不得故說在家出家菩薩罪過。三、

由各菩薩戒本的制立重戒觀之，和口業相關的重戒有四條：從今身至

（一）菩薩重戒的口業持守

三、菩薩戒的口業持守

菩薩戒燈傳千古

19.
20.
21.
25.
26.
6.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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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三

眾生的恭敬禮拜，豐厚的利養，對於一般凡夫都是極具吸引人的誘

人宣說自己的不實成就。

未證聖道，自是應當誠實地以自己為凡夫，更不會為了名聞利養，而向他

自己在修道路上倘若有所成就，自是得意淡然，不會向人宣說；何況自己

菩薩應當真心向道，淡泊名利—不會戀著恭敬，也不會貪愛利養，

真的品格。

比丘尼戒、菩薩戒，都有制立大妄語戒，而要求修行人誠實，長養正直純

就口業而言，五戒、八關齋戒、沙彌戒、沙彌尼戒、式叉戒、比丘戒、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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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一五四

惑，為了保護慧命的淨潔，為了培養淡泊名利的清貴人格，佛就在各種戒
律中，都一律制立不妄語戒，不允許佛弟子打大妄語。
不過，在《梵網經菩薩戒》
、
《菩薩瓔珞本業經》
、
《菩薩善戒經》都是
制立妄語戒為菩薩戒的重戒，而要菩薩戒弟子不可以「不見言見、見言不
見」，而且要從今身至佛身，乃至盡未來際，都不只自不妄語，也不可以
教人妄語；並沒有制立違犯大妄語，才算是毀犯菩薩戒的重戒，只有《優
婆塞戒經》明白地制立說大妄語才是毀犯菩薩重戒。
現列舉簡表比較各菩薩戒本的不妄語之戒條內容：
持戒態度
結犯
《菩薩瓔珞本業經》 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
於其中間不得故妄語
《梵網經菩薩戒》
菩薩常生正語、正見，亦生一切 自妄語、教人妄語、方便妄語，

４６：
《菩薩善戒經》第十二條輕戒，亦制立了默認聖賢戒。

眾生正語、正見

雖為身命，不得虛說

）說四眾過戒

《優婆塞戒經》

（

妄語因、妄語緣、妄語法、妄語
業
乃至不見言見、見言不見、身心
妄語
而反更起一切眾生邪語、邪見、
邪業者
不得虛說：我得不淨觀至阿那含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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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五

而且是制在菩薩戒的重戒，殷重懇切地付託佛弟子切勿說了四眾弟子的過

悲心，佛教才會興隆；所以佛教會制菩薩戒不允許佛弟子說四眾的過失，

說人過失，傷己悲心—人人不忍心說四眾弟子的過失，人人長養慈

失，就會造成別人名聲不好，而被毀罵，容易造成不和合。

佛教以和合為貴，和合，道場才能興隆，如果我們說了四眾弟子的過

作為一個菩薩，當以慈悲為考量，養成不說四眾弟子過失的習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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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而應該善護口業，莫讓三寶弟子謗聲流佈才好。

一五六

在各菩薩戒本中，為菩薩戒弟子制立不說四眾過失的菩薩戒本，有《梵
網經菩薩戒》、《菩薩瓔珞本業經》、《優婆塞戒經》，都制立說四眾過是毀
犯了菩薩重戒，違失菩薩的慈悲心海；而《瑜伽菩薩戒》
、
《菩薩地持經》、
《菩薩善戒經》則沒有制立不說四眾過為菩薩重戒。
現列舉比較各菩薩戒本的不說四眾過戒的戒文如下：
持戒態度
結犯
於其中間不得故說在家、出家菩薩
《菩薩瓔珞本業經》 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
罪過
自說出家、在家菩薩比丘、比丘
菩薩聞外道惡人及二乘惡人說
尼罪過，教人說罪過
《梵網經菩薩戒》
佛法中非法、非律，常生悲心教
過因、罪過緣、罪過法、罪過業
化是惡人輩，令生大乘善信
菩薩反更自說佛法中罪過
不得宣說比丘、比丘尼、優婆塞、
優婆夷所有過罪
雖為身命，不得宣說

）自讚毀他戒

《優婆塞戒經》

（

1.

3. 2.

參、持守篇 三、菩薩戒的口業持守

一五七

則是制立自讚其身是毀犯菩薩重戒，而《優婆塞戒經》並沒有制立自讚毀

戒》
、
《菩薩地持經》都制立自讚毀他是毀犯了菩薩重戒；而《菩薩善戒經》

在各菩薩戒本中，《梵網經菩薩戒》、《菩薩瓔珞本業經》、《瑜伽菩薩

忍心毀罵別人，而不會出現毀他的情形。

就待人而言，我們應當長養慈心，慈悲心一引發，自能悲愍別人，不

讚揚，不求利養，如此則不會出現個人讚美自己的情形。

就自持而言，我們應當淡泊名利，視名利如浮雲，淡淡然就好；不求

能基於嫉妒心，而會出現毀他的現象。

向他人尋求讚揚、恭敬，而會出現自讚的現象；見到他人得到名利，也可

悲，而不毀他。如果佛弟子的純淨心田被名利染污，就會不真心向道，而

當一個受持菩薩戒的佛弟子，應當遠離名利，而不自讚；應當長養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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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為菩薩重戒。

一五八

於其中間不得故自讚毀他

結犯

現列舉簡表比較各菩薩戒本的不自讚毀他的戒文如下：
持戒態度
《菩薩瓔珞本業經》 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

《梵網經菩薩戒》

若諸菩薩為欲貪求利養恭敬，自讚毀他

自讚毀他，亦教人自讚毀他，
毀他因、毀他緣、毀他法、毀他業
若自揚己德，隱他人好事，令他人受
毀

《瑜伽菩薩戒》
菩薩為貪利故，自歎己德，毀呰他人

菩薩應代一切眾生受加毀
辱，惡事向自己，好事與他
人

《菩薩地持經》

）謗三寶戒

菩薩若為貪利養故，自讚其身

（

《菩薩善戒經》

3. 2. 1.

或者謗菩薩藏為毀犯菩薩重戒。
現列舉簡表比較各菩薩戒本的不謗三寶的戒文如下：
參、持守篇 三、菩薩戒的口業持守

一五九

則是制立謗菩薩藏是毀犯菩薩重戒，而《優婆塞戒經》則沒有制立謗三寶，

寶是毀犯了菩薩重戒；而《瑜伽菩薩戒》、《菩薩地持經》、《菩薩善戒經》

在各菩薩戒本中，《梵網經菩薩戒》、《菩薩瓔珞本業經》都制立謗三

於菩薩藏的言詞和文字，則也算是毀謗菩薩藏，毀犯到菩薩重戒。

寶貴資糧，倘若有佛弟子毀謗了菩薩藏，言大乘非佛說，或提及其他不利

由於大乘菩薩藏提倡自利利他，其深刻的菩提心和無二慧更是佛教的

受持著這條菩薩戒的重戒。

對三寶有著真切的信心，就不會對三寶起毀謗；不謗三寶，就是有在

證悟佛果的修行人，莫謗僧。

佛是眾聖中尊，莫謗佛；法是佛所證悟的真理，莫謗法；僧是修法要

以對三寶起絲毫毀謗之心，更莫要形於言詞、文字而毀謗了三寶。

既然作為一名佛教的菩薩戒弟子，就應該時常感念三寶的恩澤，不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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毀謗戒

）止持

（二）菩薩輕戒的口業持守

一六○

持戒態度
結犯
《菩薩瓔珞本業經》 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
於其中間不得故謗三寶藏
自謗三寶，教人謗三寶
菩薩見外道及以惡人一言謗
謗因、謗緣、謗法、謗業
《梵網經菩薩戒》
佛音聲，如三百鉾刺心，況
不生信心、孝順心，而反更助惡人、
口自謗
邪見人謗
若諸菩薩謗菩薩藏，愛樂宣說開示建立
《瑜伽菩薩戒》
像似正法，於像似法或自信解，或隨他
轉
菩薩謗菩薩藏，說相似法，熾然建立於
《菩薩地持經》
相似法，若心自解，或從他受
菩薩若有同師、同學誹謗菩薩方等法
《菩薩善戒經》
藏，受學頂戴相似非法者，不應共住，
若定知已，不得向人讚歎其德
3. 2. 1.

４７

參、持守篇 三、菩薩戒的口業持守

一六一

４７：
《瑜伽菩薩戒》大 30,519b21；
《菩薩善戒經》第二十九三條輕戒，瞋慢讚毀戒：
「若菩薩生瞋慢心，自

是染違犯。」

律儀，於他人所，有染愛心，有瞋恚心，自讚毀他，是名有犯，有所違越，

《瑜伽菩薩戒》第三十條輕戒，愛恚讚毀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

惡不造，若故作者，犯輕垢罪。」

以惡心故，見持戒比丘手捉香爐，行菩薩行，而鬪搆兩頭，謗欺賢人，無

《梵網經菩薩戒》輕戒的第十九條是鬥謗欺賢戒，其文云：
「若佛子！

墮不如意處者，犯輕垢罪。」

十重，於父母、兄弟、六親中，應生孝順心、慈悲心，而反更加於逆害，

以惡心故，無事謗他良人、善人、法師、師僧、國王、貴人，言犯七逆、

《梵網經菩薩戒》輕戒的第十三條是無根謗人戒，其文云：
「若佛子！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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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二

《瑜伽菩薩戒》第三十二條輕戒，輕毀法師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

４８

戒律儀，於說法師故思輕毀，不深恭敬，嗤笑調弄：但依於文，不依於義，
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不當言說戒

４９

參、持守篇 三、菩薩戒的口業持守

一六三

４９：
《菩薩善戒經》第十四條輕戒，妄稱菩薩不樂涅槃不畏煩惱戒：
「若言菩薩不樂涅槃，亦非不樂，不畏
煩惱，亦非不畏。何以故？流轉生死故；若菩薩作是言得罪。何以故？菩薩樂於涅槃，聲聞、緣覺所
不能知，聲聞、緣覺所樂涅槃，於菩薩樂百分千分百千萬分乃至無有一分；菩薩呵責畏於煩惱，聲聞、

阿羅漢無雜染法。」

勤修正行，是故菩薩當勤修集無雜染心，於有漏事隨順而行，成就勝出諸

胝，以諸聲聞唯為一身證得義利勤，修正行，菩薩普為一切有情證得義利，

菩薩於大涅槃忻樂親近，於諸煩惱及隨煩惱深心厭離，其倍過彼百千俱

何以故？如諸聲聞於其涅槃忻樂親近，於諸煩惱及隨煩惱深心厭離，如是

無數劫流轉生死求大菩提；若作此說，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於諸煩惱及隨煩惱，不應怖畏而求斷滅，不應一向心生厭離，以諸菩薩三

戒律儀，起如是見，立如是論：菩薩不應忻樂涅槃，應於涅槃而生厭背，

《瑜伽菩薩戒》第十二條輕戒，倒說菩薩法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

言：持戒、多聞、智慧，悉勝汝者；得罪，是罪因煩惱犯。」
４８：
《瑜伽菩薩戒》大 30,519c09；
《菩薩善戒經》第三十一條輕戒，輕毀法師戒：
「若菩薩輕說法者，不生
恭敬，不讚其德，嗤笑所說辭義不正者，得罪。」

惡人前說七佛教戒者，犯輕垢罪。」

生生不見三寶，如木石無心，名為外道邪見人輩，木頭無異。而菩薩於是

人前亦不得說，除國王，餘一切不得說；是惡人輩不受佛戒，名為畜生，

不得為利養故，於未受菩薩戒者前，若外道、惡人前說此千佛大戒，邪見

《梵網經菩薩戒》輕戒的第四十二條是非處說戒戒，其文云：
「若佛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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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四

《瑜伽菩薩戒》第二十一條輕戒，虛談棄時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
戒律儀，懷愛染心談說世事，虛度時日，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５０

不行悔謝戒

）作持

參、持守篇 三、菩薩戒的口業持守

５１

一六五

薩淨戒律儀，見諸有情為求現法後法事故，廣行非理，懷嫌恨心，懷恚惱

《瑜伽菩薩戒》第三十五條輕戒，非理不為說法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

疾病，皆應讀誦講說此經律，而新學菩薩若不爾者，犯輕垢罪。」

報、三報、七逆、八難，杻械枷鎖，繫縛其身，多婬、多瞋、多愚癡、多

所吹船舫，江河、大海、羅剎之難，亦應讀誦、講說此經律，乃至一切罪

亦應讀誦講說大乘經律，齋會求福行來治生，大火所燒，大水所，黑風

國難、賊難，父母、兄弟、和上、阿闍梨亡滅之日，及三七日乃至七七日，

所，一切行道處，皆應立之。而菩薩應為一切眾生講說大乘經律，若疾病、

常應教化一切眾生，建立僧房、山林、園田，立作佛塔，冬夏安居坐禪處

《梵網經菩薩戒》輕戒的第三十九條是應講不講戒，其文云：
「若佛子！

（

緣覺所不能知。聲聞、緣覺呵責畏於煩惱，於菩薩呵責畏於煩惱，百分千分百千萬分乃至無有一分。
何以故？聲聞、緣覺但為自利，不能利他，菩薩不爾，自利利他故；菩薩雖行有漏故，勝羅漢，終日
處漏，煩惱不污，是故得罪。」
５０：
《菩薩善戒經》第二十二條輕戒，虛談棄時戒：「若菩薩共談世事無益之言，得罪。」
５１：
《菩薩善戒經》第十六條輕戒，不謙下歸謝戒：
「若有菩薩共相譏呵，若實、不實，菩薩即應謙下歸謝，
若不能者，得罪。」

不如理謝，而生輕捨，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律儀，於他有情有所侵犯，或自不為，彼疑侵犯，由嫌嫉心，由慢所執，

《瑜伽菩薩戒》第十六條輕戒，不行悔謝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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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一六六

心，不為宣說如實正理，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瑜伽菩薩戒》第三十七條輕戒，患難不慰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

５３

戒律儀，見諸有情墮在喪失財寶、眷屬、祿位難處，多生愁惱，懷嫌恨心，
不往開解，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瑜伽菩薩戒》第四十一條輕戒，不隨喜讚揚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

５４

淨戒律儀，懷嫌恨心，他實有德，不欲顯揚，他實有譽，不欲稱美，他實
妙說，不讚善哉，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５２：
《瑜伽菩薩戒》大 30,0520a11
５３：
《瑜伽菩薩戒》大 30,520a29；
《菩薩善戒經》第四十一條輕戒，患難不慰戒：
「菩薩若受菩薩戒已，見
有苦人若死、失物、王、賊、水、火、親屬離別，應往其所說法慰喻，隨其所須，任力給施，若不能
者，犯罪。」
５４：
《瑜伽菩薩戒》大 30,520c08，
《菩薩善戒經》第四十三條輕戒，不隨喜讚揚戒：「菩薩若受菩薩戒已，
應常讚歎他人善事，若隱他德者，得罪，是罪因煩惱犯。」

《菩薩善戒經》第六條輕戒，入白衣舍不能說法戒：
「若到白衣舍不能
說法，開示、教化令其供養佛法僧寶，是名犯重，不名八重。」
《菩薩善戒經》第十三條輕戒，非法戲笑不呵戒：
「若菩薩入僧中時，
見有諸人非法戲笑，不呵責者，得罪。
不犯者：若聽法時為調伏故，為隨心說法故，為能利益故。」
《菩薩善戒經》第二十三條輕戒，慢心不問師受教戒：
「若菩薩憍慢心
故，不諮問師，不受師教，得罪。」

一六七

《菩薩善戒經》第三十六條輕戒，不呵勸惡人戒：
「菩薩若受菩薩戒已，
見惡眾生修行惡法，不能教呵、勸勉之者，得失意罪。」

四、菩薩戒的意業持守
（一）
《菩薩瓔珞本業經》十無盡戒的意業持守
參、持守篇 四、菩薩戒的意業持守

菩薩戒燈傳千古

一六八

《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下所列舉的十無盡戒，重視持戒的時効是「從
今身至佛身盡未來際」，於其中間不得故殺生，不得故妄語，不得故婬，
不得故盜，不得沽酒，不得故說在家出家菩薩罪過，不得故慳，不得故瞋，
不得故自讚毀他，不得故謗三寶藏，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聖法。
依文觀之，此戒本注重不得故意毀犯戒律，就身業而言，是不得故殺
生，不得故婬，不得故盜，不得沽酒；就口業而言，是不得故妄語，不得
故說在家出家菩薩罪過，不得故自讚毀他，不得故謗三寶藏；就意業而言，
是不得故慳，不得故瞋。
有著清淨的意業，我們的身口業才會清淨，才會如法如律，因此，我
們除了持守意業的不得故慳，不得故瞋；我們的意業也有必要持守不得故
殺生，不得故婬，不得故盜，不得沽酒；不得故妄語，不得故說在家出家
菩薩罪過，不得故自讚毀他，不得故謗三寶藏；才是一名持守菩薩戒如法

清淨的佛弟子。

）《梵網經菩薩戒》菩薩十重戒的意業持守

（二）
《梵網經菩薩戒》的意業持守
（

參、持守篇 四、菩薩戒的意業持守

一六九

《梵網經菩薩戒》的婬戒，也重視「慈悲心、孝順心」
，提及「乃至一

犯菩薩波羅夷罪。

生佛性孝順慈悲心，常助一切人生福、生樂，而反更盜人財物者」，會結

神、有主劫賊物、一切財物，一針、一草不得故盜」；戒文重視「菩薩應

《梵網經菩薩戒》的盜戒，也重視「慈悲心、孝順心」
，提及「乃至鬼

夷罪。

心，方便救護一切眾生」
；戒文重視「自恣心快意殺生」
，會結犯菩薩波羅

戒而言，提及「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殺，是菩薩應起常住慈悲心、孝順

《梵網經菩薩戒》的菩薩十重戒當中，重視「慈悲心、孝順心」
，以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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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切女人不得故婬；戒文重視「菩薩應生孝順心，救度一切眾生，淨法與人；
而反更起一切人婬」，會結犯菩薩波羅夷罪。
《梵網經菩薩戒》的故妄語戒、酤酒戒、故妄語、不得說四眾罪過戒、
不得自讚毀他戒並沒有提及意業的持守；在不得慳惜加毀則有提及「菩薩
見一切貧窮人來乞者，隨前人所須一切給與」
；而菩薩以「惡心瞋心」
，
「乃
至不施一錢、一針、一草；有求法者，不為說一句、一偈、一微塵許法，
而反更罵辱者」，會結犯菩薩波羅夷罪。
《梵網經菩薩戒》的不得瞋心不受悔，有提及「於一切眾生中，乃至
於非眾生中，以惡口罵辱，加以手打，及以刀杖，意猶不息；前人求悔，
善言懺謝，猶瞋不解者，是菩薩波羅夷罪」，文中提及以瞋心不接受別人
的善言懺謝，會結犯菩薩波羅夷罪。
《梵網經菩薩戒》的不得謗三寶戒主張菩薩應當生起「信心、孝順心」
，

不應當自謗三寶、教人謗三寶，反更助惡人、邪見人謗三寶，會結犯菩薩

）《梵網經菩薩戒》菩薩四十八輕戒的意業持守

波羅夷罪。
（

參、持守篇 四、菩薩戒的意業持守

一七一

外道邪見論等，犯輕垢罪；菩薩惡求、多求、教他人求，都「無慈心、無

《梵網經菩薩戒》提及：菩薩以「惡心、瞋心」
，橫教他二乘聲聞經律、

則毀犯輕戒；以「惡心」故，放大火，燒山林、曠野，則毀犯輕戒。

故，無事謗他良人、善人、法師、師僧、國王、貴人，言犯七逆、十重，

《梵網經菩薩戒》主張：菩薩應當起「孝順心、慈悲心」
，反生「惡心」

若經義律義，「輕心、惡心、慢心」，不一一好答問者，犯輕垢罪。

而不諮受先學法師經律，則毀犯輕戒；在輕新求學戒提及：新學菩薩來問

心、癡心」
，而輕慢師長，則毀犯輕戒；在慢人輕法戒則提及：以「憍慢」

《梵網經菩薩戒》提及：應當起「孝順心、恭敬心」
，反生「憍心、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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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二

孝順心」者，犯輕垢罪；在堅持守心戒提及：發菩提心，念念不去心；若
起「一念二乘外道心」者，犯輕垢罪；而菩薩法師，以「惡心」而不即與
授一切眾生戒者，犯輕垢罪。

）《瑜伽菩薩戒》四種重戒的意業持守

（三）
《瑜伽菩薩戒》的意業持守
（

嫌恨
恚惱

饒益心

貪著
愛染

）《瑜伽菩薩戒》四十三輕戒的意業持守
憍慢
不恭敬
○

○

嫌嫉
○

一七三

嬾惰
懈怠
○

名為菩薩四種他勝處法」；此戒制立不得以愚癡邪見謗菩薩藏。
（

不供三寶戒
貪求名利戒

參、持守篇 四、菩薩戒的意業持守

失念
忘念
○

示建立像似正法，於像似法或自信解或隨他轉，是名第四他勝處法，如是

《瑜伽菩薩戒》的謗菩薩藏戒提及：
「若諸菩薩謗菩薩藏，愛樂宣說開

得不捨怨結。

怨結，是名第三他勝處法」；此戒制立對於別人來道歉時，內心的意業不

損惱有情，內懷猛利忿恨意樂，有所違犯；他來諫謝，不受、不忍、不捨

緣，不唯發起粗言便息；由忿蔽故，加以手足、塊石、刀杖，捶打、傷害、

《瑜伽菩薩戒》的故瞋戒提及：
「若諸菩薩長養如是種類忿纏，由是因

對求財者和求法者，不得慳財和慳法。

現在前，性慳法故，雖現有法而不給施，是名第二他勝處法」；此戒制立

有貧、無依、無怙，正求財者來現在前，不起哀憐而修惠捨；正求法者來

《瑜伽菩薩戒》的故慳戒提及：
「若諸菩薩現有資財，性慳財故，有苦、

自讚毀他。

讚毀他，是名第一他勝處法」；文中制立不得為了貪求利養恭敬，而毀犯

《瑜伽菩薩戒》的自讚毀他戒提及：
「若諸菩薩為欲貪求利養恭敬，自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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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敬有德同法
不應供受襯戒
不受重寶施戒
棄捨惡人戒
性罪不共戒
不行悔謝戒
不受悔謝戒
染心御眾戒
耽著睡眠戒
虛談棄時戒
不求禪法戒
不除五蓋戒
貪味靜慮戒
專習異論戒
不信深法戒
愛恚讚毀戒
不聽正法戒
輕毀法師戒
不為助伴戒

不往事病戒
非理不為說法戒
有恩不報戒
患難不慰戒
希求不給戒
不如法攝眾戒
不隨順眾生戒
不隨喜讚揚戒
不行威折戒

○
○

○

○

○
○

○
○
○
○

○

○

○
○

○

一七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菩薩地持經》四重戒的意業持守

（四）
《菩薩地持經》的意業持守
（

德，毀呰他人。

參、持守篇 四、菩薩戒的意業持守

一七五

○
○
○
○

○

他人，是名第一波羅夷處法」；戒文制立菩薩不得為了貪求利養而自歎己

《菩薩地持經》的自讚毀他戒提及：
「菩薩為貪利故，自歎己德，毀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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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六

《菩薩地持經》的故慳戒提及：
「菩薩自有財物，性慳惜故，貧苦眾生
無所依怙來求索者，不起悲心給施所求；有欲聞法，吝惜不說，是名第二
波羅夷處法」；此戒制立菩薩不得慳財不施，吝法不施。
《菩薩地持經》的故瞋戒提及：
「菩薩瞋恚，出粗惡言，意猶不息，復
以手打，或加杖石，殘害、恐怖、瞋恨增上；犯者求悔，不受其懺，結恨
不捨，是名第三波羅夷處法」；此戒制立菩薩不得瞋恨不接受別人的求懺
悔。
《菩薩地持經》的謗菩薩藏戒提及：
「菩薩謗菩薩藏說，相似法熾然，

○
○
○

○
○
○
○
○
○

懈怠
○

○

○

惡心

○

一七七

建立於相似法；若心自解，或從他受，是名第四波羅夷處法」；此戒制立

瞋

○

○

慢
○

）《菩薩地持經》四十六輕戒的意業持守

不得謗菩薩藏。
（

貪著
○

○
○

○

參、持守篇 四、菩薩戒的意業持守

不供塔像經卷
貪著利養戒
不敬宿德同學戒
不受檀越供施戒
輕慢障法施戒
不受貴價衣戒
懷瞋不捨戒
與比丘尼同道行戒
染心御眾戒
非時睡眠戒
慢心不問師受教戒
不對治欲心戒
瞋慢讚毀戒
不往聽法戒
輕毀法師戒
辱打法師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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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善戒經》八重法的意業持守

（五）
《菩薩善戒經》的意業持守
（

瞋

慢
○

○

放逸

）《菩薩善戒經》四十五輕戒的意業持守
貪著
○
○

○
○
○

懈怠
○

頂戴相似非法者，不應共住；也不得向人讚歎其德。
（

不供塔像經卷戒
貪著利養戒
不敬宿德同學戒
不受檀越供施戒
輕慢障法施戒

參、持守篇 四、菩薩戒的意業持守

○

一七八

一七九

惡心

是名菩薩第八重法」
；此戒制立若有同師、同學誹謗菩薩方等法藏，受學、

法藏，受學、頂戴相似非法者，不應共住；若定知已，不得向人讚歎其德，

《菩薩善戒經》謗菩薩藏戒提及：
「菩薩若有同師、同學誹謗菩薩方等

歉，不得不受其懺，故懷瞋恨。

七重法」；此戒制立佛弟子不得對不應加惡的人打罵或瞋忿，倘若別人道

罵，前人求悔，不受其懺，故懷瞋恨，增長不息，心不淨者，是名菩薩第

或杖，或石，惡聲罵辱，或時無力不能打罵，心懷瞋忿；若為他人之所打

《菩薩善戒經》瞋不受悔戒提及：
「菩薩若瞋，不應加惡，若以手打，

法，以便對治慳吝心。

是名菩薩第六重法」；戒文中制立佛弟子面對乞財法者，不得貪惜不施財

乞索，菩薩貪惜，不施乃至一錢之物；有求法者，惜不施，乃至一偈，

《菩薩善戒經》貪惜不施戒提及：
「若有貧窮受苦惱者，及以病人來從

身。

菩薩地，是名菩薩第五重法」；此戒不允許佛弟子為了貪著利養而自讚其

重戒是自讚其身，提及：「菩薩若為貪利養故，自讚其身：得菩薩戒，住

《菩薩善戒經》八重法當中，四重戒的殺盜婬妄同於餘戒本，第五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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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貴價衣戒
不謙下歸謝戒
懷瞋不捨戒
與比丘尼同道行戒
染心御眾戒
非時睡眠戒
慢心不問師受教戒
不對治欲心戒
瞋慢讚毀戒
不往聽法戒
輕毀法師戒
辱打法師戒
○
○

○

○

○

○
○
○
○
○

）《優婆塞戒經》的六重法的意業持守

（六）
《優婆塞戒經》的意業持守
（

參、持守篇 四、菩薩戒的意業持守

○

○

○

一八○

一八一

說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所有過罪；若破是戒，是人即失優婆塞

《優婆塞戒經》第五條重戒是說四眾過戒，提及：
「雖為身命，不得宣

若破是戒，是人即失優婆塞戒」；此戒制立雖為身命，不得邪婬。

《優婆塞戒經》第四條重戒是邪婬戒，提及：
「雖為身命，不得邪婬，

身命，不得虛說：我得不淨觀，至阿那含。

我得不淨觀，至阿那含；若破是戒，是人即失優婆塞戒」；此戒制立雖為

《優婆塞戒經》第三條重戒是大妄語戒，提及：
「雖為身命，不得虛說：

至一錢。

一錢；若破是戒，是人即失優婆塞戒」；此戒制立雖為身命，不得偷盜乃

《優婆塞戒經》第二條重戒是盜戒，提及：
「雖為身命，不得偷盜乃至

塞戒」；此戒制立雖為天女乃至蟻子，悉不應殺。

女乃至蟻子，悉不應殺；若受戒已，若口教殺，若身自殺，是人即失優婆

《優婆塞戒經》第一條重戒是殺戒，提及：
「優婆塞受持戒已，雖為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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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二

戒」；此戒制立雖為身命，不得宣說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所有
過罪。
《優婆塞戒經》第六條重戒是酤酒戒，提及：
「雖為身命，不得酤酒，

○

布施
○

○

○
○
○
○
○
○
○

○

○
○

○

○

○

持戒

）《優婆塞戒經》之二十八輕戒的意業持守
慈悲

○

○

○

○
○

忍辱

○

一八三

若破是戒，是人即失優婆塞戒」；此戒制立雖為身命，不得酤酒。
（
恭敬

○
○
○

○
○
○

參、持守篇 四、菩薩戒的意業持守

險難獨行戒
獨宿尼寺戒
為財打人戒
以殘食施四眾戒
蓄猫狸戒
蓄獸不淨施戒
不蓄三衣鉢杖戒
作田不求淨水陸種處戒
販賣斗秤不平戒
非處非時行欲戒
商賈不輸官稅戒
犯國制戒
得新食不先供三寶戒
僧不聽輒自說法戒
在五眾前行戒
僧食不公分戒
養蠶戒
行路見病捨去戒

不供養父母師長戒
耽樂飲酒戒
不瞻病苦戒
見乞不給戒
不承迎禮拜尊長戒
見他毀戒心生憍慢戒
不持六齋戒
不往聽法戒
受僧用物戒
飲有蟲水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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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菩薩戒的布施思想
（一）菩薩重戒的貪惜不施戒

一八四

就菩薩戒的重戒而言，和布施相關的戒條是「貪惜不施戒」
，
《菩薩瓔
珞本業經》制立第七條重戒為「不得故慳」
：
「佛子！從今身至佛身盡未來
際，於其中間不得故慳，若有犯非菩薩行，失四十二賢聖法」；文中制立
不得故慳。
《梵網經菩薩戒》則是制立第八條重戒為「不得慳惜加毀」
：
「若佛子！
自慳、教人慳，慳因、慳緣、慳法、慳業，而菩薩見一切貧窮人來乞者，
隨前人所須一切給與，而菩薩以惡心瞋心，乃至不施一錢、一針、一草；
有求法者，不為說一句、一偈、一微塵許法，而反更罵辱者，是菩薩波羅
夷罪」；依文觀之，慳財和慳法，不施乞人及求法者，而加以罵辱，會毀
犯此重戒。

《瑜伽菩薩戒》第二條重戒為「故慳」：「若諸菩薩現有資財，性慳財
故，有苦、有貧、無依、無怙，正求財者來現在前，不起哀憐，而修惠捨；
正求法者來現在前，性慳法故，雖現有法，而不給施，是名第二他勝處法」
；
文中制立慳財和慳法，不施乞人及求法者，會毀犯此重戒。
《菩薩地持經》第二重戒為「故慳戒」：「菩薩自有財物，性慳惜故，
貧苦眾生、無所依怙，來求索者，不起悲心給施所求；有欲聞法，吝惜不
說，是名第二波羅夷處法」；文中制立慳財和慳法，不施乞人及求法者，
會毀犯此重戒。
《菩薩善戒經》第六重戒為「貪惜不施」：「若有貧窮、受苦惱者，及
以病人，來從乞索，菩薩貪惜，不施乃至一錢之物；有求法者，惜不施，

一八五

乃至一偈，是名菩薩第六重法」；文中也是制立慳財和慳法，不施乞人及
求法者，會毀犯此重戒。
參、持守篇 五、菩薩戒的布施思想

菩薩戒燈傳千古

）《梵網經菩薩戒》輕戒的布施思想

（二）菩薩輕戒的布施思想
（

）《瑜伽菩薩戒》輕戒的布施思想

參、持守篇 五、菩薩戒的布施思想

一八六

一八七

若於如來，或為如來造制多所；若於正法，或為正法造經卷所，謂諸菩薩

第一條輕戒是「不供三寶戒」
：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於日日中，

《瑜伽菩薩戒》輕戒有四十八條，涉及布施思想的戒條有五個條目，

（

供養，不得別請僧人，倘若故別請僧，犯輕垢罪。

者，犯輕垢罪」；文中制立供養僧人時，應當次第請，人人都可以接受到

凡夫僧；若別請僧者，是外道法；七佛無別請法，不順孝道；若故別請僧

欲次第請者，即得十方賢聖僧，而世人別請五百羅漢菩薩僧，不如僧次一

菩薩、在家菩薩及一切檀越，請僧福田求願之時，應入僧房問知事人；今

《梵網經菩薩戒》輕戒第二十八是「故別請僧戒」：「若佛子！有出家

請客，那等同取十方僧物入己。

中制立面對受利養時，應當有利養和十方僧均分的思想，不得接受各別的

福田：諸佛聖人、一一師僧、父母、病人物，自己用故，犯輕垢罪」；文

受別請利養入己，而此利養屬十方僧，而別受請，即取十方僧物入己；八

《梵網經菩薩戒》輕戒第二十七是「受別請戒」：「若佛子！一切不得

犯輕垢罪」；文中制立不得獨受利養，應當和客僧均分利養。

不差客僧，僧房主得無量罪，畜生無異，非沙門、非釋種姓；若故作者，

來請眾僧，客僧有利養分，僧房主應次第差客僧受請；而先住僧獨受請，

事事給與；若無物，應賣自身及以男女，供給所須，悉以與之。若有檀越

安居處，及大會中；先住僧應迎來送去，飲食供養、房舍、臥具、繩床，

房中住，後見客菩薩比丘來入僧房、舍宅、城邑、國王宅舍中，乃至夏坐

《梵網經菩薩戒》輕戒第二十六是「待賓乖式戒」：「若佛子！先在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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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八

素怛纜藏，摩怛理迦；若於僧伽，謂十方界已入大地諸菩薩眾，若不以其
或少或多諸供養具，而為供養：下至以身一拜禮敬，下至以語一四句頌，
讚佛法僧真實功德，下至以心一清淨信，隨念三寶真實功德，空度日夜，
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文中制立不得空度日夜，應當以身口意日日供養
三寶。
《瑜伽菩薩戒》輕戒第四條是「不應供受襯戒」：「若諸菩薩安住菩薩
淨戒律儀，他來延請，或往居家，或往餘寺，奉施飲食，及衣服等諸資生
具；憍慢所制，懷嫌恨心、懷恚惱心，不至其所，不受所請；是名有犯，
有所違越，是染違犯」；文中制立不得憍慢所制，懷嫌恨心、懷恚惱心，
不至其所，不受所請。
《瑜伽菩薩戒》輕戒第五條是「不受重寶施戒」：「若諸菩薩安住菩薩
淨戒律儀，他持種種生色、可染、末尼、真珠、琉璃等寶，及持種種眾多

上妙財利、供具，慇懃奉施，由嫌恨心，或恚惱心，違拒不受，是名有犯，
有所違越，是染違犯，捨有情故」；文中制立面對慇懃奉施，由嫌恨心，
或恚惱心，違拒不受，是名有犯。
《瑜伽菩薩戒》輕戒第六條是「不施其法戒」：「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
戒律儀，他來求法，懷嫌恨心、懷恚惱心，嫉妬變異，不施其法，是名有
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文中制立面對求法時，懷嫌恨心、懷恚惱心，
嫉妬變異，不施其法，是名有犯。
《瑜伽菩薩戒》輕戒第三十八條是「希求不給戒」：「若諸菩薩安住菩
薩淨戒律儀，有飲食等資生眾具，見有求者來正悕求飲食等事，懷嫌恨心，
懷恚惱心，而不給施，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文中制立面對

）《菩薩善戒經》輕戒的布施思想
一八九

有求者來正悕求飲食等事，懷嫌恨心，懷恚惱心，而不給施，是名有犯。
（

參、持守篇 五、菩薩戒的布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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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

《菩薩善戒經》輕戒有四十五條，涉及布施思想的戒條有七個條目，
第一條輕戒是「不供塔像經卷戒」
：
「菩薩若受菩薩戒已，若於晝夜，塔像、
經卷、讀誦之人千萬，菩薩不以華香供養、禮拜，不能讚歎，心不歡喜，
乃至一念，是名犯重，不名八重；是名菩薩污心、疑心，有創墮落，起不
淨心；若有所作，無恭敬心；不信故，懈怠故，是名犯重，不名八重。若
無念心，是名犯輕」；文中制立對塔像、經卷、讀誦之人千萬，菩薩不以
華香供養、禮拜，不能讚歎，心不歡喜，乃至一念，是名犯重。
《菩薩善戒經》輕戒第五條是「不受檀越供施戒」：「有篤信檀越來請
菩薩，若自舍、若塔寺、若村落、若國土，供給所須衣服、飲食、臥具、
醫藥；菩薩憍慢、瞋恨、輕賤，不往受者得罪；是罪因煩惱犯」；文中制
立菩薩憍慢、瞋恨、輕賤，不往受檀越供施者得罪。
《菩薩善戒經》輕戒第六條是「入白衣舍不能說法戒」
：
「若菩薩無伴，

獨行至白衣家，得錯謬罪。若到白衣舍不能說法開示，教化令其供養佛法
僧寶，是名犯重，不名八重」；文中制立若到白衣舍不能說法開示，教化
令其供養佛法僧寶，是名犯重。
《菩薩善戒經》輕戒第七條是「不受重寶施戒」
：
「若有檀越以金、銀、
真珠、車磲、馬瑙、琉璃、頗梨、奴婢、車乘、象、馬等物，雜色敷具，
奉施菩薩，菩薩應受；若不受者，得罪；是罪因煩惱犯」；文中制立重寶
奉施菩薩，菩薩應受。
《菩薩善戒經》輕戒第八條是「輕慢障法施戒」
：
「若有眾生為解義故，
欲得聞法，住菩薩所諮啟未聞，菩薩輕心、慢心，不為說者，得罪；是罪
因煩惱犯」；文中制立菩薩輕心、慢心，不為請法者說者，得罪。
《菩薩善戒經》輕戒第九條是「障無畏施戒」：「若有惡人能作殺害及

一九一

旃陀羅，菩薩若不親近、往返，為說正法者，得罪。何以故？菩薩若見持
參、持守篇 五、菩薩戒的布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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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

戒、精進、身口意淨，不生慈悲；若見惡人，能生慈悲。是故菩薩若不為
說，則得犯罪」；文中制立若有惡人能作殺害及旃陀羅，菩薩若不親近、

）《優婆塞戒經》輕戒之布施思想

往返，為說正法者，得罪。
（

失意罪。

六、菩薩戒的持戒思想
）身業戒儀

（一）
《梵網經菩薩戒》輕戒的持戒思想
（

參、持守篇 六、菩薩戒的持戒思想

一九三

落，不淨有作」；文中制立僧若不聽，說法讚歎，輒自作者，是優婆塞得

受持戒已，僧若不聽，說法讚歎，輒自作者，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

《優婆塞戒經》輕戒第二十四條是「僧不聽輒自說法戒」：「若優婆塞

茹，不先奉獻供養三寶，先自受者，是優婆塞得失意罪。

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文中制立若得新穀、果苽、菜

塞受持戒已，若得新穀、果苽、菜茹，不先奉獻供養三寶，先自受者，是

《優婆塞戒經》輕戒第二十三條是「得新食不先供三寶戒」：「若優婆

得失意罪。

不淨有作」；文中制立見有乞者不能多少隨宜分與，空遣還者，是優婆塞

見有乞者不能多少隨宜分與，空遣還者，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

《優婆塞戒經》輕戒第四條是「見乞不給戒」：「若優婆塞受持戒已，

是優婆塞得失意罪。

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文中制立不能供養父母、師長，

「不供養父母師長戒」：「若優婆塞受持戒已，不能供養父母、師長，是優

《優婆塞戒經》輕戒涉及布施思想的戒條有四個條目，第一條輕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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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

《梵網經菩薩戒》輕戒第二條「飲酒戒」提及：
「若佛子！故飲酒，而
生酒過失無量；若自身手過酒器與人飲酒者，五百世無手，何況自飲？不
得教一切人飲，及一切眾生飲酒，況自飲酒？若故自飲、教人飲者，犯輕
垢罪」；文中制立不得教一切人飲，及一切眾生飲酒。
《梵網經菩薩戒》輕戒第三條「食肉戒」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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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故食者，犯輕垢罪」；文中制立一切菩薩
不得食一切眾生肉。
《梵網經菩薩戒》輕戒第四條「食五辛戒」提及：
「若佛子！不得食五
辛：大蒜、革葱、慈葱、蘭葱、興蕖，是五種一切食中不得食；若故食者，
犯輕垢罪」；文中制立不得食五辛。
《梵網經菩薩戒》輕戒第五條「不舉教懺戒」提及：
「若佛子！見一切

眾生犯八戒、五戒、十戒，毀禁七逆、八難、一切犯戒罪，應教懺悔；而
菩薩不教懺悔，共住、同僧利養，而共布薩、同一眾住說戒，而不舉其罪，
教悔過者，犯輕垢罪」；文中制立見一切眾生犯戒罪，應教懺悔。
《梵網經菩薩戒》輕戒第十七條「依官強乞戒」提及：
「若佛子！自為
飲食、錢物、利養、名譽故，親近國王、王子、大臣、百官，恃作形勢，
乞索、打拍、牽挽，橫取錢物，一切求利，名為惡求、多求、教他人求，
都無慈心、無孝順心者。犯輕垢罪」；文中制立不得恃作形勢，乞索、打
拍、牽挽，橫取錢物。
《梵網經菩薩戒》輕戒第二十五條「為主失儀戒」提及：
「若佛子！佛
滅後，為說法主、為僧房主、教化主、坐禪主、行來主，應生慈心，善和
鬪訟；善守三寶物，莫無度用，如自己有；而反亂眾鬪諍，恣心用三寶物

一九五

者，犯輕垢罪」
；文中制立為主而亂眾鬪諍，恣心用三寶物者，犯輕垢罪。
參、持守篇 六、菩薩戒的持戒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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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

《梵網經菩薩戒》輕戒第二十九條「惡伎損生戒」提及：
「若佛子！以
惡心故，為利養故，販賣男女色，自手作食、自磨、自舂、占相男女、解
夢吉凶、是男是女、呪術、工巧、調鷹方法，和合百種毒藥、千種毒藥、
蛇毒、生金銀、蠱毒，都無慈心；若故作者。犯輕垢罪」；文中制立不得
以惡心故，為利養故，販賣男女色。
《梵網經菩薩戒》輕戒第三十三條「觀聽作惡戒」提及：
「若佛子！以
惡心故，觀一切男女等鬪，軍陣、兵將、劫賊等鬪；亦不得聽吹貝、鼓角、
琴瑟、箏笛、箜篌、歌叫、伎樂之聲；不得摴蒲、圍碁、波羅賽、戲彈碁、
六博、拍毬、擲石、投壺、八道、行城、爪鏡、蓍草、楊枝、鉢盂、髑髏，
而作卜筮；不得作盜賊使命，一一不得作；若故作者，犯輕垢罪」；文中
制立不得以惡心故，觀一切男女等鬪。
《梵網經菩薩戒》輕戒第三十七條「故入難處戒」提及：
「若佛子！常

應二時頭陀，冬夏坐禪、結夏安居，常用楊枝、澡豆、三衣、瓶、鉢、坐
具、錫杖、香爐、漉水囊、手巾、刀子、火燧、鑷子、繩床、經、律、佛
像、菩薩形像；而菩薩行頭陀時，及遊方時，行來百里千里，此十八種物
常隨其身；頭陀者：從正月十五日至三月十五日，八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五
日，是二時中，此十八種物常隨其身，如鳥二翼。若布薩日，新學菩薩半
月半月布薩，誦十重四十八輕戒；時於諸佛菩薩形像前，一人布薩，即一
人誦；若二人三人，乃至百千人，亦一人誦；誦者高座，聽者下坐；各各
披九條、七條、五條袈裟，結夏安居一一如法。若頭陀時莫入難處，若國
難、惡王、土地高下、草木深邃，師子、虎、狼、水、火、風難，及以劫
賊、道路、毒蛇，一切難處悉不得入；若頭陀行道，乃至夏坐安居，是諸

一九七

難處悉不得入；若故入者，犯輕垢罪」；文中制立是諸難處悉不得入；若
故入者，犯輕垢罪。
參、持守篇 六、菩薩戒的持戒思想

）口業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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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業戒行

參、持守篇 六、菩薩戒的持戒思想

一九八

一九九

復作是願：寧以此身受三百鉾刺經一劫二劫，終不以破戒之身，受信

心檀越百種床座。

復作是願：寧以此身臥大猛火羅網熱鐵地上，終不以破戒之身，受信

口，食信心檀越百味飲食。

復作是願：寧以此口吞熱鐵丸，及大流猛火經百千劫，終不以破戒之

檀越一切衣服。

復作是願：寧以熱鐵羅網千重周匝纏身，終不以破戒之身，受於信心

犯三世諸佛經律，與一切女人作不淨行。

十大願已，持佛禁戒，作是願言：寧以此身投熾然猛火大坑刀山，終不毀

《梵網經菩薩戒》輕戒第三十六條「不自作誓戒」提及：
「若佛子！發

（

月，作殺生、劫盜、破齋、犯戒者，犯輕垢罪。

犯輕垢罪」；文中制立不得以惡心故，自身謗三寶，於六齋日，年三長齋

會、婬色、縛著，於六齋日，年三長齋月，作殺生、劫盜、破齋、犯戒者，

心故，自身謗三寶，詐現親附，口便說空，行在有中；為白衣通致男女交

《梵網經菩薩戒》輕戒第三十條「違禁行非戒」提及：
「若佛子！以惡

造；若故作者，犯輕垢罪」；文中制立不得以惡心鬪搆兩頭，謗欺賢人。

心故，見持戒比丘手捉香爐，行菩薩行，而鬪搆兩頭，謗欺賢人，無惡不

《梵網經菩薩戒》輕戒第十九條「鬥謗欺賢戒」提及：
「若佛子！以惡

意處者，犯輕垢罪」；文中制立不得以惡心故，無事謗他。

於父母、兄弟、六親中，應生孝順心、慈悲心，而反更加於逆害，墮不如

心故，無事謗他良人、善人、法師、師僧、國王、貴人，言犯七逆、十重，

《梵網經菩薩戒》輕戒第十三條「無根謗人戒」提及：
「若佛子！以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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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檀越百味醫藥。

二○○

復作是願：寧以此身投熱鐵鑊經百千劫，終不以破戒之身，受信心檀
越千種房舍屋宅園林田地。
復作是願：寧以鐵鎚打碎此身，從頭至足，令如微塵，終不以破戒之
身，受信心檀越恭敬禮拜。
復作是願：寧以百千熱鐵刀鉾挑其兩目，終不以破戒之心，視他好色。
復作是願：寧以百千鐵錐遍劖刺耳根經一劫二劫，終不以破戒之心，
聽好音聲。
復作是願：寧以百千刃刀割去其鼻，終不以破戒之心，貪嗅諸香。
復作是願：寧以百千刃刀割斷其舌，終不以破戒之心，食人百味淨食。
復作是願：寧以利斧斬斫其身，終不以破戒之心，貪著好觸。
復作是願：願一切眾生悉得成佛；而菩薩若不發是願者，犯輕垢罪」；

文中制立倘若不自立誓願終不以此破戒之心貪著六塵。

（二）
《瑜伽菩薩戒》輕戒的持戒思想
《瑜伽菩薩戒》輕戒第二條「貪求名利戒」提及：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
淨戒律儀，有其大欲而無喜足，於諸利養及以恭敬生著不捨，是名有犯，
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文中制立於諸利養及以恭敬生著不捨，是名有犯。
《瑜伽菩薩戒》輕戒第八條「遮罪共不共戒」提及：
「若諸菩薩安住菩
薩淨戒律儀，如薄伽梵於別解脫毘奈耶中，將護他故建立遮罪，制諸聲聞
令不造作，諸有情類未淨信者令生淨信，已淨信者令倍增長；於中菩薩與
諸聲聞，應等修學無有差別。何以故？以諸聲聞自利為勝，尚不棄捨將護
他行，為令有情未信者信，信者增長學所學處，何況菩薩利他為勝？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如薄伽梵於別解脫毘奈耶中，為令聲聞

二○一

少事、少業、少悕望住建立遮罪，制諸聲聞令不造作，於中菩薩與諸聲聞
參、持守篇 六、菩薩戒的持戒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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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不應等學。何以故？以諸聲聞自利為勝，不顧利他，於利他中少事、少業、
少悕望住，可名為妙，非諸菩薩利他為勝，不顧自利，於利他中，少事、
少業、少悕望住，得名為妙；如是菩薩為利他故，從非親里長者、居士、
婆羅門等，及恣施家，應求百千種種衣服，觀彼有情有力、無力，隨其所
施如應而受，如說求衣求鉢亦爾；如求衣鉢。如是自求種種絲縷，令非親
里為織作衣；為利他故應畜種種憍世耶衣諸坐臥具，事各至百，生色、可
染百千俱胝，復過是數亦應取積，如是等中少事、少業、少悕望住，制止
遮罪；菩薩不與聲聞共學，安住淨戒律儀菩薩。
於利他中懷嫌恨、心懷恚惱心，少事、少業、少悕望住，是名有犯，
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由嬾惰、懈怠、忘念、無記之心，少事、少業、
少悕望住，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非染違犯」；依文觀之，薄伽梵於別解脫
毘奈耶中，將護他故建立遮罪，制諸聲聞令不造作，諸有情類未淨信者令

生淨信，已淨信者令倍增長；於中菩薩與諸聲聞，應等修學無有差別；少
事、少業、少悕望住，制止遮罪；菩薩不與聲聞共學。
《瑜伽菩薩戒》輕戒第九條「性罪不共戒」提及：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
淨戒律儀，善權方便為利他故，於諸性罪少分現行，由是因緣，於菩薩戒

）謂如菩薩見劫盜賊為貪財故，欲殺多生，或復欲害大德、聲聞、

無所違犯，生多功德。
（

二○三

）又如菩薩見有增上、增上宰官、上品暴惡於諸有情無有慈愍，
參、持守篇 六、菩薩戒的持戒思想

（

所違犯，生多功德。

此事已，為當來故深生慚愧，以憐愍心而斷彼命，由是因緣，於菩薩戒無

不令其受無間苦；如是菩薩意樂思惟，於彼眾生或以善心，或無記心，知

命，墮那落迦，如其不斷，無間業成，當受大苦；我寧殺彼墮那落迦，終

獨覺、菩薩，或復欲造多無間業；見是事已，發心思惟：我若斷彼惡眾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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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

專行逼惱，菩薩見已起憐愍心，發生利益安樂意樂，隨力所能，若廢、若

）又如菩薩見劫盜賊奪他財物，若僧伽物、窣堵波物，取多物已，

黜增上等位；由是因緣於菩薩戒無所違犯，生多功德。
（

）又見眾主或園林主，取僧伽物、窣堵波物，言是己有，縱情受

）又如菩薩處在居家，見有母邑現無繫屬，習婬欲法，繼心菩薩

）又如菩薩為多有情，解脫命難、囹圄縛難、刖手足難、劓鼻、

）又如菩薩，見諸有情為惡朋友之所攝受，親愛不捨，菩薩見已

二○五

）又如菩薩見諸有情為行越路，非理而行，出麁惡語，猛利訶擯，
參、持守篇 六、菩薩戒的持戒思想

（

乖離他愛，無所違犯，生多功德。

愛。勿令有情由近惡友當受長夜無義無利；菩薩如是以饒益心說離間語，

起憐愍心，發生利益安樂意樂，隨能隨力，說離間語，令離惡友，捨相親

（

戒無所違犯，生多功德。

自無染心，唯為饒益諸有情故，覆想正知，而說異語，說是語時，於菩薩

情故，知而思擇，故說妄語；以要言之，菩薩唯觀有情義利，非無義利，

刵耳、剜眼等難，雖諸菩薩為自命難，亦不正知說於妄語；然為救脫彼有

（

不壞滅，一切不應行非梵行。

習如是穢染之法，而無所犯，多生功德；出家菩薩為護聲聞聖所教誡，令

在，方便安處，令種善根，亦當令其捨不善業；住慈愍心，行非梵行；雖

求非梵行。菩薩見已作意思惟：勿令心恚，多生非福，若隨其欲，便得自

（

利，隨力所能廢其所主；菩薩如是雖不與取，而無違犯，生多功德。

用；菩薩見已思擇彼惡，起憐愍心，勿令因此邪受用業，當受長夜無義無

（

所奪財寶，若僧伽物還復僧伽，窣堵波物還窣堵波，若有情物還復有情。

隨力所能，逼而奪取，勿令受用如是財故，當受長夜無義無利；由此因緣

執為己有，縱情受用；菩薩見已起憐愍心，於彼有情發生利益安樂意樂，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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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方便令其出不善處，安立善處；菩薩如是以饒益心，於諸有情出麁惡語，

）又如菩薩見諸有情信樂倡伎、吟詠、歌諷，或有信樂王、賊、

無所違犯，生多功德。
（

犯。

）身業戒儀

（三）
《菩薩善戒經》輕戒的持戒思想
（

參、持守篇 六、菩薩戒的持戒思想

二○七

所違越，是染違犯」；文中制立有染愛心，有瞋恚心，自讚毀他，是名有

薩淨戒律儀，於他人所，有染愛心，有瞋恚心，自讚毀他，是名有犯，有

《瑜伽菩薩戒》輕戒第三十條「愛恚讚毀戒」提及：
「若諸菩薩安住菩

避護，是名有犯；惡聲、惡稱若事不實而不清雪，是名有犯。

雪，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非染違犯」；文中制立惡聲、惡稱若實，而不

其事若實，而不避護，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事不實而不清

菩薩淨戒律儀，於自能發不信重言，所謂惡聲、惡稱、惡譽，不護、不雪；

《瑜伽菩薩戒》輕戒第十三條「不護雪譏謗戒」提及：
「若諸菩薩安住

談現相，方便研求假利求利，味邪命法。

堅持不捨；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文中制立不得生起詭詐虛

淨戒律儀，生起詭詐虛談現相，方便研求假利求利，味邪命法，無有羞恥，

《瑜伽菩薩戒》輕戒第十條「住邪命法戒」提及：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

功德。

方便為利他故，於諸性罪少分現行，由是因緣，於菩薩戒無所違犯，生多

安立善處；菩薩如是現行綺語，無所違犯，生多功德」；依文觀之，善權

飲食、婬、衢等論，令彼有情歡喜，引攝自在隨屬，方便獎導出不善處，

生利益安樂意樂，現前為作綺語，相應種種倡伎、吟詠、歌諷，王、賊、

飲食、婬蕩、街衢無義之論，菩薩於中皆悉善巧，於彼有情起憐愍心，發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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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菩薩善戒經》輕戒第四條「不漸次受戒戒」提及：
「若比丘為求罪過，
聽菩薩戒；不信受者，不信教者，及不成就優婆塞戒，不成就沙彌戒，不
成就波羅提木叉戒者，不得聽菩薩戒；聽者得罪。
若比丘犯波夜提罪，不慚愧，不生悔，聽菩薩戒者，得偷羅遮罪。若
比丘犯偷羅遮罪，不慚愧，不生悔，聽菩薩戒者，得僧伽婆尸沙罪。若比
丘犯僧伽婆尸沙罪，不慚愧，不生悔，聽菩薩戒者，得波羅夷罪，謂第八
重，若有說者，得僧伽婆尸沙；是故經中作如是言：不信者，不應聽；不
信者，不應說」；文中制立不信受者，不信教者，及不成就優婆塞戒，不
成就沙彌戒，不成就波羅提木叉戒者，不得聽菩薩戒；聽者得罪。
《菩薩善戒經》輕戒第十條「為他乞衣自著戒」提及：
「若有檀越，非
親里：若長者，若婆羅門，以種種衣奉施菩薩，菩薩應受；若菩薩自求多
得，亦應受之；如衣鉢亦如是，如衣鉢線亦如是。

菩薩若到檀越邊求索縷線，使非親里織師織，教令緻織，務令廣厚，
我不自著；汝與檀越，俱亦有福。若檀越言：我為師故，唯願自著；菩薩
得已，若自為身，往織師所，教令緻織，務使廣厚；若得衣已，自著者，
犯重，不名八重。若不教者，不犯」；文中制立不得為他乞衣而自著。
《菩薩善戒經》輕戒第十一條「不受貴價衣戒」提及：
「菩薩若受菩薩
戒已，應受、應畜憍奢耶敷具，至百千萬數金銀亦爾；聲聞之人但為自利，
是故如來不聽受畜；菩薩不爾，為利眾生，是故聽畜，不得不受。若為知
足名譽，故不受者，得失意罪，墮落不起。有所作，有疑，不淨。若菩薩
以懈怠因緣，不能利益諸眾生者，得罪；是罪因煩惱犯」；文中制立菩薩
為利眾生，是故聽畜，不得不受貴價衣等。
《菩薩善戒經》輕戒第十八條「與比丘尼同道行戒」提及：
「若菩薩與

二○九

比丘尼共同一道行，不犯；若有貪心，得罪」；文中制立不得以貪心而與
參、持守篇 六、菩薩戒的持戒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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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丘尼共同一道行。

二一○

《菩薩善戒經》輕戒第十九條「不從非親里尼受食戒」提及：
「若菩薩
從非親里尼受食，不犯。何以故？菩薩摩訶薩發菩提心已，於諸眾生無非
親里」；文中制立可以從非親里尼受食。
《菩薩善戒經》輕戒第三十七條「畜白衣物戒」提及：
「菩薩若受菩薩
戒已，所畜之物與白衣同者，得失意罪」；文中制立不得畜白衣物戒。
《菩薩善戒經》輕戒第三十八條「金銀器受食戒」提及：
「菩薩若受菩
薩戒已，不應以金銀盂器受取飲食，所畜銅器不得同彼白衣，木器角器悉
不聽用，用者，得罪」；文中制立不應以金銀盂器受取飲食。
《菩薩善戒經》輕戒第四十四條「床高過八指戒」提及：
「菩薩若受菩

）口業戒行

薩戒已，所坐床榻過八指者，得罪」
；文中制立所坐床榻過八指者，得罪。
（

）意業戒行

參、持守篇 六、菩薩戒的持戒思想

二一一

讚言是十住，若阿羅漢，至須陀洹少欲知足，默然受者，得罪；是罪因煩

《菩薩善戒經》輕戒第十二條「默認是聖賢戒」提及：
「若菩薩為人所

少欲，貪著利養，是名犯重」
；文中制立不得不知足，不少欲，貪著利養。

《菩薩善戒經》輕戒第二條「貪著利養戒」提及：
「菩薩若不知足，不

（

立不得生瞋慢心，自言持戒、多聞、智慧，悉勝汝者。

心，自言持戒、多聞、智慧，悉勝汝者，得罪；是罪因煩惱犯」；文中制

《菩薩善戒經》輕戒第二十九條「瞋慢讚毀戒」提及：
「若菩薩生瞋慢

畏惡聲，不護惡聲，得失意罪。

惱犯。若為調伏，加之惡語者，得失意罪，非是惡罪」；文中制立菩薩不

聲，不護惡聲，得失意罪；若他無惡，橫稱他惡者，得犯惡罪；是罪因煩

《菩薩善戒經》輕戒第十五條「不護雪譏謗戒」提及：
「若菩薩不畏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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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犯」；文中制立不得默認是聖賢。

二一二

《菩薩善戒經》輕戒第二十四條「不對治欲心戒」提及：
「若菩薩欲心
起時，不觀對治，疾調滅者，犯罪」；文中制立應當對治欲心。

）身業戒儀

（四）
《優婆塞戒經》輕戒的持戒思想
（

參、持守篇 六、菩薩戒的持戒思想

二一三

《優婆塞戒經》輕戒第十四條「以殘食施四眾戒」提及：
「若優婆塞受

得獨宿尼寺。

已，獨宿尼寺，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文中制立不

《優婆塞戒經》輕戒第十二條「獨宿尼寺戒」提及：
「若優婆塞受持戒

文中制立不得嶮難之處，無伴獨行。

已，嶮難之處，無伴獨行，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優婆塞戒經》輕戒第十一條「險難獨行戒」提及：
「若優婆塞受持戒

制立不得飲有蟲水。

疑水有虫，故便飲之，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文中

《優婆塞戒經》輕戒第十條「飲有蟲水戒」提及：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

制立不得受僧用物。

受招提僧臥具、床座，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文中

《優婆塞戒經》輕戒第九條「受僧用物戒」提及：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

不淨有作」；文中制立六日受持八戒，供養三寶。

月月之中，不能六日受持八戒，供養三寶，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

《優婆塞戒經》輕戒第七條「不持六齋戒」提及：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

樂飲酒。

耽樂飲酒，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文中制立不得耽

《優婆塞戒經》輕戒第二條「耽樂飲酒戒」提及：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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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四

持戒已，若以殘食施於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是優婆塞得失意
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文中制立不得以殘食施四眾。
《優婆塞戒經》輕戒第十七條「不蓄三衣鉢杖戒」提及：
「若優婆塞受
持戒已，若不儲畜僧伽梨衣鉢盂錫杖，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
淨有作」；文中制立不得不蓄三衣鉢杖。
《優婆塞戒經》輕戒第十八條「作田不求淨水陸種處」提及：
「若優婆
塞受持戒已，若為身命，須田作者，不求淨水及陸稼處，是優婆塞得失意
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文中制立不得須田作者，不求淨水及陸稼處。
《優婆塞戒經》輕戒第十九條「販賣斗秤不平戒」提及：
「若優婆塞受
持戒已，為於身命，若作市易斗秤賣物，一說價已，不得前却，捨賤趣貴；
斗秤量物，任前平用；如其不平，應語令平；若不如是，是優婆塞得失意
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文中制立不得販賣斗秤不平。

《優婆塞戒經》輕戒第二十條「非處非時行欲戒」提及：
「若優婆塞受
持戒已，若於非處、非時行欲，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
文中制立不得非處非時行欲。
《優婆塞戒經》輕戒第二十一條「商賈不輸官稅戒」提及：
「若優婆塞
受持戒已，商估、販賣，不輸官稅，盜棄去者，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
墮落，不淨有作」；文中制立不得商賈不輸官稅。
《優婆塞戒經》輕戒第二十五條「在五眾前行戒」提及：
「若優婆塞受
持戒已，道路若在諸比丘前，沙彌前行，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
不淨有作」；文中制立不得在五眾前行。
《優婆塞戒經》輕戒第二十六條「僧食不公分戒」提及：
「若優婆塞受

二一五

持戒已，僧中賦食，若偏為師選擇美好，過分與之，是優婆塞得失意罪，
不起墮落，不淨有作」；文中制立不得僧食不公分。
參、持守篇 六、菩薩戒的持戒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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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

《優婆塞戒經》輕戒第二十七條「養蠶戒」提及：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

）意業戒行

若養蠶者，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文中制立不得養
蠶。
（

以瞋報瞋、以打報打。
在《瑜伽菩薩戒》制立棄捨惡人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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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瞋打報復戒

５６

、不行悔謝戒

二一七

５５：
《瑜伽菩薩戒》第七條輕戒，棄捨惡人戒：
「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於諸暴惡犯戒有情，懷嫌恨心、
懷恚惱心，由彼暴惡犯戒為緣，方便棄捨，不作饒益，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由嬾惰、
懈怠棄捨，由忘念故，不作饒益，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非染違犯。何以故？非諸菩薩於淨持戒身語
意業寂靜現行，諸有情所起憐愍心欲作饒益，如於暴惡犯戒有情於諸苦因而現轉者。無違犯者：( ）
謂心狂亂。
（ ）或欲方便調彼伏彼，廣說如前。
（ ）或為將護多有情心。
（ ）或護僧制，方便棄
捨，不作饒益，皆無違犯。」
５６：
《瑜伽菩薩戒》第十五條輕戒，瞋打報復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他罵報罵、他瞋報瞋、他
打報打、他弄報弄，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５５

之罪？而出家菩薩無慈報讎，乃至六親中故報者，犯輕垢罪」；制立不得

順孝道，尚不畜奴婢、打拍、罵辱，日日起三業，口罪無量，況故作七逆

兄弟、六親，不得加報；若國主為他人殺者，亦不得加報；殺生報生，不

一條輕戒為「無慈酬怨戒」
：
「佛子！不得以瞋報瞋、以打報打，若殺父母、

心，在菩薩戒的輕戒也有防範佛弟子起瞋恚；在《梵網經菩薩戒》第二十

菩薩戒強調慈悲為懷，除了菩薩重戒制立瞋不受悔戒，以便對治瞋恨

七、菩薩戒的忍辱思想

立見他毀戒，不得心生憍慢。

我勝彼，彼不如我；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文中制

受持戒已：若見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毀所受戒，心生憍慢，言：

《優婆塞戒經》輕戒第六條「見他毀戒心生憍慢戒」提及：
「若優婆塞

2

3

4

1

菩薩戒燈傳千古

、不受悔謝戒

５７

、懷忿不捨戒

５８

、不隨順眾生戒

５９

二一八

；讓佛弟子不棄捨

６０

５７：
《瑜伽菩薩戒》第十六條輕戒，不行悔謝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於他有情有所侵犯，或自
不為，彼疑侵犯；由嫌嫉心，由慢所執，不如理謝，而生輕捨，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
由嬾惰、懈怠、放逸，不謝輕捨，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非染違犯。
無違犯者：( )若欲方便調彼伏彼出不善處，安立善處。( )若是外道。( )若彼悕望要因現行，非
法有罪，方受悔謝。( )若彼有情性好鬪諍，因悔謝時，倍增憤怒。( )若復知彼為性堪忍，體無嫌
恨。( )若必了他因謝侵犯，深生羞恥，而不悔謝，皆無違犯。」
５８：
《瑜伽菩薩戒》第十七條輕戒，不受悔謝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他所侵犯，彼還如法平等
悔謝，懷嫌恨心，欲損惱彼，不受其謝，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雖復於彼無嫌恨心，不欲
損惱，然由稟性不能堪忍，故不受謝，亦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無違犯者：( )若欲方便調
彼伏彼，廣說一切，如前應知。( )若不如法，不平等謝，不受彼謝，亦無違犯。」
５９：
《瑜伽菩薩戒》第十八條輕戒，懷忿不捨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於他懷忿，相續堅持，生
已不捨，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無違犯者：為斷彼故，生起樂欲，廣說如前。」
６０：
《瑜伽菩薩戒》第四十條輕戒，不隨順眾生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懷嫌恨心，於他有情不
隨心轉，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由懶惰懈怠放逸，不隨其轉，非染違犯。無違犯者：
（ ）
若彼所愛，非彼所宜。
（ ）若有疾病（ ）若無氣力不任加行。
（ ）若護僧制。
（ ）若彼所愛，
雖彼所宜，而於多眾非宜非愛。（ ）若為降伏諸惡外道。（ ）若欲方便調彼伏彼，廣說如前，不
隨心轉，皆無違犯。」
1

2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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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的道歉；也能夠不懷嫌恨心地隨順眾生。
６１

、辱打法師

６２

，讓佛弟子不辱打法師，應當主動謙下歸謝，戒文中也制立不受歸

《菩薩善戒經》則是制立不謙下歸謝戒
６３

６４

，各各戒本都慈悲地制戒，以便好好地

二一九

６１：
《菩薩善戒經》第十六條輕戒，不謙下歸謝戒：
「若有菩薩共相譏呵，若實、不實，菩薩即應謙下歸謝；
若不能者，得罪；不受歸謝，是亦得罪。以放逸故，不歸謝者得罪；以放逸故，不受歸謝者得罪。不
（ ）若知不受，令彼破惡。」
犯者：（ ）若知彼人由來弊惡，常來求人短。
６２：
《菩薩善戒經》第十七條輕戒，懷瞋不捨戒：「若菩薩於他瞋恨，常生念言：我若見時，當打、當罵，
不休、不息，不能自調者，犯罪。」
６３：
《菩薩善戒經》第三十三條輕戒，辱打法師戒：
「菩薩若輕說法之人，罵辱打擲，嗤笑所說：但依文辭，
不依義者，得罪；是罪因煩惱犯。」
６４：
《瑜伽菩薩戒》第十三條輕戒，為財打人戒：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為於財命，打罵奴婢、僮僕、外人，
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婆塞戒經》也制立為財打人戒

謝，也會結罪；而且戒本還制立懷瞋不捨也會毀犯輕戒；除此之外，《優

戒

、懷瞋不捨戒

惡人，也不瞋打報復，自己犯錯時肯向別人道歉，別人犯錯時，肯接受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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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燒熄佛弟子的怒火，好好地止息佛弟子的瞋恚，好好地長養佛弟子的慈悲
心。

八、菩薩戒的精進與禪定思想
關於精進修道，在《瑜伽菩薩戒》第二十條輕戒制立「耽著睡眠戒」：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嬾惰、懈怠，耽睡眠樂、臥樂、倚樂，非
；文中制立不得嬾惰、

６５

時、非量，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懈怠，耽睡眠樂。
在《瑜伽菩薩戒》第二十一條輕戒制立「虛談棄時戒」
：
「若諸菩薩安

)若遭疾病。(
2

文中制立不得懷愛染心談說世事，虛度時日。

4

2

６７

；

；文中制立不得懈怠、懶惰，不

；文中制立菩薩不得共談世事無益之言。

６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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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

６６：
《瑜伽菩薩戒》第二十一條輕戒，虛談棄時戒：
「無違犯者：( )見他談說，護彼意故，安住正念，須
臾而聽。( )若事希奇，或暫問他，或答他問，無所違犯。」
６７：
《菩薩善戒經》第二十一條輕戒，非時睡眠戒：
「不犯者：
（ ）若病。
（ ）若病差，氣力未足時。
（ ）
若遠行時。
（ ）若讀誦疲乏時。
（ ）若思惟對治時。」
６８：
《菩薩善戒經》第二十二條輕戒，虛談棄時戒：
「不犯者：( )若他問說。( )若隨他心。( )為調伏
故，說時至心，莫作增減。」

世事無益之言，得罪」

在《菩薩善戒經》第二十二條輕戒制立「虛談棄時戒」
：
「若菩薩共談

勤精進，樂眠臥。

懶惰，不勤精進，樂眠臥者，得罪」

在《菩薩善戒經》第二十一條輕戒制立「非時睡眠戒」
：
「若菩薩懈怠、

６６

)若無氣力，行路疲極。

住菩薩淨戒律儀，懷愛染心談說世事，虛度時日，是名有犯，有所違越，
６５：
《瑜伽菩薩戒》第二十條輕戒，耽著睡眠戒：「無違犯者：(
( )若為斷彼，生起樂欲，廣說一切，如前應知。」
1

是染違犯。若由忘念虛度時日，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非染違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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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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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

關於修習禪定，在《瑜伽菩薩戒》第二十二條輕戒制立「不求禪法戒」
：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為令心住，欲定其心，心懷嫌恨，憍慢所

６９

；文中制立不得心懷嫌恨，憍慢所持，不詣師所

持，不詣師所求請教授，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嬾惰、懈怠而
不請者，非染違犯」
求請教授。
在《瑜伽菩薩戒》第二十三條輕戒制立「不除五蓋戒」
：
「若諸菩薩安
住菩薩淨戒律儀，起貪欲蓋，忍受不捨，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文中制立不得起貪欲蓋等五蓋，忍受不捨，是名有犯。

７０

６９：
《瑜伽菩薩戒》第二十二條輕戒，不求禪法戒：
「無違犯者：( )若遇疾病。( )若無氣力。( )若知
其師顛倒教授。( )若自多聞，自有智力，能令心定。( )若先已得所應教授，而不請者。無所違
犯。」
７０：
《瑜伽菩薩戒》第二十三條輕戒，不除五蓋戒：
「無違犯者：若為斷彼生起樂欲，發勤精進，煩惱猛利
蔽抑心故，時時現行，如貪欲蓋如是，瞋恚、惛沈、睡眠、掉舉、惡作，及與疑蓋當知亦爾。」
5

1

2

3

（

；文中制立不得貪味靜慮，於味靜慮見為功德，是名有犯。

）《梵網經菩薩戒》輕戒的敬師思想

（一）菩薩戒的敬師思想

九、菩薩戒的教法思想

是染違犯」

７１

住菩薩淨戒律儀，貪味靜慮，於味靜慮見為功德，是名有犯，有所違越，

在《瑜伽菩薩戒》第二十四條輕戒制立「貪味靜慮戒」
：
「若諸菩薩安

4

參、持守篇 九、菩薩戒的教法思想

二二三

７１：
《瑜伽菩薩戒》第二十四條輕戒，貪味靜慮戒：「無違犯者：若為斷彼，生起樂欲，廣說如前。」

百官之身，諸佛歡喜；既得戒已，生孝順心、恭敬心，見上座、和上、阿

王位時，受轉輪王位時，百官受位時，應先受菩薩戒，一切鬼神救護王身、

在《梵網經菩薩戒》第一條輕戒為「輕慢師長戒」
：
「若佛子！欲受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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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四

闍梨、大乘同學、同見、同行者，應起承迎、禮拜、問訊；而菩薩反生憍
心、慢心、癡心，不起承迎、禮拜，一一不如法供養，以自賣身、國城、
男女、七寶、百物而供給之；若不爾者，犯輕垢罪」；文中制立對師友應
起承迎、禮拜、問訊。
在《梵網經菩薩戒》第六條輕戒為「不敬請法戒」
：
「若佛子！見大乘
法師、大乘同學、同見、同行，來入僧坊、舍宅、城邑，若百里、千里來
者，即起迎來送去、禮拜、供養，日日三時供養，日食三兩金，百味飲食、
床座、醫藥供事法師，一切所須，盡給與之；常請法師三時說法，日日三
時禮拜，不生瞋心、患惱之心，為法滅身，請法不懈；若不爾者，犯輕垢
罪」；文中制立對大乘法師等應供養並請說法。
在《梵網經菩薩戒》第十八條輕戒為「無知為師戒」
：
「若佛子！學誦
戒者，日夜六時持菩薩戒，解其義理，佛性之性，而菩薩不解一句、一偈

戒律因緣，詐言能解者，即為自欺誑，亦欺誑他人，一一不解一切法，而
為他人作師授戒者，犯輕垢罪」；文中制立不得不解一切法，而為他人作
師授戒。
在《梵網經菩薩戒》第三十五條輕戒為「不發大願戒」
：
「若佛子！常
應發一切願：孝順父母、師僧、三寶，願得好師、同學、善友、知識，常
教我大乘經律、十發趣、十長養、十金剛、十地，使我開解，如法修行，
堅持佛戒，寧捨身命，念念不去心；若一切菩薩不發是願者，犯輕垢罪」；

）《瑜伽菩薩戒》輕戒的敬師思想

文中制立常應發願：願得好師、同學、善友、知識，常教我大乘經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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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五

懷恚惱心，不起承迎，不推勝座。若有他來語言談論、慶慰、請問，憍慢

菩薩淨戒律儀，見諸耆長，有德可敬，同法者來，憍慢所制，懷嫌恨心、

在《瑜伽菩薩戒》第三條輕戒為「不敬有德同法戒」
：
「若諸菩薩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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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六

所制，懷嫌恨心、懷恚惱心，不稱正理，發言酬對，是名有犯，有所違越，
是染違犯」；文中制立見諸耆長等，憍慢所制，懷嫌恨心、懷恚惱心，不

）《菩薩善戒經》輕戒的敬師思想

起承迎，不推勝座；不稱正理，發言酬對，是名有犯。
（

）《優婆塞戒經》輕戒的敬師思想

參、持守篇 九、菩薩戒的教法思想

二二七

關於菩薩戒的法義思想，在菩薩戒的重戒當中，有制立不謗三寶戒，

（二）菩薩戒的法義思想

是優婆塞得失意罪。

比丘、比丘尼、長老先宿、諸優婆塞、優婆夷等，不起承迎、禮拜、問訊，

禮拜、問訊，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文中制立若見

持戒已，若見比丘、比丘尼、長老先宿、諸優婆塞、優婆夷等，不起承迎、

在《優婆塞戒經》第五條輕戒為「不承迎禮拜尊長戒」
：
「若優婆塞受

（

法者，不生恭敬，不讚其德，嗤笑所說辭義不正者，得罪。

者，不生恭敬，不讚其德，嗤笑所說辭義不正者，得罪」；文中制立輕說

在《菩薩善戒經》第三十一條輕戒為「輕毀法師戒」
：
「若菩薩輕說法

問師，不受師教，得罪。

憍慢心故，不諮問師，不受師教，得罪」；文中制立菩薩憍慢心故，不諮

在《菩薩善戒經》第二十三條輕戒為「慢心不問師受教戒」
：
「若菩薩

是名犯重。

心，不起承迎、禮拜、設座；不共語言，先意問訊；若問所疑，不為解說；

污心、疑心」；文中制立若見上座宿德、同學、同師，生憍慢心，及以惡

語言，先意問訊；若問所疑，不為解說；是名犯重，不名八重；是名菩薩

宿德、同學、同師，生憍慢心，及以惡心，不起承迎、禮拜、設座；不共

在《菩薩善戒經》第三條輕戒為「不敬宿德同學戒」
：
「菩薩若見上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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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網經菩薩戒》輕戒的法義思想

或者制立不得謗菩薩藏，而在輕戒當中也處處制立戒條。
（

參、持守篇 九、菩薩戒的教法思想

二二八

二二九

小姓、年少、卑門、貧窮、諸根不具，而實有德，一切經律盡解；而新學

解、大福、饒財、七寶，以此憍慢而不諮受先學法師經律；其法師者，或

始出家，未有所解，而自恃聰明有智，或恃高貴年宿，或恃大姓高門、大

在《梵網經菩薩戒》第二十二條輕戒為「慢人輕法戒」
：
「若佛子！初

說者，犯輕垢罪。

正法，而菩薩為利養故，應答不答，倒說經律文字，無前、無後，謗三寶

倒說經律文字，無前、無後，謗三寶說者，犯輕垢罪」；文中制立應為說

供養之；後一一次第為說正法，使心開意解；而菩薩為利養故，應答不答，

諸佛，非出家菩薩；乃至餓虎狼、師子、一切餓鬼，悉應捨身肉、手足而

乘經律，應如法為說一切苦行：若燒身、燒臂、燒指，若不燒身臂指供養

心先學大乘威儀經律，廣開解義味，見後新學菩薩有從百里、千里來求大

在《梵網經菩薩戒》第十六條輕戒為「惜法規利戒」
：
「若佛子！應好

乘聲聞經律、外道邪見論等，犯輕垢罪。

罪」；文中制立應一一教受持大乘經律，而菩薩以惡心、瞋心，橫教他二

用，而菩薩以惡心、瞋心，橫教他二乘聲聞經律、外道邪見論等，犯輕垢

使發菩提心、十發趣心、十長養心、十金剛心，三十心中一一解其次第法

弟子及外道人、六親、一切善知識，應一一教受持大乘經律，應教解義理，

在《梵網經菩薩戒》第十五條輕戒為「法化違宗戒」
：
「若佛子！自佛

輕垢罪」；文中制立一切處有講毘尼經律，若不至彼聽受者，犯輕垢罪。

諮問，若山林樹下僧地房中，一切說法處悉至聽受；若不至彼聽受者，犯

有講毘尼經律，大宅舍中講法處，是新學菩薩應持經律卷，至法師所聽受、

在《梵網經菩薩戒》第七條輕戒為「不聽經律戒」
：
「若佛子！一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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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菩薩不得觀法師種姓，而不來諮受法師第一義諦者，犯輕垢罪」；文中制
立不得憍慢而不諮受先學法師經律。
在《梵網經菩薩戒》第二十三條輕戒為「輕新求學戒」
：
「若佛子！佛
滅度後，欲心好心受菩薩戒時，於佛菩薩形像前自誓受戒；當七日佛前懺
悔，得見好相便得戒；若不得好相，應二七、三七乃至一年，要得好相；
得好相已，便得佛菩薩形像前受戒；若不得好相，雖佛像前受戒，不得戒。
若現前先受菩薩戒法師前受戒時，不須要見好相，何以故；以是法師師師
相授故，不須好相；是以法師前受戒即得戒，以生重心故，便得戒。若千
里內無能授戒師，得佛菩薩形像前受戒，而要見好相；若法師自倚解經律、
大乘學戒，與國王、太子、百官以為善友，而新學菩薩來問若經義律義，
輕心、惡心、慢心，不一一好答問者，犯輕垢罪」；文中制立新學菩薩來
問若經義律義，輕心、惡心、慢心，不一一好答問者，犯輕垢罪。

在《梵網經菩薩戒》第二十四條輕戒為「背大向小戒」
：
「若佛子！有
佛經律、大乘正法、正見、正性、正法身，而不能勤學修習，而捨七寶；
反學邪見二乘外道俗典、阿毘曇、雜論、書記，是斷佛性、障道因緣，非
行菩薩道；若故作者，犯輕垢罪」；文中制立不能勤學大乘正法；反學邪
見二乘外道俗典，犯輕垢罪。
在《梵網經菩薩戒》第三十四條輕戒為「堅持守心戒」
：
「若佛子！護
持禁戒，行住坐臥，日夜六時讀誦是戒；猶如金剛，如帶持浮囊，欲度大
海，如草繫比丘；常生大乘善信：自知我是未成之佛，諸佛是已成之佛；
發菩提心，念念不去心；若起一念二乘外道心者，犯輕垢罪」；文中制立
發菩提心，若起一念二乘外道心者，犯輕垢罪。
在《梵網經菩薩戒》第四十三條輕戒為「故毀禁戒戒」
：
「若佛子！信

二三一

心出家受佛正戒，故起心毀犯聖戒者，不得受一切檀越供養，亦不得國王
參、持守篇 九、菩薩戒的教法思想

菩薩戒燈傳千古

二三二

地上行，不得飲國王水；五千大鬼常遮其前，鬼言大賊，若入房舍、城邑
宅中，鬼復常掃其跡；一切世人罵言：佛法中賊，一切眾生眼不欲見；
犯戒之人畜生無異，木頭無異；若毀正戒者，犯輕垢罪」；文中制立信心
出家受佛正戒，故起心毀犯聖戒者，犯輕垢罪。
在《梵網經菩薩戒》第四十四條輕戒為「不敬經律戒」
：
「若佛子！常
應一心受持、讀誦大乘經律，剝皮為紙，刺血為墨，以髓為水，析骨為筆，
書寫佛戒，木皮、穀紙、絹素、竹帛，亦應悉書持；常以七寶無價香花、
一切雜寶為箱囊盛經律卷；若不如法供養者，犯輕垢罪」；文中制立常應
一心受持、讀誦大乘經律，若不如法供養者，犯輕垢罪。
在《梵網經菩薩戒》第四十六條輕戒為「說法乖儀戒」
：
「若佛子！常
行教化起大悲心，入檀越貴人家，一切眾中，不得立為白衣說法；應白衣
眾前，高座上坐，法師比丘不得地立為四眾說法；若說法時，法師高座，

香花供養，四眾聽者下坐，如孝順父母、敬順師教，如事火婆羅門；其說
法者若不如法，犯輕垢罪」；文中制立若說法時，法師高座，四眾聽者下
坐；其說法者若不如法，犯輕垢罪。
在《梵網經菩薩戒》第四十七條輕戒為「非法立制戒」
：
「若佛子！皆
以信心受佛戒者，若國王、太子、百官、四部弟子，自恃高貴，破滅佛法
戒律，明作制法；制我四部弟子，不聽出家行道，亦復不聽造立形像、佛
塔、經律，破三寶之罪；而故作破法者，犯輕垢罪」；文中制立不聽造立
形像、佛塔、經律，破三寶之罪；而故作破法者，犯輕垢罪。
在《梵網經菩薩戒》第四十八條輕戒為「自壞內法戒」
：
「若佛子！以
好心出家，而為名聞利養，於國王百官前說七佛戒，橫與比丘、比丘尼、
菩薩弟子作繫縛事；如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非外道天魔能破。若受

二三三

佛戒者，應護佛戒，如念一子，如事父母；而菩薩聞外道惡人以惡言謗佛
參、持守篇 九、菩薩戒的教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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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四

戒時，如三百鉾刺心，千刀萬杖打拍其身，等無有異；寧自入地獄經百劫，
而不用一聞惡言破佛戒之聲，而況自破佛戒？教人破法因緣，亦無孝順之
心。若故作者，犯輕垢罪」；文中制立不用一聞惡言破佛戒之聲，而況自

）《瑜伽菩薩戒》輕戒的法義思想

破佛戒？教人破法因緣，亦無孝順之心。若故作者，犯輕垢罪。
（

不應修學」。
參、持守篇 九、菩薩戒的教法思想

二三五

薩不得起如是見，立如是論：「菩薩不應聽聲聞乘相應法教，不應受持，

無違犯者：為令一向習小法者，捨彼欲故，作如是說」；文中制立菩

況於佛語？

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何以故？菩薩尚於外道書論精勤研究，

應受持，不應修學；菩薩何用於聲聞乘相應法教；聽聞受持；精勤修學？』

菩薩淨戒律儀，起如是見，立如是論：『菩薩不應聽聲聞乘相應法教，不

在《瑜伽菩薩戒》第二十五條輕戒為「不學小法戒」
：
「若諸菩薩安住

數劫流轉生死求大菩提」。

薩不應忻樂涅槃；於諸煩惱及隨煩惱，不應一向心生厭離，以諸菩薩三無

成就勝出諸阿羅漢無雜染法」
；文中制立菩薩不得起如是見，立如是論：
「菩

證得義利，勤修正行；是故菩薩當勤修集無雜染心，於有漏事隨順而行，

彼百千俱胝。以諸聲聞唯為一身證得義利，勤修正行，菩薩普為一切有情

厭離，如是菩薩於大涅槃忻樂親近，於諸煩惱及隨煩惱深心厭離，其倍過

是染違犯。何以故？如諸聲聞於其涅槃忻樂親近，於諸煩惱及隨煩惱深心

諸菩薩三無數劫流轉生死求大菩提』；若作此說，是名有犯，有所違越，

生厭背；於諸煩惱及隨煩惱，不應怖畏而求斷滅，不應一向心生厭離，以

菩薩淨戒律儀，起如是見，立如是論：『菩薩不應忻樂涅槃，應於涅槃而

在《瑜伽菩薩戒》第十二條輕戒為「倒說菩薩法戒」
：
「若諸菩薩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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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六

在《瑜伽菩薩戒》第二十六條輕戒為「背大向小戒」
：
「若諸菩薩安住
菩薩淨戒律儀，於菩薩藏未精研究，於菩薩藏一切棄捨，於聲聞藏一向修
學，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非染違犯」
；文中制立不得於菩薩藏一切棄捨，
於聲聞藏一向修學。
在《瑜伽菩薩戒》第二十七條輕戒為「捨內學外戒」
：
「若諸菩薩安住
菩薩淨戒律儀，現有佛教，於佛教中未精研究，於異道論及諸外論精勤修
學，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文中制立於佛教中未精研究，於
異道論及諸外論精勤修學，是名有犯。
在《瑜伽菩薩戒》第二十八條輕戒為「專習異論戒」
：
「若諸菩薩安住
菩薩淨戒律儀，越菩薩法，於異道論及諸外論研求善巧，深心寶翫，愛樂
味著，非如辛藥，而習近之，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文中制
立不得於異道論及諸外論研求善巧，深心寶翫。

在《瑜伽菩薩戒》第二十九條輕戒為「不信深法戒」
：
「若諸菩薩安住
菩薩淨戒律儀，聞菩薩藏，於甚深處，最勝、甚深真實法義，諸佛菩薩難
思神力，不生信解，憎背、毀謗：『不能引義，不能引法，非如來說，不
能利益安樂有情。』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如是毀謗，或由自
內非理作意，或隨順他，而作是說。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若聞甚深、最甚深處，心不信解；菩薩
爾時應強信受，應無諂曲，應如是學：我為非善，盲無慧目，於如來眼，
隨所宣說，於諸如來密意語言而生誹謗。菩薩如是自處無知，仰推如來：
於諸佛法無不現知，等隨觀見，如是正行，無所違犯；雖無信解，然不誹
謗」；文中制立不得聞深法而不生信解，憎背、毀謗。
在《瑜伽菩薩戒》第三十一條輕戒為「不聽正法戒」
：
「若諸菩薩安住

二三七

菩薩淨戒律儀，聞說正法，論議決擇，憍慢所制，懷嫌恨心，懷恚惱心，
參、持守篇 九、菩薩戒的教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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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八

而不往聽，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為嬾惰、懈怠所蔽，而不
往聽，非染違犯」；文中制立憍慢所制，懷嫌恨心，懷恚惱心，而不往聽

）《菩薩善戒經》輕戒的法義思想

聞說正法，是名有犯。
（

不誦如來正經，讀誦世典、文頌、書疏者，得罪。
參、持守篇 九、菩薩戒的教法思想

二三九

在《菩薩善戒經》第二十七條輕戒為「捨內學外戒」
：
「若菩薩不讀、

向讀誦聲聞經律，得罪。

不犯者：若不聞知有菩薩藏」；文中制立菩薩不讀不誦菩薩法藏，一

誦菩薩法藏，一向讀誦聲聞經律，得罪。

在《菩薩善戒經》第二十六條輕戒為「棄大向小戒」
：
「若菩薩不讀不

不應讀聲聞經。」

不犯者：為貪著小乘經律者」
；文中制立菩薩不得言：
「不應受聲聞戒，

若作是言，犯重，不名八重。

『不應受聲聞戒，不應讀聲聞經。何以故？聲聞經律不能利益諸眾生故。』

在《菩薩善戒經》第二十五條輕戒為「不學聲聞法戒」
：
「若菩薩言：

煩惱。

終日處漏煩惱不污，是故得罪」；文中制立不得妄稱菩薩不樂涅槃，不畏

為自利，不能利他；菩薩不爾，自利利他故；菩薩雖行有漏，故勝羅漢，

呵責畏於煩惱，百分千分百千萬分，乃至無有一分；何以故？聲聞緣覺但

菩薩呵責畏於煩惱，聲聞緣覺所不能知；聲聞緣覺呵責畏於煩惱，於菩薩

能知；聲聞緣覺所樂涅槃，於菩薩樂百分千分百千萬分，乃至無有一分。

生死故。』若菩薩作是言，得罪。何以故？菩薩樂於涅槃，聲聞緣覺所不

「若言：
『菩薩不樂涅槃，亦非不樂；不畏煩惱，亦非不畏；何以故？流轉

在《菩薩善戒經》第十四條輕戒為「妄稱菩薩不樂涅槃不畏煩惱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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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犯者：
（

）若為論議，破於邪見。
（

何以故。為知外典是虛妄法，佛法真實故。（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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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者，得罪。

二四○

）若二分佛經，一分外書。
）為知世事故，不為世人

懈怠，不往者得，失意罪」；文中制立菩薩聞說法處，乃至一由旬，不往

乃至一由旬，不往聽者，得罪；若輕說者，不往得罪；是罪因煩惱犯。若

在《菩薩善戒經》第三十條輕戒為「不往聽法戒」
：
「若菩薩聞說法處，

不可思議事，不信、不受，言非佛說。若自謗，若是他謗，得罪。

名實行，菩薩忍與不忍，二俱不犯」；文中制立菩薩聞菩薩藏、聲聞藏有

境界佛眼所見，唯佛能知，一切法界非我所及』；若能如是思惟觀者，是

若菩薩作是言：『我智力羸弱，肉眼不淨，不見如來甚深境界；如來

得罪。

藏、聲聞藏有不可思議事，不信、不受，言非佛說。若自謗，若是他謗，

在《菩薩善戒經》第二十八條輕戒為「不信深法戒」
：
「若菩薩聞菩薩

疏者，得罪。

所輕慢故」；文中制立若菩薩不讀、不誦如來正經，讀誦世典、文頌、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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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持守篇 九、菩薩戒的教法思想

二四一

一切行道處，皆應立之。而菩薩應為一切眾生講說大乘經律，若疾病、國

應教化一切眾生，建立僧房、山林、園田，立作佛塔；冬夏安居坐禪處所、

在《梵網經菩薩戒》第三十九條輕戒為「應講不講戒」
：
「若佛子！常

（

（三）菩薩戒的教化思想

文中制立四十里中有講法處，不能往聽，是優婆塞得失意罪。

四十里中有講法處，不能往聽，是優婆塞得失意罪，不起墮落，不淨有作」
；

在《優婆塞戒經》第八條輕戒為「不往聽法戒」
：
「若優婆塞受持戒已，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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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二

難、賊難，父母、兄弟、和上、阿闍梨亡滅之日，及三七日，乃至七七日；
亦應讀誦講說大乘經律，齋會求福，行來治生；大火所燒，大水所漂，黑
風所吹，船舫、江河、大海、羅剎之難，亦應讀誦講說此經律；乃至一切
罪報、三報、七逆、八難，杻械、枷鎖繫縛其身，多婬、多瞋、多愚癡、
多疾病，皆應讀誦、講說此經律；而新學菩薩若不爾者。犯輕垢罪」；文
中制立常應教化一切眾生，菩薩應為一切眾生講說大乘經律。
在《梵網經菩薩戒》第四十條輕戒為「受戒非儀戒」
：
「佛言。佛子！
與人受戒時，不得蕑擇一切國王、王子、大臣、百官，比丘、比丘尼、信
男、信女、婬男、婬女，十八梵天、六欲天子、無根、二根、黃門、奴婢，
一切鬼神盡得受戒；應教身所著袈裟，皆使壞色，與道相應，皆染使青、
黃、赤、黑、紫色，一切染衣，乃至臥具，盡以壞色；身所著衣，一切染
色；若一切國土中，國人所著衣服，比丘皆應與其俗服有異。

若欲受戒時，師應問言：汝現身不作七逆罪耶？菩薩法師不得與七逆
人現身受戒。七逆者，出佛身血、殺父、殺母、殺和上、殺阿闍梨、破羯
磨轉法輪僧、殺聖人；若具七遮，即現身不得戒，餘一切人盡得受戒。
出家人法不向國王禮拜，不向父母禮拜，六親不敬，鬼神不禮，但解
法師語，有百里千里來求法者；而菩薩法師，以惡心而不即與授一切眾生
戒者，犯輕垢罪」
；文中制立菩薩法師以惡心，而不即與授一切眾生戒者，
犯輕垢罪。
在《梵網經菩薩戒》第四十一條輕戒為「無德詐師戒」
：
「若佛子！教
化人起信心時，菩薩與他人作教誡法師者，見欲受戒人，應教請二師：和
上、阿闍梨。二師應問言：汝有七遮罪不？若現身有七遮，師不應與受戒，
無七遮者，得受；若有犯十戒者，應教懺悔；在佛菩薩形像前，日夜六時

二四三

誦十重四十八輕戒，若到禮三世千佛，得見好相；若一七日、二三七日，
參、持守篇 九、菩薩戒的教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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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四

乃至一年，要見好相；好相者，佛來摩頂、見光、見華、種種異相，便得
滅罪；若無好相，雖懺無益，是人現身亦不得戒，而得增受戒；若犯四十
八輕戒者，對首懺罪滅，不同七遮。而教誡師於是法中一一好解，若不解
大乘經律、若輕若重、是非之相，不解第一義諦、習種性、長養性、不可
壞性、道種性、正性，其中多少觀行出入，十禪支、一切行法，一一不得
此法中意；而菩薩為利養故，為名聞故，惡求、多求、貪利弟子，而詐現
解一切經律，為供養故；是自欺詐，亦欺詐他人，故與人受戒者，犯輕垢
罪」；文中制立菩薩為利養故，為名聞故，而詐現解一切經律，故與人受
戒者，犯輕垢罪。
在《梵網經菩薩戒》第四十二條輕戒為「非處說戒戒」
：
「若佛子！不
得為利養故，於未受菩薩戒者前，若外道惡人前，說此千佛大戒；邪見人
前亦不得說，除國王餘一切不得說；是惡人輩不受佛戒，名為畜生。生生

不見三寶，如木石無心，名為外道、邪見人輩，木頭無異；而菩薩於是惡
人前，說七佛教戒者，犯輕垢罪」；文中制立不得為利養故，於未受菩薩

）《瑜伽菩薩戒》輕戒的教化思想

戒者前，若外道惡人前，說此千佛大戒。
（

參、持守篇 九、菩薩戒的教法思想

二四五

無違犯者：不貪供侍，無愛染心，管御徒眾」；文中制立以愛染心，

違越，是染違犯。

薩淨戒律儀，貪著供事增上力故，以愛染心，管御徒眾，是名有犯，有所

在《瑜伽菩薩戒》第十九條輕戒為「染心御眾戒」
：
「若諸菩薩安住菩

以種種辛楚加行、猛利加行而得義利，護其憂惱，而不現行，是名有犯。

惱，而不現行，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非染違犯」；文中制立見諸有情應

菩薩淨戒律儀，見諸有情應以種種辛楚加行、猛利加行而得義利，護其憂

在《瑜伽菩薩戒》第十四條輕戒為「不折伏眾生戒」
：
「若諸菩薩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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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御徒眾，是名有犯。

二四六

在《瑜伽菩薩戒》第三十五條輕戒為「非理不為說法戒」
：
「若諸菩薩
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見諸有情為求現法、後法事故，廣行非理，懷嫌恨心，
懷恚惱心，不為宣說如實正理，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由懶
惰、懈怠所蔽，不為宣說，非染違犯」；文中制立見諸有情為求現法、後
法事故，廣行非理，懷嫌恨心，懷恚惱心，不為宣說如實正理，是名有犯。
在《瑜伽菩薩戒》第三十九條輕戒為「不如法攝眾戒」
：
「若諸菩薩安
住菩薩淨戒律儀，攝受徒眾，懷嫌恨心，而不隨時無倒教授，無倒教誡；
知眾匱乏，而不為彼從諸淨信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如法追求衣服、飲
食、諸坐臥具、病緣醫藥、資身什物，隨時供給，是名有犯，有所違越，
是染違犯。若由懶惰、懈怠、放逸，不往教授，不往教誡，不為追求如法
眾具，非染違犯」；文中制立懷嫌恨心，不往教授，不往教誡，不為追求

如法眾具，染違犯。
在《瑜伽菩薩戒》第四十二條輕戒為「不行威折戒」
：
「若諸菩薩安住
菩薩淨戒律儀，見諸有情，應可訶責、應可治罰、應可驅擯，懷染污心，
而不訶責；或雖訶責，而不治罰，如法教誡；或雖治罰，如法教誡，而不
驅擯，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由嬾惰懈怠放逸，而不訶責，
乃至驅擯，非染違犯」；文中制立應可訶責、應可治罰、應可驅擯，懷染
污心，而不訶責，而不驅擯，是名有犯。
在《瑜伽菩薩戒》第四十三條輕戒為「不神力折攝戒」
：
「若諸菩薩安
住菩薩淨戒律儀，具足成就種種神通，變現威力，於諸有情應恐怖者，能
恐怖之；應引攝者，能引攝之；避信施故，不現神通恐怖、引攝，是名有

二四七

犯，有所違越，非染違犯」；文中制立避信施故，不現神通恐怖、引攝，
是名有犯。
參、持守篇 九、菩薩戒的教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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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持守篇 九、菩薩戒的教法思想

二四八

二四九

文中制立獲大神足，見可怖者而不怖之，可生信者不令生信，得罪。

若受菩薩戒已，獲大神足，見可怖者而不怖之，可生信者不令生信，得罪」
；

在《菩薩善戒經》第四十六條輕戒為「不隨行現神力折攝戒」
：
「菩薩

應瞋而瞋，不應呵而呵，不應罰而罰，不應擯而擯，得罪。

文中制立若弟子中應瞋不瞋，應呵不呵，應罰不罰，應擯不擯，得罪；不

罪因煩惱犯。不應瞋而瞋，不應呵而呵，不應罰而罰，不應擯而擯，得罪」
；

薩戒已，若弟子中應瞋不瞋，應呵不呵，應罰不罰，應擯不擯，得罪；是

在《菩薩善戒經》第四十五條輕戒為「不隨行威折戒」
：
「菩薩若受菩

施四事，又不隨時說法教化者，得罪。

房舍，隨時供給；又不隨時說法教化者，得罪」；文中制立若畜弟子，不

菩薩戒已，若畜弟子，不能從諸篤信檀越求索所須，衣食、臥具、醫藥、

在《菩薩善戒經》第四十二條輕戒為「畜眾不施四事戒」
：
「菩薩若受

立見惡眾生修行惡法，不能教呵，勸勉之者，得失意罪。

薩戒已，見惡眾生修行惡法，不能教呵，勸勉之者，得失意罪」；文中制

在《菩薩善戒經》第三十六條輕戒為「不呵勸惡人戒」
：
「菩薩若受菩

多畜弟子，犯罪」；文中制立為貪作使，多畜弟子，犯罪。

在《菩薩善戒經》第二十條輕戒為「染心御眾戒」
：
「若菩薩為貪作使，

笑，不呵責者，得罪。

中時，見有諸人非法戲笑，不呵責者，得罪」；文中制立見有諸人非法戲

在《菩薩善戒經》第十三條輕戒為「非法戲笑不呵戒」
：
「若菩薩入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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