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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成佛之道>>是台灣印順法師在一九五七年開始編寫的作品。其中心思想為概括

地把大部份佛教的思想有系統描述一次。當中除了引用了不少佛教密宗宗喀巴大師所著

的<<菩提道次第廣論>>之內容，也有參考傳統中國佛教界如天台宗和華嚴宗的判教思

想作點子，務求令讀者對小乘佛教乃至大乘佛教，有一個比較清晰的概念，並為有志學

佛的人仕提供一個明確的指引。<<成佛之道>>，除了講成佛之道路如何走，也教成佛

的道理何在。現在，我們將會討論<<成佛之道>>中一個比較受人注目的課題：佛門戒

律。 

 
成佛之道路 
 

在討論佛門戒律之前，讓我們先了解印順法師如何將佛教分成五乘共法、三乘共法

及大乘不共法。根據<<菩提道次第廣論>>的分類，印順所說的五乘共法是共下士道，

三乘共法是共中士道，而大乘不共法是共上士道。分為上中下士道，是依發心學佛的人

的根器及其發願而定名的。其中，下士道是作為中士道的基礎，中士道則是上士道的基

礎。 

 
五乘共法，是佛門中修習生人生天的法門，屬世間法。在<<菩提道次第廣論>>中

定性為下士道，原因是這是出世間法的根基。<<菩提道次第廣論>>云： 

 
如何取心要之理分二，於道總建立發決定解，正於彼道取心要之理。初中分二，三

士道中總攝一切至言之理，顯示由三士門如次引導之因相…正修下士意樂，發此意樂之

量，除遣此中邪執。初中分二，發生希求後世之心，依止後世安樂方便。初中分二，思

惟此世不能久住，憶念必死，思惟後世當生何趣二趣苦樂…1 
 
欲求得來世得生人生天，使學佛的人來生能有較大的機會成佛。故要在人天兩趣中

修好學道的心，便最為穩當了。一般的凡夫，經過不斷的修行，便可再學習共中士道，

即三乘共法。三乘共法，如<<成佛之道>>云：“ 一切行無常，說諸受皆苦；緣此生厭離，

向於解脫道。” 2是指那些開始明白世間無常，厭離生死的眾生，學習聲聞乘、緣覺乘和

                                                 
1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三第 66 頁上及第 77 頁上，宗喀巴大師著，法尊法師譯，台北福智之聲出版社 1935 出版。 
2 <<成佛之道>>第四章第 135 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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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乘其中一項。不過，印順在書中再說：”隨機立三乘，正化於聲聞。”指出三乘共法

的教學目標實以小乘信眾為主。說明分成三類，乃是由於眾生的根器各有不同，故能受

教的深淺的也因應不同。大乘不共法，才為共上士道，原因乃這法門所教的是人，天，

聲聞、緣覺乘中沒有。再者，人天是有漏的法門，聲聞緣覺雖是無漏的法門，但是還是

不夠圓滿。唯有大乘不共法，這是最圓滿的法門，為一切佛菩薩所統攝。故成佛之道又

云：”恥有所不知，恥有所不能，恥有所不淨，迴入於大乘。”3  

 
戒律的源由 
  

戒律的出現，根據<<釋迦牟尼佛傳>>，在釋迦牟尼佛的時代，他的一名出家弟子

須提那，在一次回家當中，由於他是獨子的關係，父母硬要他與在家時的妻子行夫妻之

道以留後代。在半推半讓之下，須提那終於與妻子行淫，因而破壞了出家僧團的清譽。
4 佛陀在那時候開始為僧團及在家信眾設立戒律，以保他們能清淨修行。一般相信，戒

律的意義，一方面是希望佛教徒能止惡行善，一方面是佛陀為一眾出家人的生活能有更

和洽團結的精神，因此而制定的。戒的梵名有三，一名尸羅，漢譯曰戒，又曰清涼；一

名毘奈耶，舊譯毘尼，漢譯曰律，或譯為調伏；三名波羅提木叉，漢譯別解脫，又曰處

處解脫。5譯法雖可不同，可是意義卻是相同的，即可以說是要人生達一「至善」的境

界。借佛教一首名偈點題即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戒律的作用 

 
在佛陀的時代，佛陀相信制定戒律主要為出家人帶來十種好處，包括：僧團和合、

接引僧眾、調伏惡人、慚愧者能安樂、沒有現世的煩悶、沒有未來的煩悶、能令不信者

生信、能令巳信者增進、能令正法久住、能令清淨心不失。6 故根據小乘經典<<四分律

>>，就戒條戒相來說，有五戒、十戒、具足戒之分。五戒是出家、在家弟子共持的戒；

十戒、具足戒則是出家弟子的戒。就大乘的信眾來說，還有大乘教系獨有的菩薩戒，亦

分在家及出家兩種。如<<梵網戒經>>記載出家的菩薩戒有十重四十八輕戒，又如<<優
婆塞戒經>>記載在家的菩薩戒有六重二十八輕戒。7 如人持戒了得，能不犯戒，就會被

稱為保持「淨戒」或稱為「遮護」戒律得好，同時獲得相應的功德。相反，假如犯了戒，

就被稱為「開戒」，以往所修持的功德就會失掉了。 

 
在<<四律分>>內記載，比丘戒有二百五十條，比丘尼戒有三百四十八條。犯了戒

會有不同的罪，依<<四律分>>比丘犯戒的罪可分為：四波羅夷法，十三僧殘法，二不

定法，三十捨墮法，九十單墮法，四悔過法，百眾學法和七滅諍法。比丘尼犯戒的罪則

                                                 
3 <<成佛之道>>第五章第 258 頁中。 
4 <<釋迦牟尼佛傳>>第三十三章制戒的因緣第 226 至 232 頁，星雲大師著，台灣高雄佛光出版社 1955 年出版。 
5 <<四分律>>第 318、319 頁，溫金玉譯，台灣高雄佛光出版社 1997 年出版。 
6 <<釋迦牟尼佛傳>>第三十三章第 231 頁。 
7 <<佛教常識答問>>第 88 頁中，趙樸初先生著，香港佛教青年協會 1997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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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為八波羅夷法，十七僧殘法，三十捨墮法，一百七十八墮法，八悔過法，百眾學法

和七滅諍法。其中以波羅夷法為根本戒，犯了就會被逐出僧團。 

 
在季芳桐譯的<<佛說梵網經>>指出，戒律兼有倫理學的價值，因為佛陀為出家信

眾制定的十重四十八輕戒中，有要求他們不穿絲製品，不飲虎骨酒，以免為殺生者提供

便利。除了戒律是用來止一切惡之同時，在經中戒是與孝同，「孝名為戒」，菩薩應要孝

順父母、師、僧、三寶及至道之法，亦要以孝順心、慈悲心去廣行濟度。8 這些思想，

都對社會起了積極的作用，達到大乘所要求的自利利他的精神。現在讓我們了解印順在

<<成佛之道>>又如何去處理戒律的位置。 

 
戒律在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之異同 
 

在<<成佛之道>>中，印順清晰的展示出，戒律在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及大乘不共

法都有其特色及其不同意義。五乘共法，指明是為發願生人生天的小乘、初發心向佛或

信願力不足的信眾所說。是以<<成佛之道>>云：”克己以利他，堅忍持淨戒。”及”以己

度他情，莫殺莫行杖，勿盜勿邪淫，勿作虛誑語，飲酒敗眾德，佛子應受持。”9說明守

持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和不飲酒，為在家及出家弟子應堅持遮護好

的。只有能得淨戒，來世才能有望生人生天，享受人天的福樂。而<<菩根道次第廣論>>
更指出： 

 
引發一切善樂根本深忍信中分三，思總業果，思別業果，思巳正行進止之理。初中

分二，正明思總之理，分別思惟…分別思惟分二，顯十業道而為上首，決擇業果。10 
 
初發心學佛的人要有忍辱的耐力，才能引生出善業的出現。同時，要明白苦樂的因

由，是為懂分別思惟。十業道是指十善業：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言、不綺語、

不惡口、不兩舌、不慳貪，不瞋恚和不愚癡。十善業其實是五戒伸延，如能持得清淨就

能得到更好的果報。故印順在其<<成佛之道>>也強調 ”五戒盡形壽，眾福之所歸。加行

日夜戒，隨順出離者。不殺盜邪淫，不妄語兩舌，不惡口綺語，離貪瞋邪見。諸善之根

本，佛說十善業，人天善所依，三乘聖法立。”11 可以看出，印順與宗喀巴的看法是一

致的，唯有力持五戒行十善，才是通往三乘共法通道之法。不過，有一點要留意的是，

五戒內的殺、盜、淫、妄為根本「性戒」，即是根本的戒條，就算受不受戒，都是不能

犯的。簡單來說，即一般的世間的法律，都不會容許他的市民犯的，因此更何況是佛教

徒。加了一條不飲酒戒乃是因為酒能亂性，在迷失本性後，人往往會做出失去理智的事，

甚至前四條戒也會犯。 

 

                                                 
8 <<佛說梵網經>>第 10 頁，季芳桐釋譯，台灣高雄佛光出版社 1997 年出版。 
9 <<成佛之道>>第三章第 104、106 頁。 
10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四第 117、120 頁。 
11 <<成佛之道>>第三章第 110 至 113 頁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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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乘共法中，<<成佛之道>>云：”能滅苦集者，唯有一乘道。三學八正道，能入

於涅槃。初增上尸羅，心地淨增上，護心今不犯，別別得解脫。”12佛陀說世間所有事物

都依十二緣起法，由無明、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病死。

如要能得了脫生死，不再受生老病死等煩惱，亨用無上安樂，即涅槃，就要明白四聖諦。

四聖諦是苦諦、集諦、滅諦和道諦。如果我們能深明苦聚集的真理，從而去消滅它，那

將來必得涅槃。不過，這是要通過學習八正道的。相信大家都知道八正道分為正見、正

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及正定。其中，八正道又可以被分為三學，戒

學：包括正語、正業、正命；定學：包括正定、正念；慧學：正見、正思惟；正精進則

三學皆要。我們可以看出，印順是從強調戒學的，並認為是首要的。通過守「尸羅」，

因而產生止惡行善的功用。 

 
故印順再言，戒當中亦可分三類。戒律，除上文所譯的意思外，亦可義譯為律儀。

第一，以得到清淨的戒體第一，以智慧離煩惱，稱道共律儀；第二，以定心離煩惱，稱

定共律儀；第三，以淨信離煩惱，稱淨信律儀。這些都有淨化人心的作用，有其比表面

上規儀更深遠的意義。內心清淨，才能於餘下的定慧二學，修得更好。印順說明，就算

人能修得定慧二學很好，可是若不能守戒清淨，會導致學佛不得其法，甚至走入歧路。

<<成佛之道>>再說：”極重戒有四，殺人不與取，淫行大妄語，破失沙門性。餘戒輕或

重，犯者勿覆藏，出罪還清淨，不悔得安樂。能持於淨戒，三業咸清淨。”13 雖然犯戒

是不好的，但是只要信眾不是犯了五戒中那四條性戒，還是有機會能於即生守得淨戒，

達到身口意三業皆清淨的理想境地。原因是佛教相信只要通過真摯的懺悔，洗心革面，

那麼犯了錯失也是可以原諒的，因而回復了戒體的清淨。在三乘法中，在家主要守持五

戒或接近出家人的八戒；出家的沙彌沙彌尼守十戒，即是在五戒後再加上不香花鬘妝

身，不聽不去歌舞妓廳，不坐臥高床軟墊，不非時食，不捉生像金銀寶物；式叉摩那受

六法戒，比丘受二百五十戒與比丘尼受三百四十八戒。 

 
如何從修練戒學中把其他定慧兩學都修好，印順用 ”此能淨尸羅，亦是定方便”來

說明戒定的密切關係。簡單來說，修定是要先把身心都處於一個清淨，沒有煩惱的狀況

才可以有成果。因此，如果我們先從戒裡獲得清淨的戒體，修定就會事半功倍了。進一

步而言，定學其實也是戒學根基，有了足夠的定力，我們便不會心隨境轉，相對而言，

外來的引誘就不能產生貪、瞋、癡三毒，因此我們也可以持戒清淨了。推而廣之，我們

其實可以推論出，戒、定、慧三學其實是並行的，互相補足而且互為影響。慧與戒互為

相關，可見於<<成佛之道>>中” 正思向於厭，向離欲及滅。正語業及命，淨戒以為性。

始則直其見，次則淨其行；足目兩相成，能達於彼岸。”14正思及正見乃是慧學的根本，

假如一個人能厭倦生死輪迴，明白無常是苦，諸法無我的道理，自然就能放下一切我執，

人相我相的分別，亦即得了出離心，這就是慧學內直見的作用。跟著，再依著戒學去修

行，就能得到解脫，到達涅槃的彼岸了。戒律的重要性，在<<大涅槃經>>有云： 

                                                 
12 <<成佛之道>>第四章第 178、180 頁。 
13 <<成佛之道>>第四章第 190 至 195 頁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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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是一切善法之梯，戒是根本。猶如地是樹等根本，戒是一切善法前導，如大商

王是一切商人前導，戒是一切法幢如帝釋幢，戒畢竟斷一切罪惡及惡趣道，戒如藥樹治

療一切罪惡病故，戒是險惡三有道糧，戒是甲劍能摧煩惱諸怨敵故，戒是明咒能除煩惱

諸毒蛇故，戒是橋梁度罪河故。15 
     
     因此，我們可以總結在三乘共法中，戒、定、慧三學雖然是同樣重要，但是戒學

可以屬於學佛必要的基礎。故印順在其<<成佛之道>>又言：”三學是戒而定，定而慧；

八正道是慧而戒，戒而定。其實，道次是一樣的。”16 這實在是舉一反三之理，一理通

則百理明。故在印順的大乘不共法中，會顯示大乘不共法最終會將所有戒律融會貫通，

再而創出一條新的道路來。 

    
現在讓我們先了解印順在<<成佛之道>>大乘不共法的章節中如何看戒律，書中云：”

菩薩之學處，十善行為本，攝為三聚戒，七眾所通行。退失菩提心，嫉慳與瞋慢，障於

利他行，違失大乘戒。”大乘不共法，是先教人如何先發菩提心，即覺悟的心，才可被

稱之為初心菩薩。然後再通過接受菩薩戒，修習十善行，如上文所述一樣，才能得成佛

果。不過，大乘不共法中，菩薩所持的十善行與五乘共法及三乘共法中修習的有著不同

的意義，是「攝為三眾」的淨戒，其意義有三。第一，從止惡揚善來說是名律儀戒；第

二，從廣行善法來說是攝善法戒；第三，從利益一切眾生來說是名饒益有情戒。是以印

順說得好：”菩薩的戒行，是無惡不除，無善不行，無一眾生而不加利濟的。”從這裡可

以看出，大乘不共法中，戒律有比前兩種共中下士道有著更深，更遠大的理想。因為五

乘共法以戒律為求福作目的，三乘共法以戒律為離煩惱作目的，大乘不共法則以戒律為

發揚自利利他的精神作目的。如果說五乘共法是花園內的一朵花，三乘共法就是花園內

的一棵樹，大乘不共法則是整個花園了。 

     
戒律的繁簡，亦由五乘共法只重五戒，到三乘共法說三學八正道，大乘不共法則包

括一則好的法則戒律。是以無論在家的優婆塞，優婆夷，出家的沙彌，沙彌尼，比丘，

比丘尼，式叉摩那尼都可以受戒的，其特點在於大乘不共法是自利利他的法門，不像五

乘共法以生人天為目標，三乘共法以成阿羅漢為究竟，大乘不共法則以成佛為最終目

標。<<成佛之道>>云：”下士為己施；中士解脫施；利他一切施，是則名大士。”17再看

看<<菩提道次第廣論>>上士道章節亦云： 

 
 …初中分二，開示大乘根本即是大悲，諸餘因果是此因果道理…第二如次正修分

三，修習希利他之心，修習希求菩提之心，明所修果即為發心。初中分二，引發生起此

                                                                                                                                            
14 <<成佛之道>>第四章第 230 至 233 頁節錄。 
15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七第 195 頁上。 
16 <<成佛之道>>第四章第 235 頁下。 
17 <<成佛之道>>第五章第 2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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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依，正發此心。初中分二，於諸有情令平等，修此一切成悅意相。18 
 

由此得知，印順與宗喀巴的看法一致，修菩提心及發大悲心乃是大乘不共法的要

旨所在。在菩薩戒中，雖然有本文一開始所說的十重四十八輕戒，六重二十八輕戒或其

他之分。不過，在菩薩戒中，守持菩提心是最要緊的，遮護了得，才可以獲得當中的戒

體。其餘的四項重戒，分為戒嫉、戒慳、戒瞋、戒慢四種。如果犯了這其中一種甚至數

項，就會失卻了大乘的戒體了。有一點值得留意的是，犯菩薩戒跟一般比丘或比丘尼的

犯四波羅夷戒有所不同，犯了四波羅夷，是會被趕離僧團，可是，犯了菩薩戒的話，只

是暫時得不到戒體的清淨，經過重新再受，就可以新恢復持戒的功德。因此，在印順眼

中，這是很穩當的法門，因為一經受持菩薩戒，就算犯了很多過失，終歸也可以成佛的。 

     
戒律來到大乘不共法，除了菩薩戒較具特色外，還有在大乘不共法內的六度佔著

很重的地位。六度，又稱為六波羅蜜多，義譯為到彼岸，包括：施，戒，忍，精進，禪

那，般若六種波羅蜜。<<成佛之道>>有云：”戒斷於損他，普施無所畏。失戒眾患本，

惡趣亦貧困。持戒三善本：增上決定勝；為他淨尸羅，則入於大乘。受持淨戒者，如護

於浮囊。不輕於毀犯，持犯俱不著。”19 印順在六度中曾強調，布施是首要的，可是如

要布施得其法，其基礎在於持戒。這道理是很顯淺的，假如連最根本的五戒也不能持，

犯下滔天大罪，那麼連人身都失掉，更遑論如何行布施波羅蜜。只有持得淨戒，才有增

上緣，為行布施更立方便。更進一步，這是有護生的思想在內，從不殺生到利生，這是

戒律的殊勝作用。 

 
故印順再介紹持戒在大乘不共法中有何功德，其中有三，第一，以增上生心而持

戒，可得生人天享富樂的果報；第二，以出離心而持戒，可得決定勝果報，即一證聖果

永不退轉；第三，以菩提心而持戒，這是「入於大乘」的持戒，得成佛的果報。同時，

在持菩薩戒時，要時常警誡自己像在海中漂浮守護橡皮圈一樣，小心失掉。再進一步，

是不輕視犯了戒的人，不要自以為持戒比人家強。要是有這樣的想法，生起了我慢心及

分別心，其實早就不算是持菩薩戒。 故我們可以知道，持菩薩戒是無相的，可不能執

著於犯戒與否，起人我之相，在這見於中觀的思想。還有一點比較有趣的是，印順在<<
成佛之道>>說：”施戒及安忍，多為在家說。廣聚福資糧，是佛色身因”20 因為持戒清淨

會得到廣大的資糧，這些資糧亦即福報是在家信眾欲求成佛必需的。最後，印順引用華

嚴宗判教時所講的十地菩薩位的不同修行階段時，再次說明戒律的重要。<<成佛之道>>
云：”戒德滿清淨，名為離垢地。”21 指出假如大乘菩薩好好的修持淨戒，自修十善之餘

也教人修十善，就可以得到十地內之二地菩薩的果位了。 

 
 

                                                 
18 <<菩提道次第廣論>>卷八第 211、215 頁。 
19 <<成佛之道>>第五章第 293 至 297 頁節錄。 
20 <<成佛之道>>第五章第 302 頁中。 
21 <<成佛之道>>第五章第 407 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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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文得知，成佛之道上，持戒是何其重要。由五乘共法的受持五戒，再而上的三

乘共法中的守持十善業，到最終的大乘不共法的緊持菩薩戒。雖然戒律是由簡而繁，程

度是由淺到深，但是持戒是成佛的必經階段，亦是要訣。 在整本<<成佛之道>>中，印

順綜合了佛門各宗的判教思想，再依<<菩提道次第廣論>>的脈落，說明成佛之道實是

只有一乘道，即大乘不共法，或稱共上士道。在我們比較戒律的時候，不難發現，在其

對戒律的體會中，也是以小迴大，認為大乘法統攝一切佛法的思想。 這也是我在閱讀

<<成佛之道>>時發現的旨趣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