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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海律師:「戒」有三種名稱，四種義理。《以戒為師》  

 

《前言》: 道海律師這一篇講解戒律的文章，初學佛者讀起來可能會

覺得困難艱澀，不過，對於有心深入研究戒律的佛弟子來說，這是一

篇極好的教材。當我們了解戒的三種名稱「毗尼、尸羅、波羅提木叉」，

以及戒的四種義理「戒法、戒體、戒行、戒相」之後，佛陀的戒律就

會深入我們的內心，幫助我們去惡行善，解脫煩惱。慈悲的佛陀入滅

之前的遺教：「以戒為師」，為了就是要給後世的佛弟子一個堅固的依

靠，讓我們能避免陷入魔境，成就無上的正覺。 

 

牟尼佛法流通網 釋大寬法師 合十 謹識 

 

《戒的三種名稱》 

現在我們先說戒的三種名稱。知道戒的三種名稱，就可以知道我們受

戒的目的是什麼。三種名稱是毗尼、尸羅、波羅提木叉。 

 

第一毗尼。梵音毗尼，傳到中國譯為律。律者法也，就是法律。法是

以楷正、決定為義。就好像我們受了戒之後，在日常生活之中，所作

所為究竟屬於持戒? 還是犯戒? 犯了戒之後是屬於犯輕? 還是犯重? 

我們如果想要了解，在律藏之中有剴切的說明，詳細的判別。所以毗

尼翻為律，律者法也，是楷正決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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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對持犯的了解，賞罰分明，功過了然。所以持戒有功，犯戒有過。

佛陀對任何一個受戒的弟子，明白指示出持犯開遮的詳情，所以第一

個名稱叫毗尼。它包含整個律藏，是屬於如來的教中所詮。所詮的持

犯開遮輕重等相，名為教詮。 

 

第二尸羅。尸羅也是梵語，中國譯為戒。戒有的地方翻為清涼，其實

清涼之義只是持戒的功能，使令犯戒煩惱之熱消除而不現起，這是依

持戒功能而翻的，可見並非是正譯。又戒是警策的意思，如來制戒，

為能警策之法，所警策的是身口意三業。警策我們受戒的人，相對犯

戒之境現前而能不犯，遠離犯戒之過。 

 

又戒的意思是性義。性通於善性、惡性、無記性。戒法只通於善性，

不通於惡性及無記性。所以圓教稱戒體為善種子。戒屬於善性，不過

也通於惡性。如屠戶之家、打獵人等，外道受惡戒去作惡事，禁作善

行。若受善戒者，則禁止作惡，如受佛戒的七眾弟子，既然受了善法

之戒，所以禁止作諸惡業。因為善惡之性互不相害，此取其禁止之義。

是故受惡戒者禁止善事，受善戒者則禁作惡事。 

 

佛教七眾弟子受了佛陀的戒法，是受了如來的善戒，所以身口意三

業，相對現前一切境界，應當止一切惡，行一切善，利益一切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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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平常吃飯時發願一樣，願斷一切惡，願修一切善，誓度一切眾生，

這都是合乎戒行的行願。正是戒義，幫助我們在日常中止惡、行善。 

 

《戒經》中說「如來立禁戒，半月半月說」。按照性義解釋，戒是禁

止的意思。戒是屬於因行，因行是說在我們因地之中，應當實踐之行，

如菩薩道為佛果之因行。我們求因行，惡法就不入。佛教的七眾弟子

受戒之後，應當止一切惡，行一切善，此止惡作善的行為即持戒，所

達到的效果，是離世間三途苦，得佛果之因。修菩薩行者在六度中也

歡喜持戒。戒是無上菩提之根本，三乘人之因種，所以戒是因行。毗

尼是教詮，戒是因行，因地中應當行之行。 

 

第三波羅提木叉。中國譯為解脫。由持戒的因行，感得解脫的果。戒

屬於因行，解脫屬於果詮。既然有了因中的行門，一定感得解脫之果。

所以解脫有二個意思。一是近解脫，亦名近果。二是遠解脫，亦名遠

果。 

 

先解釋近解脫，近果。近果是指持戒所得之果。如同比丘受了二百五

十條戒，比丘尼受了三百四十八條戒，隨其持守一條戒，可得一條之

解脫；持十條戒得十條解脫；持百條戒得百條解脫；全部持全部解脫。

其中若有一條不持，則被其一條犯戒的業力所牽，不得解脫。比如犯

了淫、盜戒，有了煩惱就不能得解脫；保持清淨戒就可得解脫。戒有



 

-4-Poweredby 牟尼佛法流通網 

犯，則隨其業流轉不得解脫。此屬近解脫，亦名近果。比丘是這樣，

比丘尼也一樣，乃至在家人受五戒，持之也同樣得解脫。這說明近果

是持戒得解脫。  

 

第二遠解脫，亦名遠果，指聖位。受戒之後如法持戒而不犯，戒體清

淨如法，由戒生起禪定，開發智慧，由智慧而斷煩惱種子，所以能超

出三界，成就聖人之道。因此遠果指將來達到聖果，究竟永離煩惱的

聖位。 

 

此三名中，毗尼是律法屬於教詮，是如來所製成的戒；尸羅即戒屬於

因行，讓我們因地中如法持戒，由戒生行；波羅提木叉即解脫，是指

有了戒的因行之後，將來才能得解脫。由這三個名字，就把我們由凡

夫地至聖人地，所學的都包含在內，這是大概就戒的三種意思作說明。 

 

 

《戒的四種意義》 

「戒」有四種意義，古來大德皆以戒法、戒體、戒行、戒相的四種意

義來解釋「戒」字。這也是關乎我們出家人受了比丘、比丘尼戒之後，

很重要的事。我們假借這機會來說明，然後我們才可以了解戒場受戒

的情形。以下介紹四種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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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戒法。扼要地說，戒法就是佛在世時所制成的五戒、八戒、十戒、

具足戒。除了這以外沒有其他的戒法。但是戒法的目的何在呢? 目的

是使令一切眾生，受了戒法之後，種下三乘聖因，及成佛之種。 

 

道宣律祖在《羯磨疏》中，有這樣一個問答，我們可以由問答中去了

解它的意思。在《羯磨疏》中有人這麼問：「人人都知道受戒，究竟

所受的是什麼呢?」道宣律師回答說：「所受的是聖法。」我們一般稱

戒法，這兒稱聖法。為什麼戒法稱聖法呢? 假使我們知道自己所受的

戒法，是聖法的話，我們一定會視之為寶貝，珍貴的愛護它。所謂聖

法就是生善滅惡之法、成就聖人之法，也可以說是成佛的種子、成佛

的正因，這就是聖法。因為三乘聖人，乃至成佛都是由此法而成的。

所以稱為聖法，因中而稱果上之法。 

 

三乘聖人乃至於成佛，都是依戒為根本，依戒為基礎，在因中成佛的

聖法。假使我們能夠知道，我們所受的戒法是成就聖人之法、究竟聖

人之法、成佛正因、成佛種子，我們受完戒之後，會把戒法當成珍貴

的東西，不會一念之間不小心去犯戒，把成佛之因、成佛之種，隨便

放棄。如果不曉得這個道理，以為受了戒，比丘戒具足圓滿了，就可

以成佛，隨隨便便而犯戒，就失去了成聖成佛之因種，是很可惜的事。 

 

道宣律祖告訴我們究竟受的是什麼戒? 就是戒法，這很重要的。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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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所受的是聖法，我們受了戒之後，應該怎樣來珍貴它、保護

它，完成清淨無染之業? 所以凡是七眾弟子受佛戒者，應該特別的重

視它、珍貴它、保護它，使身口意三業的行為一無所犯。才不辜負我

們在戒場所受的戒法。 

 

戒法是指修學聖道之法，趣向聖人之道。靈芝律師解釋時說：「假使

有人知道他所受的戒法是聖法，是可尊可貴成聖成佛的種子、成佛的

正因，他一定會珍貴、愛護它，決定不會在日常生活之中隨便犯戒，

隨便放棄它。」 

 

由於這番的問答顯示，道宣律祖提醒我們所有受戒的人，應該自問：

「既然受了戒，得了戒體，如果不運用身口意三業的行為，善於保護

戒體，等於不受。」甚至道宣律師說不如不受。為什麼不受呢? 假使

不受戒，也不致於墮地獄。道宣律師所說的話，並不是鼓勵我們不要

受，而是鼓勵我們，受了之後切記不要犯。這說明戒法是我們每一個

受戒的人最寶貴的東西。 

 

戒法的法不局限於凡夫、聖人的。俗人可以受五戒、八戒；比丘、比

丘尼則受出家五眾的戒法。然而佛弟子受了戒之後，就在我們的行儀

上及心裏上，生起如法持戒而不犯，任運止一切惡，行一切善的這股

力量，實際上這就是戒體。假如我們受了戒之後，依戒法如法去行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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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行，因中持戒的行為，既然有因行就能達持戒的效果，這是戒法

的意思。 

 

 

第二戒體。戒體指我們在戒場之中，十師所傳如來所制的戒，我們所

納受的亦是如來所制的戒，經過授受之後，在我們心中及思想上有了

持戒的功能，有了這種功能，相對於境界不犯的力量，這叫做戒體。 

 

道宣律祖也告訴我們，要先明白能領受戒體之心。戒法既然是如此，

而我們如何去領納戒法呢? 《行事鈔》中說，能領受的戒法是心相。

然而我們的心，它是無形無相的，看不見的。就如同我坐在這裏，我

的身體大家看得見，我的心無形無相大家看不到，只是運用講話、言

語及行動來表達心的存在。所以要說明能領受的心相，需要假借所觀

之境來說明。 

 

首先說明能領受的心相。就如我們在授戒時開示戒子：「佛所制的戒

是根據正報的身心，及依報的一切宇宙萬物等，現前的境界來制戒

的。我們納受戒體時，就是根據十法界依正二報而發起戒體。」十法

界的眾生包括佛法界、菩薩、緣覺、聲聞、天、人、修羅、地獄、餓

鬼、畜生等十法界有情眾生，以及十法界的無情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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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佛制戒就是根據十法界有情眾生，及十法界一切無情萬物所制的

戒。我們受的戒就是在十法界有情及無情眾生的範圍內，都不可以

殺、盜等。然而所緣之境雖然很多，卻不外乎有情及無情之境。何謂

有情之境? 是十方三世一切諸佛、菩薩、緣覺、聲聞、天人、三途，

下至蚊虻、蚤蝨、微細蠕動、中陰眾生，這些眾生都遍於十方，通於

三世，無量無邊都是制戒的緣。何謂無情之境? 即包括一切世間微塵

國土、山河大地、卉木花草、乃至一針一線、一物一塵、礦植物等都

是佛所制的戒法，也是發得戒體所緣之境。我們想了解發戒體的形

相，就要先了解所觀的境界。所觀的十法界的境界很廣泛，在這麼廣

泛的境界中，我們受戒時應怎麼去領納戒法呢? 

 

正當受戒時，十師為我們做一白三羯磨，讓我們希法、緣境、要期誓

受。希法是希求十師傳授的戒法能如法的納受。緣境是受戒一白三羯

磨時，讓我們觀想十法界，情與無情的境界如虛空，納受成戒體。所

以我們受戒時，戒師告訴我們要觀想十法界如雲在虛空中，納受善種

子於心中，即是戒體。譬如不殺戒，不但不可以殺人，十法界有情皆

不可以殺。又如盜戒，不但不許盜人間的金銀財物，十法界的金銀財

物也都不可以盜。其餘諸戒亦復如是。佛緣十法界制戒，我們戒體也

以十法界而發，因為十法界情與無情之境，都是發起戒體之法，名為

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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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日常生活行為之中，對於十法界中其他法界，我們無法完全守

持，有時連人道的淫殺盜妄都做不到，雖然做不到也要明白這一層道

理，時時生起慚愧心。 

 

第一番羯磨之後，十法界的善法，有情無情之善法皆從地湧出。二番

羯磨時，十法界善法由心業力悉皆集升虛空，如雲如蓋，覆受者之頂。

三番羯磨，十法界善法由心業力悉皆流入受者之心，實際上這個就是

說明我們納受戒體的情形。這些我出家以後，最初也不懂，後來反覆

看戒學的書，慢慢才了解，希望後輩也能這樣的學習，了解納受戒體

的情形。 

 

靈芝律師解釋說，當分的小乘教義，戒體是屬於色法，不說依止在心。

道宣律祖根據「四分律宗」的圓教來講，戒體是心法，不是色法。而

小乘教認為戒體是色法不是心法。所以今說戒體依止在心，是根據圓

教的義理。 

 

關於戒體這一章，道宣律祖在《羯磨疏》中寫有戒體章。講的持別精

湛，古德很重視它，曾把這一章提出來單行流通。為什麼要這樣地重

視它呢? 因為這一章是關乎我們每一位比丘、比丘尼乃至佛法中的七

眾弟子，持戒的重要。靈芝律師說，戒體是一部律藏的樞要，持戒犯

戒的根本，轉凡成聖之源始，發心修行的前導。假使沒有戒體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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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藏就沒有重心了，因整部律藏都是在解釋戒體。但是戒體之義理淵

深幽邃，從後漢至於隋朝的九代裏，並未釐清戒體的義理，到了唐朝，

獨有南山道宣律祖，窮究探研，盡於律制的幽理，而且反覆古來大德

的言論，在律藏文義之中斟酌其義理，然後才判定一代的宗旨，明確

指出三宗符合世尊一代的教源。然宣祖雖然已去，但其文獻尚存，訓

導後人戒體義理之極談，幾近於熄滅。幸而有靈芝律師、弘一律師，

將道宣律祖的著作整理出來，希望各位能了解這種道理，以後能好好

發心研究。 

 

弘一律師感嘆現代出家人，有很寶貴的資料，不好好保存，亦不會使

用。我趁此機會提醒大家能發心去研究。因古德那麼辛苦整理出來的

教法，既然我們是一個出家人，同時也受了比丘、比丘尼戒，我們對

自己切身的事情怎能不研究? 不去了解呢? 

 

道宣律祖己經把三宗的戒體整理出來，我們現在講這三宗。第一「實

法宗」，第二「假名宗」，第三「圓教宗」。道宣律祖依四分律部把戒

體分成這三宗。 

 

一、實法宗。實法宗主要是把佛陀所說的一切有為法、無為法，認為

是實有的，以諸法實有為宗旨，故名實法宗。他的著作與《雜心論》、

《毗曇論》、《俱舍論》等見解相同。律部則宗於《十誦律》。此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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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是「作戒體」和「無作戒體」，兩種戒體都是色法，不是心法。 

 

「作戒體」以善色、善聲為體。如同我們正當受戒的時候身業禮拜，

長跪等，都是善色。口業的請師、乞戒等為善聲。由登壇經三羯磨之

後叫作戒體。作戒就以善色善聲為戒體。 

 

「無作戒體」是無作假色，過去的假色。善色、善聲是一種有表色。

我們經由身業的禮拜、長跪，受了戒之後，落在身心之中，熏成無作

假色。其實有表無表、有作無作、有假無假，意思是一樣的。因為無

作戒體就是過去所作。這說明我們受戒時，身口的二種行動留在心中

的印象，叫無作戒體。我們這樣講就客易懂。作戒體就是善色善聲。

無作戒體就是熏成過去假色。下面假借六位分別來說明二種戒體。 

 

1、以有為、無為法，來分析。戒體是完全有為法，而不是無為法。

因為時間不夠不講無為法，我們單單談有為法。作戒體和無作戒體都

是有為法不是無為法。什麼叫有為法? 戒體有生住異減四相。一白三

羯磨法受完之後，戒體生起來是有生；得到戒體之後有持戒的力量，

有止惡作善的功用，就是住；持戒戒體清淨，犯戒戒體就染污這是異；

捨戒還俗戒體滅。戒體的生起，是假眾緣和合構造而成的，有生住異

滅的四相，故屬於有為。這是第一有為無為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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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一切有為法中，總括起來說有三聚：色聚、心聚、非色非心聚。

聚是類。色法類、心法類、非色非心法類。作戒體與無作戒體，都是

色法聚中所收，不是心法，不是非色非心法。這是第二種在有為法中，

作戒體與無作戒體皆屬於色法的分析。 

 

3、在色聚之中，色有十一種。人有眼耳鼻舌身五根，物(如茶杯)有

色聲香味觸法六塵。把十一種色法分成三類：(1)可見有對色。眼睛

看得到是眼根所對，這是色法，眼要看得到，可見有對色。(2)不可

見有對色。如聲香味觸四塵，我們看不見，但聲音耳根以對，觸塵身

根以對。(3)不可見無對色。此屬法塵的少分。法塵有二：①心法，

指心所法。②非心法，即無表色，指緣念五塵落謝之影像色塵。無作

即指此色法而說；亦名過去假色。 

 

此處所說的作戒體，正當受戒時，身業的動作禮拜、長跪等是第一種

色法，可見有對色。口業的動作，請師乞戒等為第二種色法，聲塵不

可見耳根可對，不可見有對色。以上身口的二種無作，都是屬於第三

種色法，不可見無對色之法塵所收。過去的無表故稱無對。對前五塵

實有之色，故名為假。此過去假色為無作戒體。此是第三色聚中的分

別。作戒體是前二種色法，無作戒體是第三種色法，故皆是色聚所收。 

 

4、約身口中兩種色的分別。(1)本報色，指身體四大。(方便色：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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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造作。) 身體一定要生起運動才能分出善、惡性。譬如打人生起

惡性，如果身體不動就不能分出善惡。因此，作戒體不是本報色，如

身體不禮拜、口不乞戒不能叫受戒，故非本報色，所以作戒體是方便

色。(2)方便色，(指運動造作。) 如正受戒時，身業禮拜、口業請師

乞戒等為身口的方便造作，可成受戒的儀式，故是方便色。無作戒體

既非本報色，亦非方便色，二色俱非。 

 

5、以三性分析。作戒體是屬於善性。惡性、無記性不能作戒體。受

戒時得戒體能止惡作善，假如受了戒之後不能任運止惡作善，那就不

得戒體。所以約三性說，作戒體是屬於善性，不屬於惡性、無記性，

無作戒體本身就是善。 

 

6、以戒、善來分析。在受戒得作戒體時，既是屬於善法，又是屬於

戒法，戒、善俱足。沒有受戒之前行善，只能稱為善，但不能稱戒。

受完戒後，持戒時，既是屬於善、又是屬於戒。就好像出家人受了戒

法，是屬於善又屬於戒。未受戒之前所行之善只稱善，但不是戒。這

是以作戒的始終分析是善是戒，或是善非戒的義理。 

 

以上「實法宗」的宗旨，認為一切諸法都是實有，將作戒體、無作戒

體統統判為實法。如果單提「實法宗」所解釋作戒體、無作戒體，以

上的分析可以說很詳細。向下再來說明「四分律宗」，道宣律師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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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的「四分律宗」，它主張作戒體、無作戒體的情形。 

 

 

二、「假名宗」。此宗認為一切有為法及無為法，都只有假名，而無實

體。前面實法宗，認為有為無為一切諸法都有實體。假名宗認為一切

諸法，只有假名沒有真實體性，所以稱假名，他以假名為宗旨，故稱

假名宗。與《成實論》同一見解，論部宗於《成實論》，律部則宗於

《四分律》。 

 

在《羯磨疏》中，道宣律師云：「由於此四分律宗，它的道理通於大

乘，所以他主張作戒體和無作戒體是由心而生起。」不同於前面實法

宗所主張的作戒體、無作戒體都是色法。這是《四分律》與前面不同

主張的地方。這說明作戒體依色心為戒體，無作戒體是非色非心為戒

體。實法宗以色法為作戒體，假名宗以色心二法為作戒體；實法宗以

過去假色為無作戒體，假名宗以非色非心為無作戒體。我們來分析，

兩者的主張那個究竟? 

 

為什麼假名宗以色心二法為作戒體? 其中有很重要的一句話「分心成

色」。什麼叫「分心成色」? 我們在受戒時身口二業的方便造作，身

口本身不能造作，它是運用我們的心力驅使身業去禮拜，驅使口業去

乞戒等動作來完成戒體的。它必須假借身口動作來表現心的力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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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叫「分心成色」。 

 

如約依正二報而說，外面依報是色法，身體屬於正報，身體與外面的

依報都是由我們心力而成的。假使沒有心的話，身體不成其用，一切

萬事萬物與我們無關，所以依報的環境和正報的身體，唯心所造而

成，都是運用心力而成的。比如受戒時單單用身口去受戒，而沒有用

心力去驅使，他也不會禮拜，也不會長跪。必須色心二法，心力與身

口二業才能成就受戒。 

 

無作戒體指開始登壇受戒時，一白三羯磨結束，作戒體已經完成，無

作戒體第一念已經生起，唯有無作戒體留在我們心中，唯有無作戒體

存在，所以無作戒體不屬於色，也不屬於心，非色非心，這是作戒體

與無作戒體位次之差別。作戒體是色心二法，無作戒體以非色非心為

體，這與前面「實法宗」所講的不同。 

 

《行事鈔》中道宣律師引《成實論》來作證明，《成實論》云：「以身

口業思為體，論其身口，乃是造善惡之具。」文中之身口就是指色；

業思是指心，也就是第六識意業思心所。身口只是造善造惡的工具，

沒有任何功能，實際上是以心為主。這是說明以身口業思為戒體，而

身口兩業是一種色法，沒有受戒的功能，必須假借心的造作，以心為

主。然心是無形無相，無法表現請師的動作，故還是要假借身口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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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我們乞戒的意思，所以必須以色心二法為體。 

 

心是指什麼心呢? 小乘不談第七識、第八識，只說第六意識；以第六

意識的意為思心所。如同作戒從開始登壇，到三羯磨法完畢的第一刹

那之前，身口意運用方便的造作，假借身口成就我們的心意去受戒。

能受戒的心是正的，而以身口為副。四分律宗是這樣說的，單單身口

不能受戒，必須用心觀想，能領受的心，所觀的境界，心境相應才能

成就戒體。 

 

身業的方便造作，禮拜長跪；口業的方便造作，請師乞戒；意業的方

便造作是希法。希法是希求十師授我戒法，我將戒法納為戒體，這是

希求戒法。它的期限是盡形壽。所觀之境是以十法界的情與無情，為

我們發起戒體的境界。所以那一法不是我們發起戒體的因? 法法都是

發戒體之因。受完戒之後，任何一境界上都會生起持戒的力量，這就

是戒體的功用。一條戒對十法界，條條戒都是對十法界。所以這樣身

口就不容易犯。觀想、希法一定要用意業，因此四分律宗主張以色心

二法為作戒體。 

 

有一個比喻，如同世間上製造物品的機器，機器的本身不能自已去製

造，它必須由人工來操作才能製成物品。受戒時身口只是造善造惡的

工具，真正能操作造善造惡的主人是這顆心，它驅使身口去造善造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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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受戒，所以受戒以心為主，身口只是助緣而已。所以四分律宗主張

身口只是造善惡的工具，主要在這顆心。 

 

下邊再來解釋「無作戒體」。無作戒體以非色非心為體。非色非心是

一切有為法的第三聚名。大乘名為「不相應行」，它不相應於心法，

也不相應於色法。大乘有廿四法，小乘有十七法。無作戒體是十七不

相應行法中之一種。在色心二法中都沒有無作戒體的意義，因為無作

戒體非色非心，不與心色相應，稱名為非色非心。這是假名宗主張的

無作戒體之名稱。以下各就色心五義證明無作戒體是非色非心。 

 

非色者是說戒體既是從心而生，決定不是四大五塵所能成就的。不是

色法所能成就的戒體，故說戒體非是色法。下面就約色法的五種意義

來證明色法中沒有無作戒體的道理： 

 

1、色法有形相方所。有形體、相狀、方位、處所。如桌子擺在這兒

有它的形體、相狀、方位、處所。無作戒體完全沒有這樣的意義，所

以說無作戒體不是色法。 

 

2、色法有十四種，二十種之差別。十四種是眼耳鼻舌身五根，色聲

香味觸五塵，加上地水火風四大，共十四種。二十種即顯色有青黃赤

白 光影明暗 煙雲塵霧十二種；形色有長短方圓 高下斜正八種，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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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種。在無作戒體中沒有這些種類的相狀，故證明無作戒體絕對不

是色法。 

 

3、色法有惱壞意。色法若壞了，心裏會生起憂惱，因此對有情的身

心，會產生憂惱；對無情的物質，則有破壞意。所以色法有惱壞意，

無作戒體則全無此道理。 

 

4、色法都有質礙。體質有妨礙，比如桌子放在這，我就無法過去，

因為有妨礙。但是無作戒體沒有體質，亦無障礙，所以無作戒體不是

色法。 

 

5、色法為五識心所得，所得即五塵也。如茶杯有色聲香味觸，是相

對眼耳鼻舌身。而無作戒體沒有這樣的意義，故非色法。 

 

其次無作戒體不是心法，也以五種心法意義來證明無作戒體不是心

法。 

 

1、心是慮知。心法有覺知、有思慮。覺知外界一切，思慮種種事情，

但是無作戒體沒有思慮覺知的作用，故不是心法。 

 

2、心有明暗。明指智慧，暗指愚癡。心有迷悟、智愚的分別，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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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體全無，故不是心法。 

 

3、心通三性。能驅使身口去造惡，造善，其餘的就是無記。而無作

戒體單屬於善性，沒有惡性、無記性，它不通於三性，因此無作戒體

不屬於心法。 

 

4、心有廣略。意識為略、六識為廣，心王為略、心所為廣，心有廣

有略。無作戒體唯是一定，沒有廣略的差別。故無作戒體不屬於心法。 

 

5、心是報法。是一種果報，如我們今生感得人道，在大乘來講第八

識是果報體，畜生有畜生的果報，人天有人天的果報，沒有心就不會

受果報，所以心是一種報法。但無作戒體是因發心受戒，假身口的動

作、言語而得戒體，它不是報體，所以說無作戒體不是屬於心法。 

 

以上是「假名宗」判作戒體必須要有色心二法，無作戒體不屬於心也

不屬於色，非色非心。這是假名宗的主張，與成實宗主張不一樣，各

有各的理由。靈芝律師、弘一律師他們的意思，實際上戒體就是「圓

教宗」講的「善種子」。為什麼在《四分律》不講善種子呢? 因為講

出來會令大小乘的種子混淆，所以四分律宗，它用不同的名稱，把戒

體表示出來。因此這個地方不用善種子，只能用非色非心來表達無作

戒體。道宣律祖說「強目」，不知無作戒體該叫什麼名字，因它非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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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法相應，也非與心法相應，只好叫它「非色非心」。 

 

這個地方靈芝律師告訴我們，敍述假名宗無作戒體重要的目的，使令

我們後學，歡喜學習的人，可以好好的去思考，究竟這個地方為什麼

要這麼講。 

 

道宣律祖在《業疏》上有一段文：「考其業體，本由心生，還熏本心，

有能有用。」無作戒體是內心生起，既然是由心生起，可見心屬於能

受，戒體是屬於所受。還熏本心，戒體能還熏習本來所受戒的那個心。

因為受了戒，戒體還要熏修本心，令起善法，防非止惡。若從生起來

說，心是能生，戒體為所生；若從熏習來講，戒體為能熏，心是所熏。

心與戒體互為能所，故說還熏本心。有能有用者，指受戒後，戒體生

起戒行，相對於境界能防止犯戒，這是戒體的功用，所以說有能指戒

體，有用指戒行，即防遏緣非。所以受戒要明白這個道理。 

 

三、圓教宗。也是道宣律祖由《四分律》中開出的。宣祖根據《法華》、

《涅槃》二經立此圓教宗。教法上是屬於小乘教，但義理方面是通於

大乘教。《法華經》開權顯實，授聲聞成佛之記，《涅槃經》中重新扶

起戒律，廣談常住佛性，根據這兩部經的義理建立圓教宗，顯出無作

戒體，其他經中沒有這種根據，唯有這兩部經有這種教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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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有三個意思：1、圓頓，2、圓融，3、圓滿，具有這三個意思稱圓

教宗。 

 

1、圓頓者。前面實法宗與假名宗二宗，教義方面是屬於小乘教，圓

教宗才屬於大乘教。如果依《法華經》中所說，依大乘教義看小乘教，

並不需要等待接受了大乘之後才能稱名為大乘。因為佛是為了一乘的

實教，而才施設三乘的權教。也就是三乘小教也都是一乘實教，本為

大乘而施小教，所以不須等待入大乘之後方名為大。如小孩子沒有上

大學的資格，你一定要讓他讀幼稚園，一步一步的進入大學，沒有幼

稚園資格怎麼能上大學。佛施設小教就是令眾生步步進入大乘，因此

小乘教就是大乘教。法華經云：「決了聲聞性，是諸經中王。」正式

說明方便施設小乘，目的都是為大乘，這是圓頓的意思。 

 

2、圓融者。「實法宗」判戒體是色，「假名宗」判無作戒體是非色非

心，色法是偏於一面，心法也是偏一面的，不能均衡戒體的義理。「圓

教宗」把實法宗之色法稱為善種子，假名宗之非色非心法也稱為善種

子，他用善種子把色法心法圓融起來，這就是圓融的意思。其實只是

一個戒體，實法宗判是色法，假名宗判非色非心法，圓教宗判的是善

種子，三個其實是一個體。實法宗的色法也好，假名宗的非色非心法

也好，都是善種子，善種子把三個融合起來稱為圓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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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宣律祖有一個比喻，好像一塊美玉，不認識的人認為是一塊石頭，

有人認為不是石頭，真正認識的人知道是一塊美玉。這塊美玉可以說

是石頭也可以說不是石頭，其實都是指這一塊玉。 

 

3、圓滿者。一代時教根據前三教，阿含、方等、般若，一直到法華

會上，這個時候會三權教為一實教。聲聞人可以授記成佛，一般的眾

生也都可以授記成佛。由「會三歸一」的意思，我們才可以知道，前

二宗所說的戒體都是權教的方便，所以《涅槃經》上說：「佛所說的

戒體，有人不了解，有認為是色法，有認為是非色非心法，因不了解

其義，來到法華涅槃會上就了解了。色與非色之名雖然不同，與善種

子之體無差別，究竟完成戒體的義理，故名圓滿。」 

 

道宣律師藉《四分律》建立圓教宗。圓教宗所談的戒體以色心二法為

戒體，無作戒體是善種子。善種子就是在我們受戒時，身業禮拜長跪，

口業請師乞戒等。一白三羯磨完後，運用我們身口方便的功能熏入第

八識田中，使令成善的種子。前面有說到，第一羯磨後，十法界善法

的種子就動了起來；第二羯磨後，十法界的善種子升於虛空；第三羯

磨法竟，十法界善種子流入受者身心成正報，成為善種子。作戒就是

熏修我們的第八識，把種子熏入第八識田中，用善的心來熏。善指十

法界情與無情的善，種子是比喻，比喻種在我們八識田中，它將來能

發菩提芽，成菩提子，開菩提花，結菩提果，沒有這個種子，如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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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呢? 善表示不是惡，不是無記性，善種子就是成佛的種子，成佛

的因。這是屬於圓教宗所指的無作戒體。把前面色法、非色非心法全

部融合起來。 

 

四分律宗是攝於大乘教，道宣律祖也有說明，四分律的確是攝入大乘

教。它本身的教理是小乘教，但前後的文教都有大乘的意義，因此根

據前後的正文發揮四分律教為大乘教。義理通於大乘，言教則是屬於

小乘，這是道宣律祖本持的立場。 

 

道宣律祖有句話：「欲了妄情，須知妄業，故作法受，還熏妄心，於

本藏識，成善種子，此戒體也。」假使有煩惱，就是惑業的開始，想

要斷除我們的煩惱怎麼辦呢? 須知妄業，我們一定要先對治身口意三

業相對現前的境界不造惡，這就要持戒。戒是對治諸業而不造，定慧

對治惑令不起。假如不受戒，身口意三業生不起持戒的行為，對現前

的境界就沒有辦法停止造惡。所以「欲了妄情，須知妄業」。受了戒

之後，根據十法界情、無情境上成就戒體，然後生起相對於十法界情

與無情，不犯戒、不造惡業。惡業停止不造，沒有惡因，當然可以得

解脫，包含的義理在其中。 「故作法受，還熏妄心」，因佛在世制的

戒法，我們依據佛的戒法去受戒，受了戒以後生起戒行，將我們的心

猿意馬帶上了鎖，不隨便亂跑。因為我們的心驅使身口隨便造善造

惡，都是這一念心，受了戒以後相對境界一定要止惡作善，等於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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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鎖，所以必須要受戒。這兒也有這麼一句話叫做「寧可受戒而破戒

墮地獄，不可不受戒而生天。」這個意思是，受了戒以後，成佛正因

的種子已經種下去，縱然破戒墮地獄受苦，將來出來之後仍然可以成

佛，然而不受戒永遠沒有機會。佛在世制戒的目的在此。「戒為無上

菩提本」是根據這個道理。 

 

「於本藏識，成善種子，此戒體也。」這三句話正式指出戒體究竟是

什麼。我們登壇受戒以後，第一刹那作戒體竟，第二刹那無作戒體的

善種子生起，在這個時候，相對得到戒體。於本藏識，識指第八識，

圓教宗判為善種子。就因我們受戒時，十師經過授受的演禮，而成就

我們的戒體，就等於在我們第八識田中種下善的種子。這個就是我們

受戒得到的戒體。 

 

因此受完戒之後，就在八識田中任運的止一切惡，任運的作一切善，

任運的度一切眾生。什麼叫任運呢? 不假以任何造作叫任運。如果不

是在八識田中有善種子，它怎麼能任運的止惡作善呢? 這是道宣律

祖，依大乘圓教的義理判無作戒體。 

 

 

第三戒行。受了戒以後，得到戒體，隨順戒體在日常生活中，依據我

們身口意三業，相對生起善惡之境界。犯戒境界現起時，因為已經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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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戒，得到戒體，就會生起戒行，誓言絕對不犯。在家人受了五戒就

根據五戒法學習，出家人受了比丘、比丘尼戒就根據比丘、比丘尼戒

去學習，為什麼呢? 不學習不曉得怎樣持戒? 一定要學習明白以後才

能行，應用在我們身口上，這就是戒行；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時時

刻刻檢點我們意業的思想、口業的言論、身業的行動。戒行是在行住

坐臥之中都要實行，故《四分律》說「常爾一心」。不是說上午如法

持戒，下午就不持戒，並非如此。而是要時時刻刻檢點自己的三業，

哪裡符合戒法，哪裡不符合戒法，時時檢點這樣子叫戒行。 

 

在戒行方面要明白止犯作犯、止持作持。作持如半月誦戒、結夏安居

自恣、三衣缽等等，這都是作持。止持如殺盜淫妄戒等。作持是必須

做就要去做，不做就犯。止持是必須止就止，不止就犯。因此要時時

警覺我們的心，完成止持作持、止犯作犯。所以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戒

行才能完成。 

 

 

第四戒相。弘一律師說戒相有二：1、約戒行而說戒相。2、約戒法而

說戒相。 

 

1、約戒行而說戒相，如持戒的善良行為，不殺就是不殺，不盜就是

不盜，把不殺不盜表現在行動之中。這樣的善良的行為，使其表達出



 

-26-Poweredby 牟尼佛法流通網 

來就是以戒行來說戒相。 

 

2、約戒法而說戒相。如受五戒就根據五戒去學習，受比丘、比丘尼

戒，就根據比丘、比丘尼戒去學習。每一種戒都有它的開遮持犯相狀，

及因罪果罪等輕重的相狀不同；假使我們不學習，便不知道怎麼去

做、去行。依戒法而說戒相，就是要好好的學習，學習明白了，然後

應用戒法實行在身口意三業上。這就是戒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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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律學 自我測驗 題目 25 題。 

1. 「戒」有哪四種意義？        2. 什麼是「戒法」？ 

3. 「戒法」的目的何在呢？      4. 什麼是「戒體」？ 

5. 應如何觀想納受戒體呢？      6. 什麼是「實法宗」？ 

7.「實法宗」主張「作戒體」和「無作戒體」是心法還是色法？ 

8. 簡單說明什麼是「實法宗」的「作戒體」和「無作戒體」？ 

9. 「作戒體」和「無作戒體」是有為法還是無為法？ 

10. 「作戒體」和「無作戒體」是(1)可見有對色 (2)不可見有對色 (3)不可

見無對色(無表色) 的哪一類？ 

11. 「作戒體」和「無作戒體」分別是屬於善性、惡性、無記性？ 

12. 什麼是「假名宗」？ 

13.「假名宗」主張「作戒體」和「無作戒體」是心法還是色法？ 

14. 道宣律祖在《業疏》上有一段文：「考其業體，本由心生，還熏本心，有

能有用。」是什麼意思？ 

15. 什麼是「圓教宗」？「圓教宗」是大乘教還是小乘教？ 

16.「圓教宗」的圓有哪三個意思？ 

17.「實法宗」、「假名宗」是大乘教或小乘教？ 

18.「圓教宗」主張「作戒體」和「無作戒體」是心法還是色法？ 

19. 道宣律祖有句話：「欲了妄情，須知妄業」是什麼意思？ 

20. 「寧可受戒而破戒墮地獄，不可不受戒而生天。」這個意思是？ 

21. 受完戒之後，就在八識田中任運的止一切惡，任運的作一切善，任運的度

一切眾生。什麼叫任運呢? 

22.什麼是「戒行」？ 

23. 戒行方面什麼是止持作持、止犯作犯？ 

24. 什麼是「約戒行而說戒相」？     25. 什麼是「約戒法而說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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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律學自我測驗 題目 25 題 答案 

 

1. 「戒」有哪四種意義？         

戒法、戒體、戒行、戒相。 

 

2. 什麼是「戒法」？ 

戒法就是佛陀在世時所制成的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 

 

3. 「戒法」的目的何在呢？       

令一切眾生，受了戒法之後，種下三乘聖因，及成佛之種。 

 

4. 什麼是「戒體」？ 

在戒場之中，戒師傳授給我們佛陀所制的戒，經過受戒儀式之後，在我們心中

及思想上有了持戒的功能，這種功能，相對於境界不犯的力量，就叫做戒體。 

 

5. 應如何觀想納受戒體呢？       

第一番羯磨，觀想十法界的善法、有情無情的善法，皆從地湧出。 

第二番羯磨，觀想十法界善法由心業力悉皆集升虛空，如雲如蓋，覆受者頂上。 

第三番羯磨，觀想十法界善法由心業力悉皆流入受者之心。 

 

6. 什麼是「實法宗」？ 

實法宗主要是把佛陀所說的一切有為法、無為法，認為是實有的，以諸法實有

為宗旨，故名實法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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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實法宗」主張「作戒體」和「無作戒體」是心法還是色法？ 

「實法宗」主張「作戒體」和「無作戒體」，兩種戒體都是色法，不是心法。 

 

8. 簡單說明什麼是「實法宗」的「作戒體」和「無作戒體」？ 

「作戒體」就是善色、善聲，指受戒時身口的行為。 

「無作戒體」就是薰成過去假色，指受戒時身口的行為留在心中的印象。 

 

9. 「作戒體」和「無作戒體」是有為法還是無為法？ 

「作戒體」和「無作戒體」是有為法，而不是無為法。 

 

10. 「作戒體」和「無作戒體」是(1)可見有對色 (2)不可見有對色 (3)不可

見無對色(無表色) 的哪一類？ 

作戒體是前二類色法，無作戒體是第三類色法。 

 

11. 「作戒體」和「無作戒體」分別是屬於善性、惡性、無記性？ 

「作戒體」和「無作戒體」都是屬於善性。 

 

12. 什麼是「假名宗」？ 

假名宗認為一切有為法及無為法，都只有假名，而無實體。 

 

13.「假名宗」主張「作戒體」和「無作戒體」是心法還是色法？ 

假名宗以色心二法為作戒體；以非色非心為無作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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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道宣律祖在《業疏》上有一段文：「考其業體，本由心生，還熏本心，有

能有用。」是什麼意思？ 

研究戒體之義理，若從生起來說，心是能生，戒體為所生；若從熏習來講，戒

體為能熏，心是所熏。有能指戒體，有用指戒行，令生善法，防非止惡。 

 

15. 什麼是「圓教宗」？「圓教宗」是大乘教還是小乘教？ 

道宣律祖根據《法華》、《涅槃》二經，由《四分律》中開出建立此圓教宗。教

法上是屬於小乘教，但義理方面是通於大乘教。 

 

16.「圓教宗」的圓有哪三個意思？ 

1、圓頓，2、圓融，3、圓滿。 

 

17.「實法宗」、「假名宗」是大乘教或小乘教？ 

實法宗與假名宗，教義方面是屬於小乘教。 

 

18.「圓教宗」主張「作戒體」和「無作戒體」是心法還是色法？ 

圓教宗所談的戒體以色心二法為作戒體，無作戒體是善種子。 

 

19. 道宣律祖有句話：「欲了妄情，須知妄業」是什麼意思？ 

想要斷除我們的煩惱，一定要先對治身口意三業，相對現前的境界不造惡，這

就要持戒。 

 

20. 「寧可受戒而破戒墮地獄，不可不受戒而生天。」這個意思是？ 

受了戒以後，成佛正因的種子已經種下去，縱然破戒墮地獄受苦，將來出來之

後仍然可以成佛，然而不受戒就永遠沒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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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受完戒之後，就在八識田中任運的止一切惡，任運的作一切善，任運的度

一切眾生。什麼叫任運呢? 

不假以任何造作叫任運。 

 

22.什麼是「戒行」？ 

在日常生活中，時時刻刻檢點我們意業的思想、口業的言論、身業的行動，在

犯戒境界現起時，絕對不犯，就叫做戒行。 

 

23. 戒行方面什麼是止持作持、止犯作犯？ 

止持是必須止就止，不止(作)就犯，如殺盜淫妄戒等。 

作持是必須做就要去做，不做(止)就犯，如半月誦戒等。 

 

24. 什麼是「約戒行而說戒相」？ 

如持戒的善良行為，不殺就是不殺，不盜就是不盜，把不殺不盜表現在行動外

相之中。 

 

25. 什麼是「約戒法而說戒相」？ 

每一種戒都有它的開遮持犯相狀，及因罪果罪等輕重不同的相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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