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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97 年 8 月，法鼓山僧團第一次正式舉行為期三個星期的結夏安居。安居期間，

聖嚴法師針對當時八十多位的常住眾們，分十次開示了菩薩戒與戒律概說。時間關

係，只開示了《梵網經菩薩戒本》，而《瑜伽菩薩戒本》則來不及開示。 

  本文先將開示音檔整理出逐字稿，再由此以《梵網經菩薩戒本》為主的開示內

容，參酌法鼓全集中的相關資料，分三部分來分別探討《梵網經》真偽與其戒條的適

用、從開示的緣起開始逐步探討菩薩道與解脫道的關係，最後再探討菩薩律儀與和敬

僧團的建立，進而到推廣法鼓山理念的關連。試著從這三部分逐步建構出聖嚴法師在

促成「正法久住」的大方向下，對於經典與戒律的適用原則，以及當代出家菩薩，在

僧團中，於不背離自度度他出家之志的同時，如何能夠展現出自度化他菩薩行儀的思

想脈絡。 

二、《梵網經》的真偽與適用 

（一）《梵網經》的真偽 

  關於《梵網經》真偽的討論，古今由來已久，聖嚴法師在《戒律學綱要》一書

中，針對此問題有加以論述回應，1而在此次開示中，也舉出若干有疑問之處，比如，

在讚偈後有：「爾時釋迦牟尼佛，初坐菩提樹下，初結菩薩波羅提木叉，孝順父母師

長三寶，孝順至道之法，孝名為戒，亦名制止。」2意思是說，釋迦牟尼佛在現在菩提

迦耶的菩提樹下成佛時，就最初誦出此梵網菩薩戒。而此戒的目的，是為了孝順父

母、師長、三寶。「孝名為戒」，是說菩薩戒是因孝而成立的。 

  聖嚴法師指出：這種三寶在最後，父母第一的次序，「這是我們中國人的倫理，

印度是不是這樣子？有商榷的餘地。」3「在印度是不是有孝順這樣子的一個事實？我

相信是有，但是非常提倡孝道，大概沒有這樣的事。那在中國呢？……，我們佛教徒

要講孝道，而且把孝當作就是戒了，能夠持受戒就是盡孝，這也是配合中國人的想

法。」4 

  另外，「從這本經典的文字來看，也不像是鳩摩羅什翻譯的，鳩摩羅什的文字相

                                                      

 1 聖嚴法師，《戒律學綱要》，頁 344-346。 

 2  《梵網經》卷 2（T24, no. 1484, p. 1004, a23-25）。 

 3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二次開示），頁 22，行 29-30。全

文的引用已經經過筆者常昇的修潤。下同。 

 4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二次開示），頁 23，行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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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流暢。但是這本經的上卷，極具聱牙，相當難念，相當難懂難念，所以有人認為

這個是配合中國儒家思想，而出現的一部經。」5「這部《梵網經》在西藏沒有，不是

從印度翻成藏文的，而是從我們漢文翻成藏文，原來西藏沒有這個東西。因此也證明

說，這部經不是從印度傳到中國，而是中國自己，好像根據《孝經》這樣子的東西，

把它變成這麼一部《梵網經》，而成為戒經。」6 

  但是，針對上述的推測，是否即為事實？聖嚴法師認為：「不一定。只能說其中

有一部分事實，好像是這樣，但說這完全是中國人製造的，有失中肯。」理由在於：

「中國人要說出這樣一部經來並不簡單，不容易。這是誰說的？不容易找到這種人，而

偽造一部經典出來，是不容易的。如果說它是鸞壇出來的，更不像。鸞壇出來的東西

都是非常膚淺的，不可能有這麼嚴密的組織和思想。」 

  所以關於《梵網經》的真偽以及如何出現問題，聖嚴法師認為還在「學者們考證

中」，7並說：「我們現在不管它（真偽的問題），這部經對我們來講，還是非常有

用。」8從中可見聖嚴法師將《梵網經》真偽的問題留待學者考證，並以其所能發揮的

影響力來加以適用。 

（二）《梵網經》的適用 

  《梵網經》雖有其真偽的討論，但因在漢傳等大乘佛教化域有廣大的影響力，故

有其重要的價值，至於要如何加以適用？聖嚴法師指出： 

一定要懂得制戒的因緣、道理，以及持戒的目的和標準，來講這一個菩薩

戒，那對我們現在大家是有用的。9 

從中可見，聖嚴法師認為要先掌握制戒的精神後，才能適切地在當代適用與持守戒

律。關於《梵網菩薩戒本》制戒的因緣，因涉及經典來源的考證，本文不加以處理，

而關於《梵網菩薩戒本》制戒的道理，聖嚴法師以戒本中處處要求在家菩薩極力護持

三寶、出家菩薩要嚴格持守清淨菩薩戒的用心，認為其目的在使正法久住。 

                                                      

 5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二次開示），頁 22，行 32-35。 

 6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二次開示），頁 23，行 9-12。 

 7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二次開示），頁 23，行 7。 

 8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二次開示），頁 23，行 12-13 

 9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55，行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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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梵網菩薩戒本》中，我們看到都是維護出家菩薩的。他希望國王、大

臣，希望居士、百官，希望許多的信施、檀越，如何的護持三寶、護持出家

人，這用心良苦！但對於出家人的要求、希望，也是從嚴，而不是從輕，也

是希望佛法能夠永久住世，所以對於出家人的要求、希望，也是嚴格。10 

而持戒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夠達到制戒的道理、精神。關於持戒的標準，在出家眾方

面，法師則是期勉弟子們成為真正的出家菩薩，能持清淨菩薩戒，隨時去自私心，以

菩薩心來廣結眾生緣並保持清淨、精進與和樂。 

1.《梵網菩薩戒本》就是告訴我們如何去自私心，如何做為一個出家人、出

家菩薩，來持清淨菩薩戒，然後才能夠成為一個真正的出家菩薩。11 

2.出家菩薩要精進、要清淨、要和樂、要廣結眾生緣、要發菩薩心。12 

上文提出聖嚴法師關於出家眾持戒標準的理由在於：「他任何一個地方，都叫我們出

家菩薩要發心說法、要發心持戒、要發心度眾生、要發心授三皈，對任何一個人要謙

卑」。13 

  另外，聖嚴法師也特別指出僅以表面文字來理解《梵網經菩薩戒本》，有時可能

造成不當的後果： 

如果僅僅是看到表面的文字，來講菩薩戒，可能對我們的佛教有損無

益。……。我們如果不會解釋，不能理解、不會理解、不擅於理解《梵網菩

薩戒本》，就會造成兩種極端：第一，出家人驕傲、傲慢，自己自以為了不

起。第二，造成在家人認為佛教徒、出家人，是一批專門接受供養的人，而

在家人只有供養的份。在家人對於出家人應該如何如何，而沒有辦法要求、

希望出家人怎麼樣。14 

從中可以感受到法師非常謹慎地在理解、講說梵網菩薩戒，總是以如何對佛法的存續

                                                      
10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56，行 4-9。 
11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56，行 2-4。 
12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56，行 16-18。 
13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56，行 18-21。 
14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55，行 32 - 頁

156，行 15。 



淺談聖嚴法師之梵網菩薩戒 ．273273273273． 

與弘揚為有益者，為思考的方向，若對佛法的存續會產生危機者，則清楚指出並加以

預防、調整，並非全然按照表面的文意來解釋，目的是希望能夠真正達到經典為令正

法久住的美意。所以，在講解了十重四十八輕後，聖嚴法師對於出家眾適用《梵網

經》的方向，有如下說明： 

現在講完這個菩薩戒本，但願我們諸位出家菩薩，守本分！我們自己做好

《梵網菩薩戒本》裡面所講的，出家菩薩那樣的一種標準的行為；同時，我

們不要要求在家居士，像《梵網菩薩戒本》裡那樣的標準。這樣子我們佛教

就有希望，否則的話，倒過來，我們佛教危機就很嚴重。15 

另外，在《空花水月》一書中，聖嚴法師針對此次開示《梵網經菩薩戒本》的立場、

方向、原則與目的，也有加以說明： 

自古以來，註解《梵網菩薩戒本》的人，都是高僧大德，例如……。我這次

講解十重四十八輕的梵網菩薩戒，並沒有用學術的立場去參考這些古大德們

的看法。 

我是貼切著現代人的出家生活所重視的威儀、重點，以及做為一個處身於現

代生活中的初發心菩薩，應該如何表現出菩薩道的精神；特別是出家菩薩，

在今天的社會中應該具備什麼樣的條件和形象，才算是正確的。 

我沒有做復古的工作，而是強調古為今用、今不離古、溫故知新、新出於古

的原則。 

所以在講完戒本之後，使得常住大眾對於出家菩薩的身分和責任，有了更深

一層的體驗和認識。16 

從上文可以發現法師重視古為今用的原則，因此對於經典與古大德註疏的態度，是先

經過通盤的了解，再加以消化掌握其中心精神，並觀察、配合現代需求，而加以調整

適用。所以法師適用的重點，是在於其古為今用的實用性，以條文的精神來對治時

弊，使條文能活用於當代社會，並使當代行者有所依準。 

  另外，從上文中，也可清楚法師此次開示關注的重點，在於處身現代生活中的初

                                                      
15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56，行 22-26。 
16 聖嚴法師，《空花水月》，頁 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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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心菩薩，應如何表現出菩薩道的精神，尤其針對出家菩薩應具備什麼樣的條件和形

象加以說明，期使常住大眾對於出家菩薩的身分和責任，有更深的認識和體驗。 

  因此，在了解聖嚴法師對菩薩戒的適用原則與特殊處後，本文將接著一一介紹聖

嚴法師認為當代出家菩薩，在日常生活中應具備的條件和形象，俾能落實菩薩道的精

神，以符合出家菩薩的身分和責任。 

  透過聖嚴法師開示的內容，不難發現聖嚴法師在體證佛法的好之後，本著護持佛

法，為令正法久住，使眾生能依法離苦得樂的大前提下，掌握制戒的精神與持戒的目

的，以實用的角度，來適應當代社會文化，而加以解說、應用條文，使出家人能持清

淨菩薩戒令自他離苦解脫。以下即針對《梵網經》中的若干戒條，可能有適用疑義的

地方，以聖嚴法師的觀點加以介紹。 

（三）《梵網經》若干戒條的適用 

1.重戒第一條 

（1）波羅夷的目的是不要違背菩薩精神──菩提心 

  在重戒殺戒第一的條文中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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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反自恣心快意殺生者，是菩薩波羅夷罪。」17

法師指出：「這種不論輕、重，也不論大、小，一律都是菩薩波羅夷罪，連『乃至有

命者不得故殺，』凡是有命者故殺，就是菩薩波羅夷罪，這個有問題。這問題，不是

經本有問題，而是我們解釋的人會發生問題。」18為何會有這樣規定呢？因為「一切

的業之中，殺業是最重」，而且「菩薩是發了菩提心，是要度一切眾生的」，「所以

第一條講殺戒」。19還有，「菩薩是重視於心。你有殺的動機、有殺的行為，不論殺

是大、殺小，這都是違反菩薩的慈悲心的。」「違反了菩提心，跟菩薩戒的精神相違

背，所以叫菩薩波羅夷罪。」20 

  聖嚴法師特別說明：這裡的菩薩波羅夷罪，主要目的在指出其違背菩提心，而希

望大眾不要違背菩提心，並非要指說會有墮惡道的果。詳參下文： 

並不是說，菩薩波羅夷罪就是墮地獄，不是這個意思，而是違反了菩薩的菩

                                                      
17 《梵網經》卷 2（T24, no. 1484, p. 1004, b18-20）。 
18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二次開示），頁 30，行 33-35。 
19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二次開示），頁 31，行 28-33。 
20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二次開示），頁 31，行 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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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心。違反菩提心，這是很嚴重的一樁事，請不要違背菩提心。21 

（2）隨時對一切眾生保有慈悲心 

  既然如此，面對日常生活周遭的眾生，例如螞蟻，該如何處理呢？聖嚴法師指

出： 

隨時隨地有慈悲心。牠們死不死？照死不誤，但這個時候，並不犯戒。以瞋

恨心、以討厭的心，殺了牠們，是犯戒的。如果以慈悲心保護牠們，把牠們

帶走了、放下來，牠們還是照樣的死，你動的時候，牠們也會死、也會受

傷，這沒辦法，因為你已經是慈悲心。22 

所以法師強調「菩薩應起常住慈悲心」的重要，也就是「這個慈悲心經常要維繫著。

看到任何眾生，起慈悲心，而且不要忘掉了、離開了慈悲心。」23法師因此特別說

明：文中的「慈悲心就是孝順心，就是菩提心。這個地方的孝順心，就是菩提心意

思。」24所以，菩薩戒其實不單是「孝順父母、師長、三寶」而已，只要受菩薩戒並

且持菩薩戒，就是決定要救護一切眾生，就是對一切眾生起孝順心了。參下文： 

菩提心，對誰孝順？對眾生起孝順心、「孝順父母、師長、三寶」，這樣子

講。孝順父母、師長、三寶。那對眾生呢？你只要持戒，對眾生那就是孝順

心，因為受菩薩戒就是一種孝順的行為，因為願要救護一切眾生。25 

2.十重戒後的長行 

（1）犯戒通懺悔 

  在十重戒後有如下的一段話：「善學諸仁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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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二次開示），頁 31，行 34 - 頁

32，行 1。 
22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二次開示），頁 32，行 18-21。 
23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二次開示），頁 32，行 25-27。 
24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二次開示），頁 33，行 4。 
25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二次開示），頁 33，行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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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妙果，一切皆失。墮三惡道中，二劫三劫，不聞父母三寶名字。」意思是說：這十

條戒不能犯，甚至連微塵許都不能犯。只要犯了之中的任何一戒，就失去菩提心，現

身不能發菩提心，亦失種種位。聖嚴法師認為： 

這十條重戒，依照《梵網經》戒本的文字來講，這非常的嚴重！26 

這是要求的非常嚴格。27 

這導致的後果是： 

我們中國人……就是覺得：戒，最好不要受，受了以後很可怕！28 

聖嚴法師認為：「這跟《梵網經》的精神有關係。」29同時法師似乎採納某些學者的

看法，認為：「《梵網菩薩戒》，……是後來的人根據菩薩精神而制的。」30「菩薩

精神是重視於身、心的行為。心裡面，有沒有這種犯戒的意圖，有的話就是犯菩薩的

重戒了；如果心中沒有意圖，那就不算犯戒。」31法師指出：「菩薩應該是心中沒有

意圖才對的。意圖犯戒，那就失去菩提心。前面講過，菩薩主要是慈悲心，犯戒不慈

悲，就失菩提心。戒雖然不失，戒體不失，但是菩提心失去了。」32所以後文中的失

去種種位，也都是因為「失去慈悲心的關係。」33 

  綜觀發現：「一失慈悲心，樣樣都失。」34因為「佛法是重視於慈悲心。」35那

麼，如何挽救呢？這裡聖嚴法師有特殊見解，認為： 

如果有慚愧心生起而懺悔的話，照我上次講的戒罪和性罪來講，應該可以懺

                                                      
26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四次開示），頁 56，行 25-26。 
27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四次開示），頁 56，行 15。 
28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四次開示），頁 56，行 29-30。 
29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四次開示），頁 56，行 30。 
30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四次開示），頁 56，行 30-32。 
31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四次開示），頁 56，行 32-34。 
32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四次開示），頁 56，行 34 - 頁

57，行 2。 
33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四次開示），頁 57，行 4。 
34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四次開示），頁 57，行 4-5。 
35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四次開示），頁 57，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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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所以不是不通懺悔，可以懺悔。36 

這裡聖嚴法師認為犯戒後可以懺悔，也應當要懺悔，因為「懺悔則安樂」。37但是，

懺悔只「能夠懺去戒罪，而不能夠懺去性罪」，38所以「懺悔並不等於不負責任」，

39仍要負起犯性罪的責任，也就是承擔犯罪的後果。 

  所以，在輕戒第四十三條的故毀禁戒戒中，針對條文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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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聖嚴法師指

出：「十重四十八輕戒，全部都要守的清淨，不清淨都叫作犯戒。特別是七逆還有十

重，是最重要的戒。」41而犯戒後的處理方法，聖嚴法師也是說：「要懺悔，不懺悔不行啊！」42 

  從中可以感受到：聖嚴法師說戒的目的，不在於強調犯戒的可怕，而是針對初發

心的凡夫菩薩，除了鼓勵受戒、持戒外，也要在不可避免的犯戒情況下，時時能以慚

愧懺悔心來修正、增上，進而達到不斷提昇的目的，這也是戒律存在最重要的目的。

所以，聖嚴法師對於出家徒弟們，有下面一段叮嚀： 

要慚愧，經常以慚愧心、懺悔心，以低下的心、以謙虛的心、謙卑的心，來

接受布施、供養，還不敢隨便的接受供養、享受供養。常常知道自己很慚

愧，常常知道自己持戒不清淨，常常知道自己常常犯戒、破戒，因此常生慚

愧心。那在這末法時代，在一個佛教衰微的時代，我們還能夠現出家相，還

能夠讓佛法傳流，我們應該覺得相當幸運了。 

我們要完全清淨是不可能。那怎麼辦？用慚愧心、用懺悔心，來精進的修學

佛法、弘揚佛法，廣結善緣。能夠用這樣子的心，雖然自己是不清淨的，雖

然自己也是犯戒、破戒的人，可是還沒有變成畜生。不是畜生，不是木頭，

我們還是什麼？還是說法的法師。43
 

                                                      
36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四次開示），頁 57，行 6-8。 
37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三次開示），頁 41，行 7。 
38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三次開示），頁 41，行 35。 
39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三次開示），頁 41，行 34。 
40 《梵網經》卷 2（T24, no. 1484, p. 1009, a13-19）。 
41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50，行 12-14。 
42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50，行 15。 
43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50，行 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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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鼓勵受戒持戒 

  針對人們可能產生的質疑：「那受了戒不是更倒楣了嗎？受了戒還要懺悔，不受

戒可以不懺悔了。」44法師明確指出這是錯誤的觀念，因為受戒後有戒體防非止惡的

力量，所以有別解脫的機會，犯過的情況會較少，因此仍勸勉大眾受戒。聖嚴法師

說： 

那錯的，受了戒以後，你就犯過失的機會較少。你有戒的保護，你自己知道

是受了戒的人，你犯過失比較少一些，這還是非常好的。這是別解脫！你一

天持戒，一天的解脫；兩天持戒，兩天解脫；在一條戒上持戒，一條戒上解

脫；對一個人持戒，對一個人得解脫，叫作別解脫，所以受戒還是很有用！45
 

甚至在解釋「波羅夷罪」時，聖嚴法師也清楚指出：菩薩戒中的波羅夷罪，不同於七

眾戒的斷頭罪而不通懺悔，並不是不可救藥，而是「有犯不失」，還是菩薩，也說

「有戒可犯是菩薩，無戒可犯是外道」。從中皆可見聖嚴法師積極鼓勵受戒、持戒，期

勉行者不要背離成佛之道的思想。聖嚴法師說： 

這「波羅夷罪」叫作墮、斷頭、殺頭的意思。本來在七眾戒裡面，波羅夷罪

不通懺悔。波羅夷罪，從此以後你不再屬於這條戒的持戒人，你從這條戒，

完全失去了持戒的精神。可是在菩薩戒來講，有犯不失。雖然你犯了波羅夷

罪，做了菩薩不應該做的事，你還是菩薩，有犯不失。「有犯是菩薩，無犯

是外道」，所以，菩薩戒的波羅夷，並不是不可救藥，而只是說，比較重的

菩薩戒，你犯了。46
 

另外，在輕戒第三十四的堅持守心戒中，聖嚴法師也提示了： 

持戒，是因發菩提心而持戒的。不是求人天福報而持戒的，是生大乘善信而

持戒的。所以保護戒體，持戒而不犯戒，等於是保護菩提心，這是大乘戒的

精神。比如三聚淨戒的斷一切惡，修一切善，度一切眾生。菩薩戒每一戒

                                                      
44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三次開示），頁 41，行 9-10。 
45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三次開示），頁 41，行 10-14。 
46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三次開示），頁 35，行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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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都含有大菩提心在裡頭，所以持戒，就是保護菩提心。47
 

從中不斷地可以感受到聖嚴法師與戒文，再再皆在照護眾生菩提心的用心。 

3.惜法規利戒第十六 

（1）凡夫勿輕易燒身捨身 

  在輕戒惜法規利戒第十六的條文中有：「若燒身燒臂燒指，若不燒身臂指，供養

諸佛，非出家菩薩，乃至餓虎狼獅子，一切餓鬼，悉應捨身肉手足而供養之。」48文

中談到要有燒身、燒臂、燒指的菩薩行。這樣的行為在比丘律裡是禁止的，那麼，在

菩薩戒中是否一定必要？ 

  聖嚴法師指出：「在大乘佛法來講，這一條是滿重要的。也就是說，為了自己求

法而捨身。」49也舉了雪山偈的由來，以及高僧傳記裡有〈亡身篇〉、〈遺身篇〉，

是為了度眾生、護法等因為例。50也說菩薩精神是：「難忍能忍，難捨能捨，難行能

行」，這就是菩薩行。」51然而，在《法華經》〈藥王菩薩本事品〉中的藥王菩薩燒

身的事蹟，在釋迦牟尼佛《本生談》裡面也有許多捨身的記載，可是「在佛教的歷史

上，這種事實不多。」52另外：「菩薩行，也有初發心菩薩，以及久遠已經發心的大

菩薩。」53 

藥王菩薩，是久遠劫以來的大菩薩。他能夠身體用香油浸泡，然後纏裹著香

油浸泡的棉花和布來燒，燒幾千萬年，幾千萬年都還沒燒完。燒了以後，又

恢復健康，或恢復如初。像這種情形，我們普通凡夫是做不到的。54
 

所以聖嚴法師認為，要不要燒的關鍵在於：「燒了有沒有用」。55如果燒手，燒成了

                                                      
47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18，行 34 - 頁

7，行 4。 
48 《梵網經》卷 2（T24, no. 1484, p. 1006, a18-21） 
49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六次開示），頁 72，行 1-2。 
50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六次開示），頁 71，行 17 - 頁

72，行 16。 
51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六次開示），頁 71，行 17-18。 
52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六次開示），頁 71，行 28。 
53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六次開示），頁 71，行 18-19。 
54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六次開示），頁 72，行 19-23。 
55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六次開示），頁 72，行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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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廢；燒身而亡，因而沒有機會修行，那就不該燒。同時並叮嚀：「這一條在凡夫的

階段，最好不要輕易的嘗試。」56 

4.見厄不救戒第三十一 

  在輕戒第三十一條的見厄不救戒，條文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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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賣經律，販賣比丘、比丘

尼，亦賣發菩提心菩薩道人，或為官使，與一切人作奴婢者。而菩薩見是事已，應生

慈悲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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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在這裡聖嚴法師指出兩個適用上可以調整的地方，一是販賣經律的問題，二是處

處取物贖三寶的問題，以下分別介紹。 

（1）販賣經律、形像 

  聖嚴法師指出：現代人應該不會以惡心販賣三寶，也就是不會對「佛菩薩父母形

像、經律、比丘比丘尼、發心菩薩道人」等進行綁票。問題是：現代印經書，或者販

賣佛書以及佛像等進行販賣，算不算違反此販賣經律、佛菩薩形像戒？ 

  法師認為：一般經律的推廣，是「以成本代人來印、代人製作，不叫販賣。」而

文物流通處的販賣經典、佛像有其利潤，在現代「是正常的」，也是「應該」的，否

則我們無從獲得這些經律、佛像。58所以法師指出這樣的規定，是「不合現在這個時

代的要求的」。59 

（2）取物贖三寶 

  另外，條文中的處處方便取物贖佛菩薩形像及一切經律的規定，導致了一個亂

象：「現在有好多的寺院，到了古董店裡面，看到佛像就買，他們說：『搶救法

寶』。因為他們搶救法寶，所以許多的藝品店拼命地製造法寶，就讓那一些出家人，

是大買特買，買的一層樓一層樓的給它儲藏起來。」60 

  聖嚴法師認為，這樣的行為是很值得省思的：「這買了做什麼？儲藏了做什麼？

是當財產嗎？做什麼？」61所以聖嚴法師基本上不贊同古物、財寶的買賣，認為：

                                                      
56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六次開示），頁 72，行 29。 
57 《梵網經》卷 2（T24, no. 1484, p. 1007, b4-10）。 
58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13，行 11-25。 
59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13，行 25。 
60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13，行 30-33。 
61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13，行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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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佛像的事、佛經的事，也不能夠貪得無厭地去收購收購，把它當成寶物來藏。」62

另外，「人家要賣給我們的時候，古物、財寶，我大概是不會買。」63理由是：在現

代這種「看了佛像就買、看了佛經就買」，與「這一條戒，精神不相應。」64此戒的

制戒因緣，是古代佛經、佛像相當不容易得到，印刷術不發達，經典是很不容易一本

一本抄出來的，所以流落在外邊非常可惜，而把法寶買回來，佛像也都是用手工慢慢

雕刻出來的，不像現在是用機器快速印刷、雕刻出來的，「所以，時代不一樣。」65 

  那對於佛教文物應如何處理？ 

我們出家人，不要把那一些文物當成財寶來儲藏、來收藏，而是當成文物來

收藏……和展示，是教育功能。66
 

同時指出： 

這些東西不一定是很值錢，但是是能夠代表著佛教文化、佛教文物的。67 

（3）其他：形像、經律破舊的處理方法 

  另外，聖嚴法師也特別提出現代佛像、佛經或佛書，破舊、破損的處理方法，認

為現代時代不一樣了，所以可以不同於古代的裱背重新裝，然後再儲藏、使用，而可

以整批拿去做再生紙，以免糟蹋、浪費資源。68 

  這是否表示聖嚴法師不敬法呢？正好相反。在輕戒第四十四條的不敬經律戒中，

法師說明：儘管現代印刷術發達，經典的取得非常容易，但「我們對於佛經的恭敬、

供養，還是需要。」69所以聖嚴法師在此次開示中對徒弟們說明，對於法寶，不可以

認為：「這是書！這是紙！師父說破了可以拿去做再生紙的。」因為那是整體的、一

起處理的。不是說可以放到廁所裡，或放到床鋪上當枕頭睡，或拿到床鋪上來念經、

                                                      
62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14，行 17-18。 
63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14，行 7。 
64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14，行 19-20。 
65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14，行 20-25。 
66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13，行 35 - 頁

114，行 2。 
67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14，行 2-4。 
68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14，行 26-32。 
69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51，行 14-15。 



．282282282282． 法鼓山僧伽大學畢業製作選集（2006-2011） 

看經的。70還教導：「今天我在這樣講了以後，請諸位菩薩，你們看到任何一位菩

薩，對於法寶不恭敬，對經典、經本不恭敬，請你們菩薩跟他下跪！求他。求他：

『菩薩啦！這是法寶啊！』你們要這樣子做。下一次我自己看到了，我也跪下來求：

『這是法寶啊！菩薩啊！』阿彌陀佛，這是法寶唉！」71從中可見法師對於三寶的恭敬

與環保理念權衡的拿捏。 

5.眾坐乖儀戒第三十八 

  輕戒第三十八條的眾坐乖儀戒，談到次第坐的威儀、倫理。條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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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乃至黃門、奴婢、皆應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次第而坐。」72 

  在開示中，也可以發現聖嚴法師並沒有按照字面直接的解釋，而認為次第坐的倫

理，在同受菩薩戒的大眾中，仍應先分別僧眾與俗眾，接著分別男女眾，再依受戒的

先後（此處在僧眾，是以受具戒的先後來定其座位先後，「不以菩薩戒的戒臘為先

後，因為菩薩戒呢，是沒有次第，沒有位置，是以什麼身分，你就是進入什麼身分的

次第。」）73最後為了要照顧年老與年幼者，也應要讓其在前。所以聖嚴法師的順序

是：僧俗，「男女，先後，老幼」，74而非如同條文所指的「不問老少比丘比丘

尼」。 

  另外，聖嚴法師也特別強調「要活用」，75在不同的情況中，可能會有例外的情

形出現。比如，需要國王來指導誦戒時，儘管國王受戒晚，為尊其德，仍應請其上

座。76另外，若國王根本沒受戒，但若執意要參與誦戒會，為顧及佛法的存續與日後

仍有誦戒因緣，應讓其參與並請上座，此乃尊其位。77還有，儀式中致詞的先後，也

要視情況調整次序。78也要主動合掌請安與讓座，不可以說：「我是個法師，你要恭

敬我。」或者「我法師，我了不起。」法師對徒弟們說：「你出家，有什麼不得了？」79 

                                                      
70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53，行 1-5。 
71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52，行 32 - 頁

153，行 1。 
72 《梵網經》卷 2（T24, no. 1484, p. 1008, b1-4）。 
73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32，行 20-21。 
74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32，行 9-10。 
75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33，行 22。 
76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32，行 23-30。 
77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32，行 31 - 頁

133，行 6。 
78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33，行 7-21。 
79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43，行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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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受戒非儀戒第四十 

  輕戒第四十條是受戒非儀戒，條文有「出家人法，不向國王禮拜，不向父母禮

拜，六親不敬，鬼神不禮。」80按照表面文字，有的人可能會認為：「嘿！我們出家

人要受國王禮拜，不拜國王了，也不拜父母了，六親也不敬了。」 

  聖嚴法師嚴正地指出：「笑話！六親，你的叔叔還是你的叔叔，你的伯伯還是你

的伯伯，你的哥哥還是你的哥哥，就俗家的哥哥、俗家的叔叔、俗家的伯伯。我待所

有的人，都是恭恭敬敬的，請你們不要一回家，說：『我是已經受了菩薩戒的，我是

比丘，我是六親不敬、鬼神不禮、父母不拜、國王不拜。』」81 

  這條戒「它本身沒有錯的，它本身是對受了菩薩戒的人。這一些人都受了菩薩

戒，這一些人都是虔誠的三寶弟子，那沒有問題。」82「但若弄得不好，只照表面理

解，就上當，中這一條戒的重毒。」83使得「我們出了家的人，總覺得自己出了家，

身分就是高人一等。這糟糕！非常糟糕的事。」84 

  這條戒在中國，爭議性最高。因為「沙門不敬王者，父母反拜」，而不斷受到儒

家詬病而反對、排斥。近代的基督教、天主教傳入中國後，也曾因不敬祖、不祭祖，

而發生教難。聖嚴法師權衡佛法的不同文化適用後，認為：「在中國來講，這一條戒

是不近情理的。」85 

（1）不向父母禮拜 

  這條戒的制戒原因是：「在印度，宗教師是神聖的，宗教師是代表著神聖的、清

淨、至高無上的身分。」86而「父母已經把你捨給三寶了。父母是俗人，你已經是受

了出家戒的僧人，……所以，不向父母禮拜。」87 

  聖嚴法師本身向不向父母禮拜呢？法師說：「我拜的。」不只如此，對於師父的

遺像，聖嚴法師說：「我是拜的。」甚至到祖庭見到祖師的遺像、墳墓，「我都是拜

的。」88理由是： 

                                                      
80 《梵網經》卷 2（T24, no. 1484, p. 1008, c4-6）。 
81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42，行 14-20。 
82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44，行 19-20。 
83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44，行 18。 
84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44，行 33-34。 
85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40，行 14-20。 
86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39，行 34-35。 
87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39，行 33 - 頁

140，行 1。 
88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40，行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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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是在中國，我不在印度。89 

2.我沒有什麼了不得，也不是像印度的出家人，那麼神聖。我這個比丘也是

個普通比丘，不是什麼高僧，所以我還是向父母的遺體、墳墓拜的。90 

並且告訴徒弟們： 

看你們要不要拜喔！我是拜的。我拜了以後，也不覺得我犯了什麼戒了。所

以這一條戒，請大家斟酌的來看，不要把自己看成那麼一個的比丘，不得

了。91 

從中可見聖嚴法師尊古隨方制宜以及異中求和的彈性。 

（2）不向國王禮拜 

  對於國王，是否一定要禮拜？聖嚴法師認為：「不一定，看情形。」92「對於已

經受了菩薩戒的國王，我們當然不向他拜，出家人不拜的。」93可是，「如果國王沒

有受菩薩戒也不信佛，你叫國王向出家人禮拜，或出家人不向國王禮拜，可能會發生

問題。」94 

  聖嚴法師舉了明朝契嵩大師對明太祖朱元璋的提問：「朕，要不要拜佛？」非常

知趣地回以「今佛不拜古佛」來保全佛教一事做為例子，希望大眾能夠靈活有彈性地

應對。95 

  另外，也舉了過去戒嚴時代蔣介石當總統時的一段故事，教導大眾接待非佛教徒

的政要時，可以以趙州禪師的「第一等人來禪床上接，第二等人來下禪床接，末等人

來山門外接」96中，第二等人的方式來恭迎、規規矩矩地應對。97 

  還說明：現在民主時代又不一樣了，與人互動要主動的合掌、請安與讓座，「不

                                                      
89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40，行 4。 
90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40，行 5-7。 
91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2，行 11-13。 
92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40，行 21。 
93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39，行 31。 
94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39，行 26-27。 
95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40，行 21 - 頁

141，行 13。 
96 《佛祖統紀》卷 42（T49, no. 2035, p. 390, a10-12）。 
97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42，行 22 - 頁

143，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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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覺得自己是法師，比他高」，或者「我是個法師，你要恭敬我」、「我是法師，我

了不起。」98 

  或許與本經極度維護出家人的崇高地位與強調對出家人的恭敬有關，聖嚴法師再

三強調：「你出家，有什麼不得了？」不可以養成「一出家，就要人家恭敬；一出

家，就希望人家能夠供養」的觀念與習慣。99並且不斷叮嚀： 

這條戒非常重要！不要上當，看了這條戒以後，就覺得我們出家的法師，不

得了啊！100
 

（3）六親不敬 

  前文中提到，聖嚴法師說六親就是六親，而且對任何人都是恭恭敬敬的，不可以

自以為出家人了不得而不敬人。 

（4）鬼神不禮 

  這裡聖嚴法師同樣強調：不可以不敬鬼神，因為他們是護持我們的。所以聖嚴法

師進出都會向山門旁的土地公合掌，也請徒弟們能夠養成進出向土地公合掌的習慣。101 

7.說法乖儀戒第四十六 

  輕戒第四十六條的說法乖儀戒，條文內容是：「若佛子，常應教化，起大悲心，

若入檀越貴人家，一切眾中，不得立為白衣說法，應在白衣眾前，高座上坐。……若

說法時，法師高座，香華供養，四眾聽者下坐，如孝順父母，敬順師教，如事火婆羅

門。」102 

  聖嚴法師指出這條也不可以照字面來解釋，理由是： 

今天這個時代，都是要高座說法、香花供養，四眾聽者下座，要把法師當成

父母孝順，當成師長孝順，像伺候火婆羅門來拜火那個樣子，這在今天來

講，我們佛法就會滅亡！……這個沒有辦法，所以這一條是非常不切實際

的。103 

                                                      
98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43，行 21-30。 
99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43，行 30-32。 

100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44，行 7-8。 
101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44，行 9-17。 
102 《梵網經》卷 2（T24, no. 1484, p. 1009, b3-7）。 
103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53，行 33 - 頁

151，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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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當「隨意說法，隨時說法。但是，在必要且可以允許我們有高座的時候，我們

也高座說法。」104例如內部進行的大活動、法會，為了莊嚴道場，也因為人多，法師

的位置一定要高，這叫作大座講經。105 

  聖嚴法師最後指出：其實，「無論是站著、坐著，當您很誠懇地為白衣說法時，

他們對佛法一定還是起恭敬心的，不會因為站著說法，就看不起你，所以這一條，要

好好的了解而運用，不可以照這條文來解釋。」106 

三、菩薩道的修行 

（一）開示的因緣 

  「法鼓山」是除了是一個推廣禪修為主的禪修道場，同時也是提倡學習菩薩精神

以及行菩薩道的菩薩道場。在僧眾教育方面，除了固定課程之外，從1991年起，針對

常住大眾的短期精進共修，定名為「常住菩薩營」；107而1997年8月，法鼓山僧團第

一次舉辦為期三個星期的結夏安居，聖嚴法師對八十多位常住眾進行了十次的開示，

主要內容是戒律概說與《梵網菩薩戒本》的十重四十八輕戒。從中可見，聖嚴法師對

僧俗四眾，尤其是出家眾，都非常重視菩薩道的認識與踐行。為什麼聖嚴法師這麼重

視菩薩道？為什麼法鼓山僧團第一次正式的結夏安居，聖嚴法師開示的是菩薩戒？法

師說： 

因為我們常住眾很多人是小乘人。我們天天講，我們是大乘佛法，可是我們

常住眾，來的時候，你就是發的小乘心，……，你不發菩提心，你不發菩薩

心，老是自己覺得：「我自己要修行，要修好，我自己要修好了以後，再來

度眾生。」如果是人人是這樣子想，我們這個世界佛法沒有了，沒有佛法

了。108 

從中可以看出，聖嚴法師對這種情況的憂慮與開示的動機。為何聖嚴法師有這樣的感

受呢？從文中可發現主要是因為： 

                                                      
104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54，行 12-13。 
105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54，行 6-8。 
106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154，行 13-17。 
107 釋果光、釋常悟，〈聖嚴法師建僧悲願：回應時代的法鼓山僧伽教育〉，《人生》雜誌 313

期，頁 104-109、314期。 
108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26，行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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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出家眾，到了寺院之後，總覺得自己已經現出家相，應該要接受布

施、接受供養。……我們農禪寺出家的法師，只了解到應供：「我們出家人

應該接受供養的。我們出了家以後，當然接受供養是正常的。我們一生奉

獻，當然囉！他們要供養我們。」一個是供養，一個是恭敬，恭敬供養，這

是應該的。出家人接受恭敬供養，在家人應該恭敬供養。109 

大家只覺得：「我們現在是要修行，我們要受培養，我們將來要做人天的師

範，要做龍象的人才，要做一代的高僧，要做一代的大師。現在，我們要好

好的接受供養、接受培養。」要把你們諸位像祖宗一樣的供在那地方，一天

三餐供養、照顧你。110 

這種只希望人家成就自己修行而要求恭敬、供養，與出家之志究竟有何不相應？聖嚴

法師指出： 

恭敬還有供養，一個恭敬，一個供養，要命！這兩個。這就是利養！名聞利

養，這個是修行人的大忌諱。名、聞、利養，我們在所有的經典裡面，所有

的這個經、律，不管是大乘、小乘裡面，不管是對菩薩，或是對聲聞，或者

是對居士，或者是對出家人，佛教誡我們的就是名聞利養。但是我們一出家

的人，一出家，馬上就是計較名聞利養。111 

從中可以看出，要求恭敬供養是計較名聞利養，而與佛法離欲的無我精神相違背，所

以為佛陀教誡重點所在的。像這樣子要求供養的下場是如何？應該要怎麼做才能令供

養者與受供者皆得利呢？ 

我們諸位菩薩，人在福中希望求更多福，納福享福，真要命！……納福的心

有了，享福的習慣養成了，結果慈悲行少了，精進心少了，廣結眾生緣也少

了。把你們諸位像祖宗一樣的供在那地方，一天三餐供養、照顧你。但是，

你變成了祖宗牌位，永遠是祖宗牌位。這個樣子被供養的人，永遠沒有希

望，永遠沒有出息，永遠沒有用的！一定要有精進心，要有慈悲行，要廣結

                                                      
109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21，行 6-15。 
110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24，行 27-31。 
111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21，行 34 - 頁

122，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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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緣，這才能夠給授者得利，你自己才不會因此而變成無福。如果納福享

福，而不培福的話，你到了狗裡面，就變成流浪狗；到了鬼道變成餓鬼；在

人道變成貧窮下賤。112
 

所以，要保持精進心有慈悲行及廣結眾生緣，才能令施者與受者皆得利，受供者也不

會在受供納福享福後成為無福的人，淪落三惡道的無福眾生。事實上，接受供養，也

就是應供，什麼人才應受供養？人麼人才叫應供？受供時又當如何？聖嚴法師指出： 

只有佛及羅漢，應受供養。其他的只是仗佛光明，而接受供養。供養的時

候，一定是「行化」，或者是「乞化」。行化、乞化，也叫作化緣。113 

可見出家人受供，多是仗佛的福報，同時，也是應負教化責任的。所以針對這種只要

求恭敬供養的狀況，聖嚴法師強調，出家人更應要強化當個布施者的觀念來加以對

治： 

布施者，不管是在家也好出家也好，請問諸位，我們做布施的人一定是在家

居士嗎？居士要布施，我們出家人也要布施，要不要？要啊！我們也要布施

的。114 

那麼，出家人看似什麼都沒有了，還可以布施什麼呢？ 

我們什麼都沒有了，我們還有慈悲心可以布施，我們還有歡喜心可以布施，

叫做隨喜，對不對；我們還有時間可以布施，我們還有讚歎的、恭敬的語言

可以布施，我們還有幾句阿彌陀佛可以布施，「阿彌陀佛」，講「阿彌陀

佛」。115 

                                                      
112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24，行 24 - 頁

125，行 12。 
113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21，行 7-10。 
114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22，行 22-24。 
115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22，行 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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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從文中聖嚴法師慰問林肯大郡災民的例子中，116也可以看到，出家人除了可以

布施講經說法之外，也可以布施問候、關懷來令人安心。另外，聖嚴法師也提醒大

眾，出家人希望得到供養、得到布施的同時，應該想到人家是來求福、種福的。而我

們出了家以後，憑什麼讓人家來求什麼福？憑什麼讓人家來種什麼福呢？因為我們披

的是福田衣嗎？福田衣的意義是什麼？ 

我們為什麼叫作功德福田衣啊？我們穿上這種衣之後，一定要知福、惜福，

感恩、報恩，以精進心修慈悲行，而廣結眾生緣，成就菩薩道。117 

從上面的幾段話可以知道，聖嚴法師認為：出家人更應當個布施者，除了應供同時負

有教化的責任外，在一出家後，就當知福惜福，並感恩報恩，以精進心修慈悲行，來

廣結眾生緣，這就是菩薩道。而在這成就菩薩道奉獻的同時，「就是行菩薩道，就是

自利的一種法門」，118也就是在成就自他的解脫道。 

（二）開示的理念 

  接著，聖嚴法師以近代中興中國現代佛教太虛大師的話，來勉勵常住大眾： 

太虛大師是近代中興佛教的祖師，他經常說：「以凡夫身修菩薩行。」他是

「行在瑜伽菩薩戒本。」「行在瑜伽菩薩戒本，志在整理僧伽制度。」是他

的志願，他是要整理僧伽制度。119 

1.「以凡夫身修菩薩行」 

  「以凡夫身修菩薩行」，是太虛大師在講解《優婆塞戒經》時，所提出個人修學

佛法的意趣，願「為學菩薩發心修行者」，因為「本人係以凡夫之人，得聞解佛法信

受奉行者。認為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及大乘不共法，均一貫可達到究竟圓滿之覺海；

凡從貫通五乘、三乘之大乘教法，發菩提心，修菩薩行者，即是菩薩。願以凡夫之身

學菩薩發心修行，即是本人意趣之所在。」 

                                                      
116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22，行 29 - 頁

123，行 23。 
117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25，行 28 - 頁

126，行 2。 
118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3，行 24-25。 
119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26，行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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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針對「今人每多稍具信行，便爾心高氣傲，不知尚未做到發菩提心之少

分。」「蓋真發菩提心已，歷十信而登初住，由此經十住、十行、十迴向、修菩薩

行，則為集福智資糧之菩薩。」「照《起信論》講，入初發心住以前，尚須十千大劫

修習六度行，乃成真正初發心菩薩；然後再經三大無數劫，方能成就無上遍正覺。故

本人為一欲學菩薩發真正菩提心而學修六度行者。此經正是教凡夫人學發菩提心、學

修菩薩行者，故深合本人之意趣。」120 

  另外，太虛大師在講解法相唯識學中，提到：「凡夫人發大乘心，求菩薩果，修

菩薩行，所謂直趨道場之人也。」而「先小乘而後大乘，或由大乘退小乘復趣大乘者

之不定性人」121是迂迴者。 

  從中可推知，法師以太虛大師的話勉勵常住大眾，能以凡夫之身，來學習菩薩發

心修行，直趨道場。 

2.「行在瑜伽菩薩戒本，志在整理僧伽制度」 

  「行在瑜伽菩薩戒本，志在整理僧伽制度」，此志此行，是太虛大師在 1915 年，

為「盡此一報身而為長劫修菩薩道之資糧」，122針對當時中國佛教頹喪不振的情況所

提出的佛教興革規畫與志願，直至 1923、1924 年，方於〈志行自述〉一文中表露。 

3.聖嚴法師的推動菩薩行理念與建僧悲願 

  聖嚴法師同樣也是本著能讓正法久住、能讓僧眾安心辦道並直趨道場的願心，來

提倡菩薩道與建立清淨的僧團，因此有了此一以菩薩戒為主的開示內容。聖嚴法師

說： 

我是太虛大師的隔代傳人，我沒有他這麼偉大，但是，我不斷地提倡菩薩

行、菩薩心、菩薩道、菩提心，不斷地講要：「建立僧團制度，建僧，建

僧。」不斷地在講這個話。因此，我們這一次結夏安居，是我希望在山上，

大家共同的能夠來聽聽菩薩戒。123
 

其實綜觀十次開示的內容，不難發現：聖嚴法師以「菩薩律儀」做為出家身分的基本

內涵，進而能建立和合清淨的僧團；以菩薩行的推廣來達到出家自度化他目的的方

                                                      
120 《太虛大師全書》16（第八編．律釋），頁 23。 
121 《太虛大師全書》9（第六編．法相唯識學），頁 1042。 
122 《太虛大師全書》17（第九編．制議），頁 186。 
123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14，行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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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聖嚴法師此次開示《梵網經菩薩戒本》的方向，在《空花水月》一書中，有加以

說明： 

我這次講解十重四十八輕的梵網菩薩戒，……是貼切著現代人的出家生活所

重視的威儀、重點，以及做為一個處身於現代生活中的初發心菩薩，應該如

何表現出菩薩道的精神；特別是出家菩薩，在今天的社會中應該具備什麼樣

的條件和形象，才算是正確的。124 

聖嚴法師也指出講解的目的，是希望能讓「常住大眾對於出家菩薩的身分和責任，有

了更深一層的體驗和認識。」125 

  另外，從聖嚴法師對常住大眾早齋開示集結而成的《法鼓晨音》一書自序中，也

可完整觀察到聖嚴法師建立清淨菩薩僧團的因緣與內涵，錄其全文如下： 

從 1978 年起，我在臺灣有了道場，是一個非常不起眼的農舍，僅一棟上下

兩層的樓房，總共一百建坪，我就用它來主持禪七，接引青年出家。先師東

初老人，給它的命名是農禪寺。經過二十個年頭，由於出家弟子的人數逐漸

增加，周邊的鐵皮屋臨時寮也不斷加蓋，儼然已是一座簡陋的叢林寺院了。

因為它不能算是可以永久居住的道場，便促成了法鼓山的籌建。沒有想到，

法鼓山的硬體尚未建成，臨時性的農禪寺，已有一百多位男女青年來此求度

出家了。既然有了愈來愈多的出家弟子，建立清淨僧團的任務責無旁貸。 

由於這個僧團是從零開始的，舉凡殿堂作息、規章制度，都是在摸索中一點

一滴，累積起來。除了參考佛制的律儀，也參考中國古叢林的清規，尤其還

得適應當今社會環境的實際狀況。我便偶爾於早齋之後，應機開示僧團生活

的種種威儀規範，及入眾、隨眾、依眾、靠眾的基本準則。出家是為離俗離

欲、出離生死的牢獄；清淨的僧團，便是為出家人提供了離生死苦、得解脫

樂的修行環境。 

至於如何能在僧團的生活環境中，實踐解脫道及菩薩行，法義的觀念引導以

及制度的生活規則，是兩大支柱。我的每一篇開示，內容雖各不同，重心則

不出這兩條軌道。 

                                                      
124 聖嚴法師，《空花水月》，頁 181。 
125 聖嚴法師，《空花水月》，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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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是隨講隨忘，也沒有一定的次第前後，更沒有準備輯集成冊；倒是有

幾位弟子，隨聞隨錄，起初是給他們自己參考，漸漸被大眾傳閱甚至選讀。

到了去年，已集成本書初稿，經我親閱之後，弟子們建議付梓問世，可以做

為後來者的依循參考。 

本書雖是為出家弟子們說的開示。對在家居士的居家修行，也是有很多幫助

的。126 

從上面幾段文字可以清楚了解，聖嚴法師建立清淨僧團的目的，是為了提供出家人離

生死苦、得解脫樂的修行環境；而實踐上，則是在菩薩行中不離解脫道，此即與太虛

大師「行在瑜伽菩薩戒本，志在整理僧伽制度」相呼應。 

（三）菩薩的意義與內涵 

  在聖嚴法師第一次開示中，一開始即指出菩薩是： 

1.菩薩是覺有情。 

2.菩薩是成佛的過程。 

3.菩薩是佛法之中，發了菩提心的人。127 

從上述意義中，可知菩薩的主要內涵是發菩提心。聖嚴法師特別說明： 

一般所謂發菩提心，是指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也就是成為佛的預備階

段。而如果只是準備出三界得解脫，也就是自求解脫、自求出離、自求除煩

惱，那是出離心，不是菩提心，也不是菩薩。128 

這裡可以清楚發現：聖嚴法師在一開始，就清楚區隔發心與目的不同，而有菩薩道與

聲聞的解脫道的不同。其目的，應是希望行者們能正發心，以及確立修學佛法的終極

目標。 

                                                      
126 聖嚴法師，《法鼓晨音》，頁 3-4。 
127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3，行 7-8。 
128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3，行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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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菩薩道與解脫道的關係 

  儘管明白了菩薩道與解脫道有其發心與目標的不同，那兩者是對立的關係嗎？此

可以由菩薩道的修行與五乘法的觀念中，清楚其關係。 

1.悲智雙運的菩薩行 

  菩薩是發了菩提心與趣向成佛之道的，因而有五十二個不同的位次。而如何開始

向成佛之道邁進呢？法師指出：「菩薩發心之後，如果只是發心而沒有行菩薩道，他

永遠是初發心。」129可見行菩薩道才是開始真正進趣成佛之道。 

  而如何行菩薩道呢？聖嚴法師指出：「所謂行菩薩道，是悲智雙運。」130 

  所謂的「悲」，「是對眾生的奉獻，對眾生的救濟，對眾生的關懷，對眾生的眷

顧，那才是叫作悲。」131「如果只是自求解脫，自求出離，自求除煩惱，這不是菩

薩，這只能夠講他有出離心。」132「如果僅僅說自己有慈悲心，但是對眾生沒有關懷

的話，也沒有付出、沒有奉獻，那就不是叫做菩薩，那不是叫做慈悲。」133如果有人

「講：『我們犧牲了』，那就不是菩薩。……菩薩不是犧牲，菩薩只是奉獻。奉獻本身

就是行菩薩道，就是自利的一種法門。」134 

  在這裡，聖嚴法師再度辨明菩提心非即出離心，也強調踐行的重要，同時說明菩

薩的心行，不是犧牲，只是無條件的奉獻，奉獻本身就是行菩薩道，而這就是利他同

時自利的一種法門。 

而悲智雙運的「智」，是「斷煩惱、離煩惱、除煩惱。」135
 

要如何的斷煩惱呢？聖嚴法師指出：「釜底抽薪是非常重要的，少欲知足還是基本的

法門。就是出離心，是菩薩最基本的法門。」136 

                                                      
129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3，行 15。 
130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3，行 16。 
131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3，行 19-20。 
132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3，行 16-17。 
133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3，行 20-21。 
134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3，行 22-25。 
135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3，行 26。 
136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3，行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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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斷煩惱，少欲知足，也就是出離心，是釜底抽薪的重要方法。但是，聖嚴

法師緊接著說： 

但是，如果僅僅是出離心，那不是菩薩！137 

從這裡我們可以清楚得知：菩薩是不離菩提心的，但其中包含出離心。也就是菩薩的

出離心以菩提心為前提。所以，菩薩道不離解脫道，兩者的關係是前者包括後者，不

相捨離的。 

2.「五乘」觀念 

  在聖嚴法師的開示中，曾提及參考了印順法師《成佛之道》內的五乘觀念來協助

解說，而書中所指的五乘是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與菩薩（佛）乘。而在明瞭

菩薩行的內涵是悲智雙運中，我們也可以發現「悲」可以算是五乘法中的人天善法，

而「智」是二乘的解脫道，以此等為基礎的菩薩乘，是不離這些內涵的。 

  聖嚴法師在輕戒第八條的背正向邪戒中，清楚提到：「從大乘菩薩的立場來講，

小乘、二乘如果不毀謗大乘，他是大乘的基礎；如果站在二乘的立場毀謗大乘，他已

經變成跟外道是同流，就是二乘聲聞也變成外道。」138 

  另外在第二十四條的背大向小戒中，也提到：這一條戒的主要內涵，是要「已經

發了大菩薩心的人，不要再退心啊！」139「不要將大乘佛法捨掉，而去學外道法、學

小乘法。」140並且詳細解說五乘的關係： 

但是，外道法和小乘法，不能夠說完全沒有用的。外道法、小乘法，他是五

乘共法和三乘共法。這七寶，是大乘不共法……。可是要知道：……一定是

要學了大乘法的人，看世間的外道法，才稱為五乘共法﹔學了大乘法的人，

看小乘法，才叫作三乘共法。 

如果沒有學大乘佛法，僅學外道法，那就叫外道法，不能夠叫做五乘共法，

如果僅僅學小乘法，而不學大乘法，小乘法就是小乘法，不算是三乘共

法。……。 

                                                      
137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3，行 28-29。 
138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四次開示），頁 62，行 20-22。 
139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六次開示），頁 86，行 4-5。 
140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六次開示），頁 88，行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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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乘共法一定不能夠離開大乘佛法，離開大乘佛法，而看世間法，那就是世

間法，那就是外道法，不是五乘共法。141
 

這些文字清楚提示了：菩薩道是最殊勝的，但其以人天善法與二乘法為基礎，所以菩

薩道的內涵是不離人天善法與解脫道的，而如果只單修人天善法或解脫道，是無法到

達菩薩道的高度的。在第十次開示中，聖嚴法師以五乘中各乘修行的內涵來加以解

說： 

這（人乘）是修五戒十善，修五戒十善是中下品的。這（天乘）是上品五戒

十善。……五戒十善深一層，深為四聖諦、八正道，能夠斷集、滅苦，而成

為「聲聞道」。……修十二因緣法，為「緣覺」。然後，再「菩薩道」，是

六度、四攝。……然後「佛」，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等。 

（佛的）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一定是從（菩薩的）六度、四攝的圓

滿來完成；而六度、四攝的修行，不能離開（二乘的）四聖諦、八正道、十

二因緣；四聖諦、八正道、十二因緣不能夠離開（人天乘的）五戒十善。五

戒十善是最基本。所以這四聖諦、八正道，就有五戒十善……修十二因緣

法，也要以四聖諦、八正道為基礎；……在六度之中，就含著五戒十善、八

正道、十二因緣，全部都包括。沒有說不包括這些東西叫作六度、四攝。
142

 

此中也再度清楚闡述前述菩薩道與解脫道的關係。 

四、和敬的僧團從律儀著手 

（一）僧的意義 

  出家人是住持佛法的三寶之一，而出家僧梵語 sangha，譯為僧伽，略稱為僧，意

為和、眾，主要是和合意，故又稱和合眾、和合僧。143因此，僧團的意涵是和合，以

六種和合為內容，稱為「六和敬」，和敬是出家人此一身分的基本準則，和、敬，才

能彼此助道，否則就失去僧團的意義。 

                                                      
141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六次開示），頁 88，行 29 - 頁

89，行 7。 
142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十次開示），頁 159，行 10-21。 
143 請參《佛光大辭典》，詞條「僧伽」，頁 5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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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和敬僧團的內涵 

  既然和敬是出家身分的基本準則，那麼「和敬」的意涵是什麼？聖嚴法師說： 

「和」，是和光同塵；「敬」，是互相的禮敬。144 

「和光同塵」的狀態是什麼？呈現在僧團中又是如何？「和光同塵」，就如同「早上的

陽光，從門縫裡邊射到黑暗的房間裡的時候，可以看到光線裡，有許多的微塵在動。

那些微塵彼此之間非常地和諧，它們沒有說是打了結了，彼此兩個人在打架了，在互

相衝突了，沒有！總是一個碰到一個，另外一個它會讓，一個碰到那個，那個會讓，

自然而然的，它形成了一種協調、和諧。像這一種，那我們叫作和樂、和敬的僧

團。」145 

（三）以菩薩律儀的推動來達到建立和敬僧團的目標 

  明白了和敬僧團的狀態後，對於要如何達到這樣的狀態，聖嚴法師有其獨到的見

解： 

1.要達成和的目的，一定是先從敬開始的。146 

2.如何的能有敬的表現？一定是從禮儀開始的。147 

3.因為有禮儀，你能夠產生尊敬的一種表示。有尊敬的表示，互相的尊敬，

那你一定是會互相的禮讓，一定是這個樣。互相的尊敬，一定是互相禮

讓……彼此的謙和的。……所以禮儀對我們來講，非常重要。」148 

從上面可以知道，聖嚴法師認為禮儀，也就是互相地禮讓、謙和，能夠呈現尊敬的表

示，有了尊敬的善意表示，就能夠達到和合的目的，因此，達到和敬僧團的主要方

法，就是從禮儀著手。因為禮儀如此重要，所以此次安居開示中，聖嚴法師在講戒菩

薩戒之前，特別開示了菩薩律儀，將禮儀含括在菩薩律儀中，以強調菩薩的種種律

                                                      
144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1，行 9-16。 
145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6，行 27-35。 
146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7，行 2。 
147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7，行 2-3。 
148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7，行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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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威儀，來達到出家人共住於和敬僧團的基本身分要求，以下介紹聖嚴法師所提倡

的「菩薩律儀」。 

（四）菩薩律儀的意義與特色 

  菩薩律儀，也就是菩薩威儀。 

它就是倫理。是三寶弟子大小、上下次第的倫理，叫作律儀、威儀或準則。149 

另外，文中聖嚴法師也提到，菩薩是不介意別人將他安排在什麼職位而可以擔任任何

角色的，因此菩薩是沒有一定的身分，而呈現在菩薩律儀的特色就是： 

隨大即大，隨小即小；隨僧則僧，隨俗則俗。150
 

當中的「「大」是指大眾，「小」是指小眾，「僧」是指出家的五眾，「俗」是指在

家的兩眾。」151 

  也就是菩薩行者無論擔任何角色，在其身分上應清楚自己的角色，並要求自己法

住法位，152適當地表達其在該身分所應為的合適禮儀與威儀。 

（五）《梵網經》中的菩薩律儀 

  關於《梵網經》中可見的菩薩律儀，可以依照聖嚴法師平日對徒弟教導的分類區

分為三大類，那就是身儀、口儀與心儀。 

身儀 口儀 心儀 

（1）重戒第一的殺戒 

（2）重戒第二的盜戒 

（3）重戒第三的淫戒 

（4）重戒第五的酤酒戒 

（5）輕戒第三十八條的眾坐乖

儀戒 

（1）重戒第四的妄語戒 

（2）重戒第六的說四眾過戒 

（3）重戒第七的自讚毀他戒 

（4）重戒第一的謗三寶戒 

（1）重戒第八的故慳戒 

（2）重戒第九的瞋戒 

（3）輕戒第三十四堅持守心戒 

（4）輕戒第三十五不發大願戒 

 

                                                      
149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3，行 9-10。 
150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3，行 2-3。 
151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3，行 5-9。 
152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4，行 30 - 頁 5，

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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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僅就輕戒第三十八條的「眾坐乖儀戒」加以介紹聖嚴法師對這一條的特殊見解

處。 

  這條輕戒第三十八條的「眾坐乖儀戒」，談到次第坐的威儀、倫理。條文中談到

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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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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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兵

奴之法。我佛法中，先者先坐，後者後坐。而菩薩一一不如法次第坐者，犯

輕垢罪。153 

然而，在開示中可以發現聖嚴法師並沒有按照字面直接的解釋，而認為次第坐的倫

理，在同受菩薩戒的大眾中，仍應先分別僧眾與俗眾，接著分別男女眾，再依受戒的

先後（此處在僧眾，是以受具戒的先後來定其座位先後，「不以菩薩戒的戒臘為先

後，因為菩薩戒是沒有次第、沒有位置，你是以什麼身分，就進入什麼身分的次

第」），154最後為了要照顧年老與年幼者，也應要讓其在前。所以聖嚴法師的順序

是：僧俗，「男女，先後，老幼」，155而非如同條文所指的「不問老少比丘比丘

尼」。 

  此處，法師特別強調要活用，在不同的情況中，可能會有例外的情形出現。比

如，需要國王來指導誦戒時，儘管國王受戒晚，為尊其德，仍應請其上座。另外，若

國王根本沒受戒，但若執意要參與誦戒會，為顧及日後仍有誦戒因緣，應讓其參與並

請上座，此乃尊其位。156另外，儀式中致詞的先後，也要視情況調整次序。157 

（六）菩薩律儀的日常實踐原則與內容 

  在 2003 年對僧大學僧的高僧行誼課程中，聖嚴法師講解僧大校訓「悲智和敬」的

意涵時，有清楚地說明： 

                                                      
153 《梵網經》卷 2（T24, no. 1484, p. 1008, b1-7） 
154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20，行 19-20。 
155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20，行 4-21。 
156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20，行 22 - 頁

21，行 5。 
157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八次開示），頁 21，行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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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是我與人和，不是要求人跟我和；「敬」是我敬人，不是要求人家來

敬我們。158
 

也就是要求自己法住法位，而不是要求他人來與我和、來敬我。又，和合在日常生活

中的實踐原則，聖嚴法師有很簡要地提示： 

和，是和樂、和諧、和睦，共同地生活在一起。雖然，可能有意見上的一些

出入，但是，求和、求同。159 

開示中，聖嚴法師提到一個簡單也基本的禮貌恭敬表現是： 

我們合掌的一個動作，就是禮貌、恭敬。160 

在聖嚴法師所舉的日常禮儀中，可分為下列幾大項，略舉其內容如下： 

1.對尊長的禮儀 

  （1）見到師父（或方丈和尚），要合掌。161 

  （2）遇到師父（或方丈和尚），要等師父或方丈和尚走過去，自己才走。162 

  （3） 在師父（或方丈和尚）面前走過，要欠身，也就是低著頭、彎著腰走過。163 

  （4）早上見到師父（或方丈和尚），要打招呼，說：「你早！」或「阿彌陀佛！

你好」。164 

  （5）師父（或方丈和尚）講話的時候，要合掌。165 

  （6）對於年長的比丘、比丘尼們，像二師伯，她是長老比丘尼了，應該要像看到

師父一樣的尊敬。166 

                                                      
158 聖嚴法師，法鼓山僧伽大學「高僧行誼」課程（2003年 2月 25日）。 
159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6，行 25-26。 

160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6，行 24-25。 
161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3，行 13-14。 
162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3，行 14-15。 
163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3，行 17-18。 
164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3，行 15-17。 
165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3，行 28-29。 
166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7，行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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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對於僧團裡戒長、戒高的，應該尊敬的。167 

2.對執事的禮儀 

  對於有職務的、執事的，無論是否是自己的上司，都應該受己尊重。168 

3.師兄弟間的禮儀 

  師兄弟間的禮儀重點在「長幼有序」，在表現上有如下幾點： 

  （1）師兄弟間不可以如同師父對徒弟那樣單稱法名，169而要依其身分不同稱呼

某某法師（對已受具戒者）、某某師（對已受十戒者），或某某菩薩（對行者菩

薩）。 

  （2）要恭敬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見到比丘，要合掌。170 

  （3） 受戒早的人，不可有覺得自己戒長一點或資格老一點，而要被特別尊重的心態。171 

4.對居士菩薩的禮儀 

  對於居士的稱呼，無論是陌生人、有點認識的人，或者是熟人，都要稱某某居

士、某某菩薩，或某某職稱，172不宜只稱呼名字。 

  這除了是「僧俗有別」外，也有另一重要作用，聖嚴法師指出： 

我們語言上的稱呼非常重要，你恭敬人，人家會恭敬你。173 

（七）法鼓山以菩薩律儀攝眾並推動理念 

1.開示中以菩薩律儀攝眾的例子 

  第九次開示談到受戒非儀戒第四十時，在談到是否向國王禮拜的內容中，聖嚴法

師談到在歷史上曾經與王安石一樣變過法的宋朝宰相張商英，他護持三寶的原因，就

                                                      
167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7，行 23；頁

15，行 27-29。 
168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7，行 24；頁

15，行 17-26。 
169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4，行 18-22。 
170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3，行 20-27。 
171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4，行 23-30。 
172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4，行 12-16。 
173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4，行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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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看到僧團生活整齊、統一，而寧靜、莊嚴、和諧，所以護持三寶。摘錄開示如

下： 

宋朝的時候，有一位宰相叫作張商英，他本來不信佛，有一次，……他進入

寺院，看到寺院的上殿、過堂，威儀整齊，鴉雀無聲。上殿的時候，他們非

常整齊，梵唄、唱誦，威儀整齊；過堂的時候，幾百個人一起在用齋，沒有

碗、筷、盤子的聲音，更不要說人在講話的聲音了。而且每一個人，坐得都

是四平八穩的、端端正正的。在當時，這個僧團，是誰的僧團呢？是大慧宗

杲的師父，是圜悟克勤。……每一個人都是威儀整齊，吃飯的時候，每一個

人都好像是，一尊一尊塑的菩薩像，只是呢，他在吃。 

「喔！」這一位宰相就講了：「怪不得朝中沒有人才啊！」所有的人才，都

是在寺廟裡面，這寺院裡面，有這麼好的威儀啊！這在朝中啊，做官的人都

沒有這樣的威儀的。……「禮失而求諸野」，禮儀只有在寺院裡面看到了，

而在朝中沒有這樣子的威儀。 

因此，張商英就成為一個非常虔誠、熱心的護法。174
 

由這個例子，可以清楚發現，齊整的威儀，具有攝眾、化眾的作用。更進一步推想，

或許此即是法師提倡「禮儀環保」以及「心六倫」的出發點。 

2.法鼓山以菩薩律儀的實踐來做為推動理念的基礎 

  總結上述內容，可以發現聖嚴法師所建立的菩薩僧團，是不離和敬的基本身分要

求，同時更進一步指出其具體實現的內涵，也就是： 

我們以和敬為我們的原則，僧團的原則。要和，一定先要互相的尊敬的。那

要尊敬如何表示？禮儀、禮貌。175 

而菩薩律儀的實踐，除了是出家身分的基本內涵外，也是人品的表徵，因此也是法鼓

山團體存在的基礎，聖嚴法師說： 

如果我們這個僧團，律儀沒有，大家都是好像你是最大的，那我們這個團體

                                                      
174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九次開示），頁 3，行 18-33。 
175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7，行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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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應該存在的，是不值得存在的，因為，我們是要提昇人品的一個道場，

結果我們自己人品……。你自己認為：「我也沒有偷，我也沒有搶，我也沒

做壞事，我也沒有說壞話，哪裡一點人品不好啊？」哎！因為你的禮貌不

夠，所以你的人品就是不好。176 

如果我們這一個團體，禮儀，就是菩薩律儀，守持的很好，那我們這個僧團

在內部是和諧的，對外形象是非常好的、非常優良的，就是社會的真正的清

流，真正的叫社會的清流。177 

從中可以推知聖嚴法師認為：菩薩律儀是提昇人品的基礎，如果能夠貫徹菩薩律儀的

實踐，將能成為社會的清流，進而產生教化的力量，從而對於理念的推廣將能發揮重

要的影響力。因此，聖嚴法師最後叮嚀常住大眾： 

我希望經過我們這兩個星期之後，兩個星期不是僅僅是聽！要練習的。178 

五、結語 

  佛法的無我，是需要時時向內觀照的，然而正法的久住世間，卻需仰賴佛法化世

功能的發揮，出家修行佛法者，對正法的久住責無旁貸，故除了自度並需化他，況且

在慈悲利他中，最能體達無我的智慧。菩薩戒的內涵，就是強調在發菩提心的利他行

中，除了不斷長養行者慈悲與智慧的厚實度外，並以化世功能達到正法能久住世間的

目的。 

  從此次法鼓山僧團第一次結夏安居的菩薩戒開示中，除了可以了解到聖嚴法師對

戒律詮釋的方向與重點外，也可看出聖嚴法師對出家弟子與教團的期許，聖嚴法師重

視以出離心為根基的菩薩道修行法，是大乘佛法的落實，並以日常基本的和敬與禮儀

為下手處，期以僧團和敬內涵的實踐，使教團能成為具教化力量的社會清流，進而達

到正法久住的目的。 

  本文僅略整理聖嚴法師開示大要，卻可發現目前法鼓山體系內大學院教育單位的

共通校訓「悲、智、和、敬」的制定與提倡「心六倫」運動的因緣，是個人始料未及

的。受限於個人學力與修證淺薄等因素，文中尚有許多不完備處，敬請不吝指教。 

                                                      
176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5，行 23-27。 
177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7，行 8-10。 
178 聖嚴法師，《〈梵網經菩薩戒本〉結夏安居開示文稿》（第一次開示），頁 7，行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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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本文的產生，要感恩師父無私的教導，感恩證融法師的鼓勵，感恩果鏡法的指導

與包容，感恩果肇法師對於師父開示精神的提示，感恩果稱法師對歷史資料考證的協

助與修行上的鞭策，感恩常慶法師對論文格式的指導與修潤，感恩諸多同學的鼓勵與

慈悲、包容，普願皆能踐行悲智和敬的菩薩行儀。 

 

（本文初稿發表於 2011 年 6 月 26 日「99 學年度法鼓山僧伽大學畢業製作呈現」，修

訂於 2011年 10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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